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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15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托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加拉太书第 5 – 6 章 和 以弗所书第 1 章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加拉太书第 5-6 章和以弗所书第 1 章)所得的灵修领受，只需

分享其中的一次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摘录笔记。 
 

3 背诵 (5 分钟)                                               [基督徒婚姻的预备] 
(3) 帖撒罗尼迦前书 4:3-5 

 
两人一组查阅。  
(3) 自我节制：帖撒罗尼迦前书 4:3-5。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

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4 讲授 (85 分钟)                                                        [教会圣礼] 
主餐 

 
简介。这一课的教导是关于主餐。我们将学习圣经对有关主餐、它的设立、意义和实践的教导。 
 

阅读  马太福音 26:26-29；哥林多前书 11:23-32。 
 

A. 主餐的设立 
 

1. 主餐的圣经名称 
 

水的洗礼和主餐礼被称为两个基督教圣礼。圣礼是一个宗教仪式，被视作一个外在和可见的标记，以表达内在

和属灵的恩典。 
 

哥林多前书 11:20 记述了这圣礼被称为主的晚餐。那是为了把它和爱筵(agape)区分出来，因哥林多人将二者联

系在一起。不幸的是，主的晚餐退化为富人吝啬地对待穷人的一个晚餐或膳食。  
 

这圣礼在哥林多前书 10:21 中被称为主的筵席。那是为了把它和鬼魔的筵席区分出来。哥林多的外邦人习惯把

他们的祭品带到寺庙里的偶像前，然后坐下来一起享用祭祀餐。保罗称这样的餐为 「鬼魔的筵席」，因为在

现实中给偶像的祭祀就是给鬼魔的祭祀。那祭祀餐实际上是与鬼魔相交。  
 

这圣礼在使徒行传 2:42 和 20: 7 中被称为擘饼，这实际上是对爱筵的一个表述，其中包括主的晚餐。 
 

这圣礼在哥林多前书 10:16 中被称为圣餐，意味着感恩。 
  

2. 基督设立主餐。 
 

耶稣在逾越节期间设立了主餐这个圣礼。请参见训练手册 6 补充 5。我们可在首三卷福音书中看到这一点，例

如在马太福音 26:26-29 和哥林多前书 11: 23-29。在逾越节期间的星期四晚上，就是在尼散月第十五天，耶稣

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祂拿起饼来，祝谢了，把饼擘开，交给门徒说：「拿起来吃吧；这是我的身体。」然后

祂拿起杯来，祝谢了， 把杯给他们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所立的约，为许多人的罪的赦免而流。耶

稣在逾越节的星期五早上，就是在尼散月的第十五天被钉在十字架上。 
 
3. 约翰福音 6:54-55 的解释。 
 

在约翰福音 6:54-55 ，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

的血真是可喝的。」约翰福音 6:48-59 并不是谈论主餐，而是用象征性言语谈论第一次相信耶稣基督！第 50 至

53 节中的动词 「吃」(希腊文: esthió, efagon)和「喝」(希腊文： pinó)  的时态是过去不定时，是指向一次过以

信心接受基督进入自己的生命。第 54 至 56 节中的动词 「吃」(希腊文： trógó)和 「喝」(希腊文：pinó)是现在

进行时态，是指向持久的信靠关系及常在基督里面 (约翰福音 6:40)。耶稣自己解释祂在第 40、47 和 54 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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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凡相信子的人都将有永生，我 (基督) 会在末后的日子将他复活」。耶稣基督并没有教导变体说，即

是：饼和酒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1 祂教导的是，吃饼和喝葡萄酒这些词语是象征相信和接
受基督进入一个人的心和生命里！在这种情况下，耶稣是在对不信的人谈论对祂的信心 (约翰福音 6:41-42)，
祂并不是在对信徒谈论主餐。 
 

耶稣基督的身体并不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存在于主餐或地上任何其他地方。至于祂荣耀的身体，耶稣基督已升

