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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设立了两个圣礼 — 洗礼、圣餐礼。

圣餐礼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如今，

 还有细节上的争辩，

也有一些是关乎核心真理的

很有名的一次就是 1529 马丁路德
跟慈运理在德国玛尔堡辩论，结果不欢而散

我们要

从圣经中来归纳有关圣餐最核心的真理
西敏信条对圣餐也有很好的归纳，

 对当时圣餐的问题，指出其中的错误

 真正圣餐的意义跟效果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照这两方面 —
直接从圣经来归纳、从西敏信条来讨论…

圣经提到圣餐最重要的有四段经文，其中三段很类似 —
都是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太廿六、可十四、路廿二，都是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

设立圣礼的时候，所说最重要的话…

太廿六26-28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
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核心的意义 —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被杀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被杀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

 灭命的天使就逾越过去，这些羊是为

以色列长子们而死的 在预表耶稣基督以色列长子们而死的，在预表耶稣基督

耶稣的动作跟仪式，就宣布逾越节
所预表的 现在应验在他身上 —所预表的，现在应验在他身上 —

耶稣的死跟复活，使信他的人罪都得到赦免

这是我立约的血…

耶卅一31 耶和华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33-34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

为什么要另立新约呢？

 32 上帝跟他们立旧约的时候，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后来耶和华要另立新约。新约
新约的结果，他们都认识耶和华，

罪都得到赦免，神就不再纪念罪都得到赦免，神就不再 念

他们的罪恶，这是新约的效果



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成就呢？来八5-8 重复提到这个事情，

就可以明白新约是怎么回事就可以明白新约是怎么回事 —
先提旧约，

山 帝指 摩 的 主要是律法5 照山上上帝指示摩西的，主要是律法，

以色列人没有好好的守约、后来背了约
 6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

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
旧约没有成功，上帝另立更美之约，

耶稣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新的？

7 前约就是旧约有暇疵，如果没有暇疵就不需要新约

旧约的暇疵，

8 引用 耶卅一31-34 所以上帝要另立新约

太廿六28 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意思就是旧约没有成就 才需要新约意思就是旧约没有成就，才需要新约，

新约就真的使许多人的罪得到赦免了。

这「许多人」如果按 耶卅一34 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真的吗？是讲全人类？还是全以色列人？

 最可能、最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指新约时代的信徒，

任何人只要向神悔改、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人只要 接受 稣 架 ，

无论男女老幼、从小到大，

都得到赦免、都得到洁净，都得到赦免、都得到洁净，

都真正认识耶和华、真正与神合好

所以新约就是要对照 耶卅一、来八 一起看，

就可以知道 — 的确借着耶稣基督，

所有信他的人全都得到赦免、得到拯救了。

太廿六29 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逾越节的晚餐 吃了饼喝了杯之后逾越节的晚餐、吃了饼喝了杯之后，

耶稣去客西马尼园、后来被补、

被钉死 后来复活升天被钉死，后来复活升天，

真的没有再跟他们一起守圣餐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是在讲耶稣再来的时候

如果从新约圣经来看，最像的两节经文 —
启十九9 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要打败众仇敌、

要召聚众圣徒一起来享用羔羊的婚宴，
这是一个得胜的宴席。

启十九17 上帝的大宴席，这是得胜之后的。

上一次耶稣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

马上面对的是十字架的 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马上面对的是十字架的死，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

后来死而复活又是成功了，

这个成功只成就在信的人身上这个成功只成就在信的人身上

 世界上许多不信的人还不知道耶稣是得胜者、

成功者，要等到耶稣再来、打败众仇敌，

所有的人才不得不屈膝俯伏、

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那时候才有在父的国里喝新的 —

启十九9 羔羊的婚宴、启十九17 上帝的大宴席，
肯定是讲耶稣再来的时候，场面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还没来以前，

我们都要守圣餐 一直到耶稣再来我们都要守圣餐， 直到耶稣再来，

记念耶稣的死的圣餐才告一段落。



可十四22-25、路廿二14-20重点与 太廿六 完全一样 —
饼擘开 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受伤饼擘开，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受伤

杯，代表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是立约的血
从此以后 跟他们 起喝从此以后不再跟他们一起喝

