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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路加福音 22:15-20 節 

禱告 

『主耶穌我們雖然都已經知道聖餐的一些真理，但我們今天在您面前安靜、禱告、仰望

在你面前，謙卑學習受教的時候，我們相信您聖靈的恩膏要繼續帶領我們，要讓我們對

這重要的真理有進一步的瞭解，也有切身的一些體會。我們恭敬的仰望您，求您保守講

的，聽的，一起有祢的同在跟引導，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聖餐之舊約背景一 

馬太，馬可和路加等三卷福音書記載耶穌最後的晚餐大同小異。耶穌們說：「我願意在

受害已先和你們喫這個逾越節的筵席」（路 22:15）。逾越節的筵席主要是在出埃及記第

12 章。耶和華跟摩西交代說，他們馬上要出埃及了。雖然法老經歷九個災都沒真正悔

改，每次都食言而肥，都沒有真正讓他們走。但這次是一定會走的，因為將會有最嚴重

的災難臨到他們身上。上帝交代他們說，祂要殺死埃及全地的長子。上帝在殺長子之前，

交代猶太人要守逾越節的晚餐。這個晚餐要做什麼呢？記在第 6 節，這是猶太元月 14

號，當日要殺羊羔，用羊羔的血塗在門框跟門楣上，上面的門楣，旁邊的門框，都要用

羔羊的血塗上去。逾越節這羔羊預表耶穌基督的犧牲，耶穌就選在這天設立聖餐就是這

樣的意思。 

舊約流的是動物羊羔的血，新約流的則是耶穌基督自己的血；同樣是以血來立約，舊約

是用羔羊的血來立約，新約是用耶穌基督的血來立約。舊約用羊羔乃等於是置一個替死

的羔羊，代罪的羔羊，滅命的天使看到了門框上有塗這個血，就知道這是猶太人的家庭，

因此就逾越過去。這就是逾越節的由來。 

逾越節最重要的是這個節目，有羔羊預表耶穌基督，另外還有餅跟杯（參第 8 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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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離開以前，上帝要擊殺埃及人長子之前，他們是先吃完晚餐再走。這個晚餐不

是一個正常的晚餐，是一個特別的記念，記念他們出埃及，所以要吃無酵餅跟苦菜，還

要烤肉。 

第 15 節記的七日的頭一日就是我們今天的主日，從這天開始的七天要吃無酵餅。雖然，

這裏沒有直接解釋為何要吃無酵餅，但在第 34 節提到，因他們離開埃及時很趕，所以

等不及發酵。也就是說，先定守逾越節晚餐的規矩，完了以後，才發生他們當天就離開

埃及這件事。我們看到，半夜的時候，這個滅命的天使真的把埃及所有的長子都殺掉了

（參第 29 節）。 

法老王這次真的嚇死了，就放猶太人走了，且催促他們趕快走，再不走可能不是長子被

殺，可能都要死光了。猶太人走的時候，因時間非常緊促，就把來不及發酵的生麵，放

在團麵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頭上，就這樣走了。其實，不發酵的餅是不好吃的，但猶

太人很節儉，不能說來不及發酵和來不及烤餅就丟在那裡，他們不浪費地在那天就帶著

走了。無酵有個意思就是來不及發酵，因為那天上帝拯救的時間一到，馬上就離開了。 

但，無酵在舊約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除罪。酵是中性的，發酵若發得剛剛好就很好吃，

但若發太久，整個麵團就敗壞了。因此，酵就有整團麵都敗壞了的意思。聖餐的無酵，

也就是有這除罪的意思。 

猶太人到如今過逾越節，很謹慎的在這一天，會全家都搜一遍，看有沒有任何地方有酵。

從中國的西北到耶路撒冷，整個的中東的人都是吃烤餅，那是他們日常的飲食，所以他

們一定會好好檢查一遍。因為，酵是家家戶戶都有，是每天都要用的東西。雖然，今天

以色列人很多人不用自己發酵烤餅，大部分可以去超市買了，但是，他們還是會檢查一

遍。萬一曾經用過的話，他們會很謹慎的把它除乾淨。滅命的天使看到門框有塗血就逾

越過去，所以是聖餐的第一個舊約背景，耶穌也選擇在逾越節這天來設立聖餐這個儀

式。 

聖餐之舊約背景二 

第二個舊約的背景就是立約的血。馬太 26:26 節說：「他拿起餅來擘開遞給門徒說：『你

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然後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

