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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Sermon：2008 年四月 6 日 

聖餐的意義 
 

證道：麥安迪博士（Dr. Andrew McCafferty）  
（台北「改革宗神學院」教務長） 

 
於基督教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逐字稿：蔡孟芳姐妹 

 

讀經 

路加福音 22:19：「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

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前言 

弟兄姐妹們平安，我是很高興我再能夠來到你們的教會，我是第二次來。我們要看路加福

音二十二章第十九節，特別是這句話：「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耶穌基督現拿

著餅，把它擘開，以後他給我們一個命令，他說，你們要，應當如此行。為什麼我們來領聖餐？

因為耶穌基督自己說，你們要如此行。以後他告訴我們的目的在那裏？為的是記念我。我這裡

要講這三個字「記念我」。我把它分成三點，第一個是記念的重要性，第二個是我們要記念耶

穌基督，第三個我們要記念他的身體為我們擘開。記念的重要性，我們要記念耶穌基督，我們

要記念他的身體是為我們擘開。開始以前我們來做一個禱告，「主啊，我們來到你自己的面前，

我們感謝你，我們是在你的教會，我們能夠聽你的話語，我們求你幫助我們，我們能夠透過這

節經文，我們能夠更深厚的瞭解福音，而且能夠更深厚的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主啊，求你幫

助我們，我們能夠透過這節的話語，以及今天的領聖餐，賜給我們屬靈的祝福。這樣的禱告是

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記念的重要性 

第一，我講的是記念的重要性。在希伯來文，這個字「記念」是 Zechar，聖經裏面有一個

人叫撒迦利亞，「亞」在他名字的後面是耶和華，「Zechar」在他名字前面是記念，他是耶和華

所記念的一位， 他的名字是 Zechariah。希伯來文也有一個字「忘記」。「記念」在舊約 Zechar

是出現 235 次，這個字「忘記」是出現 120 次，所以加起來是 355 次，是蠻多的。若你注意，

你在讀經的時候常常碰到這兩個字，「記念」和「忘記」。我們可以說這是舊約的兩個重要的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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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舊約會教導我們上帝是記念祂的約，那是我們的得福。我們知道上帝永遠不忘

記祂的老百姓，祂是記念我們的。聖經會說，祂是記念我們的形像的人，上帝沒有忘記我們。

另外一邊，義人在神的話語裡面是一些記念上帝的人，沒有忘記祂，記念祂的話語，記念祂的

約，記念祂一輩子所給我們的恩典，我們會記念而不忘記。可是在聖經裏面，離開神的人有這

個特色：忘記。以色列常常是不跟隨上帝，為什麼？就是忘記。他們忘記祂的律法，他們忘記

祂一輩子所給他們的恩典，他們忘記祂的約，他們忘記祂是從埃及帶他們出來。這是聖經常常

提到這兩個字，記念和忘記。 

我們在創世記可以看到上帝是記念挪亞，他在有困難的時候，在船上，聖經說神是記念他。

什麼意思？上帝是不是暫時忘記他，突然記念他？你知道，聖經這樣講，有一點那個的味道。

上帝不是在注意他，突然的記念。可是事實上，這是從我們的角度來講上帝，意思是對挪亞來

說，他有很大的困難，神不做什麼，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從他的角度，上帝好像

有忘記，可是聖經的意思是神沒有忘記，祂是記念。希伯來，猶太人是很實在的，上帝記念他，

意思是要來幫助他，因為他是祂的老百姓。 

上帝也是記念亞伯拉罕，創世記說上帝是記念約瑟，記念拉結。出埃及記第二章第二十四

節：「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記念他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上帝看起來是忘記

