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長樂牧師講道紀念集

第十一講…

第一個神蹟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暫停

請按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第一個神蹟
約二1-11
諸長樂牧師 2017.07.02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裡。
2 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
4 耶穌說：「母親（原文是婦人），我與你有甚麼相干？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5 他母親對用人說：「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甚麼。」
6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
7 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8 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
9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
10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擺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 件神蹟 是在 利利的迦拿行的
11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
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讀經
約二
1-11

當我年紀越長，參加婚禮又發現另外一個意義：
 在婚禮中重新溫習上帝「創造家庭的心意」；
 同時也檢討更新「自己婚姻的狀況」；
 再一次在婚姻中想起過去「在神面前的誓約」。
再 次在婚姻中想起過去 在神面前的誓約」

你有參加過婚禮嗎？你喜歡參加婚禮嗎？在這個教會你參加過婚禮嗎？
我今天選的詩歌是婚禮的詩歌，很多人在偷笑：
這個牧師大概今天剛從美國回來，頭腦不清楚。

婚禮也有好吃的東西，小的時候物資都很缺乏，
只有參加婚禮才可以喝到汽水，
有參 婚禮才可 喝到汽水
所以以前爸爸媽媽都說：「你乖，就帶你參加婚禮。」
但是現在物質豐富了，現在對小孩說：「如果你不乖，我就帶你參加婚禮！」

不要忘記，啟廿一 我們將來都要參加一個「羔羊的婚宴」。
耶穌也參加婚禮，主耶穌如果今天來參加這個婚禮，衪怎麼唱這首詩歌？
我相信是歡喜快樂地來唱 想想看 耶穌在我們當中歡歡喜喜地參加婚禮
我相信是歡喜快樂地來唱。想想看，耶穌在我們當中歡歡喜喜地參加婚禮，
你是婚禮的主人，你希望客人用什麼情緒來參加？
感謝上帝的恩典，我們可以像耶穌一樣與喜樂的人一起同樂。
參加婚禮，不僅帶給新人祝福，也分享新人的喜悅。

婚禮要很長的時間。婚禮也可以看到美麗的新娘。
但是，參加婚禮很喜樂，籌備婚禮卻不容易。要融合雙方家人的意見，
最困難的就是要預估參加的人數，預備合適的飲食，也不浪費也不寒酸。
常常這件事情會給新人很大的壓力。以後如果新人請你登記，請你趕快登記。
記得我這句話 新郎新娘在結婚前常常吵架
記得我這句話：新郎新娘在結婚前常常吵架，因為壓力很大。
為壓力很大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這段經文大家都好熟悉。
當我再一次讀這段經文的時候，有一個新的體會：
為什麼耶穌的第一個神蹟―有代表性的、很重要的―
是行在 個新婚的喜宴？而不是我們所期盼發生的
是行在一個新婚的喜宴？而不是我們所期盼發生的
醫病趕鬼或者超自然的事情？
甚至知道這個神蹟的人並不多，只有那些舀水的用人知道，新郎也不知道。
我有一個新的體會：耶穌願意幫助一個遇到困難的新婚家庭；
耶穌也願意幫助每一個遇到困難的家庭，
讓他們能夠經歷改變和祝福；也顯出上帝的榮耀。
 一個蒙福的家庭是可以使許多人都信主的！
特別是在這個家庭價值被扭曲破壞的時代，
在這 家庭
被扭 破壞 時代
 一個美好幸福的家庭是可以為主作見證的！
讓我們 起禱告：靠著上帝的恩典，建立 個蒙福的家庭；
讓我們一起禱告：靠著上帝的恩典，建立一個蒙福的家庭；
當我們教會有許多蒙福的家庭時，就大有能力來為主做見證。

其實，如果在中國來說他是非常蒙福的，他很年輕就
已經成了一個很高的階層，他也有一個幸福的家，
但是他說：「我活的一點都不真實。」
我相信這是神在他心門中來叩門
我相信這是神在他心門中來叩門。
弟兄姐妹，相信主，你信了主以後，你為家人禱告，
神
神的救恩遲早都會臨到你的家人。神也使用家庭來事奉衪。
遲早都會
家
神
家庭來事奉衪
在舊約裡面，約書亞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宣告：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提前三 講到教會的長老和執事的資格，
除了屬靈、品格和性格之外，
非常看重這個 家庭的狀
非常看重這個人家庭的狀況。
甚至聖經上說，
如果不能夠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就不能夠管理神的家。

