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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15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著祂的靈引導我們， 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及這一課有關建立教會的學習交托給主。  
 

2 分享 (20 分鐘)                                                      [靈修] 
加拉太書第 5 – 6 章 和 以弗所書第 1 章 

 
輪流簡短分享 (或從你的筆記讀出) 你從指定經文(加拉太書第 5-6 章和以弗所書第 1 章)所得的靈修領受，只需

分享其中的一次靈修。 
專心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領受。不要討論他的分享。摘錄筆記。 
 

3 背誦 (5 分鐘)                                               [基督徒婚姻的預備] 
(3) 帖撒羅尼迦前書 4:3-5 

 
兩人一組查閱。  
(3) 自我節制：帖撒羅尼迦前書 4:3-5。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

守着自己的身體，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 
 

4 講授 (85 分鐘)                                                        [教會聖禮] 
主餐 

 
簡介。這一課的教導是關於主餐。我們將學習聖經對有關主餐、它的設立、意義和實踐的教導。 
 

閱讀  馬太福音 26:26-29；哥林多前書 11:23-32。 
 

A. 主餐的設立 
 

1. 主餐的聖經名稱 
 

水的洗禮和主餐禮被稱為兩個基督教聖禮。聖禮是一個宗教儀式，被視作一個外在和可見的標記，以表達內在

和屬靈的恩典。 
 

哥林多前書 11:20 記述了這聖禮被稱為主的晚餐。那是為了把它和愛筵(agape)區分出來，因哥林多人將二者聯

繫在一起。不幸的是，主的晚餐退化為富人吝嗇地對待窮人的一個晚餐或膳食。  
 

這聖禮在哥林多前書 10:21 中被稱為主的筵席。那是為了把它和鬼魔的筵席區分出來。哥林多的外邦人習慣把

他們的祭品帶到寺廟裏的偶像前，然後坐下來一起享用祭祀餐。保羅稱這樣的餐為 「鬼魔的筵席」，因為在

現實中給偶像的祭祀就是給鬼魔的祭祀。那祭祀餐實際上是與鬼魔相交。  
 

這聖禮在使徒行傳 2:42 和 20: 7 中被稱為擘餅，這實際上是對愛筵的一個表述，其中包括主的晚餐。 
 

這聖禮在哥林多前書 10:16 中被稱為聖餐，意味著感恩。 
  

2. 基督設立主餐。 
 

耶穌在逾越節期間設立了主餐這個聖禮。請參見訓練手冊 6 補充 5。我們可在首三卷福音書中看到這一點，例

如在馬太福音 26:26-29 和哥林多前書 11: 23-29。在逾越節期間的星期四晚上，就是在尼散月第十五天，耶穌

被釘十字架的前一天，祂拿起餅來，祝謝了，把餅擘開，交給門徒說：「拿起來吃吧；這是我的身體。」然後

祂拿起杯來，祝謝了， 把杯給他們說：「你們都喝吧。這是我的血所立的約，為許多人的罪的赦免而流。耶

穌在逾越節的星期五早上，就是在尼散月的第十五天被釘在十字架上。 
 
3. 約翰福音 6:54-55 的解釋。 
 

在約翰福音 6:54-55 ，耶穌說：「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

的血真是可喝的。」約翰福音 6:48-59 並不是談論主餐，而是用象徵性言語談論第一次相信耶穌基督！第 50 至

53 節中的動詞 「吃」(希臘文: esthió, efagon)和「喝」(希臘文： pinó)  的時態是過去不定時，是指向一次過以

信心接受基督進入自己的生命。第 54 至 56 節中的動詞 「吃」(希臘文： trógó)和 「喝」(希臘文：pinó)是現在

進行時態，是指向持久的信靠關係及常在基督裏面 (約翰福音 6:40)。耶穌自己解釋祂在第 40、47 和 54 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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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凡相信子的人都將有永生，我 (基督) 會在末後的日子將他復活」。耶穌基督並沒有教導變體說，即

是：餅和酒以某種神奇的方式變成基督的身體和血。1 祂教導的是，吃餅和喝葡萄酒這些詞語是象徵相信和接
受基督進入一個人的心和生命裏！在這種情況下，耶穌是在對不信的人談論對祂的信心 (約翰福音 6:41-42)，
祂並不是在對信徒談論主餐。 
 