要等到他的国喝新的那日子，才会再一起喝

路廿二19 加了一句话 —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林前十一 谈圣餐，最强调的就是这一句话，

把「为什么要常常举行圣餐」最重要的涵义点出来 —
在守圣餐的过程，让圣灵再一次把守 餐

基督舍命、牺牲、受伤流血的爱，活化在我们眼前

再一次让圣灵把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再 次让 灵把这样的爱， 灌在我 的 ，

让我们心被恩感，可以感恩图报、过对得起主的生活

关于圣餐另一段重要的经文 林前十一23-33 …
23 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主领受的。」
守圣餐，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

从主领受 — 主耶稣亲自教导，保罗也遵守耶稣的教导。

内容 — 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
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25 吃完饼就拿起杯来，说：「这杯是

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跟 马太、马可、路加 完全一样，举行这个仪式，

吃饼、喝杯都是为了记念主，吃饼、喝杯都是为 ，

圣餐最核心的目的，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26-27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所以 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28 29 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28-29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要按理来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要按理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
最核心的理就是「为的是记念他」，

备 在 念除了预备心，整个过程是在记念耶稣的受难

省察、分辨，不是随便拿起来就吃、就喝，

反而是得罪神、不是得到属灵的益处…

要花点时间来省察、来分辨，

守圣餐不能很随便、更不能很仓促，

宁可那一天其他的节目缩短一点宁 那 其 节

 在匆促当中没有办法好好省察跟分辨

另外一个要省察的，就是 —
主对我这么好、给我恩惠这么多，

花这么大的代价、受这么大的痛苦，

为我身体受伤、为我流血舍命，

而我呢？我是不是忘恩负义？

我有没有感恩图报？有没有忠于基督？

我有没有舍己背十字架、

效法他死、舍己的牺牲精神？

这是谈到按理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另外一个理。

33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那个时候是一起吃爱宴，爱宴的时候，

同时利用饼来纪念耶稣的身体，

利用葡萄汁来纪念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



爱宴却在哥林多教会产生了混乱，

有钱的人 能大鱼大肉 还有美酒饱餐 顿 有钱的人可能大鱼大肉、还有美酒饱餐一顿

 穷人却没有足够的东西吃，

有人饥饿 这样就 对34 有人饥饿，这样就不对了

守圣餐在记念神，大家都是耶稣所拯救的人，

样是同样的身分 — 不管有钱没钱，

要彼此等待，要很整齐的、一起来领受。

彼此等待，

不只有一个向上的、对神的表达

也有向旁边的 — 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表达

上帝特别喜欢我们一起，帝特别喜 我 起，

 一个人祷告比不上两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

 一个人记念主， 个 记念主，

比不上大家一起记念主，可以互相激励

西敏信条 第廿九章【论圣餐礼】

第一节：主耶稣设立圣餐的目的

前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以他的身体和血设立了圣礼，称为圣餐。

1. 圣餐最主要的目的：经常地记念他借着死所表达的牺牲。
2. 圣餐其他的目的：

1) 保证信徒可得着基督的牺牲所带来的各种益处。)
信主的时候已经享受了最大的益处，

就是罪得赦免、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

守圣餐记念、感恩的过程，让我们进一步得着

基督的牺牲要带给我们的其他各种益处

2) 信徒在他里面得着属灵的滋养和成长。
我们常常来感恩，在属灵上得到栽培，

爱主的心就增长了、灵命也增长了

3) 使信徒更能致力于对基督所应尽之一切义务。
就是感恩图报就是感恩图报，

 既然从他的爱得到了激励、得到属灵上的

感 成 感 务来 事神感动跟成长，就感恩图报、更加尽义务来服事神

不是很痛苦的尽义务，是存着感激的心来尽义务

4) 维系并担保信徒能够与基督奥秘的身体联结，
而且能与其它肢体联结。

基督的身体虽然已经升天了，但我们在领受圣餐时，

再一次圣灵把基督怎么为我们受伤，活化在我们眼前，

他穿越时空，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

让我们跟他之间有一种属灵的、奇妙的连结
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其他的肢体是身体不同的部位，

