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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2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读经 2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3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4耶稣说：「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

约二
1-11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5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甚么，你们就做甚么。」
6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6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7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8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9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
10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10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11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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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长乐牧师 2017.07.02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你有参加过婚礼吗？你喜欢参加婚礼吗？在这个教会你参加过婚礼吗？
我今天选的诗歌是婚礼的诗歌，很多人在偷笑：

这个牧师大概今天刚从美国回来，头脑不清楚。

不要忘记，启廿一我们将来都要参加一个「羔羊的婚宴」。
耶稣也参加婚礼，主耶稣如果今天来参加这个婚礼，衪怎么唱这首诗歌？
我相信是欢喜快乐地来唱 想想看 耶稣在我们当中欢欢喜喜地参加婚礼我相信是欢喜快乐地来唱。想想看，耶稣在我们当中欢欢喜喜地参加婚礼，

你是婚礼的主人，你希望客人用什么情绪来参加？
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与喜乐的人一起同乐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像耶稣 样与喜乐的人一起同乐。

参加婚礼，不仅带给新人祝福，也分享新人的喜悦。

当我年纪越长，参加婚礼又发现另外一个意义：
在婚礼中重新温习上帝「创造家庭的心意」；在婚礼中重新温习上帝「创造家庭的心意」；
同时也检讨更新「自己婚姻的状况」；
再一次在婚姻中想起过去「在神面前的誓约」。再 次在婚姻中想起过去「在神面前的誓约」。

婚礼也有好吃的东西，小的时候物资都很缺乏，
只有参加婚礼才可以喝到汽水，只有参加婚礼才可以喝到汽水，

所以以前爸爸妈妈都说：「你乖，就带你参加婚礼。」
但是现在物质丰富了，现在对小孩说：「如果你不乖，我就带你参加婚礼！」

婚礼要很长的时间。婚礼也可以看到美丽的新娘。
但是，参加婚礼很喜乐，筹备婚礼却不容易。要融合双方家人的意见，

最困难的就是要预估参加的人数，预备合适的饮食，也不浪费也不寒酸。
常常这件事情会给新人很大的压力。以后如果新人请你登记，请你赶快登记。

记得我这句话 新郎新娘在结婚前常常吵架 因为压力很大记得我这句话：新郎新娘在结婚前常常吵架，因为压力很大。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段经文大家都好熟悉。
当我再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体会：当我再 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 个新的体会：
为什么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有代表性的、很重要的─

是行在一个新婚的喜宴？而不是我们所期盼发生的是行在 个新婚的喜宴？而不是我们所期盼发生的
医病赶鬼或者超自然的事情？

甚至知道这个神迹的人并不多，只有那些舀水的用人知道，新郎也不知道。

我有一个新的体会：耶稣愿意帮助一个遇到困难的新婚家庭；
耶稣也愿意帮助每一个遇到困难的家庭，

让他们能够经历改变和祝福；也显出上帝的荣耀。
一个蒙福的家庭是可以使许多人都信主的！

特别是在这个家庭价值被扭曲破坏的时代特别是在这个家庭价值被扭曲破坏的时代，
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是可以为主作见证的！

让我们一起祷告：靠着上帝的恩典 建立一个蒙福的家庭；让我们 起祷告：靠着上帝的恩典，建立 个蒙福的家庭；
当我们教会有许多蒙福的家庭时，就大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

一、为什么家庭需要神迹？
神创造而且看重家庭 神也祝福家庭 当人堕落以后 神的拯救也是临到家庭神创造而且看重家庭。神也祝福家庭。当人堕落以后，神的拯救也是临到家庭。

旧约中，神要用洪水来审判世界的时候，神拯救的是挪亚一家八口。
中国人的「船」字就是一个「舟」然后「八」个「口」。中国人的「船」字就是 个「舟」然后「八」个「口」。

上帝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当使徒保罗到马其顿去传福音，到了腓立比被逼迫，
被下在监里，但他却在监狱里因着圣灵的大能让狱卒一家信主！