一、為什麼家庭需要神蹟？
神創造而且看重家庭。神也祝福家庭。當人墮落以後，神的拯救也是臨到家庭。
舊約中，神要用洪水來審判世界的時候，神拯救的是挪亞一家八口。
中國 的 船」字就是 個 舟」然後 八」個 口」
中國人的「船」字就是一個「舟」然後「八」個「口」。
上帝也給我們一些啟示：當使徒保羅到馬其頓去傳福音，到了腓立比被逼迫，
被下在監裡，但他卻在監獄裡因著聖靈的大能讓獄卒一家信主！
在那裡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弟兄姐妹，要有信心！自從你信了主以後，你就成為一個管道，
上帝的祝福和救恩就透過你可以臨到你的家人。
最近我跟在上海的侄兒聯絡上，我們過去幾乎沒有什麼交集，
我把 些我們家庭的 片寄 他 他 我說 「叔叔 我好羨慕
我把一些我們家庭的照片寄給他，他跟我說：「叔叔，我好羨慕！
我真的知道爺爺是一個牧師，我羨慕那樣的良善，可是我活不出來。」
感謝上帝，我們沒有太多的交集，但是他略略的了解
上帝在我們家中所做的事情，他說：「我好羨慕。」

同時，不要忘記，上帝的管教和審判有的時候也是臨到家庭。
 那個不敬畏神的以利，兩個兒子在一天中跟他一同被上帝管教審判。
 掃羅王不敬畏神，以致他和他的孩子同一天戰死在沙場上。
出卅四 上帝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卅
帝萬不 有罪的為無罪
追討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
代
每次讀到這樣的經文我就非常的警惕，
我們所做的事情不僅會影響自己，甚至會影響子子孫孫。
求主讓我們因著敬畏衪，遠離一切不討上帝喜悅的惡事。
撒旦也破壞、攻擊家庭。亞當的家庭、約伯的家庭，被撒旦所破壞。
有一次有個傳道人在機場等飛機，他看到一個人在禱告，
他想這個人可能是基督徒。他去找這個人，說：「你是不是基督徒？」
他說 「我 是基督徒 我是撒 教徒
他說：「我不是基督徒，我是撒旦教徒。」「你在禱告什麼？」
「你在禱告什麼
「我們獲得一個指示，要一起禱告求撒旦破壞傳道人跟基督徒的家庭；
不論用色情、金錢、毀謗、謊言，
他們的家庭被破壞，他們就沒有見證了！」

弟兄姐姐，我們需要一起警醒禱告―為基督徒的家庭警醒守望，
也為長執傳道人的家庭警醒守望。
很多很有名的傳道人跌倒了，對教會的虧損何等的大！
求主幫助我們 當我們遇見這樣的事情
求主幫助我們，當我們遇見這樣的事情，
不是只在傷口上繼續灑鹽，而是平常就有夠多的時間來為這些人守望禱告。
今天這段聖經裡面，第一個他們遇到的困難就是婚宴當中「酒用盡了」。
今天這段聖
面 第
們遇到的困難就是婚宴當中 酒用盡了」
酒喝光了不僅僅是一種不便利而已，也是名譽或身份上的受創和羞辱，
別人永遠都會說：「你看，我們去喝你的喜酒，你們家的酒不夠！」
對於一個新婚的家庭來說也是一件倒楣的事情。
我覺得很有意思，應該新婚家庭是最快樂最沒有問題的家庭，
這裡
這裡卻說「酒用盡了。」每個家庭遲早都會遇到酒用盡的狀況。
「
盡
每個家庭遲早都會 到酒用盡
我這次到美國去陪我的孩子坐月子，很高興我的女兒生老三了，
你們不要只看那個照片都是笑嘻嘻的 有 天我的女婿
你們不要只看那個照片都是笑嘻嘻的。有一天我的女婿
很沮喪的來跟我說： 「爸，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要生老三！」

二、耶穌是做客人還是做主人？
這個婚宴中耶穌也被請去，而且有人說，
這個人遇到的困難就是耶穌造成的，為什麼？耶穌一個人去就好，
還帶了 六個
還帶了五六個人一起去，所以酒不夠了。
起去 所 酒不夠了
無論如何，耶穌是被請去做客的，
當耶穌做客人的時候，祂什麼都不做的。
我去很多人家庭探訪，那邊掛著一塊匾額說：「基督是我家之主」，
希望那不只是一塊匾額，而是我們的實際。
馬利亞了解這樣的情況，她就把主人的困難告訴了耶穌。
耶穌的回答，以我們華人來了解的話，就覺得耶穌回答不太恭敬，
其實一點都沒有。馬利亞在約翰福音出現了兩次，
一次是在這裡，還有一次就是在19章，她在耶穌的十字架下面；
而耶穌對她的稱呼在希臘文是同 個字
而耶穌對她的稱呼在希臘文是同一個字，
我試著用我們能夠了解的話來跟大家分享。