以色列，忘記他們四百年。事實上沒有忘記，可是他們有這個領受。但是時間到了，上帝預備

的時候，祂就記念他們，祂就來救了他們。 

我們知道申命記是摩西最後寫的一本書，是他最後的講道，一些講稿被寫下來。我們可以

說申命記特別有這個意思在裡面，摩西要對以色列講一個事情：不要忘記。你們要進入以色列

迦南地，你進去的時候請你不要忘記神的恩典，他講的申命記這兩個字，忘記和記念共 28 次，

28 次在他的講道裡面。要記念你本來就是在埃及做奴僕，要記念神是怎麼帶你從埃及出來；

你要記念祂是顯明祂的大能，祂已經顯明出來，祂是唯一的真神；要記念這四十年，神是一年

一年都在照顧你，照顧你們在曠野。你要小心，不要忘記他的約，不要忘記他為你做那麼大的

事情。他特別要說不要自誇自大，以後忘記你們的神。 

他也警告他們，若你們進入迦南地就忘記祂的話，我今天嚴格的告訴你，你們要滅亡。為

什麼講這句話？為了他們可以放在他們的心裡，我不要忘記神為我們一輩子所做的。我有困難

的時候，不要想上帝已經忘記我，沒有，我們的神是記念我們的。我們看以後他們進入迦南地

他們做什麼？忘記。所以上帝派很多的先知們跟他們講，幾乎每一個先知的警告就是你們是忘

記耶和華的，你們卻開始拜別的神，忘記祂從埃及帶你出來。何西阿書第十三章第六節說的很

清楚，這個老百姓吃得飽，喝得飽，自誇自大，就忘記耶和華 

。所以，我們看見聖經裡面這個記念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們都看重我們生命的記念的重要

性。有兩種孩子，有的會忘記他們的父母，忘記父母的恩，一輩子所為我們做的，要自己走自

己的路。有的孩子是完全好像父母從來沒為他們做任何事情，我只是自己過著我自己的生命。

可是，一個好的孩子，神的命令，我們要記念我們的父母為我們所做的。同一個時間，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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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神是一輩子怎麼恩待我們的。 

事實上很多舊約的禮就是為了記念，希伯來文 Zechar 也有一個形容詞 Zecharan，意思是

一個記念品，記念物，聖經也有記念物，他們要一個東西做什麼？為了把他寫下來，為了不忘

記，就把它放在神的面前。聖經也有記念的石頭，是用同個字。約書亞他們過了約旦河的時候

他在河中間放了 12 個大石頭，為了什麼？是記念的石頭。對我們今天領聖餐有關的是他們有

一個記念日。他們最重要的記念日是什麼？逾越節。逾越節就是被設計為了他們能夠記念他們

從埃及出來。到現在，猶太人是這麼繼續看重他們的出埃及，因為每個月他們最重要的記念日

就是要記念它。 

我們可以翻到出埃及記第十二章第十四節：「你要記念這日，孚為耶和華的節，作為你們

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另外的翻譯是說它是個記念日，你們要記念這日。你也可以看到第十

三章第九節，那個時候有七天的節日，最後的是逾越節。出埃及記第十三章第九節：「這要在

你手上作記號，在你額上作記念，使耶和華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為耶和華曾用大能的手將你

從埃及領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聖餐的背景。他們用一個記念日，就是逾越節。耶穌基督是那一天拿了這個

餅，擘開。逾越節，就是那天他們在慶祝的時候，他跟他們說你們要這樣子做，為了要記念我。

他的意思是，猶太人用逾越節為了記念神的救恩，可是他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知道他是真正的

逾越節的羔羊，真正的救恩是在他裡面的，是他救了神的老百姓。所以他改了，從舊約的時候，

他們有記念逾越節從埃及出來，但是在新約到耶穌再來的時候，我們有我們的記念日，我們的

記念品，我們的記念禮就是我們的聖餐，為了我們不忘記我們的主，不忘記他的身體為我們擘

開。那個是第一點記念的重要性。 

記念主耶穌基督 

第二點，我講的是我們要記念主耶穌基督。我們是基督徒，我們相信我們跟隨主耶穌基督。

唐崇榮牧師剛剛結束他的神學講座，若你沒有去的話，我要用三分鐘來歸納他講的是什麼內容，

因為跟今天是有關的。他主要要講的地方，永世的基督就是歷史上的耶穌，The Christ of history 

is the Jesus. The Christ of faith is the Jesus of history。那個就是我們福音派重要的教導。我們可

以說唐牧師要分三種的運動在教會裡面。第一個是新派，第二個是福音派，第三個是靈恩派。

我自己想他講的是一個事實，也是有他的重要性。 

新派我們可以說是自然主義，他們要用他們的理性研究我們的孙宙，就是從啟蒙運動開始。

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前提是，在大學裏，我們不談信仰，信仰在教會講。在大學我們講的是理