一起守圣餐，彼此连结在一起、都跟基督连结在一起守 餐， 在 都 督 在

垂直 Vertical、水平 Horizontal 的关系，我们都享有了

第二节：对圣餐的误解
1 圣餐并不是把基督献给他的父1. 圣餐并不是把基督献给他的父，

也不是为活人或死人献上赎罪祭。
耶稣已经 次献上永远有效了 我们不需要 再的献祭耶稣已经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了，我们不需要一再的献祭，

路加、林前十一 都清楚的是记念他的死，不是献祭

2. 圣餐乃是为了记念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
这也是尽全力赞美神的一种灵祭。

守圣餐就是用心的来表达对他的记念与感恩

3. 因此，天主教的弥撒祭对基督牺牲的真义造成最深的危害。此，天主教的弥撒祭对 牺 的真义造成最 的危 。

他的牺牲已经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了，

为什么要一再的献祭？为什么要 再的献祭？

 把焦点放在记念，我们致力于对基督

所应尽的一切义务 才是正确的所应尽的 切义务，才是正确的

 那一些错误的观念反而让我们误入岐途



第三节：施行圣餐的方式
主礼的人 向人宣 基督设立圣礼的吩咐1. 主礼的人要向人宣告基督设立圣礼的吩咐。
马太、马可、路加、林前 基督的吩咐，再一次提醒众圣徒

2. 要祷告，祝福饼和酒 ─ 藉此将它们由俗分别为圣。

用来象征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

分别为圣，产生属灵的作用

3 要将饼和杯分给来领圣餐的人 ─3. 要将饼和杯分给来领圣餐的人
不可分给不在场的人。

当时有人没有来参加圣餐礼，当时有人没有来参加圣餐礼，

 就有人把这个包回去让他们吃、喝，

这样不好 圣餐是大家一起来记念主这样不好，圣餐是大家 起来记念主
 除非那个人已经病的没办法来聚会，

大家一起去陪他守圣餐大家 起去陪他守圣餐，

而不是让他一个人单独享用，这是错误的

第四节：圣餐的误用

1. 私人弥撒、单独领受圣餐、拒绝让别人领受。

一个人独吞、一个人独享这是不对的，

甚至有贵族拒绝和别人享用，

违背大家一起记念、彼此等待的涵义

2. 膜拜圣餐的饼和酒，将它们举起来，
或是捧着饼和酒游行供人膜拜或是捧着饼和酒游行供人膜拜。

这是用来记念主，不是用来当做圣物，

甚至有「偶像崇拜」的嫌疑甚至有「偶像崇拜」的嫌疑

3. 借口宗教用途将饼和酒加以保留。
有大主教或教宗来主持圣餐，

信徒就把剩下的饼跟杯保留起来信徒 把剩下 饼跟杯保留 来

当做圣物，有圣物崇拜的嫌疑

第五 - 六节：「化质说」的问题

当时罗马公教 (天主教) 相信饼跟杯经过祝福以后，

已经变成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

1. 饼和酒若正确使用 — 按理来吃这饼、喝这杯，
将与被钉的基督有圣礼上的关系，将与被钉的基督有圣礼上的关系，

可称为基督的身体和血 。
2. 然而，在实际上和本质上，饼和酒和平常一样，

仍然只是真正的饼和酒而已。
其实是属灵上的功用、不是实质上的变化
我们被耶稣的血感动，而不是说它变成耶稣的血

3.「化质说」主张祝谢之后，3.「化质说」主张祝谢之后，
饼和酒会变为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

4.「化质说」不仅违背圣经，也与常识及理性4.「化质说」不仅违背圣经，也与常识及理性
相冲突，它是迷信，甚至是偶像崇拜。

第七 - 八节：圣餐的效果

1. 领受得宜的人 — 按理来吃饼、喝杯，就能在内心
领受基督因着死所带来的一切益处。

并不是肉体上、不是当做进补

2 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是以物质的方式2. 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是以物质的方式
存在于饼和酒之内，而是向信徒的信心显现。

感受到基督的临在跟显现感受到基督的临在跟显现，

跟前面「化质说」有关

3. 不当地领受饼和杯 — 不按理来吃饼、喝杯，
得不到它们所代表的实质，

反而是干犯主的身体，会被定罪。

4. 所有无知、不虔者都不该享用主的筵席，，
否则一定会大大得罪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