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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教会记念主的死 

 

    十七世纪时，苏格兰的圣约教会面临大逼迫，他们必
须秘密的聚会。 

    一个晚上，有位苏格兰的小姑娘正要前往一个信徒家
中聚会。突然，一些敌兵跳出粗鲁的捉住她，问她去哪儿。
瞬间灵感闪过，她勇敢地答道：“我要去哥哥家吃晚饭并
听遗嘱。”  

   “那没关系。”敌人头目说完就让她走了。小女孩愉快地
赶去聚会参加圣餐。 

    这位苏格兰小女孩把主的圣餐比喻为她要参加的晚
餐，耶稣是那位哥哥，而那遗嘱便是主在十字架受死所立
的新约。 

 

在本课你将学习到： 
    圣餐：一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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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饼和杯 
    圣餐的仪式和目的 

本课将帮助你： 
   解释圣餐中所用的饼和杯的象征意义 
   认识主 后晚餐的意义和目的 
   以感恩的心参加圣餐 

圣餐：一幅图 

目标 1. 认识圣餐的意义。 

    玛丽看起来是那么荣光焕发。当她回到提摩太身边时
提摩太微笑着。玛丽和其他几个刚受洗的信徒马上要参加
第一次的圣餐。 

    玛丽已听过主 后晚餐的意义。唱诗并敬拜神之后她
听见牧师念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路加福音
22：19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现在她完全明白了敬拜的
意义。当象征性的面包传递时，她在心底赞美感谢神。牧
师接着念：“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
的”(路加福音 22：20 )。 

    信徒们用敬虔的心领受圣餐。奇妙的主，用祂自己担
负世人的罪。玛丽感到与神是那么亲近，更加渴望圣灵的
同在。 

    “我们应该受圣灵的洗！”玛丽对提摩太耳语，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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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同意用力握住她的手。 

    在法国巴黎，屹立着庄严的凯旋门。门下的墓里安息
着很多无名的战士，他们战死沙场。每晚，爱国团的成员
们会点燃怀念的火炬，表示他们对这群为国牺牲生命的战
士们的感激。 

    同样的，基督徒们也有记念仪式。“圣餐”就是提醒我
们记念主为我们受苦、受死。掰开的饼和杯代表祂的身体
为我们受死；祂的血为人类的罪而流。我们参加圣餐，领
受面包和葡萄汁来记念耶稣为我们舍命(哥林多前书 11：
23-26 )。 

    参加圣餐代表或描绘出耶稣的受苦和受死。在记念时
我们不只怜恤祂的受难，更应该思想并接受祂的得胜和所
做成的工。基督的死不是无用的，祂完成天父差遣祂到世
上所当行的义。 

    此外，必须记住圣餐绝非祭坛，而是纪念主的。它让
我们明白，基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
除掉罪”(希伯来书 9：26 )。 

    圣餐不是祭坛，基督不用再牺牲一次。当我们看基督
死时，我们感谢祂完全的牺牲。“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
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 11：26 )。 

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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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餐被看重是因为： 
 a). 提醒我们记念耶稣和祂为我们所做的牺牲。 
 b). 提醒我们记念祂胜过罪恶。 
 c). 帮助我们记住祂仍掌权。 
 d). 是一项很美令人有深刻印象的仪式。 

2.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圣餐是我们的牺牲祭坛。 
 b).耶稣的死带来新约，使我们因信得拯救。 
 c).圣餐必须持续不断的举行直到耶稣再来。 
 e). 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圣餐无论他明白其意义与否。 

饼与杯 

目标 2. 思想圣餐的象征意义。 

饼． 

    耶稣和祂的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祂拿起饼祝
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
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路加福音 22：
19 ) 

    耶稣在早期传福音的事工上，已论及祂是从天上来的
食物，是生命的粮。祂是那位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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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
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
的。”(约翰福音 6：51 ) 

    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 6：25-58 节了解耶稣所说的属
灵意义。当时部份听道的人以为耶稣是指“吃祂身体的肉”
而引起辩论。因此，解释此处经文就该像解释“我是羊的
门”一样(约翰福音 10：7 )。耶稣不是指“门” 的字面意思，
而是门代表祂和祂的工作具有某些门的特征，如：它的力
量、它如何分开和保护，象征祂的个性和工作。 

    当我们在主的桌前拿取一片面包时，我们便真真实实
的获得了耶稣的生命。就如同一块真实的面包加添了我们
肉体的力量一样。祂的生命则增添我们灵命的力量。 

杯． 

    饭后，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
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哥林
多前书 11：25 )。这葡萄汁乃是代表祂流下来的血，这杯
是用祂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我们流出来的(路加福音 22：
20 )。 

    那一天晚上稍后，就是在吃过晚饭之后。耶稣同门徒
讲完话后，主耶稣便前往橄榄山。那儿有一个地方名叫客
西马尼，祂便独自在那儿跪下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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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啊！”祂说，“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
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加福音 22：42 )。
祂想撤去的这“杯”代表承担这世界的罪恶。神所给予祂的
负担，那种苦是远超过祂肉体所能承受的苦痛。祂的苦痛
是这么大，以致于祂的汗水滴下时，就如血滴在地上一样。 

    耶稣代我们饮的这苦痛和罪恶的杯，现在已经成为我
们救恩的杯，愿我们时时刻刻都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祂爱
我们，并为我们舍己！(加拉太书 2：20 )。 

