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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設立了兩個聖禮 — 洗禮、聖餐禮。

聖餐禮在教會歷史上一直到如今，

還有細節上的爭辯，

也有一些是關乎核心真理的

很有名的一次就是 1529 馬丁路德

跟慈運理在德國瑪爾堡辯論，結果不歡而散

我們要

從聖經中來歸納有關聖餐最核心的真理

西敏信條對聖餐也有很好的歸納，

對當時聖餐的問題，指出其中的錯誤

真正聖餐的意義跟效果是什麼

我們現在就照這兩方面—
直接從聖經來歸納、從西敏信條來討論…

聖經提到聖餐最重要的有四段經文，其中三段很類似 —
都是耶穌在逾越節的晚餐太廿六、可十四、路廿二，都是耶穌在逾越節的晚餐

設立聖禮的時候，所說最重要的話…

太廿六26-28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

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核心的意義—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被殺羔羊的血塗在門楣上，被殺羔羊的血塗在門楣上

滅命的天使就逾越過去，這些羊是為

以色列長子們而死的，在預表耶穌基督以色列長子們而死的，在預表耶穌基督

耶穌的動作跟儀式，就宣布逾越節

所預表的，現在應驗在祂身上—所預表的，現在應驗在祂身上—
耶穌的死跟復活，使信祂的人罪都得到赦免

這是我立約的血…

耶卅一31 耶和華說：「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33-34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 我 律 在 寫在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

『你該認識耶和華』，

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

為什麼要另立新約呢？什

 32 上帝跟他們立舊約的時候，他們卻背了我的約，

後來耶和華要另立新約。後來耶和華要另立新約

新約的結果，他們都認識耶和華，

罪都得到赦免，神就不再紀念罪都得到赦免 神就不再紀念

他們的罪惡，這是新約的效果



這個事情什麼時候成就呢？來八5-8重複提到這個事情，

就可以明白新約是怎麼回事就可以明白新約是怎麼回事—
先提舊約，

摩5 照山上上帝指示摩西的，主要是律法，

以色列人沒有好好的守約、後來背了約

 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

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

舊約沒有成功，上帝另立更美之約，

耶穌成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為什麼要設立這個新的？

7 前約就是舊約有暇疵，如果沒有暇疵就不需要新約

舊約的暇疵，

8引用 耶卅一31-34所以上帝要另立新約

太廿六28 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

意思就是舊約沒有成就，才需要新約，

新約就真的使許多人的罪得到赦免了。

這「許多人」如果按 耶卅一34 從最小的到至大的，

真的嗎？是講全人類？還是全以色列人？真的嗎

最可能、最正確的解釋，應該是指新約時代的信徒，

任何人只要向神悔改、接受耶穌十字架的救恩，任何人只要向神悔改 接受耶穌十字架的救恩

無論男女老幼、從小到大，

都得到赦免、都得到潔淨，都得到赦免 都得到潔淨

都真正認識耶和華、真正與神合好

所以新約就是要對照 耶卅一、來八一起看，

就可以知道—的確藉著耶穌基督，

所有信祂的人全都得到赦免、得到拯救了。

太廿六29 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

直 我 我 新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裡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

逾越節的晚餐、吃了餅喝了杯之後，逾越節的晚餐、吃了餅喝了杯之後，

耶穌去客西馬尼園、後來被補、

被釘死，後來復活升天，被釘死，後來復活升天，

真的沒有再跟他們一起守聖餐

一直到什麼時候呢？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是在講耶穌再來的時候

如果從新約聖經來看，最像的兩節經文—
啟十九9 耶穌再來的時候，祂是要打敗眾仇敵、

要召聚眾聖徒一起來享用羔羊的婚宴，

這是一個得勝的宴席。

啟十九17 上帝的大宴席，這是得勝之後的。

上一次耶穌跟門徒一起吃逾越節的宴席，

馬 對 是 字架 看起來 像是失馬上面對的是十字架的死，看起來好像是失敗的，

後來死而復活又是成功了，

這個成功只成就在信的人身上

世界上許多不信的人還不知道耶穌是得勝者、

成功者，要等到耶穌再來、打敗眾仇敵，

所有的人才不得不屈膝俯伏、

承認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那時候才有在父的國裡喝新的 —
啟十九9 羔羊的婚宴、啟十九17 上帝的大宴席，

肯定是講耶穌再來的時候，場面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還沒來以前，

我們都要守聖餐，一直到耶穌再來，我們都要守聖餐， 直到耶穌再來，

記念耶穌的死的聖餐才告一段落。



可十四22-25、路廿二14-20 重點與 太廿六完全一樣—
餅擘開 表 身體為我 受傷餅擘開，代表祂的身體為我們受傷

杯，代表耶穌的血為我們流出，是立約的血

從此以後不再跟他們一起喝

要等到祂的國喝新的那日子，才會再一起喝

路廿二19加了一句話—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你們也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你們也當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林前十一談聖餐，最強調的就是這一句話，