這是我立約的血』」。 

這背景出於出埃及記 24 章。在獻燔祭的時候，要把牛或羊用火燒了。摩西把祭物的血，

一半盛在盆中，另外一半灑在壇上。後將約書唸給百姓聽，約書就是摩西的律法，十誡

等。然後，把血灑在百姓的身上，說這是立約的血。穌說這是立約的血，典故就在這裡。 

舊約的立約的血是用祭物的血來立的，新約則是耶穌用自己的血來立的。有個成語叫「歃

血為盟」，意思就是訂立盟約跟死亡一樣慎重，這是用生命來守所立的約。中國人拜拜

的時候，殺死的動物不是給神明吃的，（如果是給神明吃的，那麼久才吃一次會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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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吃那麼多，也會撐死）。中國人稱之為「犧牲」，閩南話叫「拜牲禮 」，客家人也是

這個意思，就是動物替我死。中國人古代就有這個觀念，這觀念跟舊約的立約的血也是

一樣的意思。中國人不知是從什麼地方，得到這種很寶貴的概念，動物替我死。所以，

這個立約的血典故在這裡，就是用血灑在百姓的身上，就是舊約立約的血。 

還有一節立約的血之間接的典故寫在耶利米書 31 章 31-32 節。這節聖經提到，耶和華

在舊約已經預告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這個新約不像舊約，舊約是刻在石版

上的，是藉著摩西頒布給大家的律法的規條。然，我雖然做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我的

約。舊的約是失敗，因為第 33 節說，他們背約。但，以後上帝要另立新約，這新約不

是刻在石版上，是刻在我們的心版上，寫在我們的心上，即新約的人是從心裏面去遵從

神。 

耶穌說，「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你們的罪得赦」，這與耶利米書 31:34

節一樣，提到使罪得到赦免。舊約的祭物並不能除去人的罪，耶穌以他的血所立新約才

真正除去我們的罪。舊約得到赦罪不是動物的血，而是因為他們信靠上帝，向上帝認罪

悔改，信從上帝，信守律法，因信獻祭。那時雖然耶穌還沒有來，但是耶穌是跨時空的，

耶穌也除去了前約之人所犯的罪，這是希伯來書講的。耶穌的血不但除去我們這些新約

之人的罪，他的血也是洗淨前約之人的罪。 

耶穌在馬太福音 26:29 節提到，從今以後不再喝這葡萄汁，因這是最後的晚餐。在這之

前，他們每一年的逾越節都是一起吃餅，一起喝葡萄汁，一起守舊約逾越節的規矩的。

但，耶穌在這最後一次逾越節晚餐，立下新的規矩，就是聖餐的禮儀。耶穌說，這是最

後這一次，那下一次呢？耶穌說，下一次將在父的國裏和我們喝新的那個日子。請看啟

示錄 19:7-10 節之羔羊的婚宴，這婚宴是以夫妻關係來描寫，正如耶利米書第 31 章所

寫。 

逾越節晚餐完後，他們唱著舊約的詩篇，就往橄欖山去。耶穌說：「你們拿著喫，這是

我的身體」，然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這是一種文學的象徵，不是一種科學的定義。

餅是無酵餅，汁是葡萄汁，它們並沒有變成肉和血的味道，這是一種屬靈的象徵。 

第 15-16 節：耶穌對他們說：「我很願意在受害之前，跟你們吃這逾越節的筵席， 我告

訴你們，我不再吃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裏。」（路 22:15-16）就是在天上喝新的

