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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聖餐上的談話
《路加福音》22:14-27
你記得自己參加過的最有意義的聚餐嗎？當我問自己這個問題的時候，我
會想起自己在剛果的金沙薩市剛果河邊的一次聚餐。我在那裏呆了幾個星
期，與剛果的弟兄姐妹同心協力完成了幾個艱難的項目。那是我們在一起
吃的最後一次晚餐。他們帶我去了金沙薩市中心的一家餐館。我們吃了鰐
魚肉。
這一餐對我很有意義，不僅僅是因爲我生平第一次吃了鰐魚肉，更重要的
是和弟兄姐妹的分享。我們一起經歷了不平凡的事，他們是我在基督裏的
弟兄姐妹。他們爲我獻祭祝福。他們很願意爲我獻祭祝福。這次聚餐因爲
環境、旅程、主裏的弟兄姐妹，還有獻祭，對我有著特別的意義。
全世界的人都會和家人或朋友共享筵席，人們分享食物、社交、建立關係
的紐帶。在每種文化裏，人們都會以特別的筵席慶祝重要的時刻：生日、
婚禮、周年，還有各種節日。
對耶穌的門徒來說，這是一場大的筵席。它被稱爲“主的筵席”、“主
餐”、“聖餐”、“告別的筵席”、 “祝謝餐（意爲獻上感謝）”——這些名
稱的意思都是一樣的。
這場筵席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因爲耶穌的身份，因爲他對筵
席上所做的應許的成就， 人類歷史被永遠地改寫了（我們回不去了）。耶
穌成爲了人類歷史的中心。
讓我們來看今天的經文，《路加福音》22 章。在《路加福音》18 章，耶穌
開始上耶路撒冷去。他告訴門徒他將被俘、被虐待並被殘害，但是他會復
活。門徒們聽不懂。

第 19 章開始（《路加福音》19:1-10），耶穌在耶利哥遇到了腐敗的稅吏撒
該。耶穌去了他家，撒該把一切都交給了耶穌——他整個的生命。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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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人子來，爲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請記
住這句話。
在第 19 章末尾，耶穌繼續行路。他從伯大尼上耶路撒冷去，騎著一匹驢駒
（地圖）。他在逾越節的前一周進入耶路撒冷，衆人宣告他是“奉主名來
的王！”宗教領袖們却挑戰他的權柄。他們想摧毀他。耶穌爲耶路撒冷城
哀哭。
耶穌在走向上十字架的前一周做了什麽呢？《路加福音》21 告訴我們，耶
穌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周每日在聖殿講道。百姓每天清晨來到聖殿，傾聽他
說的每句話。耶穌白天講道，夜晚在橄欖山上休憩，橄欖山就在耶路撒冷
城外，在山上可以俯瞰全城。（地圖：從橄欖山到聖殿）。
讓我們讀《路加福音》22 章，逾越節的筵席就要到了。爲什麽耶穌想要和
門徒一起慶祝這個筵席呢？逾越節的筵席是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守的禮，是
爲了慶祝一個重要的歷史性時刻。
耶穌之前的 1400 多年，猶太人在埃及受法老的奴役。爲了讓法老同意放走
以色列人，神已經降下了九灾；爲要施刑罰、拯救自己的百姓，神即將降
下最後的灾禍。神要施行的刑罰將無分別地臨到猶太人和埃及人。如果一
個家庭想逃過此灾，唯有將信心放在神的拯救上。
每個家庭都要獻一隻羔羊，將羔羊的血塗在門框上，作爲信靠神的記號。
那個夜晚的每個家庭，當神的刑罰降臨的時候，必須站在獻祭的代罪羔羊
之下（羔羊的血之下），否則神的刑罰將臨到這個家。
如果你站在羔羊的血之下，死亡就會越過你，你將得救。這就是“逾越
節”的起源。因爲這個第十灾，法老請求以色列人快快離開。這樣，耶和
華就把以色列人從埃及人的捆綁中解救出來，帶領他們過紅海，走向自
由。這個事件被稱爲“出埃及”。
耶穌之前的 1000 多年，逾越節的筵席是以色列日曆上每年最重要的事件，
爲的是紀念他們得神拯救。然而，一年一度的逾越節羔羊的獻祭，同時也
指向幾個世紀後的這個夜晚——即耶穌和門徒們一同坐席的夜晚。這是耶