天及坐在父神的右边 (使徒行传 1: 9-11)！因此，地上没有人可以用耶稣基督在天上的荣耀身体做任何事情。  
  

4. 主餐应如何庆祝。  
 

使徒保罗教导了五个有关于应如何庆祝主餐的重要事情。 
 

 (1) 主餐是一个命令。  
主的晚餐是保罗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命令，要传递给所有的基督徒。基督徒应该庆祝主餐。 
 

 (2) 主餐是一个祝福和感恩 。 
马太福音说耶稣为饼祝福，保罗说要为饼感恩。「祝福」 是指祈求神强大的恩典临到，而「感恩」 是指对神

的恩典送上感激的答谢。这两个词很有可能是交替使用的，表达祝福和感恩的结合。 
 

 (3) 主餐是一个记念。  
主耶稣教导基督徒庆祝主餐来记念他。 
 

 (4) 主餐是一个宣告。  
每当基督徒庆祝主餐时，他们就宣告主的死，直到祂的第二次降临。 
 

 (5) 主餐是一个庄严的庆祝。 
主的晚餐必须以配得上的方式来庆祝。因此，每个基督徒在吃那饼和喝那杯前都应该审察自己。基督徒应该能

够认出主的身体，也就是说，真正理解他在主餐中所做的事情。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会吃喝自己的审判。  
 

B. 主餐的意义 
 

简介。主餐是耶稣基督给基督徒的一个标记和印证。分享主餐是与耶稣基督的真正相交 (哥林多前书 10:16)。 
阅读  马太福音 26:26-30； 哥林多前书 11:23-26. 
 

1. 主餐是一个标记。 
 

正如旧约的割礼是心灵割礼的标记和印证 (罗马书第 4:11)，因此水的洗礼是圣灵的洗礼的标记和印证 (使徒行

传 10:47-48)，而主餐则是基督的死及其对信徒现今的益处 (赎罪和神对罪的忿怒的救赎)的标记和印证 (马太福

音 26:8)。 
 

 (1) 一个标记是一个具有属灵意义的外在可见象征。 
圣礼的特点是它透过外在和可观察到的标记来代表一个或多个属灵真理。 
 

 (2) 主餐中的象征。 
主餐中可见的象征是饼和酒的原素、擘饼和倒酒、吃饼和喝酒、以及与其他基督徒一起在相交(契合)中做这一

切。 
 

这些外在标记所象征的属灵真理如下： 
• 饼和酒象征耶稣的身体和血。 
• 擘饼象征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打碎了身体。倒酒象征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所流下的血。它们象征性地代表耶稣

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和对罪的惩罚的救赎。 
• 耶稣设立主餐时所说的话指出祂的死是一个替代。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哥林多前书 

11:24) 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约，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马太福音 26:28)，祂是指出祂的死是为祂
的子民所献的祭。 

• 吃饼和喝葡萄酒象征基督徒实际上参与在耶稣基督里，象征性地把基督的益处归到自己身上。这些益处是

基督透过祂的死所获得的，并使它们成为祂自己的利益。就像吃普通饼和喝普通葡萄酒滋养身体一样，参

与主的晚餐也能维持和更新属灵生命。 
• 基督徒一起庆祝主餐象征信徒之间的结合。 
• 哥林多前书 10:17 教导我们，分享一块饼(煎饼或面包) 象征着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一个身体的成员，即普

世基督教会的成员。 
 

2. 主餐是一个印证。  
 

 (1) 印证是一个外在可见的象征，保证属灵真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 
                                                           
1 变体说相信饼和酒奇迹地转化为基督的真实身体和真实的血，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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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餐的圣礼不仅是基督死亡的标记，也是保证基督死亡的益处的印证。 
 

 (2) 主餐的认证 (保证)。 
主餐向基督徒证明他是基督所爱的个人物件。 
 

主餐郑重地向基督徒应许，他对基督死亡而来所有益处都有个人的拥有权，就如他的罪的赦免、他的罪免受惩

罚及得到一个纯洁的良心。 
 

主餐向基督徒保证，救恩的祝福是他永恒的实际产业 (参见以弗所书 1:3-5)。 
 

水的洗礼是基督徒的独特标记。 
同样的，主餐是基督徒的独特庆祝。 

 

