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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起救恩的杯
詩一一六 12-14，可十四22-24
諸長樂牧師 2017.09.03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今天是第一個主日，我們要一起領受聖餐。在我們剛才所讀的聖經當中，
我們看見聖餐是由主耶穌和門徒們一起領受逾越節的晚餐而演繹出來的。
對每一個基督徒來說，我們在領受聖餐（英文叫「Lord‘s supper」）；
對當日的門徒們來說，他們是像一般的猶太人一樣，在守逾越節的晚餐。
守逾 節 晚餐
猶太人逾越節的晚餐有餅、有杯，那個餅就做成像約版的模式，他們一起來紀念
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歷史 期待另外的 位彌賽亞出現 帶領他們經歷復興。
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歷史，期待另外的一位彌賽亞出現，帶領他們經歷復興。
但在主耶穌快要釘十字架的時候，衪卻將猶太人逾越節的晚餐變成了主的晚餐。
我很難想像當衪的門徒們領受耶穌所分給他們的餅和杯 說：
我很難想像當衪的門徒們領受耶穌所分給他們的餅和杯，說：
「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寶血」的時候，對他們有怎麼樣的震撼！

12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
讀
讀經
詩一一六 13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12-14 14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
讀經
可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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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
22他們吃的時候
耶穌拿起餅來 祝 福 就擘開 遞給他們
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
23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
23又拿起杯來
祝謝了 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
24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

32他們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坐在這裏，等我禱告。」
33於是帶著彼得、雅各、約翰同去，就驚恐起來，極其難過，
34對他們說：「我心裏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 警醒
34對他們說：「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警醒。」
35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倘若可行，便叫那時候過去。」
在
事都能 求 將這杯 去
36他說：「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
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因為他們一開始所紀念的是上帝在西乃山上給他們的話。
他們紀念的是那個羔羊的血塗在門楣和門框上，
但是主耶穌現在把它變成「這個餅是我的身體」，
而 這個杯是我的寶血」 所 就將整個救恩的意義
而「這個杯是我的寶血」，所以就將整個救恩的意義，
從對猶太人出埃及，變為普世的救恩。
在那個晚上，主耶穌將猶太人熟悉的餅和杯賦予了最新的意義。
在那
耶
猶
熟
餅和杯 予了最新 意義
過去這餅和杯是特別為著以色列人的，
但是如今這個餅和杯是為著所有的罪人的，
當所有的人願意信靠耶穌基督的時候，就能夠罪得赦免。
如果說，過去法老王對以色列人轄制，
那麼罪對世人的轄制是更深更遠的。
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再做「奴僕」，
但是藉著耶穌基督的救恩，
但是藉著耶穌基督的救恩
卻讓我們每一個人不再做「罪的奴僕」。

聖餐是使基督徒回想起主耶穌被賣前那一夜的光景，主耶穌要我們常常的紀念，
藉著重複的動作來紀念主為我們受死和我們所蒙的恩典，
使我們的靈命得到餵養，讓我們深深地感謝神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讓我們受傷的生命得著醫治和安慰 並且宣告
讓我們受傷的生命得著醫治和安慰，並且宣告：
「耶穌是我們生命的主！」我們等候衪的再來。
其實聖餐也使我們再一次認識自己的軟弱和有限。
其實聖餐
使我們再 次 識自己的軟弱和有限
當主耶穌帶領門徒們領聖餐的時候，門徒們覺得自己非常勇敢。
主耶穌說：「我要被擊打，你們都要分散。」但是彼得卻說：
「就算與你同死，我也不會不認你。」其他的門徒也是這樣說。
我們不要把彼得特別的加強，其實每一個人都一樣―
當主
當主耶穌真正被捉拿的時候，通通都逃跑了。
真 被捉拿 時
通通都逃跑了
因此藉著這樣的聖餐，再一次的聖靈引導和感動我們，
知道我們何等需要神的救恩
知道我們何等需要神的救恩，一直到我們生命當中經歷了神的救贖，
直到我們生命當中經歷了神的救贖
經歷了神赦免的光和愛，我們的生命得到更新。

