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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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

没有酒了。」

1    On the third day there was a marriage at Cana in Galilee, 

and the mother of Jesus was there;

2 Jesus also was invited to the marriage, with his disciples.

3 When the wine failed, the mother of Jesus said to him, 

'They have no wine.'

约翰福音 John 2:1-12



4    耶稣说：「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
有甚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5 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甚么，你
们就作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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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Jesus said to her, 'O woman, what have you to do with 

me? My hour has not yet come.'

5 His mother said to the servants, 'Do whatever he tells you.'

6 Now six stone jars were standing there, for the Jewish

rites of purification, each holding twenty or thirty gallons.

约翰福音 John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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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Jesus said to them, 'Fill the jars with water.' And 

they filled them up to the brim.

8 He said to them, 'Now draw some out, and take it 

to the steward of the feast.' So they took it.

约翰福音 John 2:1-12



9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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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9    When the steward of the feast tasted the water now become 

wine, and did not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though the 

servants who had drawn the water knew), the steward of 

the feast called the bridegroom

10 and said to him, 'Every man serves the good wine first; and 

when men have drunk freely, then the poor wine; but you 

have kept the good wine until now.'

约翰福音 John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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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
徒都下迦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11  This, the first of his signs, Jesus did at Cana in Galilee,  

and manifested his glory; and his disciples believed in him.

12  After this he went down to Caper'na-um, with his mother

and his brothers and his disciples; and there they stayed 

for a few days.

约翰福音 John 2:1-12



约翰介绍他所认识的耶稣
John introduces Jesus he knows:

头一件神迹:
出席迦拿的
婚宴、将水变酒



• 《韦伯斯特词典》:     
是指神对人类事务介入
的非凡事件，或者极为
突出，不同凡响的事件
和成就。

•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  是指一似乎违反自然
的事件，神用以向人显
明自己的一个行动。

指神奇独特的事，是 介入
的 自然界而造成的 。



神 迹 (Miracle, Sign)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
在这书上。但记这件事，要叫你们

，是 ；并且叫你们 ，

就可以因 。
Now Jesus did many other sign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disciples, which are not 

written in this book; but these are written that you may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Son of God, and that believing you may have life in his name.                                                                             
（约翰福音 John 20:30-31）

亦是路标、 标记

指神奇独特的事，是 介入
的 自然界而造成的 。



今日仍相信有神迹发生的
请举手！



耶稣头一件神迹「水变酒」

1. 为甚么要选择这不起眼的
神蹟作开始？

2. 为甚么主耶稣对马利亚的
回答有点无礼？马利亚与
用人如何回应？

3. 约翰藉本神迹介绍耶稣的
那一方面？与我们何干？



耶稣头一件神迹「水变酒」

1. 为甚么要选择这不起眼的
神蹟作开始？



如要一鸣惊人，头一个神蹟应该发
生在君王、诸侯或千万人面前！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耶稣却选择在拿撒勒
东北9里之远的小村落
迦拿，一个默默无闻
的农家婚宴上发生。



加
利
利

拿撒勒

迦拿 伯赛大

耶路撒冷 (约 John 2:1)

拿但业的家乡

第六天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
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
亲在那里。
On the third day there was a 
marriage at Cana in Galilee, and 
the mother of Jesus was there;

在那裡發生？



礼成后、继续大

型的宴乐和跳舞

传统会吃喝七天

經過第四阶段
新人終於完成婚礼



酒用尽了

1. 当时的婚礼庆典和婚宴十分隆重。根据当代
的习俗，主人家有责任满足宾客的需要，稍
有不足，会是主人家严重的羞辱！

2. 当时人的饮料只有水跟酒

3. 不像現在方便买到酒

4. 「酒用尽了」代表宴会到此结束，
会是十分扫兴的事！



第一个神迹的特色

1.不具医疗性 Not medical

2.不具神奇性 Not magical

3.非主动性 Involuntary



第一个神迹的特色

很明显的特徵是：
耶稣改变了
水的「本质」

无中生有：
H2O(水) - C2H5OH(乙醇)

葡萄酒(Wine)与香槟酒
是由上等的葡萄酿製, 
整个发酵, 酿製与储存

的过程需时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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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上好酒再上次等酒，是因为人喝醉了，
或人的味觉会因为酒喝多了而麻痺。

当管筵席的尝了主耶稣
用水变的酒，他就觉得
先前的只是次酒，这才
是好酒，量多且质精。

（約 2:10）



video



耶稣头一件神迹「水变酒」

2. 为甚么主耶稣对马利亚的
回答有点无礼？ 马利亚与
用人如何回应？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
了。」

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我的时候
还没有到。」(约2:2-4)



主耶稣的反应合情合理吗?

1. 耶稣在迦拿筵席上说：「母亲，我与你有
甚麽相干？」 以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这两句话中 的母
亲二字，有小字原文皆作妇人（约2:4；
19:26），实际上按照希腊话，当时之人对
于这样的称呼，没有轻视不敬之意。

2. 「我与你有甚麽相干」这句话，乃是亚兰
语的俗话，在这裡的意思是「我与你所等
待的都不相同」或者是「让我自己作决
定」。



主耶稣的反应合情合理吗?