他累的一塌糊塗，兩個哥哥姐姐對一個新來者不太適應，情緒不穩定不合作，
剛生的又有黃疸，讓他很擔心；剛得到孩子的喜悅，一下子就被問題吞滅了！
其實每個人都會遇到不同的困難：親子跟婆媳之間的問題，
夫妻相處或者財務方面的問題；為著照顧長輩也遇到很多困難
夫妻相處或者財務方面的問題；為著照顧長輩也遇到很多困難。
我要在這邊特別提醒弟兄們：上帝給我們的託付當然是工作，
但是我們看重工作到一個地步，忽略了我們的家庭，這是一個很大的虧損！
是我們看重 作到
步 忽 了我們的家庭 這是
很大的虧損！
 趙鏞基牧師也曾經遇到這樣的困難：
上帝大大的祝福他的工作，但是他的妻子卻要跟他離婚！
如果趙鏞基牧師跟他的妻子離婚，他可以像現在這樣被神使用嗎？
 我自己也遇到這樣的情境─有一年聖誕節前我陪著教會的詩班一起練習，
到
到晚上10點多，把教會收拾完回家，我好興奮，因為詩班練習的非常好！
多 把教會收拾完 家 我
奮
為詩 練
非常
我可以預期一場聖誕佈道會是盛況空前。但是我回到家的時候，
師母坐在沙發上哭泣，她說：「你很久很久都沒有陪我了！」
師母坐在沙發上哭泣，她說：「你很久很久都沒有陪我了！
每一個家庭都需要上帝的作為。

當馬利亞告訴耶穌說「他們沒有酒了」，
耶穌回答的意思就是： 媽媽，這跟你我都沒什麼關係。」
耶穌回答的意思就是：「媽媽，這跟你我都沒什麼關係。」
應該是新郎或者是總管提出這樣的要求，但卻是馬利亞提出的。
雖然馬利
雖然馬利亞不知耶穌要怎麼做，但是她對耶穌卻有信心。
耶穌要怎麼
是 對耶穌卻有信心
其實這也是上帝給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託付―
當我們看到周圍的人遇見困難的時候，
你應該把他的困難帶到耶穌的面前，
雖然你不知道耶穌要怎麼做？耶穌什麼時候做？
耶穌告訴祂的媽媽說：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耶穌不是不做，耶穌有祂的時候。
 約八 以前，有三次耶穌都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以前 有 次耶穌都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但是 約十二 以後，又有三次祂說「我的時候到了」。
我們常常說 要等候上帝的時候」，順服是一種信心的表現，
我們常常說「要等候上帝的時候」，順服是一種信心的表現，
雖然有的時候我們不明白，但我們就是願意照耶穌所說的去做。

在這邊耶穌沒有做什麼事，但是說話了―出於上帝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那怕是這句話看起來 點道理都沒有： 那邊有六口石缸，把水倒滿石缸，
那怕是這句話看起來一點道理都沒有：「那邊有六口石缸，把水倒滿石缸，
舀出來去請客」，你是開餐館的，如果有一天你們餐館酒不夠了，
耶穌說：「把你們家水桶洗乾淨，裝滿了水，舀出去給客人喝」，
你做不做？但是，弟兄姊妹，出於上帝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要對上帝的話有信心！我們真的能夠幫助人，是用上帝的話語來幫助人。
耶穌做主的時候―祂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儘管我們有的時候不明白，
耶穌做主的時候
祂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儘管我們有的時候不明白
同時我們也不限制上帝工作的方式和時間。
馬利亞講出 個秘訣 他告訴你們什麼 你們就做什麼
馬利亞講出一個秘訣：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
如果我們對神沒有條件、徹底的順服時，我們就要蒙福。
每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每當我跟師母沒辦法溝通的時候，
我回到上帝的話―神說：要捨己、要愛你的妻子，
雖然那時候覺得不可愛、不可理喻、沒有道理…，
但是當我願意做的時候，上帝就大大的動工。
上帝不是只對我如此而已，上帝對每一個信而順服的人都是如此。