每当基督徒吃饼和喝葡萄酒时，他承认他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及忠诚于耶稣基督为他的君王。因此，他庄

严地承诺顺从耶稣基督和祂的话语。每当基督徒庆祝主餐时，他在宣告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为罪而死，

凡信耶稣基督的人必不灭亡，反得永生 (包括赦免)。 
 

3. 主餐是一个恩典的渠道。 
 

 (1) 神的恩典工作的开始。  
神并不是透过主餐开始祂在罪人心中的恩典工作。神在创世以前便开始祂在罪人心中的恩典工作，以主权的方

式拣选他们 (以弗所书 1: 4)，并在今世借着福音召唤他们，透过圣灵使他们重生和成圣，以及透过他们对真理

的相信使他们称义 (约翰福音 3: 3-8；帖撒罗尼迦后书 2: 13-14)。 
 

 (2) 神的恩典工作的持续。 
神透过祂话语的宣告、水的洗礼和主餐，在基督徒心中继续祂的恩典工作。 
 

杯是指向 「基督的血所立的约，是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马太福音 26:27-28；以弗所书 1: 7)。若不流

血，就没有宽恕 (利未记 17:11；希伯来书 9:22)。没有流血，就不能立约，也就是说，神和祂子民之间就没有

特殊的友好关系。与神和好总是需要鲜血，是一种赎罪的牺牲。既然人自己不能带来这样的祭品，神就要求人

以信心接受祂在基督里所要求和提供的赎罪祭。  
 

新的约因着基督替代的死而产生了。这恩典之约带来罪得赦免 (称义) 和脱离 (得救) 神的忿怒 (罗马书 5:9)。主

餐增加了基督徒对他的个人救恩和整个基督教会最终救赎的确信。 
 

然而，这种恩典的加强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主餐礼不是一个神奇的仪式。基督徒对主餐的理解和态度是很重要

的。  
 

4. 主餐是一个真正的相交 (一个契合、一个参与)。 
 

阅读 约翰福音 16:7,12-15；以弗所书 1:13-14；哥林多后书 1:21-22；5:5。 
发掘和讨论。在主餐中，基督以什么方式呈现？ 
笔记。 
 

 (1) 血是分享耶稣基督生命的象征。 
在旧约的启示中，「血」是生命牺牲的象征，但不会被分享 (吃)。在利未记 17: 10-11，神对摩西说：「我必向

那吃血的人 (以色列人或寄居的外人) 变脸。我必把他从民中剪除。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而这血是赐给信徒作

为他们的赎罪祭，使他们的生命得以保存。」 
 

然而，在新约启示期间，「血」 (「生命」 的象征) 不仅在字面上表达在十字架上流下 (倾出)，但也象征性地

表达在主餐里分享 (吃和喝)！血是真实的流在十字架上，并在主的晚餐上象征性地被喝下。在约翰福音 6:56，
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参见约翰福音 15: 5)。在马太福音 26:27-28 所

记录的最后一次逾越节上，祂说：「你们(信徒)都喝这个(杯里的葡萄酒)，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

来，使罪得赦。」借着这样做，也就是象征性地吃祂的 (象征的) 身体及象征性地喝祂的 (象征的) 血，耶稣基

督的真实生命便进入信徒！耶稣命令祂的门徒，不仅要倒出酒 (象征祂的血)，且要实际喝下。耶稣不仅希望主

餐是记念祂的死，更是真正意识到祂生命的存在。信徒若缺少祂生命的滋育，便不能活下去。耶稣在十字架上

流下的血 (即祂牺牲的生命)，不是单单赎罪和除去罪。当一个信徒第一次接受耶稣基督时，他开始与耶稣基督

建立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新关系。在这关系中，信徒参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在祂的复活生命 (罗马书 6: 4-5) 和
祂的神圣生命里 (参见彼得后书 1: 3-4)。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希腊文： koinónia)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