太二十 雅各、約翰的母親來求耶穌，

讓她的兩個孩子一個坐在耶穌左邊一個住在耶穌右邊，
讓她的兩個孩子
個坐在耶穌左邊 個住在耶穌右邊
主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能喝嗎？」
他們很慷慨激昂的說： 我們能！」
他們很慷慨激昂的說：「我們能！」
事實上，他們並不明白主耶穌所要喝的杯是什麼樣的杯―
主耶穌所要喝的杯是「上帝的憤怒之杯！ 」是在先知書裡面不斷地提到：
神對犯罪的以色列人所發的那個憤怒，這個杯表明
神對人的罪惡所發出的憤怒，是神公義的彰顯，也是人所承擔不起的。
其實我們對神的憤怒是愚昧無知的，所以我們就繼續的偏行己路，
就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對著即將要發脾氣狠狠的修理他的父親的那個憤怒
是無知的 我就碰過 個小朋友 他把父親惹到已經去後面拿藤條了
是無知的。我就碰過一個小朋友，他把父親惹到已經去後面拿藤條了，
他卻跟他爸爸說：「我們去吃麥當勞吧！」
其實這常常就是我們對上帝憤怒的無知。
我們無知，耶穌基督卻清清楚楚的知道。

現在我願意和弟兄姊妹一起和耶穌進入客西馬尼園。
一、上帝憤怒的杯。
上帝憤怒的杯
耶穌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許多危險的場面衪都能夠化險為夷，
許多讓人不知所措的場合衪都能夠鎮定自若，
但是在客西馬尼園我們卻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耶穌―
是在客西馬尼園我們卻看到 個完全不 樣的耶穌
耶穌在那裡所表現的是：
掙扎、痛苦、驚恐、難過，心裡憂傷甚至幾乎要死…。
是什麼樣的事情會使上帝的獨生愛子變成這樣的軟弱和無助呢？
我們在這裡看到耶穌有一個禱告：
「神啊！求你將這杯除去！」若是可行，求你將這個杯挪去！
會使主耶穌驚恐，會使主耶穌憂傷難過的
是 個衪將要承受的杯 這個杯是我們所不明白的
是那個衪將要承受的杯！這個杯是我們所不明白的。

其實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
遠遠地超過我們所能夠想像的那個肉身的痛苦！―
遠遠地超過我們所能夠想像的那個肉身的痛苦！
因著上帝的憤怒，使衪與這位一直愛衪的神隔離了！
那位從亙古到永恆都愛衪的神 突然掩面不看衪了！
那位從亙古到永恆都愛衪的神，突然掩面不看衪了！―
其實這正是我們每一個人犯罪後的可憐光景！
聖經上說我們還沒有接受救恩的時候，神的震怒常常在我們身上！
聖經上說我們還沒有接受救恩的時候
神的震怒常常在我們身上！
我們得不到上帝的保護。很多人會說：
「上帝不是慈愛的嗎？上帝怎麼會是一位生氣甚至憤怒的上帝呢？」
但是聖經上告訴我們，我們的神是慈愛的，也是一位會憤怒生氣的神。
衪會生氣正是因為衪愛我們，如果衪不愛我們就不會生氣。
兩個小孩子考試的成績出來，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成績不好，
你會非常的生氣，你愛他，栽培他，你知道他不夠用功，所以他的成績不好。
但如果是別人家的小孩，成績不好你一點都不會生氣，
家
成績
會
甚至會當作一個笑話來看。

在我們附近有一個鄰居，我常常知道他兒子剛考完月考。媽媽拿到成績單以後
就把那個兒子痛打 頓
就把那個兒子痛打一頓，一面打一面罵說：「叫你用功你不用功！」
面打 面罵說：「叫你用功你不用功！
那兒子一面哭一面喊說：「我知道啦，我下次一定用功！」每個月都這樣。
我聽到後來差點在樓上對她喊說： 好啦，不要打啦，我知道啦！」
我聽到後來差點在樓上對她喊說：「好啦，不要打啦，我知道啦！」
她為什麼打他？她為什麼生氣？因為她愛他。
上帝的慈愛和公義是可以一起來互相效力的，不是對立的。
上帝的慈愛和公義是可以
起來互相效力的 不是對立的
上帝的公義不僅僅是由衪的憤怒所發出，
也受祂的慈愛和善良所影響。
正因為我們所信的神是一位慈愛善良的神，
所以衪一定會對邪惡不好的事情感到憤怒，甚至會採取行動。
另外一方面，當一個人不了解上帝的憤怒的時候，你就不明白
你在神眼中的價值有何等的寶貴。我們如何了解上帝對我們的愛？
有時候我們必須從「上帝的憤怒 的角度去了解
有時候我們必須從「上帝的憤怒」的角度去了解。
上帝的憤怒有多強，衪對我們的愛就有多深！