把「為什麼要常常舉行聖餐」最重要的涵義點出來—
在守聖餐的過程，讓聖靈再一次把在守 餐的過程 讓 再 把

基督捨命、犧牲、受傷流血的愛，活化在我們眼前

再一次讓聖靈把這樣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中，再 次讓聖靈把這樣的愛 澆灌在我們的心中

讓我們心被恩感，可以感恩圖報、過對得起主的生活

關於聖餐另一段重要的經文 林前十一23-33 …
23 保羅跟哥林多教會說：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也是從主領受的。」

守聖餐，不是保羅自己發明的，

從主領受 — 主耶穌親自教導，保羅也遵守耶穌的教導。

內容— 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

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擘開 是我 身 為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25 吃完餅就拿起杯來，說：「這杯是

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

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跟馬太、馬可、路加完全一樣，舉行這個儀式，

吃餅、喝杯都是為了記念主，吃餅 喝杯都是為了記念主

聖餐最核心的目的，都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26-27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所 無論何 按理吃主的餅 喝主的杯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28 29 人應當自己省察 然後吃這餅 喝這杯28-29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要按 來要按理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
最核心的理就是「為的是記念他」，

除了預備心，整個過程是在記念耶穌的受難

省察、分辨，不是隨便拿起來就吃、就喝，

反而是得罪神、不是得到屬靈的益處…

要花點時間來省察、來分辨，要花點時間來省察 來分辨

守聖餐不能很隨便、更不能很倉促，

寧可那一天其他的節目縮短一點寧可那 天其他的節 縮 點

在匆促當中沒有辦法好好省察跟分辨

另外一個要省察的，就是—
主對我這麼好、給我恩惠這麼多，

花這麼大的代價、受這麼大的痛苦，

為我身體受傷、為我流血捨命，

而我呢？我是不是忘恩負義？

我有沒有感恩圖報？有沒有忠於基督？

我有沒有捨己揹十字架、

效法他死、捨己的犧牲精神？

這是談到按理的時候，要注意到的另外一個理。

33 你們聚會吃的時候，要彼此等待。

那個時候是一起吃愛宴，愛宴的時候，

同時利用餅來紀念耶穌的身體，

利用葡萄汁來紀念耶穌的血為我們流出…



愛宴卻在哥林多教會產生了混亂，

有 魚 還有美 餐有錢的人可能大魚大肉、還有美酒飽餐一頓

窮人卻沒有足夠的東西吃，

34 有人饑餓，這樣就不對了

守聖餐在記念神，大家都是耶穌所拯救的人，

是同樣的身分 — 不管有錢沒錢，

要彼此等待，要很整齊的、一起來領受。

彼此等待，

不只有一個向上的、對神的表達不只有 個向 對神的表達

也有向旁邊的 —跟弟兄姊妹一起來表達

上帝特別喜歡我們一起，上帝特別喜歡我們 起

一個人禱告比不上兩個人同心合一的禱告

一個人記念主， 個人記念主

比不上大家一起記念主，可以互相激勵

西敏信條第廿九章【論聖餐禮】

第一節：主耶穌設立聖餐的目的

前言：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

以祂的身體和血設立了聖禮，稱為聖餐。

1. 聖餐最主要的目的：經常地記念祂藉著死所表達的犧牲。

2. 聖餐其他的目的：

1) 保證信徒可得著基督的犧牲所帶來的各種益處。) 著 帶 處

信主的時候已經享受了最大的益處，

就是罪得赦免、重生得救、成為神的兒女

守聖餐記念、感恩的過程，讓我們進一步得著

基督的犧牲要帶給我們的其他各種益處

2) 信徒在祂裡面得著屬靈的滋養和成長。

我們常常來感恩，在屬靈上得到栽培，

愛主的心就增長了、靈命也增長了

3) 使信徒更能致力於對基督所應盡之一切義務。