吗？」 (哥林多前书 10:16)  那在主的晚餐期间被喝下(象征性) 的血，即耶稣的生命，在属灵上(和理性上、情

感上、等等)滋养着信徒。「因为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约翰福音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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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自己解释。现在的永生 (新的重生生命) 和后来从死里复活的完美生命，是真的从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 (约
翰福音 3:16：约翰福音 5:24；约翰福音 10:28)：「凡相信我的便得永生，并且我在末日要使他复活」 (约翰福

音 6:40)！那生命真的因象征性地吃了耶稣基督的肉/身体和喝了祂的血而确实加强了：「那祝福杯 . . . 是同领

基督的血，我们同擘的饼是同领基督的身体。」主餐加强了对基督生命的参与及与之相连的基督身体 (教会) 的
生命 (哥林多前书 10: 16-17)。  
 

在主餐上吃和喝的象征不仅仅是与饼和酒的相交 (希腊文：koinónia，契合、参与)，而是与耶稣基督真正的相
交(希腊文：koinónia，契合、参与)；祂自己是真正的存在，且现在也是存在！在主餐中，祂继续与信徒分享祂

的生命！信徒从第一次接受耶稣基督开始，他就分享了耶稣基督自己的属灵和永恒生命。在主餐中，耶稣基督

继续将祂的公义、祂的圣洁、祂的智慧和祂的完美救恩赐给信徒 (哥林多前书 1:30)！这样的真理应当得到定期

或每周的庆祝主餐！ 
 

 (2) 耶稣的物质身体是在天上。  
耶稣基督的人类(现在是荣耀的)物质身体是在天上 (约翰福音 16: 7；使徒行传 1: 9-11)。 
 

 (3) 在祂人性中完成的救恩工作的属灵美德和果效存在在地上。 
然而，耶稣基督的神圣本性是在圣灵里及透过祂存在在这地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
太福音 28:20；参考约翰福音 14: 16-18)。圣灵引导基督徒进入所有真理，使他在教会中荣耀耶稣基督 (约翰福

音 16: 13-15) --也在当教会庆祝主餐时。圣灵保证基督徒的产业 (以弗所书 1: 13-14)。圣灵是神拥有我们的印

记。圣灵保证耶稣基督正在我们生命中完成祂之前所开始的工作 (哥林多后书 1: 21-22；哥林多后书 5: 5；腓立

比书 1: 6)。 
 

无论主餐是在什么地方庆祝，耶稣基督便真正的在那里，并继续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进行属灵的工作。主餐已被

设立，以向基督徒保证，基督正在完成祂之前在基督徒开始的善工 (腓立比书 1: 6)。祂透过圣灵使所有从祂身

体和血的献祭而来的美德和果效，成为主餐的当前现实和祝福，并透过它坚强和鼓励基督徒。主餐是一个标记
和印证，表明基督过去的完整救恩工作是在这里和现今属于基督徒！基督徒可能会继续声称这一点，继续接受

这一点，并继续生活在其中。主餐向基督徒保证，他所有的罪都被赎去，因而被赦免了。它保证了基督徒已得

拯救及保持得救！基督徒在主餐中欢欣地庆祝这些事实！ 
 

主餐不仅是对过去主的死的一个纪念 (记念)，它也是与现在在天上的复活基督的契合 (希腊文：koinónia，契

合、相交、参与)。在主餐中基督透过祂的灵治愈病人 (参考哥林多前书 11:30) 及更新、坚强和维持地上信徒的

属灵、肉体、情感和智力的生命！ 
 

C. 主餐的执行 
 

1. 适合参加主餐的人。 
 

阅读  哥林多前书 11:27-29。 
发掘和讨论。 谁可参与主餐？ 
 

 (1) 只有那些能够认识基督身体的基督徒，才能参与主餐。 
从这些话可以清楚地看到，非基督徒和一般太年轻的基督徒孩子不可参与主餐，因为他们还不能知道 (理解) 在
主餐里发生的事。凡行为不配的及分不清普通膳食和主餐的区别的人，都不能参与主餐。 
  

 (2) 只有审察自己的基督徒才能参与主餐。 
从这些话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还没有为自己的罪悔改的人，不能参与主餐。但是，那些承认他们在没有耶稣

基督的情况下迷失的人，且相信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工作，并审察 (考验) 过自己及认真地从他们的罪中悔

