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浸礼 (8/10, Sun, 1:30pm)

 7 baptism; 1 transfer

常青团契 (8/15, Fri, 9:30am)

 “退休後的人生” (张惠芬姐妹)

 谷弟兄



SCRIPTURE

讀經



John 約翰福音

2:1-11

(pp. 16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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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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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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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作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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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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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纔擺上次的．你倒把
好酒留到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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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MON

信息

8/10/14



“Saved the Best till Now”

“好酒留到如今” 

(John 約翰福音 2:1-11)

邓牧師



Bob & Evelyn 婚礼 (8/9)

Stanley & Joyce (56 years!)

Kurt & Hui-Hua (30 years):

“No matter what the weather; I will be 
there for you! 晴天雨天; 永不分离”

The First (創) 婚礼 The Last (启)

迦拿的婚筵 (約 2:1-11)

創 1-2 (三类似) 約 1-2

新的开始: “起初, 太初 ” (旧天地; 新天地)

神的创造: 神的話/神的道 (“道成了肉身”)

婚姻祝福: 婚禮/婚筵 (創 2       約 2      启 19)



迦拿的婚筵 (約 2:1-11)

創 1-2 (三类似) 約 1-2

新的开始: “起初, 太初 ”

神的创造: 神的話/神的道

婚姻祝福: 婚禮, 婚筵 (創 2; 約 2)

羔羊的婚筵 (启 19:7-9)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
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 .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羔羊之
婚筵的有福了!’ 又 . . 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

迦拿的婚筵: 預告片& 先嚐嚐



迦拿的婚筵 (約 2:1-11)

“耶稣和他的门徒 . . 请去赴席” (基督徒婚姻)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总管”)

意外: “酒用尽了!” – 羞辱, 失面子, 打官司

母亲的要求: “他们没有酒了” (Chinese mom)

耶稣的回答: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保持距离; 责备口气: “凭什么要求?!”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提供“天国美酒”的时候

提供“真正洁净”的时候



迦拿的婚筵 (約 2:1-11):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提供“天国美酒”的时候 (马太 22; 25; 路加 14)

何西阿书 2 “耶和华说: 那日我必应允, 我必
应允天, 天必应允地, 22 地必应允五毂, 新酒
和油, 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 . . 约珥书 3:18 “
到那日, 大山要滴甜酒, 小山要流奶子, 犹大
溪河都有水流, . . 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 滋
润什亭谷.” 阿摩司书 9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 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
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 . . 被掳
的归回, . .重修荒废的城邑, 栽种葡萄园, 喝
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园, 吃其中的果子.”



提供“天国美酒”的时候

耶利米书 31 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 . . 来到锡
安的高处歌唱, 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 就是
有五毂, 新酒和油并羊羔, 牛犊之地. 他们的
心必像浇灌的园子, 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 

以赛亚书 25 在这山上, 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
民用肥甘设摆筵席, 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 并
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 7 他又必在这山上, 除
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 
8 他已经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
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 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
的羞辱,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迦拿的婚筵 (約 2:1-11):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以赛亚书 25:9 到那日, 人必说: 看哪, 这是我
们的神, . . 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
素来等候他,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提供“天国美酒”的时候: 死亡, 眼泪, 羞辱

约翰福音 4:46-54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 就是他从前变水
为酒的地方. 有一个大臣, 他的儿子在迦百农
患病. . . 53 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 ‘你
儿子活了’的时候.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54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



迦拿的婚筵 (約 2:1-11):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以赛亚书 25:9 到那日, 人必说: 看哪, 这是我
们的神, . . 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
素来等候他,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提供“天国美酒”的时候: 死亡, 眼泪, 羞辱

提供“真正洁净”的时候

 约翰 12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
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
多子粒来. . . 27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
才好呢? 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
这时候来的.”



迦拿的婚筵 (約 2:1-11):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提供“天国美酒”的时候: 死亡, 眼泪, 羞辱

提供“真正洁净”的时候

约 12:23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約 2:6-9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
摆在那里, . . 耶稣对用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 . 现在可以舀出来, 送给管筵
席的.’. . 9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 . .”

(120 加伦 ) 洁净的水 上好美酒

美酒: 更好, 更美的洁净



迦拿的婚筵 (約 2:1-11):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提供“天国美酒”的时候: 死亡, 眼泪, 羞辱

提供“真正洁净”的时候: 

美酒: 更好, 更美的洁净? --

約一 1:7-9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
的罪. .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公义
的, 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約一 4:10 不是我们爱神. .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
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母亲: 物质的酒 耶稣: 灵质的酒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天父的旨意

十架, 流血, 赦罪



迦拿的婚筵 (約 2:1-11):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提供“天国美酒”的时候: 死亡, 眼泪, 羞辱
提供“真正洁净”的时候: 十架, 流血, 赦罪

好消息!
橙县的婚筵/崇拜: “我的时候已经来到!”

第一: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
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看哪,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
的日子!”

“现在可以舀出来, 送给管筵席的. . . 你倒把
好酒留到如今!”

你喝耶稣的美酒吗?



橙县的婚筵/崇拜: “我的时候已经来到!”

提供“天国美酒”的时候: 死亡, 眼泪, 羞辱

提供“真正洁净”的时候: 十架, 流血, 赦罪

“现在可以舀出来,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好消息! -- 喝耶稣的好酒:

门徒的信心: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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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顺服:

v. 5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橙县的婚筵/崇拜: “我的时候已经来到!”

好消息! -- 喝耶稣的好酒:

门徒的信心:  你信吗?

母亲的顺服:  你服吗?

v. 5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
过, 都变成新的了.”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羔羊之
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202 

“Nothing but the Blood”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202 Nothing but the Blood 1/4

我罪怎能得洗淨?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我心怎能得完全?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主寶血當頌揚, 洗我罪免死亡

此活泉世無雙,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202 Nothing but the Blood 2/4

我的刑罰怎得除?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我得潔淨單頌揚: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主寶血當頌揚, 洗我罪免死亡

此活泉世無雙,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202 Nothing but the Blood 3/4

我無功勞補罪過,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好人好事不足夠,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主寶血當頌揚, 洗我罪免死亡

此活泉世無雙,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202 Nothing but the Blood 4/4

我的平安與盼望,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我的公義與拯救,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主寶血當頌揚, 洗我罪免死亡

此活泉世無雙, 惟靠主耶穌的寶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