那個日子，成就了這整個救恩，包括整個新約時期，福音傳遍天下，神所揀選的人全部

都回家了。福音也照著神的公平，不偏待人，傳遍每個地區，每個民族，讓各處有機會。

這是彼得他進入歌尼流的家的時候，看到上帝是不偏待人的。 

這個「神的國來到」講的是整個神的國成就。其實，我們信耶穌就已經進入神的國了。

耶穌說，重生，就進入神的國，不重生，就不能進神的國（參約第 3 章）。信耶穌的人

都已經進入神的國了，不是死後才進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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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18 節：耶穌接過餅來祝謝，接過杯來祝謝了說：「大家分著喝，我不再喝這個，

直到神的國來到。」「直到神的國來到」（路 22:18）不是說全地球都信耶穌了，而是說

整個神的國在地上完全實現，這個天地已經變成新天新地，神所有的救恩都成就了，完

全來到！事實上，主禱文的「願你的國降臨」已經實現，因耶穌的國已經降臨。但是，

「直到神的國來到」講的不但來臨，而且整個都實現了，整個都實現了。 

第 19 節：「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門徒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

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耶穌故意用逾越節的葡萄汁，因為它是血紅色的。聖餐的

杯要注意那個顏色，不要買紫色的，或是有一些灰灰的。耶穌既然揀選葡萄汁來象徵他

的血，所以我們應該買血紅色的。 

餅擘開代表他的身體也為我們受傷，荊棘冠冕，戴在他的頭上。荊棘刺下他的頭皮，流

出血來了；槍扎進他的肋旁；鞭子上面有很尖銳的骨頭跟金屬，整個打下去皮開肉綻；

釘子釘進他的手跟腳。彼拉多讓人鞭打耶穌的時候，打的很厲害，為什麼？因為那是一

個苦肉計，不是自己受苦，是希望耶穌被打，打的很厲害，讓大家很同情耶穌，就可以

把耶穌放了。彼拉是希望放掉耶穌的，因為他知道耶穌沒有罪。而且，他太太做了惡夢

警告他，這個人不要辦，要不然會有悲慘的結局。他心裡面是害怕的，他實在是不想判

耶穌死刑的，所以他很可能想用苦肉計，打得遍體鱗傷的話，大家看那麼可憐，就會放

耶穌一馬。沒想到，他們沒有放耶穌一馬，彼拉多也因此為了他的權位，與政治妥協，

讓耶穌被釘死。耶穌把餅擘開，這餅就破碎代表耶穌遍體鱗傷，從頭到腳，為我們受苦。

有罪該受苦，他為我們受苦。有罪該死，他替我們受死。 

路加福音就很明確地講出聖餐最主要的意義就是，「為的是記念我 」。不同的宗派為了

聖餐的意義有一些爭辯，但實際上聖餐的意義沒那麼複雜，就是記念主。耶穌知道我們

是多麼地容易忘恩負義，所以他設立這聖餐儀式，讓我們可以常常記念。所以，聖餐肯

定是要常常舉行的。因為，當我們記念耶穌的時候，我們的心再一次被神的恩惠所感動。

聖靈再一次把基督的愛活化，在我們眼前，在我們的心中，我們心被恩感，我們也就感

恩圖報，過一個很忠誠的跟隨神的生活。 

第 20 節：「飯後拿起杯來，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約為你們流出來的。」這個新約是用

耶穌基督的血，舊約是用什麼血，動物的血。動物的血只是一個預表，耶穌的血才真正

除罪，除去我們的罪。因為耶穌沒有罪，所以他的死就產生了代替的效果。如果他自己

有罪該死，他自己欠債，他只能還自己的債。然，他自己沒有欠債，沒有罪，所以他的

死就產生了代替的效果。他死後第三天就從死裏復活了，因為他實在是不該死的。因為

他是不該死的，上帝就叫他從死裏復活。他為什麼要有那三天在死亡中呢？那是在替我

們受死。我們向神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的血，就這樣子潔淨了我們，而我們在神面

前，也得到赦免了。這是我們福音最核心的，也是常常在講的。 

傳福音一定要講基督的死，雖然不是那麼好聽，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的跟上帝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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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上帝那麼的神聖，全然的聖潔。我們人在內在，外在有那麼多的敗壞跟虧欠，必須