耶穌基督的身體並不是以某種神秘的方式存在於主餐或地上任何其他地方。至於祂榮耀的身體，耶穌基督已升

天及坐在父神的右邊 (使徒行傳 1: 9-11)！因此，地上沒有人可以用耶穌基督在天上的榮耀身體做任何事情。  
  

4. 主餐應如何慶祝。  
 

使徒保羅教導了五個有關於應如何慶祝主餐的重要事情。 
 

 (1) 主餐是一個命令。  
主的晚餐是保羅從主耶穌那裏領受的命令，要傳遞給所有的基督徒。基督徒應該慶祝主餐。 
 

 (2) 主餐是一個祝福和感恩 。 
馬太福音說耶穌為餅祝福，保羅說要為餅感恩。「祝福」 是指祈求神強大的恩典臨到，而「感恩」 是指對神

的恩典送上感激的答謝。這兩個詞很有可能是交替使用的，表達祝福和感恩的結合。 
 

 (3) 主餐是一個記念。  
主耶穌教導基督徒慶祝主餐來記念他。 
 

 (4) 主餐是一個宣告。  
每當基督徒慶祝主餐時，他們就宣告主的死，直到祂的第二次降臨。 
 

 (5) 主餐是一個莊嚴的慶祝。 
主的晚餐必須以配得上的方式來慶祝。因此，每個基督徒在吃那餅和喝那杯前都應該審察自己。基督徒應該能

夠認出主的身體，也就是說，真正理解他在主餐中所做的事情。如果他不這樣做，他就會吃喝自己的審判。  
 

B. 主餐的意義 
 

簡介。主餐是耶穌基督給基督徒的一個標記和印證。分享主餐是與耶穌基督的真正相交 (哥林多前書 10:16)。 
閱讀  馬太福音 26:26-30； 哥林多前書 11:23-26. 
 

1. 主餐是一個標記。 
 

正如舊約的割禮是心靈割禮的標記和印證 (羅馬書第 4:11)，因此水的洗禮是聖靈的洗禮的標記和印證 (使徒行

傳 10:47-48)，而主餐則是基督的死及其對信徒現今的益處 (贖罪和神對罪的忿怒的救贖)的標記和印證 (馬太福

音 26:8)。 
 

 (1) 一個標記是一個具有屬靈意義的外在可見象徵。 
聖禮的特點是它透過外在和可觀察到的標記來代表一個或多個屬靈真理。 
 

 (2) 主餐中的象徵。 
主餐中可見的象徵是餅和酒的原素、擘餅和倒酒、吃餅和喝酒、以及與其他基督徒一起在相交(契合)中做這一

切。 
 

這些外在標記所象徵的屬靈真理如下： 
• 餅和酒象徵耶穌的身體和血。 
• 擘餅象徵耶穌在十字架上被打碎了身體。倒酒象徵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所流下的血。它們象徵性地代表耶穌

基督的死成為我們的贖罪祭和對罪的懲罰的救贖。 
• 耶穌設立主餐時所說的話指出祂的死是一個替代。當耶穌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哥林多前書 

11:24) 和「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約，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馬太福音 26:28)，祂是指出祂的死是為祂
的子民所獻的祭。 

• 吃餅和喝葡萄酒象徵基督徒實際上參與在耶穌基督裏，象徵性地把基督的益處歸到自己身上。這些益處是

基督透過祂的死所獲得的，並使它們成為祂自己的利益。就像吃普通餅和喝普通葡萄酒滋養身體一樣，參

與主的晚餐也能維持和更新屬靈生命。 
• 基督徒一起慶祝主餐象徵信徒之間的結合。 
• 哥林多前書 10:17 教導我們，分享一塊餅(煎餅或麵包) 象徵著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一個身體的成員，即普

世基督教會的成員。 
 

2. 主餐是一個印證。  
 

                                                           
1 變體說相信餅和酒奇蹟地轉化為基督的真實身體和真實的血，這並不是聖經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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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印證是一個外在可見的象徵，保證屬靈真理的真實性和確定性。 
主餐的聖禮不僅是基督死亡的標記，也是保證基督死亡的益處的印證。 
 

 (2) 主餐的認證 (保證)。 
主餐向基督徒證明他是基督所愛的個人物件。 
 

主餐鄭重地向基督徒應許，他對基督死亡而來所有益處都有個人的擁有權，就如他的罪的赦免、他的罪免受懲

罰及得到一個純潔的良心。 
 

主餐向基督徒保證，救恩的祝福是他永恆的實際產業 (參見以弗所書 1:3-5)。 
 

水的洗禮是基督徒的獨特標記。 
同樣的，主餐是基督徒的獨特慶祝。 

 