性。所以我們開始時候，就想用理性研究科學，這沒問題，我們應該用理性研究科學。以後他

們想用理性研究歷史，這也可以沒問題。第三個我們用理性研究宗教，開始有一點的問題。跟

這個有關的，在第十九世紀他們要用理性研究神的話語，他們理性的意思是，我們不考慮神蹟，

我們不考慮超自然的事情。事實上他們不是理性主義，他們是自然主義。所以他們用自然主義

來研究神的話語，最後從自然主義研究我們的人，於是變成我們的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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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第十九世紀，在德國開始用他們的自然主義解釋神的話語，雖然他們不說不信，他

們說我把信仰放在旁邊來研究新約，舊約，我們可以猜的出來他們的結果。若用理性研究耶穌

基督，你會發現他就是一個自然的人物，不是超自然的。這是你的前提，你從開始的時候要想

了。我們用從歷史的角度研究耶穌基督有沒有行這些神蹟？你就開始懷疑。耶穌基督是否從童

女而生的？我讀的神學院有理性主義新派的老師們，他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說，「馬可，我們都

知道孩子從那裏來的。」他這樣子就否認掉耶穌是從童女而生的。為什麼？因為他們想用理性

來解釋神的話語。以後他們不否認你可以相信耶穌基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信仰，但是要把歷

史上的耶穌和永世的基督分開來。他們說，我們還是相信永世的基督，可是我們有些困難，因

為我們不認為歷史上的耶穌是跟他一樣的，這就不對了。 

但是另外一派在教會裏面是靈恩派，我們知道教會有很多不同的靈恩派，事實上有的人是

福音派，有的是靈恩派，有的人是把改革宗和靈恩派連在一起的。可是我們談他們的精神，他

們是否相信超自然？有相信。現在的世代他們強調的就是經驗到屬靈的事，經驗到現在的超自

然的。可是他們從這個的角度是看輕什麼？歷史。看輕研究二千年以前的歷史上的基督，歷史

上的耶穌。你進入到一個靈恩派的教會，不是都一樣的，可是在基本上，在那邊很久之後，你

有機會研究這個歷史上的耶穌的機會不多，他們的信仰是蓋在他們想的是永世的基督，可是不

夠注意這個歷史上的耶穌。 

我們可以在領聖餐的時候看到他們的不對，因為耶穌基督的命令是我們要記念那日，我們

要記念他。我們的福音派就是有這兩個要合在一起。這個永世的基督就是那個歷史上的耶穌，

是同一位。道成了肉身，我們要有他成為我們信仰的中心，我們的目的是活出來一個他所喜悅

的生命，我們是做他的門徒，我們是聽他的命令，我們是相信他的寶血，我們是等候他回來了，

我們是活著在他面前，所以我們要記念他。我們不要做一個愚忠的基督徒，跟歷史上的耶穌基

督是無關的，我們要記得是那一位活著在我們的世界，行在我們的中間，我們是他的門徒。我

們今在聖餐裡記念他，我們是一輩子等候他，我們的盼望是我們能夠永遠與他同在。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命令，我們要記念他，那個也是提摩太後書直接說，要記念主耶穌基