在那里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弟兄姐妹，要有信心！自从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成为一个管道，
上帝的祝福和救恩就透过你可以临到你的家人。

最近我跟在上海的侄儿联络上，我们过去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我把 些我们家庭的照片寄给他 他跟我说 「叔叔 我好羡慕我把一些我们家庭的照片寄给他，他跟我说：「叔叔，我好羡慕！

我真的知道爷爷是一个牧师，我羡慕那样的良善，可是我活不出来。」
感谢上帝 我们没有太多的交集 但是他略略的了解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他略略的了解

上帝在我们家中所做的事情，他说：「我好羡慕。」

其实，如果在中国来说他是非常蒙福的，他很年轻就
已经成了一个很高的阶层 他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已经成了 个很高的阶层，他也有 个幸福的家，

但是他说：「我活的一点都不真实。」
我相信这是神在他心门中来叩门。我相信这是神在他心门中来叩门。

弟兄姐妹，相信主，你信了主以后，你为家人祷告，
神的救恩迟早都会临到你的家人。神也使用家庭来事奉衪。衪

在旧约里面，约书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提前三讲到教会的长老和执事的资格，
除了属灵、品格和性格之外，

非常看重这个人家庭的状况非常看重这个人家庭的状况。
甚至圣经上说，

如果不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如果不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就不能够管理神的家。

同时，不要忘记，上帝的管教和审判有的时候也是临到家庭。
那个不敬畏神的以利 两个儿子在一天中跟他一同被上帝管教审判那个不敬畏神的以利，两个儿子在 天中跟他 同被上帝管教审判。
扫罗王不敬畏神，以致他和他的孩子同一天战死在沙场上。

出卅四 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卅 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 代。
每次读到这样的经文我就非常的警惕，

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会影响自己，甚至会影响子子孙孙。
求主让我们因着敬畏他，远离一切不讨上帝喜悦的恶事。

撒旦也破坏、攻击家庭。亚当的家庭、约伯的家庭，被撒旦所破坏。
有一次有个传道人在机场等飞机，他看到一个人在祷告，

他想这个人可能是基督徒。他去找这个人，说：「你是不是基督徒？」
他说 「我不是基督徒 我是撒旦教徒 」「你在祷告什么 」他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是撒旦教徒。」「你在祷告什么？」
「我们获得一个指示，要一起祷告求撒旦破坏传道人跟基督徒的家庭；

不论用色情 金钱 毁谤 谎言不论用色情、金钱、毁谤、谎言，
他们的家庭被破坏，他们就没有见证了！」



弟兄姐姐，我们需要一起警醒祷告─为基督徒的家庭警醒守望，
也为长执传道人的家庭警醒守望也为长执传道人的家庭警醒守望。

很多很有名的传道人跌倒了，对教会的亏损何等的大！
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

不是只在伤口上继续洒盐，而是平常就有够多的时间来为这些人守望祷告。

今天这段圣经里面，第一个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是婚宴当中「酒用尽了」。今 这 ， 就 「酒用尽了」
酒喝光了不仅仅是一种不便利而已，也是名誉或身份上的受创和羞辱，

别人永远都会说：「你看，我们去喝你的喜酒，你们家的酒不够！」
对于一个新婚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件倒楣的事情。

我觉得很有意思，应该新婚家庭是最快乐最没有问题的家庭，
这里却说「酒用尽了 」每个家庭迟早都会遇到酒用尽的状况这里却说「酒用尽了。」每个家庭迟早都会遇到酒用尽的状况。

我这次到美国去陪我的孩子坐月子，很高兴我的女儿生老三了，
你们不要只看那个照片都是笑嘻嘻的 有 天我的女婿你们不要只看那个照片都是笑嘻嘻的。有一天我的女婿

很沮丧的来跟我说： 「爸，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生老三！」

他累的一塌糊涂，两个哥哥姐姐对一个新来者不太适应，情绪不稳定不合作，
刚生的又有黄疸 让他很担心；刚得到孩子的喜悦 一下子就被问题吞灭了！刚生的又有黄疸，让他很担心；刚得到孩子的喜悦， 下子就被问题吞灭了！