每當基督徒吃餅和喝葡萄酒時，他承認他相信耶穌基督為他的救主及忠誠於耶穌基督為他的君王。因此，他莊

嚴地承諾順從耶穌基督和祂的話語。每當基督徒慶祝主餐時，他在宣告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穌基督為罪而死，

凡信耶穌基督的人必不滅亡，反得永生 (包括赦免)。 
 

3. 主餐是一個恩典的渠道。 
 

 (1) 神的恩典工作的開始。  
神並不是透過主餐開始祂在罪人心中的恩典工作。神在創世以前便開始祂在罪人心中的恩典工作，以主權的方

式揀選他們 (以弗所書 1: 4)，並在今世藉著福音召喚他們，透過聖靈使他們重生和成聖，以及透過他們對真理

的相信使他們稱義 (約翰福音 3: 3-8；帖撒羅尼迦後書 2: 13-14)。 
 

 (2) 神的恩典工作的持續。 
神透過祂話語的宣告、水的洗禮和主餐，在基督徒心中繼續祂的恩典工作。 
 

杯是指向 「基督的血所立的約，是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馬太福音 26:27-28；以弗所書 1: 7)。若不流

血，就沒有寬恕 (利未記 17:11；希伯來書 9:22)。沒有流血，就不能立約，也就是說，神和祂子民之間就沒有

特殊的友好關係。與神和好總是需要鮮血，是一種贖罪的犧牲。既然人自己不能帶來這樣的祭品，神就要求人

以信心接受祂在基督裏所要求和提供的贖罪祭。  
 

新的約因著基督替代的死而產生了。這恩典之約帶來罪得赦免 (稱義) 和脫離 (得救) 神的忿怒 (羅馬書 5:9)。主

餐增加了基督徒對他的個人救恩和整個基督教會最終救贖的確信。 
 

然而，這種恩典的加強並不是自動發生的。主餐禮不是一個神奇的儀式。基督徒對主餐的理解和態度是很重要

的。  
 

4. 主餐是一個真正的相交 (一個契合、一個參與)。 
 

閱讀 約翰福音 16:7,12-15；以弗所書 1:13-14；哥林多後書 1:21-22；5:5。 
發掘和討論。在主餐中，基督以什麼方式呈現？ 
筆記。 
 

 (1) 血是分享耶穌基督生命的象徵。 
在舊約的啟示中，「血」是生命犧牲的象徵，但不會被分享 (吃)。在利未記 17: 10-11，神對摩西說：「我必向

那吃血的人 (以色列人或寄居的外人) 變臉。我必把他從民中剪除。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而這血是賜給信徒作

為他們的贖罪祭，使他們的生命得以保存。」 
 

然而，在新約啟示期間，「血」 (「生命」 的象徵) 不僅在字面上表達在十字架上流下 (傾出)，但也象徵性地

表達在主餐裏分享 (吃和喝)！血是真實的流在十字架上，並在主的晚餐上象徵性地被喝下。在約翰福音 6:56，
耶穌說：「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參見約翰福音 15: 5)。在馬太福音 26:27-28 所

記錄的最後一次逾越節上，祂說：「你們(信徒)都喝這個(杯裏的葡萄酒)，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

來，使罪得赦。」藉著這樣做，也就是象徵性地吃祂的 (象徵的) 身體及象徵性地喝祂的 (象徵的) 血，耶穌基

督的真實生命便進入信徒！耶穌命令祂的門徒，不僅要倒出酒 (象徵祂的血)，且要實際喝下。耶穌不僅希望主

餐是記念祂的死，更是真正意識到祂生命的存在。信徒若缺少祂生命的滋育，便不能活下去。耶穌在十字架上

流下的血 (即祂犧牲的生命)，不是單單贖罪和除去罪。當一個信徒第一次接受耶穌基督時，他開始與耶穌基督

建立一個永遠不會結束的新關係。在這關係中，信徒參與耶穌基督的生命：在祂的復活生命 (羅馬書 6: 4-5) 和
祂的神聖生命裏 (參見彼得後書 1: 3-4)。 
 

「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希臘文： koinónia)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

嗎？」 (哥林多前書 10:16)  那在主的晚餐期間被喝下(象徵性) 的血，即耶穌的生命，在屬靈上(和理性上、情

感上、等等)滋養著信徒。「因為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約翰福音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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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自己解釋。現在的永生 (新的重生生命) 和後來從死裏復活的完美生命，是真的從相信耶穌基督而得到 (約
翰福音 3:16：約翰福音 5:24；約翰福音 10:28)：「凡相信我的便得永生，並且我在末日要使他復活」 (約翰福