穌和門徒們最後的逾越節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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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和門徒們一同坐席的時候，猶大已經開始與宗教領袖們密謀害他
了。猶大賣主的行動已經啓動，這個事實使這場筵席更令人感傷。耶穌的
背叛者正坐在席上——他在聽、他參與——從始至終。
爲了預備逾越節的筵席，耶穌秘密打發彼得和約翰去耶路撒冷。他告訴他
們會發生什麽，他們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
彼得和約翰進了城，一個男人拿著一個水瓶迎面而來。這個情景不太尋
常，比較抓人眼球，因爲拿水瓶當時被認爲是婦女的工作。他們跟著這個
男人進了樓（地圖，橄欖山到大樓）。
房子的主人領彼得和約翰進入一個擺設整齊的大房間。此時彼得和約翰一
定深受鼓舞，因爲一切正如耶穌所預測的那樣，耶穌對整個過程享有主
權。
逾越節筵席的預備要按照一定的程序。筵席分成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由
主人手舉一杯摻了水的紅酒，站起身，解釋逾越節的含義。四個杯子分別
代表神在《出埃及記》6:6-7 做出的四個應許。
筵席開始前主人舉起第一杯酒，爲這一天祝福。這杯酒代表著神救贖以色
列人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應許。
在解釋了逾越節的意義，主賓共唱贊美詩——《詩篇》113-118 篇之後，主
人會舉起第二杯酒。這杯酒代表神要將以色列從奴役中解救出來的應許。
在吃完逾越節的羔羊肉、無酵餅和苦菜之後，主人舉起第三杯酒。這杯酒
代表神要伸出有力的臂膀解救以色列的應許。
最後主賓再唱贊美詩，主人舉起第四杯酒，它代表神要以以色列爲自己的
百姓的應許。神應許要做他們的神。
瞭解以上的背景後，在學習今天的經文時，我們要特別留意耶穌在逾越節
筵席上的談話。《路加福音》22:14 時候到了，耶穌坐席，使徒也和他同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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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寫道，“時候到了”。晚餐的時候到了。這是“主的時候”，是“他
的時候”。因爲耶穌和他的事工，耶路撒冷城內氣氛緊張不安；加上猶大
賣主，還有耶穌將面對的苦難，儘管如此，耶穌和他的父神此時此刻却正
在用主權成就自己的旨意。
《路加福音》22:22，耶穌宣布他要照所預定的去世。這早在永恒的過去就
預定了。在這個世界被設立之先就被預定的事，即將要發生。
1. 耶穌證實了神的權柄和永恒的旨意。
一切都盡在掌握。猶太人出埃及的時候，神掌管著一切。在耶路撒冷的這
個逾越節，神同樣在掌管著一切。當耶穌想到那十字架時，他斜靠在座席
上，知道一切都在父神的手中。
十字架不是悲劇的錯誤，也不是人類使得神的計劃流産。十字架是耶穌降
世的理由，是神在起初的計劃。耶穌以“祝謝”貫穿整個筵席過程。 安歇
在神的主權裏的人，隨時都懷著感恩的心。
今天，耶穌在掌權著我們生命裏的每一刻。我們的世界進入多事之秋，許
多人感到了全球範圍內的動蕩，世界躁動不安。大國爲爭奪霸主地位相互
角力。政府對人民的監控愈演愈烈。1 在逾越節筵席的前一周，耶穌在聖殿
講道時詳盡地講解了末世的預兆。
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警醒、禱告並牢記逾越節筵席的含義。我們要
牢記，就在此時此刻，耶穌掌管著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教會以及整個世
界。沒有什麽落在神的主權以外。此時讓我們獻上感恩。安歇在神的主權
裏的人，隨時都懷著感恩的心。

今天當我們慶祝聖餐時，耶穌與我們同在。他對最初的門徒們這樣說道：
《路加福音》22:15 耶穌對他們說，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吃這逾越
節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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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很願意和門徒們一起渡過這個時刻，首先，這是回顧過去的場合。如