二、苦杯轉為福杯。
作為一個基督徒就是將我們生命當中「罪的苦杯」交給耶穌基督，
不管這個罪的苦杯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或者是別人造成的，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 飲而盡 卻在我們生命洗淨的杯裡面 傾倒了衪的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一飲而盡，卻在我們生命洗淨的杯裡面，傾倒了衪的
祝福平安和喜樂，並且把衪自己給我們。弟兄姐妹，生命的潔淨太重要！
如果我們的生命像一個杯子，但卻是骯髒的、污穢的、充滿了細菌的，
果我們
命像
杯子
卻是骯髒
污穢
充滿了 菌
有人拿了一瓶最珍貴的葡萄酒，倒在這樣污穢、骯髒、充滿細菌的杯子裡面，
你敢喝嗎？你會說：真是浪費了這一瓶珍貴的葡萄酒！葡萄酒是珍貴的，
但是因為杯子是髒的，就浪費了這一個葡萄酒的價值。同樣的，如果我們的生命
仍然是污穢的、敗壞的，上帝沒有辦法傾倒衪的祝福在我們身上，那是一種浪費，
那是一種污穢，上帝的恩典是寶貝的！可是當我們把這個杯子洗乾淨了，
是
污穢
帝的 典是寶 的
是當我們把這個杯子洗乾淨
把這個酒倒進去的時候，這個酒就顯出了它的價值，成為我們的祝福和幫助。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生命要被耶穌的救恩所洗淨？
是讓我們能夠成為一個承受上帝豐盛恩典的器皿。

千萬不要相信一位跟我們沒有關係的上帝，
也不要相信 個從來不對你生氣的上帝
也不要相信一個從來不對你生氣的上帝！
因為他從來不關心你，他從來不愛你，他更不願意為你的罪花上代價！
我們要相信的是一位愛我們，也為我們的罪生氣的神 。
當日主耶穌希望父神撒去的是神的憤怒之杯。
衪禱告了，可是父神並沒有答應衪
衪禱告了，可是父神並沒有答應衪。
我每次有禱告神不垂聽的時候，我就思想：耶穌也有沒有被垂聽的禱告。
但是因著耶穌的禱告沒有被垂聽，或者說沒有被正面的答覆，
以至於我們今天能夠蒙恩。
因著耶穌的警醒和順服，使得上帝的救恩和旨意得以成全。
耶穌沒有否認衪的情緒，也沒有逃離苦難，
反而因著對天父和對我們的愛，衪進入了苦難，
為我們承受了苦杯，使我們就算在苦難中，仍然可以信靠神。

詩篇十六 「上帝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上帝所給我的產業實在是美好！神常常的指教我也警戒我，
我把神擺在我前面我就不動搖！神在我前面，不在我後面！
我們常常把耶穌擺後面 有事回頭來找 沒事勇往直前 結果頭破 流
我們常常把耶穌擺後面，有事回頭來找，沒事勇往直前，結果頭破血流。
記得要把神擺在你前面，衪是引導你的神，衪不是阻擋你的神，要對神有信心！
衪領你到的是青草地溪水旁，衪引導你的是一條生命的道路。
你在衪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衪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並且衪永恆的生命來賜給你。
詩篇廿三 基督徒一生的經歷：

當認定神的時候，生命中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知道，衪會供應你不致缺乏。
基督徒有 個 大的權利 就是經歷上帝的供應 但 是奢侈
基督徒有一個很大的權利，就是經歷上帝的供應，但不是奢侈。
經歷供應，缺乏當中經歷供應那種喜悅是極大的！
那種生命當中過度的奢侈是膚淺的！神不僅供應你也引導你走義路，
在你生命當中遇到幽谷和挫折的時候，衪會安慰和保護你。

甚至當有仇敵攻擊你的時候你可以得勝有餘，
並且讓你的福杯滿溢。
哇！生命的苦杯變成福杯，
而且是滿出來 不是只有 點點！
而且是滿出來，不是只有一點點！
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生一世有恩惠慈愛相隨，
而且在永恆中與主同在―上帝的恩惠慈愛。
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帝的恩惠慈愛
 詩篇六三「上帝的慈愛比生命更為寶貴！」
 來四：我們可以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可以得憐恤、蒙恩惠，做我們隨時的幫助。
上帝的救恩，一生一世有恩惠慈愛相隨，是基督徒生命的標記，
這樣的標記不是因為我們的作為功德或者是卓越而得到的，
乃是上帝白白的恩典！
讓我們所到之處來見證上帝的恩惠和慈愛。
讓我們所到之處來見證上帝的恩惠和慈愛