音 6:40)！那生命真的因象徵性地吃了耶穌基督的肉/身體和喝了祂的血而確實加強了：「那祝福杯 . . . 是同領

基督的血，我們同擘的餅是同領基督的身體。」主餐加強了對基督生命的參與及與之相連的基督身體 (教會) 的
生命 (哥林多前書 10: 16-17)。  
 

在主餐上吃和喝的象徵不僅僅是與餅和酒的相交 (希臘文：koinónia，契合、參與)，而是與耶穌基督真正的相
交(希臘文：koinónia，契合、參與)；祂自己是真正的存在，且現在也是存在！在主餐中，祂繼續與信徒分享祂

的生命！信徒從第一次接受耶穌基督開始，他就分享了耶穌基督自己的屬靈和永恆生命。在主餐中，耶穌基督

繼續將祂的公義、祂的聖潔、祂的智慧和祂的完美救恩賜給信徒 (哥林多前書 1:30)！這樣的真理應當得到定期

或每週的慶祝主餐！ 
 

 (2) 耶穌的物質身體是在天上。  
耶穌基督的人類(現在是榮耀的)物質身體是在天上 (約翰福音 16: 7；使徒行傳 1: 9-11)。 
 

 (3) 在祂人性中完成的救恩工作的屬靈美德和果效存在在地上。 
然而，耶穌基督的神聖本性是在聖靈裏及透過祂存在在這地上。「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
太福音 28:20；參考約翰福音 14: 16-18)。聖靈引導基督徒進入所有真理，使他在教會中榮耀耶穌基督 (約翰福

音 16: 13-15) --也在當教會慶祝主餐時。聖靈保證基督徒的產業 (以弗所書 1: 13-14)。聖靈是神擁有我們的印

記。聖靈保證耶穌基督正在我們生命中完成祂之前所開始的工作 (哥林多後書 1: 21-22；哥林多後書 5: 5；腓立

比書 1: 6)。 
 

無論主餐是在什麼地方慶祝，耶穌基督便真正的在那裏，並繼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進行屬靈的工作。主餐已被

設立，以向基督徒保證，基督正在完成祂之前在基督徒開始的善工 (腓立比書 1: 6)。祂透過聖靈使所有從祂身

體和血的獻祭而來的美德和果效，成為主餐的當前現實和祝福，並透過它堅強和鼓勵基督徒。主餐是一個標記
和印證，表明基督過去的完整救恩工作是在這裏和現今屬於基督徒！基督徒可能會繼續聲稱這一點，繼續接受

這一點，並繼續生活在其中。主餐向基督徒保證，他所有的罪都被贖去，因而被赦免了。它保證了基督徒已得

拯救及保持得救！基督徒在主餐中歡欣地慶祝這些事實！ 
 

主餐不僅是對過去主的死的一個紀念 (記念)，它也是與現在在天上的復活基督的契合 (希臘文：koinónia，契

合、相交、參與)。在主餐中基督透過祂的靈治癒病人 (參考哥林多前書 11:30) 及更新、堅強和維持地上信徒的

屬靈、肉體、情感和智力的生命！ 
 

C. 主餐的執行 
 

1. 適合參加主餐的人。 
 

閱讀  哥林多前書 11:27-29。 
發掘和討論。 誰可參與主餐？ 
 

 (1) 只有那些能夠認識基督身體的基督徒，才能參與主餐。 
從這些話可以清楚地看到，非基督徒和一般太年輕的基督徒孩子不可參與主餐，因為他們還不能知道 (理解) 在
主餐裏發生的事。凡行為不配的及分不清普通膳食和主餐的區別的人，都不能參與主餐。 
  

 (2) 只有審察自己的基督徒才能參與主餐。 
從這些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還沒有為自己的罪悔改的人，不能參與主餐。但是，那些承認他們在沒有耶穌

基督的情況下迷失的人，且相信耶穌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工作，並審察 (考驗) 過自己及認真地從他們的罪中悔