3. 主说这些话的语气，是以
与权威而言，不能在此

时以肉体关係来顺服母命，因
為祂以后：当以遵行父神的旨
意而行了！（参路2:49；太12:46-50；路
11:27-28）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
了。」

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我的时候
还没有到。」(约2:2-4)



他母亲对用

人说：「他

告诉你们甚

么，你们就

做甚么。」
(约2:5)



六口石缸
V6 照犹太人洁淨的规矩，有六口石

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洁淨的规矩』指犹太宗教礼仪上的条例，
怕人们在无意中摸过不洁东西， 故规定在
进食前须用水洁淨。

六口石缸约六百公升的水
= 大约600支礦泉水
=1,600瓶 350ml罐装啤酒



参与者：用人the servants

祂母亲对用人说：『祂告诉
你们甚麽，你们就作甚麽。』 v5

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 v7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
的。』他们就送了去。」 v8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那里来的，
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v9

如果你是用人，你肯照做吗？



耶稣头一件神迹「水变酒」

3. 约翰藉本神迹介绍耶稣的
那一方面？与我们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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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the first of his signs, Jesus did at Cana in Galilee, and
manifested his glory; and his disciples believed in him.

(约翰福音John 2:11)



约翰福音 John 1:1-18



约翰福音 John 1:1-18



约翰介绍他所认识的耶稣
John introduces Jesus he knows:

第一个神蹟:
出席迦拿的
婚宴、将水变酒

新的恩典



基督头一件神迹

「酒用尽了」怎麽办？



人在快乐顺境中突然遇上困境

请问你人生中碰过
最大的困难是甚麽?



我们在人生中也会有很多「酒用尽」的时候，如：

• 好不容易掙进了一家大公司，却发现主管和自
己…

• 辛苦工作一辈子开始退休享清福的时候，却发
现身体检查報告…

• 夫妻日夜为家为孩子拼命工作，盼望着幸福美
满的日子，却发现 …

酒用尽了怎麽办?
What can we do when the wine failed?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主耶稣行神迹，
明显是在解决别人的需要。

当我们经历缺乏时，
神肯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幫助。因祂可以：

无中生有：H2O(水) - C2H5OH(乙醇)

绝处逢生：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水变酒的神蹟至今仍在发生
The miracle of water into wine is still happening today.

什么时候有人邀请耶稣进
入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
这人的生命就会发生本质
的改变:  When someone invites 

Jesus into his life, when will the life of 

this person change in essence:

就像原本寡淡无味的水即
刻变成了浓郁芳香的酒一
般。Just like the boring normal 

water instantly became a rich aromatic 

wine.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

利利的迦拿行的， 来；

他的门徒就 了。
This, the first of his signs, Jesus did at Cana in Galilee, and
manifested his glory; and his disciples believed in him.

(约翰福音John 2:11)



神 迹 (Miracle, Sign)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
在这书上。但记这件事，要叫你们

，是 ；并且叫你们 ，就

可以因 。
Now Jesus did many other sign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disciples, which are not 

written in this book; but these are written that you may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Son of God, and that believing you may have life in his name.                                                    
（约翰福音 John 20:30-31）

是路标、 标记



耶稣头一件神迹「水变酒」

1. 为甚么要选择这不起眼的
神蹟作开始？

2. 为甚么主耶稣对马利亚的
回答有点无礼？马利亚与
用人如何回应？

3. 约翰藉本神迹介绍耶稣的
那一方面？与我们何干？



耶稣头一件神迹「水变酒」
帶來了：

新的关係

新的律法

新的生命

新的恩典



耶稣头一件神迹「水变酒」
帶來了：

基督才是使人变得完全、能够满足、并
使人得嚐与上主同在 (如新妇与新郎) 那
种欢庆快乐的泉源。

新的恩典



耶稣头一件神迹「水变酒」
帶來了：

基督从此以神子的地位与马利亚来建立
关係，不能在此时以肉体关係来顺服母
命，因為祂以后：当以遵行父神的旨意
而行了！而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是祂
的母亲、兄弟姊妹！

新的关係



耶稣头一件神迹「水变酒」
帶來了：

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正是为了成全在律法
与先知所言的诸般的义。耶稣「变水为
(上等好)酒」，是在发出这个关乎祂自己
的来到，所带来好福音讯息。

新的律法



耶稣头一件神迹「水变酒」
帶來了：

基督成為代替舊約的羔羊，要賜人新生命，
而且是豐盛的生命。

新的生命



约翰介绍他所认识的耶稣
John introduces Jesus he knows:

第一个神蹟:
出席迦拿的
婚宴、将水变酒

新的恩典



基督头一件神迹

「酒用尽了」怎麽办？

人在快乐顺境中突然遇上困境



「 祂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

’Do whatever he tells you!’(2:5)

蒙福改变的「关键」



當生命中「酒用尽了」怎麽办?

邀请主耶稣参加你生命的喜宴

承认我们的酒用尽了，
靠我们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告诉耶稣你需要祂
谦卑顺服
信心等候

神蹟的发生＝人的信心＋神的作为＋神的主权

见证神的荣耀+坚固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