也許我們當中有人會擔心說：「牧師啊，我不太會講。」
沒有關係，你可以學習腓利 樣邀請拿但業來看，腓利講不過
沒有關係，你可以學習腓利一樣邀請拿但業來看，腓利講不過
拿但業，但是他說：「你來看！」一看，拿但業就不一樣了。
我們有信心把人帶到教會 這個人就會不 樣 也許你會說
我們有信心把人帶到教會，這個人就會不一樣。也許你會說：「牧師啊，
牧師啊
我不像那個人口才那麼好，他那麼會講。」我願意講幾個例子，
這些人要不是不會講，就是心不甘情不願，但是帶了一堆人信主…
約四一 個婚姻失敗的女子，當她遇見耶穌以後，她去撒瑪利亞城裡面向人傳講，

她告訴所有的人說：「這位彌賽亞，衪了解我，衪知道我。」
哇！撒瑪利亞城的人好多都信主了！
拿三 先知約拿領受了一個使命，因為尼尼微大城敗壞極了，

要去宣告審判的信息。尼尼微大城要走3天才走得完，但是約拿走了一天而已，
所有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了！尼尼微城有多少人？聖經上說，
不能分辨左右手比幼稚班還小的人就有12萬，全城保守估計
能分辨左右手
稚 還 的 就有 萬 全城保守估計
也有５、６0萬人，透過一位不甘願的先知一天之內全部悔改。

三、舉起救恩的杯。
「感恩」是一個蒙恩的人應該要有的表現，
主耶穌將我們生命的苦杯轉為滿溢的福杯，我們要怎樣來報答上帝的恩典呢？
詩篇116 我拿什麼來報答上帝給我的 切厚恩呢？」他說
詩篇116「我拿什麼來報答上帝給我的一切厚恩呢？」他說：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宣揚上帝的作為。」我要把我所得到的救恩的杯舉起來！
因著這樣救恩的杯，我成為一個福杯滿溢的人，我要向我周圍的人宣告：
這個福杯不僅是為我預備的，也是為每一個人預備的！上帝的救恩實在太美好！
主耶穌有一次醫治了一個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被醫治以後他要求跟耶穌同在，
就好像我們今天在這裡聚會唱詩禱告都好，我們說：我們就留在這裡。
主耶穌說：不可以，不可以，你回到你自己的城裡去，
將 帝為你做 何等大的事 傳說 你城裡 的 聽
將上帝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傳說給你城裡面的人聽。
這個人就很順服，他就滿城去傳揚耶穌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當我們經歷救恩的時候，耶穌不要我們只坐在這裡，
我們要舉起救恩的杯，來宣揚上帝的作為。

 使徒彼得更莫名其妙，要他去哥尼流家傳福音，找一堆藉口不去，

後來勉強去了，還說：「你們叫我來幹嘛？」
更妙的是，他道還沒講完那些人都悔改了！
 保羅很會講道，但是他最喜歡的就是做他得救的見證―
保羅很會講道 但是他最喜歡的就是做他得救的見證
我過去逼迫教會，然而如今上帝憐憫我―神會悅納我們在蒙恩以後的擺上。
將得救的人加給教會是神的心意，也是聖靈的工作，
當我們與神同工的時候，我們就會一起領受領人歸主的喜樂和祝福。
今天我們一起在這裡思想聖餐跟客西馬尼園。對我們每一個基督徒來說，
在我們遇到困難時，我們要學習主耶穌那樣的等候，警醒禱告、順服主的旨意。
另外一方面，我們知道有任何有需要的人，不管他們在哪裡，
那裡就是他們的客西馬尼，你願意去陪伴他們嗎？你願意跟他一起禱告嗎？
裡就
客西馬尼 你 意去陪伴
你 意
起禱告
對於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我再一次和你們分享：
當你接受救恩的時候
當你接受救恩的時候，乃是將上帝的憤怒之杯轉為福杯。
是將上帝的憤怒之杯轉為福杯
快快的接受主，讓你的生命從逆境當中轉回，成為一個蒙福的人。

親愛的主，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再一次思想聖餐的意義，
思想你在客西馬尼園的掙扎，
思想你在客西馬尼園的掙扎
思想上帝的憤怒，也思想上帝的愛。
願你親自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動工，
讓我們趁著你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你，
相近的時候來求告你；
也舉起救恩的杯 宣揚你的作為
也舉起救恩的杯，宣揚你的作為，
使你心滿意足。
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