改，他們可參與主餐。那些相信耶穌基督的血潔淨了他們一切的罪惡，並長期在信心、公義和聖潔上成長的基

督徒，他們可參與主餐。  
 

2. 慶祝主餐的方式。 
 

 (1) 教會應該多久慶祝主餐一次？ 
耶穌或眾使徒並沒有說。因此，有些會眾每週都會慶祝主餐。參考 B4 「主餐作為一個與基督的真正相交。」

大多數會眾每月慶祝一次，甚至每季慶祝一次。 
 

 (2) 應該用什麼樣的餅和酒？ 
耶穌和眾使徒並沒有說。他們也沒有說誰 (聖職人員或普通基督徒) 應該製造餅和葡萄酒。因此，有些會眾使用

無酵餅，而另一些會眾則使用普通餅。好些會眾使用真正的葡萄酒，而另一些會眾則使用水稀釋的葡萄酒、葡

萄汁或任何當地的飲料。餅和葡萄酒可以製造或購買。重要的不是餅和葡萄酒的元素，而是它們所象徵的。 
 

 (3) 那一個餅和一杯酒應該如何在基督徒之間分配呢？ 
耶穌和眾使徒並沒有說。因此，有些會眾在主餐之前或期間，把一塊餅分成小塊，又把一杯酒分成小杯酒。也

有人在主餐中從一塊餅把自己的一塊擘下，並讓所有人都從一杯裏喝。重要的不是用了多少塊餅和喝了多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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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而是人理解主餐的含義和以正確的態度參與。正確的態度當然排除了在基督的一個身體中對其他基督徒的

批判態度。基督徒必須在愛中彼此接納！ 
 

 (4) 誰可以主領主餐？ 
耶穌和使徒們並沒有說。因此，有些會眾容許每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弟兄或姊妹) 作主領，而大多數會眾傳統上

將主餐的主領資格限制在長老或會眾的牧師身上。他們認為神話語的教導和聖禮的執行是屬於一起的。 
 

然而，聖經中沒有任何經文明確指出神話語的教導和聖禮的執行是保留給某一階層的基督徒，例如只限於牧師

和教師 (參見馬太福音 28:20；歌羅西 3:16)。不過，為了防範虛假的教導和聖禮的濫用，主餐的執行還是最好

在長老的監督之下。 
 

 (5) 在主餐中，可有規定了使用什麼長袍、姿勢、言語和手勢？ 
耶穌和眾使徒什麼也沒說。教會以不同的方式慶祝主餐。有些教會祝福餅 (也就是說，他們懇求神的恩典降
臨)，其他的感謝神 (即是對神的恩典送上一個感恩)。在慶祝主餐的過程中，一些會眾仍會坐著，而另一些會

眾則站立或跪在前面，還有一些會眾走到主餐主領人那裏。  
 

大多數教會會向基督徒讀出馬太福音 26:26-29 或哥林多前書 11:23-29，然後向他們解釋主餐的意義。他們通常

給基督徒一些時間來審察他們自己的生活及向主承認他們的罪。 
 

然後當他們分發餅和葡萄酒給參與慶祝的基督徒時，他們會使用耶穌或保羅的說話：「餅是 (象徵) 基督的身

體。吃它，以記念基督。」「杯是 (象徵) 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約。喝它，以記念基督」 (哥林多前書 11:24-25)。 
 

一些基督徒一收到這些元素就吃和喝，而另一些基督徒則互相等待，然後一起吃和喝這些元素。有些基督徒更

把主餐和一頓普通的飯結合在一起。  
 

最後，他們藉著祈禱或詩歌，為到神在耶穌基督裏的許多祝福感謝祂。 
 

5 禱告 (8 分鐘)                                                            [回應] 
回應神話語的禱告 

 
在小組裏輪流向神簡短禱告， 回應你在今天所學到的。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向神禱告， 回應你在今天所學到的。  
 

6 預備 (2 分鐘)                                                            [作業] 
預備下一課 

 
    (組長。 寫下這預備部分或讓組員抄下來，讓他們回家作準備)。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門徒及基督的教會。  
2. 宣講、教導或研習 「主餐」 - 與一位或幾位組員一起做。  
3. 與神的個人時間。安靜的訮讀以弗所書第 2 – 5 章，每日研讀半章。  
    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並寫下筆記。  
4. 背誦。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4) 合宜時間： 傳道書 8:5 下-6 上。 每日複閱最後背誦的 5 處經文。  
5. 查經。在家中預備下次的查經。 約翰福音第 6 章。 用五歩查經法。  
6. 禱告。 在這星期為某人或特別一件事禱告，看看神會做甚麼 (詩篇 5:3)。  
7. 更新你的筆記有關建造基督教會的材料，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講授筆記及這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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