赦免和潔淨才能夠進入他的國，進入他的家，成為他的兒女，跟他合好，甚至成為朋友。

因此，得赦是，一方面他流血，一方面我們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本乎恩，也因

著信」，恩就是他為我們死，信就是我們接受了。 

歌林多前書 11:17-34 節 

我們聖餐的時候常常唸的就是歌林多前書 11 章 17 到 34 節。保羅說：「我現今所吩咐

你們的話」，他要交代關於聖餐的事。他說，我講這些話不是要稱讚你們，是責備，不

是稱讚。因為你們這個你們的聖餐不但沒有得到益處，而且是招損。為什麼呢？因為，

我聽說你們聚會（即聖餐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他聽到這個消息，說他稍微信，

因為他沒有親眼看到，（跟他講話的人是很可靠的人，他也會信，他會信）。什麼樣分門

別類呢？他說：你們中間有分門結黨。這個分門結黨，這句話什麼意思呢？「你們中間

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情，好叫那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這個「不免」告訴我們上帝容

許（不是讚許）在教會裡面有一些毛病，不合真理的事情存在。因為人是物以類聚的，

喜歡跟自己文化，味道比較相近的人在一起，這是難免的。但是，難免是難免，但要不

要免啊？還是要免，因為我們是一體的。 

「叫那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有經驗的人」是講老練的人。比較幼稚的人才會照這著

他的天性本性而行，在教會也是如此，就這樣分門別類而結黨。然，有經驗的基督徒比

較老練，比較成熟，就不會這個樣子，他能夠突破自己的圈圈。我們講話喜歡跟我們比

較靠近的那些人講話，這樣比較投機，「話不投機半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但老練

的，有經驗的基督徒，會突破自己的本性，跟不同階層的人來往。這個老練的人是在講，

信仰比較成熟的基督徒，他不會分門結黨，我們既然是一家人，他會跟不同文化的人表

達一樣的親切，這是練習過來的，練習就變成有經驗的人，老練的基督徒。 

接下來，提到他們的毛病。第 20 節說，他們聚會的時候不算是吃主的晚餐。為什麼不

像樣？因他們吃的時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飯，甚至於這個飢餓，那個酒醉（第 21 節）。

什麼意思？因為那個時候的聖餐是跟愛宴一起舉行的。做完禮拜，大家一起愛宴，各家

帶一點菜來，分享一起吃。結果他們有錢的跟有錢的一起吃大魚大肉，甚至於吃到酒醉，

使窮人吃不飽。 

一會兒要守聖餐，有人卻醉茫茫的。所以，保羅很生氣就責備他們：「你們要吃喝，你

們難道沒有自己的家嗎！」（第 22 節）你們在自己的家吃喝是你的自由，可是你們在教

會這樣喝醉茫茫地來守聖餐，這是藐視神的教會。喝醉酒是藐視神的教會，分門別類也

是藐視神的教會。 

保羅在前面第 10 章說，「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

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 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

一個餅。」（10:16-17）我們全部的弟兄姊妹信而受洗了，大家是在一個身體，只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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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是頭。我們是在頭下面的不同的器官，不同的五官四肢，大家配合起來成為一個身體。

那你只要跟有錢人在一起，你就藐視其他的肢體。而其他的肢體是誰的肢體，你知道嗎？

基督的身體！你藐視基督的身體就是藐視基督！ 

保羅在第一章即說到，神揀選了世上愚拙的，軟弱的，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

有的（參林前 1:27-18）。「無有的」，「卑賤的」就是窮人，上帝既然揀選他，若我藐視

他，我就是藐視上帝。若耶穌寶貝他，我們也要視他為寶貴。 

保羅說：「我可因此稱讚你們嗎？」（第 22 節）我實在很生氣，不能稱讚你們。保羅講

完負面的，就在第 23 節開始講正面的，「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保羅在

歌林多的時候，曾經很鄭重地教他們怎麼守聖餐，現在提醒他們當日所傳的聖餐是什麼

樣子，原來是從主領受的。我們知道，保羅雖是使徒，但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在耶穌活