就是感恩圖報就是感恩圖報，

既然從祂的愛得到了激勵、得到屬靈上的

義感動跟成長，就感恩圖報、更加盡義務來服事神

不是很痛苦的盡義務，是存著感激的心來盡義務

4) 維繫並擔保信徒能夠與基督奧祕的身體聯結，

而且能與其它肢體聯結。

基督的身體雖然已經升天了，但我們在領受聖餐時，

再一次聖靈把基督怎麼為我們受傷，活化在我們眼前，

祂穿越時空，在我們守聖餐的時候，

讓我們跟祂之間有一種屬靈的、奇妙的連結讓我們 祂 間有 種屬 的 奇妙的連結

基督是這個身體的頭，其他的肢體是身體不同的部位，

一起守聖餐，彼此連結在一起、都跟基督連結在一起起守聖餐 彼 連結在 起 都跟基督連結在 起

垂直 Vertical、水平 Horizontal的關係，我們都享有了

第二節：對聖餐的誤解

1 餐 基督1. 聖餐並不是把基督獻給祂的父，

也不是為活人或死人獻上贖罪祭。

耶穌已經 次獻上永遠有效了 我們 需要 再的獻祭耶穌已經一次獻上永遠有效了，我們不需要一再的獻祭，

路加、林前十一都清楚的是記念祂的死，不是獻祭

2. 聖餐乃是為了記念祂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

這也是盡全力讚美神的一種靈祭。

守聖餐就是用心的來表達對祂的記念與感恩

3. 因此，天主教的彌撒祭對基督犧牲的真義造成最深的危害。因 天主教的彌撒祭對基督犧牲的真義造成最深的危害

祂的犧牲已經一次獻上永遠有效了，

為什麼要一再的獻祭？為什麼要 再的獻祭？

把焦點放在記念，我們致力於對基督

所應盡的一切義務，才是正確的所應盡的 切義務，才是正確的

那一些錯誤的觀念反而讓我們誤入岐途



第三節：施行聖餐的方式

1. 主禮的人要向人宣告基督設立聖禮的吩咐。

馬太、馬可、路加、林前基督的吩咐，再一次提醒眾聖徒

2. 要禱告，祝福餅和酒 ─ 藉此將它們由俗分別為聖。

用來象徵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血，

分別為聖，產生屬靈的作用

3 要將餅和杯分給來領聖餐的人 ─3. 要將餅和杯分給來領聖餐的人

不可分給不在場的人。

當時有人沒有來參加聖餐禮，當時有人沒有來參加聖餐禮

就有人把這個包回去讓他們吃、喝，

這樣不好，聖餐是大家一起來記念主這樣不好，聖餐是大家 起來記念主

除非那個人已經病的沒辦法來聚會，

大家一起去陪他守聖餐，大家 起去陪他守聖餐，

而不是讓他一個人單獨享用，這是錯誤的

第四節：聖餐的誤用

1. 私人彌撒、單獨領受聖餐、拒絕讓別人領受。

一個人獨吞、一個人獨享這是不對的，

甚至有貴族拒絕和別人享用，

違背大家一起記念、彼此等待的涵義

2. 膜拜聖餐的餅和酒，將它們舉起來，

或是捧著餅和酒遊行供人膜拜。或是捧著餅和酒遊行供人膜拜。

這是用來記念主，不是用來當做聖物，

甚至有「偶像崇拜 的嫌疑甚至有「偶像崇拜」的嫌疑

3. 藉口宗教用途將餅和酒加以保留。藉 宗教 途將 保留

有大主教或教宗來主持聖餐，

信徒就把剩下的餅跟杯保留起來信徒就把剩下的餅跟杯保留起來

當做聖物，有聖物崇拜的嫌疑

第五 -六節：「化質說」的問題

當時羅馬公教 (天主教) 相信餅跟杯經過祝福以後，

已經變成耶穌的身體、耶穌的血

1. 餅和酒若正確使用 — 按理來吃這餅、喝這杯，

將與被釘的基督有聖禮上的關係，將與被釘的基督有聖禮 的關係

可稱為基督的身體和血 。

2. 然而，在實際上和本質上，餅和酒和平常一樣，

仍然只是真正的餅和酒而已。

其實是屬靈上的功用、不是實質上的變化

我們被耶穌的血感動，而不是說它變成耶穌的血

3.「化質說」主張祝謝之後，3. 化質說」主張祝謝之後

餅和酒會變為基督真正的身體和血。

4.「化質說」不僅違背聖經，也與常識及理性4. 化質說」不僅違背聖經 也與常識及理性

相衝突，它是迷信，甚至是偶像崇拜。

第七 -八節：聖餐的效果

1. 領受得宜的人 — 按理來吃餅、喝杯，就能在內心

領受基督因著死所帶來的一切益處。

並不是肉體上、不是當做進補

2 基督的身體和血並不是以物質的方式2. 基督的身體和血並不是以物質的方式

存在於餅和酒之內，而是向信徒的信心顯現。

感受到基督的臨在跟顯現，感受到基督的臨在跟顯現，

跟前面「化質說」有關

3. 不當地領受餅和杯 — 不按理來吃餅、喝杯，

得不到它們所代表的實質，

反而是干犯主的身體，會被定罪。

4. 所有無知、不虔者都不該享用主的筵席，所 虔者都 享 筵席

否則一定會大大得罪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