督。弟兄姐妹們，我們不是在學神學，我們要問我們自己，我們是否記念耶穌基督？我們是否

願意做他的門徒？願意學他的話語？瞭解他自己的心？我們是不是記念主耶穌基督？而且跟

隨他？上帝知道我們的軟弱，所以給我們聖餐，我們可以說聖經充滿很多的教導，都有他的重

要性。聖餐是一種傳聖經的中心，是耶穌基督，我們來記念他。 

記念他的身體為我們擘開 

第三點我們要討論的是記念他的身體為我們而擘開。聖餐是特別關心耶穌基督的死，這個

我們都知道，從他所講的事。記念他的身體，記念這是我的身體為我們擘開和他的死。為我們

擘開那個我們是為我們的罪，所以聖餐是特別耶穌要我們記念他的死。他拿杯起來，也說的很

清楚，他說這是我的血，為你們流的。我們要記念他的生命，我們記念他的死，記念他的死是

包括記念他的復活，他的得勝，那是聖經的中心。我們要問兩個問題，耶穌基督的死為什麼是

那麼的寶貴，為什麼是值得我們記念？第二個是記念他的死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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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我談的比較寬，耶穌基督的死為什麼是寶貴，我們為什麼要記念他？有一本書是

John Owen 寫的「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談耶穌基督的死跟別人的死是不一

樣的，完全不同的本質，為什麼？很容易，因為是神的兒子死的，因為是道成了肉身，在十字

架為我們而死。我們特別注意的不是他的死比別人的死更痛苦，雖然他的死實在比別人的死更

痛苦，因為有屬靈的痛苦。可是十字架的中心是那個是神的兒子，被人釘在十字架上。 

我們知道很多人是犧牲他們自己，有些在大戰犧牲自己，為朋友犧牲自己。可是我們要注

意，不是基督犧牲他自己是個事實，那個犧牲是寶貴的，因為那是神的兒子，神是表明出來他

的愛，「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我們要知道耶穌基督的死是

特別一位，是神的兒子。 

我們有時候基督徒特別注意是為我死的，耶穌基督有沒有為你死的，信了就是了。可是這

個不是我們特別要思考的，他為我們死是寶貴的，因為是神的兒子，是神自己來到我們的世界，

願意負擔我們的罪。耶穌基督在他的人性是死了，因為神不可能死了，他的人性是痛苦的。可

是還是他自己，這個神的兒子，神的另一位，是為我們死的，他才能夠負了我們的罪。是超過

我們能夠了解。可是我們的信仰的中心就在這裡，神愛世人，甚至就派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

我們是願意接受，跟隨他。所有基督徒的歌關於耶穌基督的死，他們是會注意這個的，「What 

wondrous love is this，O my soul；that caused the Lord of bliss to take the cross ，O my soul」，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on which the Prince of glory died」。我在思考這奇妙的十字

架，我在思考這個榮耀的王子的死。我們好的詩歌會帶我們到這個事實，是神的兒子，為我們

而死的，超過我們能夠思考的。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什麼是記念他，記念他的死？天主教我們知道是說耶穌基督（領聖餐

的時候，他們叫彌撒），是一種沒有流血的獻上的一個祭品，他們的意思是每一次聖父（聖父

他們說是祭司），每一次他們的聖父是提高那個的面貌，那個是變耶穌基督的身體。他們的意

思是耶穌是再被升上去的，他是再死的，他們說他的死便是死在他們的中間，這是個不流血的

祭品，他們是這樣子看聖餐。 

但是這個字「記念」告訴我們他們是不對的。耶穌特別說這次聖餐的目的為的是記念他。

一個東西在你的前面，你那個時候看到它，是不是需要記念它。他談的就是像逾越節，我們要

記念他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事，不是他再被釘在十字架的事。可是他們天主教是說基督徒，基