改，他们可参与主餐。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他们一切的罪恶，并长期在信心、公义和圣洁上成长的基

督徒，他们可参与主餐。  
 

2. 庆祝主餐的方式。 
 

 (1) 教会应该多久庆祝主餐一次？ 
耶稣或众使徒并没有说。因此，有些会众每周都会庆祝主餐。参考 B4 「主餐作为一个与基督的真正相交。」

大多数会众每月庆祝一次，甚至每季庆祝一次。 
 

 (2) 应该用什么样的饼和酒？ 
耶稣和众使徒并没有说。他们也没有说谁 (圣职人员或普通基督徒) 应该制造饼和葡萄酒。因此，有些会众使用

无酵饼，而另一些会众则使用普通饼。好些会众使用真正的葡萄酒，而另一些会众则使用水稀释的葡萄酒、葡

萄汁或任何当地的饮料。饼和葡萄酒可以制造或购买。重要的不是饼和葡萄酒的元素，而是它们所象征的。 
 

 (3) 那一个饼和一杯酒应该如何在基督徒之间分配呢？ 
耶稣和众使徒并没有说。因此，有些会众在主餐之前或期间，把一块饼分成小块，又把一杯酒分成小杯酒。也

有人在主餐中从一块饼把自己的一块擘下，并让所有人都从一杯里喝。重要的不是用了多少块饼和喝了多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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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而是人理解主餐的含义和以正确的态度参与。正确的态度当然排除了在基督的一个身体中对其他基督徒的

批判态度。基督徒必须在爱中彼此接纳！ 
 

 (4) 谁可以主领主餐？ 
耶稣和使徒们并没有说。因此，有些会众容许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弟兄或姊妹) 作主领，而大多数会众传统上

将主餐的主领资格限制在长老或会众的牧师身上。他们认为神话语的教导和圣礼的执行是属于一起的。 
 

然而，圣经中没有任何经文明确指出神话语的教导和圣礼的执行是保留给某一阶层的基督徒，例如只限于牧师

和教师 (参见马太福音 28:20；歌罗西 3:16)。不过，为了防范虚假的教导和圣礼的滥用，主餐的执行还是最好

在长老的监督之下。 
 

 (5) 在主餐中，可有规定了使用什么长袍、姿势、言语和手势？ 
耶稣和众使徒什么也没说。教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主餐。有些教会祝福饼 (也就是说，他们恳求神的恩典降
临)，其他的感谢神 (即是对神的恩典送上一个感恩)。在庆祝主餐的过程中，一些会众仍会坐着，而另一些会

众则站立或跪在前面，还有一些会众走到主餐主领人那里。  
 

大多数教会会向基督徒读出马太福音 26:26-29 或哥林多前书 11:23-29，然后向他们解释主餐的意义。他们通常

给基督徒一些时间来审察他们自己的生活及向主承认他们的罪。 
 

然后当他们分发饼和葡萄酒给参与庆祝的基督徒时，他们会使用耶稣或保罗的说话：「饼是 (象征) 基督的身

体。吃它，以记念基督。」「杯是 (象征) 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喝它，以记念基督」 (哥林多前书 11:24-25)。 
 

一些基督徒一收到这些元素就吃和喝，而另一些基督徒则互相等待，然后一起吃和喝这些元素。有些基督徒更

把主餐和一顿普通的饭结合在一起。  
 

最后，他们借着祈祷或诗歌，为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的许多祝福感谢祂。 
 

5 祷告 (8 分钟)                                                            [回应] 
回应神话语的祷告 

 
在小组里轮流向神简短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向神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2. 宣讲、教导或研习 「主餐」 - 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  
3. 与神的个人时间。安静的訮读以弗所书第 2 – 5 章，每日研读半章。  
    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并写下笔记。  
4. 背诵。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4) 合宜时间： 传道书 8:5 下-6 上。 每日复阅最后背诵的 5 处经文。  
5. 查经。在家中预备下次的查经。 约翰福音第 6 章。 用五歩查经法。  
6.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甚么 (诗篇 5:3)。  
7.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讲授笔记及这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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