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亲子跟婆媳之间的问题，
夫妻相处或者财务方面的问题；为着照顾长辈也遇到很多困难。夫妻相处或者财务方面的问题；为着照顾长辈也遇到很多困难。

我要在这边特别提醒弟兄们：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当然是工作，
但是我们看重工作到一个地步，忽略了我们的家庭，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损！作 ，忽 家庭，这 很大的亏损
赵镛基牧师也曾经遇到这样的困难：

上帝大大的祝福他的工作，但是他的妻子却要跟他离婚！
如果赵镛基牧师跟他的妻子离婚，他可以像现在这样被神使用吗？

我自己也遇到这样的情境─有一年圣诞节前我陪着教会的诗班一起练习，
到晚上10点多 把教会收拾完回家 我好兴奋 因为诗班练习的非常好到晚上10点多，把教会收拾完回家，我好兴奋，因为诗班练习的非常好！

我可以预期一场圣诞布道会是盛况空前。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
师母坐在沙发上哭泣 她说：「你很久很久都没有陪我了！」师母坐在沙发上哭泣，她说：「你很久很久都没有陪我了！」

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上帝的作为。

二、耶稣是做客人还是做主人？
这个婚宴中耶稣也被请去 而且有人说这个婚宴中耶稣也被请去，而且有人说，

这个人遇到的困难就是耶稣造成的，为什么？耶稣一个人去就好，
还带了五六个人一起去，所以酒不够了。还带了五六个人 起去，所以酒不够了。

无论如何，耶稣是被请去做客的，
当耶稣做客人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做的。

我去很多人家庭探访，那边挂着一块匾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
希望那不只是一块匾额，而是我们的实际。

马利亚了解这样的情况，她就把主人的困难告诉了耶稣。
耶稣的回答，以我们华人来了解的话，就觉得耶稣回答不太恭敬，
其实一点都没有。马利亚在约翰福音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在这里，还有一次就是在19章，她在耶稣的十字架下面；
而耶稣对她的称呼在希腊文是同 个字而耶稣对她的称呼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

我试着用我们能够了解的话来跟大家分享。

当马利亚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回答的意思就是：「妈妈 这跟你我都没什么关系 」耶稣回答的意思就是：「妈妈，这跟你我都没什么关系。」

应该是新郎或者是总管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却是马利亚提出的。
虽然马利亚不知耶稣要怎么做，但是她对耶稣却有信心。， 有信心

其实这也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托付─
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遇见困难的时候，

你应该把他的困难带到耶稣的面前，
虽然你不知道耶稣要怎么做？耶稣什么时候做？
耶稣告诉他的妈妈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不是不做，耶稣有他的时候。
约 以前 有三次耶稣都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八以前，有三次耶稣都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是约十二以后，又有三次他说「我的时候到了」。
我们常常说「要等候上帝的时候」 顺服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我们常常说「要等候上帝的时候」，顺服是 种信心的表现，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我们就是愿意照耶稣所说的去做。



在这边耶稣没有做什么事，但是说话了─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那怕是这句话看起来一点道理都没有：「那边有六口石缸，把水倒满石缸，那怕是这句话看起来 点道理都没有：「那边有六口石缸，把水倒满石缸，
舀出来去请客」，你是开餐馆的，如果有一天你们餐馆酒不够了，

耶稣说：「把你们家水桶洗干净，装满了水，舀出去给客人喝」，
你做不做？但是，弟兄姊妹，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要对上帝的话有信心！我们真的能够帮助人，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帮助人。

耶稣做主的时候 他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尽管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耶稣做主的时候─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尽管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
同时我们也不限制上帝工作的方式和时间。

马利亚讲出一个秘诀：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马利亚讲出 个秘诀：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如果我们对神没有条件、彻底的顺服时，我们就要蒙福。

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每当我跟师母没办法沟通的时候，
我回到上帝的话─神说：要舍己、要爱你的妻子，