习题： 

3.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_______。
稍后，又把装着葡萄汁的杯递过来，象征祂的_______。 
4. 圣餐的“杯”具有两层意义。请将下列对“杯”的正确定义
选出来： 
 a). 用耶稣的血立下新的誓约。 
 b). 耶稣为我们所经历的苦难。 
 c). 如果我们领受圣餐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 
5.根据左边的叙述将右边所列的答案选出，适当的填在左
边的题号前。 
___a 守卫和保护      1)面包 
___b 领导       2)葡萄汁 
___c 驱走黑暗      3)灯 
___d 宝血       4)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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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e 解渴       5)水 
___f 燔祭       6)牧羊人 
___g 属灵生命      7)门 
 
圣餐的仪式和目的 

目标 3. 简要叙述主的晚餐或圣餐的目的。 

    对于守圣餐礼，各个教会均以无比敬虔的仪式来举
行。关于圣餐所使用的饼有些教会只用无酵饼，这是按照
逾越节时以不放发粉或酵素的方式来制作(马可福音 14：
1 )。一些教会则是用一块面包或是一块薄饼，再由主持圣
餐礼的牧师用手撕成碎片分给会众。较大的教会则使用一
小片一小片薄饼更为实用。 

    圣餐使用的汁有些教会用一个或两个大杯盛着葡萄
汁，让会众传着饮用，每个人啜饮一小口后，再用布将杯
口擦拭一下。一些教会则使用小杯子，每人各持一杯饮用。
通常所饮用的都是葡萄汁。但也有的是葡萄酒或是酒中渗
一点水。在不产葡萄的地方则使用其它的果汁代替。 

    有些教会每个星期天的主日崇拜均遵行圣餐礼。一些
教会则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守圣餐礼。乡下较偏僻的
教会则好几个月守一次圣餐。这要看牧师是不是可以赶来
主持这个大礼。圣经上说：“无论何时”这使得各地方教会
可以依照他们的意愿来决定多久举行一次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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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些教会所奉行的是“封闭式的圣餐礼”(即限制
只有教会自己的会众可以参与圣餐礼)。但大部份五旬节
派教会则采用“开放式的圣餐礼”。只要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均可以参与圣餐礼。 

习题： 

6.想一想你的教会是如何举行圣餐礼的？上述所提及的
特征中，哪些被你的教会所采用。请一一列出：   

守圣餐的目的．．．．．． 

    虽然圣餐的仪式各个地方不尽相同，但是守圣餐的目
的却是一样的。其目的如下： 

    1.提醒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及祂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
是一个纪念性的盛宴，用来荣耀祂、敬拜祂并感谢祂。对
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圣灵使得基督所受的苦难、死亡、复
活和升天变得这样有意义和真实。 

    2.因着耶稣基督让所有信靠祂的人彼此相爱团结在
一起。使徒约翰这样写道：“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
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
的罪”(约翰一书 1：7 )。 

    3.盼望有个辉煌的将来。耶稣在宴席上说：“但我告诉
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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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马太福音 26：29 )。而保罗在圣餐
桌上勉励我们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
的死，直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 11：26 )。 

    4.提供了医治与复兴。圣经教导我们人应当自己省察
后，吃这饼、喝这杯(哥林多前书 11：28 )。我们要以谦
卑的心亲近祂、依靠祂。凭着信，我们从祂的生命中吸取
生命和力量，甚至是我们的肉体也能得着这生命和力量。 

    后的这个观点，可用下面这则故事来加以说明。欧
玛是位中国山区的妇女，她曾在传教士那里听到福音。渐
渐的，她也成了一名“圣经妇女” 并开始向她自己的族人传
福音。有一天，当进行圣餐礼时，欧玛感觉圣灵感动她拿
一些面包和果汁去给一位患了麻风病遭遗弃，极需救助的
穷苦妇人。她匆匆奔往山上小路，到患麻风的妇人家为她
祷告。欧玛的心中充满着信与爱，她将代表着主的身体和
血的面包、果汁与妇人分享。当妇人接受了这些东西，主
医治的大能便进入她的身体，她完全地得着了医治。 

 

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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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开放式圣餐礼“是指只有该教会的会众才可以参加。 
 b). 守圣餐仅有一种记念性质。 
 c). 圣经上并没有规定多长时间应该举行一次圣餐礼。 
 d). 圣餐的仪式各地不尽相同。 

8.下列哪些是举行圣餐礼的目的？ 
 a). 提醒我们主的再来。 
 b). 纪念基督为我们的罪死。 
 c). 制造一个漂亮的礼拜仪式。 
 d). 提供医治。 
 e). 因着爱带领相信祂的人聚集在一起。 

9.用你自己的话写下参与圣餐礼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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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 a)  ；b) ；c) 

2. a) 错； b）对； c）对； d）错 

3. 身体； 宝血 

4. a) ；b)  

5. a7) 门； b6) 牧羊人； c3) 灯； d2) 葡萄汁； e5) 水； 
f4) 羊羔； g1) 面包 

6. 你的答案。 

7. a）错； b）错； c）对； d）对。 

8. a) ；b) ； d)  

9.你的答案。可以这样写：“它帮助我，不把主为我做的视
为当然。它给我新的希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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