這個家庭沒有寫出是誰的家庭，也許是一個很卑微的家庭，
但是上帝不因為你卑微而願意讓你受羞辱！
上帝要幫助你活出一個榮耀的生命！上帝要恩待你使你抬起頭來！
你可以將自己 中的失望和失敗帶到耶穌的面前！
你可以將自己心中的失望和失敗帶到耶穌的面前！
你可以為著有需要的人在神面前來禱告！但要記得一件事：
惟有我們把馬利亞的話當真―
耶穌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的時候，
神要在你的家中，在每一個人身上，彰顯祂的大能。
另外一方面，也感謝神祝福我們有一個屬靈的家。
過去這一個多月教會在整修，過程中有許多不方便，
在 計 施 方 都 到 些 難
在設計、施工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難；
弟兄姊妹們，我們用愛心互相鼓勵來說造就人的話。
所羅門王建造聖殿的時候，工程那麼大，卻是安安靜靜的。
也求主幫助我們，在這個整修過程中，看見的是聖靈的做為。

三、經歷上帝所賜的上好。
耶穌的憐憫總是在人最需要的時候出現，用想不到的方式來解決我們的困難。
耶穌變水為酒是告訴我們：祂大能的作為在我們的身上，
讓我們得到更豐盛的生命！六桶石缸是什麼概念？是180加侖的酒！
如果都喝光的話那不得了！上帝預備的是豐盛有餘的！
另外，水好像是平淡無味的，但是酒卻是芬芳有力量的，
神要讓我們的生命 從 個平淡無奇的生命
神要讓我們的生命，從一個平淡無奇的生命，
變成一個充滿活力而且能夠有香氣的生命！
今天是我跟師母結婚35週年的日子，我們遇見過很多的困難。
今天是我跟師母結婚35週年的日子
我們遇見過很多的困難
我們在婚禮的時候唱一首詩歌：「越事奉越甘甜」，
雖然35年，但是我們真的可以見證：
當我們順服上帝的話語的時候，我們越來越經歷上帝的上好！
這個神蹟的重點是「改變」―人沒有辦法改變，上帝幫助我們改變。
耶穌與喜樂的人同樂 與哀哭的人同哭 衪顧念每 個卑微的人
耶穌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衪顧念每一個卑微的人。

上個禮拜我不在，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說願意為這次的整修奉獻五百萬，
感謝上帝在他心中的工作 奉獻不是教會需要錢；
感謝上帝在他心中的工作。奉獻不是教會需要錢；
奉獻是一種感恩，奉獻是上帝給我們的一個機會。
那個打破玉瓶的馬利亞，她抓住了機會做在主的身上，她就被永恆的紀念！
弟兄姊妹，上帝給我們的機會要抓住，上帝給我們的恩典要感謝！
不久前沈正牧師跟我分享一件事：他們教會有一位退休的長老已經90歲，
不久前沈正牧師跟我分享
件事 他們教會有 位退休的長老已經90歲
有一天去找沈牧師，說：「感謝主保守我，慶祝90歲大吃一頓沒什麼意思，
也不需要再用什麼錢，我願意奉獻一千萬台幣做上帝的工作。」這個長老
曾經賣掉他的別墅，支持女婿在美國讀完神學博士，成為眾教會的祝福。
弟兄姐妹，抓住上帝給你的機會，為教會來禱告，
聖經上說：「愛耶路撒冷的人必然興旺！」
你愛教會上帝愛你，上帝會大大的祝福！
也求主恩待我們每 個人的家庭 成為 個蒙福的家庭
也求主恩待我們每一個人的家庭，成為一個蒙福的家庭。
願上帝在我們當中工作，感動你―回應上帝在你心上的感動！

天父，我感謝你，我知道你在我們當中！
主啊 在我們當中到 個地步 連撒但教焦急了！
主啊，在我們當中到一個地步，連撒但教焦急了！
主啊，你在這個教會開始要做一些奇妙的工作，
願你得著你該得的榮耀！
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趕走那個沉睡的靈！
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趕走那個剛硬的心！
在主的面前，我們一起來回應神在我們身上的呼召，
不虧負你給我們教會60年這麼多的恩典！
也求你祝福我們教會每一個家庭！
謝謝主 不管我們成家與否 我們有 個屬靈的家！
謝謝主，不管我們成家與否，我們有一個屬靈的家！
耶和華是我們的遮蓋！耶和華是我們的依靠！
讓我們每天 歷 你是 真
讓我們每天經歷：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的神！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