虽然那时候觉得不可爱、不可理喻、没有道理…，
但是当我愿意做的时候 上帝就大大的动工但是当我愿意做的时候，上帝就大大的动工。

上帝不是只对我如此而已，上帝对每一个信而顺服的人都是如此。

三、经历上帝所赐的上好。
耶稣的怜悯总是在人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用想不到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困难耶稣的怜悯总是在人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用想不到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困难。

耶稣变水为酒是告诉我们：他大能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六桶石缸是什么概念？是180加仑的酒！

如果都喝光的话那不得了！上帝预备的是丰盛有余的！
另外，水好像是平淡无味的，但是酒却是芬芳有力量的，

神要让我们的生命 从一个平淡无奇的生命神要让我们的生命，从一个平淡无奇的生命，
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且能够有香气的生命！

今天是我跟师母结婚35周年的日子，我们遇见过很多的困难。今天是我跟师母结婚35周年的日子，我们遇见过很多的困难。
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唱一首诗歌：「越事奉越甘甜」，

虽然35年，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见证：
当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经历上帝的上好！

这个神迹的重点是「改变」─人没有办法改变，上帝帮助我们改变。
耶稣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哭的人同哭 衪顾念每 个卑微的人耶稣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衪顾念每一个卑微的人。

这个家庭没有写出是谁的家庭，也许是一个很卑微的家庭，
但是上帝不因为你卑微而愿意让你受羞辱！但是上帝不因为你卑微而愿意让你受羞辱！

上帝要帮助你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上帝要恩待你使你抬起头来！
你可以将自己心中的失望和失败带到耶稣的面前！你可以将自己心中的失望和失败带到耶稣的面前！

你可以为着有需要的人在神面前来祷告！但要记得一件事：
惟有我们把马利亚的话当真─

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的时候，
神要在你的家中，在每一个人身上，彰显他的大能。

另外一方面，也感谢神祝福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
过去这一个多月教会在整修，过程中有许多不方便，

在设计 施工方面都遇到 些困难在设计、施工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
弟兄姊妹们，我们用爱心互相鼓励来说造就人的话。

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 工程那么大 却是安安静静的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工程那么大，却是安安静静的。
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整修过程中，看见的是圣灵的做为。

上个礼拜我不在，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愿意为这次的整修奉献五百万，
感谢上帝在他心中的工作 奉献不是教会需要钱感谢上帝在他心中的工作。奉献不是教会需要钱；

奉献是一种感恩，奉献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那个打破玉瓶的马利亚，她抓住了机会做在主的身上，她就被永恒的纪念！那个打破玉瓶的马利亚，她抓住了机会做在主的身上，她就被永恒的纪念！

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要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要感谢！

不久前沈正牧师跟我分享一件事：他们教会有一位退休的长老已经90岁，不久前沈正牧师跟我分享 件事：他们教会有 位退休的长老已经90岁，
有一天去找沈牧师，说：「感谢主保守我，庆祝90岁大吃一顿没什么意思，

也不需要再用什么钱，我愿意奉献一千万台币做上帝的工作。」这个长老
曾经卖掉他的别墅，支持女婿在美国读完神学博士，成为众教会的祝福。

弟兄姐妹，抓住上帝给你的机会，为教会来祷告，
爱圣经上说：「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旺！」

你爱教会上帝爱你，上帝会大大的祝福！
也求主恩待我们每 个人的家庭 成为 个蒙福的家庭也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

愿上帝在我们当中工作，感动你─回应上帝在你心上的感动！



天父，我感谢你，我知道你在我们当中！
主啊 在我们当中到 个地步 连撒但教焦急了！主啊，在我们当中到一个地步，连撒但教焦急了！
主啊，你在这个教会开始要做一些奇妙的工作，

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
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赶走那个沉睡的灵！
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赶走那个刚硬的心！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赶走那个刚硬的心！

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
不亏负你给我们教会60年这么多的恩典！不亏负你给我们教会60年这么多的恩典！

也求你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个家庭！
谢谢主，不管我们成家与否，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谢谢主，不管我们成家与否，我们有 个属灵的家！

耶和华是我们的遮盖！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
让我们每天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 历 真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