督教對聖餐是說沒什麼大的意義，它是一種空虛的記念。不要忘記了，好像今天不要忘記了鑰

匙，不要忘記耶穌基督為你死，沒有什麼感動人的，沒有什麼大的恩典在裡面的，只是一個記

念而已。有人說 Ulrich Zwingli（慈運理，1484-1531），我們的改教家帶領的人有這個看法，可

是讀過 Zwingli 的說好像不是。常常你聽某某人有什麼看法，你問有沒有讀過，這個是最好的，

他說沒有讀過，你不需要聽。加爾文說的很清楚這個經文的意思「記念」在這裡是充滿著意義，

不是一個空虛，或沒有意思的記念。我們可以說，一個記念日的目的就是把這個事情，把我們

記念的事情讓它活過來，我們要再記念他，我們要瞭解他的重要性，我們要好像是在那邊的，

那個是記念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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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西方有 Holocaust，猶太人說我們一定要繼續有這個記念日，為了避免再做。事實

上在記念我們過去的親人，你再記念到他們的一些說法，他們的存在，他們的溫柔，他們一些

值得我們跟隨的地點。一個記念，一個事實可能有的時候可以幾乎是一樣的，思考的是什麼？

我看到了，我過了一會兒，我記念這個事情，就好像再看到了，他可以跟看到的是一樣的，是

活過來的。那個是聖經要我們記念他。這種記念逾越節，逾越節記念我們從埃及出來，是為了

猶太人那個偉大的改變，瞭解神賜給他們全部的生命，他們忘記了，他們開始往右走了，一記

念的時候，知道我不應該往右走，我該往左走了。 

我們是這樣子來到聖餐，是記念我們的主。我們的目的是要再有一個感恩的心，我們信仰，

我們可以再思考，我們也可以再建立一個好的信仰，而且被鼓勵。我們有的時候會想上帝是忘

記我，上帝沒有忘記我。聖餐是要告訴我們他沒有忘記我，我們再記念到像門徒們第一個聖餐

所記念到的，所經驗到的。可以這樣子說，為什麼在聖餐我們用耶穌基督那個晚上所講的話語，

我們用他那個晚上每一個字一個字都講出來了，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死的，這杯是我新約的

血，為你們而流出來的。我們是擘開這個餅，因為那個晚上，他把它擘開。雖然那是二千年以

前，是那個不同的日子，我們所透過（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這樣講），透過這個聖餐，我們是回

去二千年以前，或者我們可以說，那個事情是來到我們的現在。 

給你一個例子，在新約，保羅有一次在教會，有一個人犯一個罪，保羅告訴哥林多教會要

處理這事。哥林多前書第五章，保羅有一個特別的說法在這裡，你們可以回去可以翻來看。你

們在聚會的時候，而且我的靈在你們的中間，和合本說我的心，但原文說我的靈在你們的中間

和耶穌基督的大能在你們的中間，我吩咐你們的要把他從教會裡趕走了。他的意思是，雖然我

們在不同的城市，事實上我要你記念我，我是已經投了我的票，我的靈不在你們真正的中間，

我不在你們的中間，但是你開會的時候，你感覺到神的大能，同時間我的靈跟你同在，我們一

起來投這個票。這個是一個好的比喻，瞭解聖餐的意義，我們要透過聖餐，經驗到耶穌基督在

我們中間，他是實在的，我們兩三個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就是在這裡了。 

有一個黑人的屬靈的詩歌，我很難把它翻譯，他這樣子講，「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 Were you there？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nailed him to the tree? Sometimes 

it causes me to tremble」，那個歌在問我們，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你是否在？有的時候你會

說，這歌說，我會發抖，想我們人所做的，應該要發抖，想著神的愛是多麼偉大。我們可以這

樣子回答，我就是在，我那個時候在。聖餐有這種的意義在裡面。我們一起來念路加福音第二

十二章第十九到二十節，「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

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

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末禱 

我們一起禱告：「我們的主，我們來到你自己的面前，要獻上我們的感恩。因為你是賜給

我們你的聖餐，為了我們能夠記念你，為了我們能夠透過它，再記念到我們的各各他的愛，為

了這個領聖餐，我們能夠記念到你自己在我們的中間，能夠知道你是記念我們的。我們求你幫



 

7 

助我們，透過領聖餐，我們能夠得屬靈的福，我們這樣子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