在世上時候跟隨過他。保羅是在耶穌去世昇天以後，才特別向他顯現的。保羅並沒有直

接從耶穌領受聖餐的規矩，他說的從主領受的，其實是間接從路加福音那邊領受。路加

福音說：「你們這樣做為的是記念我」。保羅乃從其他的使徒領受的，所以他說我傳給你

們的是從主領受的，是主藉其他的使徒來告訴保羅，保羅也就這樣間接的領受了，他就

傳給他們。 

怎麼守聖餐呢？「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

體，為你們捨（有古卷：擘開）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這裏的「捨」

有個括弧寫著「擘開」，很可能是在抄寫聖經的時候，有人在旁邊寫上一個小小的註腳。

後來，在下一版的時候，這個註腳被排進去，有可能被寫進去。在下一版，因為是用抄

的，有可能後來被抄進去，本來是註腳，後來是正文。這兩個版本意思是一樣的，因為

「捨」跟「擘開」意思一樣。耶穌為我們捨命，身體為我們擘開，因為他身體為我們受

傷，我們這樣行，為的是記念祂。耶穌已經講清楚了，聖餐就是「記念他」。 

第 25 節：擘餅完畢，「飯後拿起杯來」。這裡講「飯後」，所以他們那時候擘的餅可以當

飯吃，是個大餅。吃完飯後就拿起裝著葡萄汁的杯，「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我

們每一次喝葡萄汁的目的是記念主耶穌為我們流血。 

第 26 節：「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再來」的意思很清楚。

再一次來記念他的犧牲。記念主就是，為了讓我們活，他寧可自己死，寧可自己死。 

注意事項二 

第一個注意事項是，不要分門別類，各自吃餅跟酒，要彼此等待，一起領受。接下來告

訴我們第二個注意就是，在領受之前要省察，如果任何人「不按理喫主的餅，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第 27 節）這不是只有藐視而已，是干犯褻瀆，是更為

嚴重的事。要按什麼理吃？上文告訴我們說：這是主的身體，這是主的血，因此，按理

是要搞清楚這是在表明耶穌的死，要默想和感謝，不要拿起來隨便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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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是另外一個理，就是要省察之後，再吃餅，再喝杯。省察什麼呢？第 29 節說，要

分辨這是主的身體。雖然餅只是一個普通的餅，杯裝的只是普通的葡萄汁，但是它們現

在是來象徵耶穌的死，分辨就是要清楚它在代表著耶穌的血。所以，我們存著感恩恭敬

的態度來領受，不然的話，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第 31 節又告訴我們，「要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提到兩個分辨：一個是分辨基督，

這是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血；另一個分辨是分辨自己。保羅並沒有解釋分辨自己何意，

但應很容易理解，就是要分辨我是很真誠的來感恩，或者我現在隨隨便便，或者我有什

麼罪，根本是讓聖靈擔憂，讓上帝很生氣，恐怕還要先處理了，或可能嚴重得罪人，虧

欠人，待處理完後，下次再領受。 

第 30 節說，若不這樣分辨基督和分辨自己，上帝的處罰很快臨到，有些人因此患病而

死，若分辨了，就不至於受審。這一句話也要小心，不是說生病跟死亡一定是犯罪的結

果，但是犯罪一定會帶來苦難。苦難不一定直接是罪，但是罪一定會帶來苦難。這些人

藐視神的身體，守聖餐隨隨便便，有些人因為這樣子已經被審判了，已經生病，甚至已

經死掉了。 

最後第 33 和 34 節說，聚會要彼此等待，不要隨隨便便，分門別類結黨，也不要有人吃

的太飽，喝醉了，有人根本吃不飽飢餓。如果有人是很餓的話，在家裡先吃一點再來聚

會好了，免得守聖餐時狼吞虎嚥，很沒禮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