前所述，逾越節的筵席代表著以色列人第一次出埃及，以及這一事件對他
們的意義。這場筵席還是一段親密的團契時光，坐席的人一起紀念神爲以
色列人施行的第一次拯救。
其次，幾個世紀以來，逾越節筵席始終指向耶穌和門徒們一起坐席的這個
時刻，耶穌在地上的生命就是爲了這一歷史性時刻。我們很難想像耶穌此
刻的心情，他馬上就要成就逾越節的意義。
第三，這場逾越節的筵席，是對將來另一場筵席的莊嚴承諾，到那時一切
都將成就在神的國裏。耶穌知道，到那時他將再次與門徒們一同坐席。
耶穌舉起第一杯酒。《路加福音》22:17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
拿這個，大家分著喝。
耶穌將聖餐杯傳給十二位門徒，要他們分著喝。“分著喝”强調了這個筵
席的核心意義——合一。但是請記住，席間至少有一雙手並沒有分享此
“合一”。
作爲筵席的主人，耶穌此時還會說，“頌贊歸于造這果實的神。”他還會
向天父獻上感謝，感謝他在出埃及時的供應和救恩。然後，耶穌說了一句
奇妙的話：18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國來
到。
情况有變！耶穌將不再出席這筵席，直到他再來，爲了他的子民、他的門
徒復興一切。那時將有一個慶祝的大筵席！那時，他所有的應許都將被成
就。他的子民將永遠地和他在一起。耶穌作爲逾越節的羔羊所遭受的苦
難，並不是終結！
2. 耶穌預言神的國將來到。
今天的經文沒有提到第二杯酒。耶穌會舉起第二杯酒，解釋逾越節的意
義，並帶領門徒唱詩歌。《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提到耶穌在筵席上
與門徒們一起唱詩。你能想像在耶穌赴死前的這個場合，與他一起唱詩是
什麽樣的感覺呢？
5

This sermon transcript and translations are intended for use by our translators, Small Group Bible Study
leaders and members who required additional suppor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s message. It is
the property of Willingdon Church and we request that it is not distributed outside of Willingdon Church
and it’s intended use.

作爲筵席的主人，耶穌會說，“這餅是爲了紀念我們吃的苦，即我們的先
祖在曠野裏遭受的苦難。這無酵餅（切成小塊的麵包或薄餅）提醒我們，
當他們離開埃及的時候，走得如此匆忙，甚至連烤餅的時間都沒有。”
《路加福音》22:19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掰開遞給他們，
耶穌祝謝了，然後說：《路加福音》22:19b 這是我的身體，爲你們舍的。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爲的是記念我。 耶穌在此爲逾越節賦予了新的含義。
他將逾越節的餅與自己的身體相連，他死時，身體就破碎了。
耶穌的身體是對逾越節一次並永遠的成就，因爲他將成爲那最終的逾越節
羔羊。基于他的獻祭，神將越過百姓的罪。耶穌將替神的百姓死（《羅馬
書》5:8）。
當耶穌說，“這是我的身體，爲你們舍的，”他的意思是，“這餅我吃的
苦，我爲你們遭受的苦難。我將帶領你們最終走出埃及，並讓你們最終擺
脫捆綁：赦免你們的罪，並賜給你們永恒的生命。”
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在聖餐上坐席，傾聽耶穌的話語，是因爲耶穌爲了我
們的緣故，讓人把自己挂在那棵樹（十字架）上。我們今天慶祝聖餐，是
爲了紀念耶穌那一次並永遠的獻祭，從此以後不必再獻祭。2
耶穌與我們同在，並不是說他真的在這餅和這杯中，而是說他的靈藉著信
與我們同在。兩三個聖徒在家裏聚會，耶穌和他們同在；兩三千個聖徒在
聖堂裏聚會，他也和他們同在。凡是以他名的聚會，他都會與我們同在。
當我們領受這餅和這杯的時候，他與我們同在，堅固我們的信心、與我們
親密團契、滋養我們的心靈。
“爲的是記念我，”耶穌說。記念，即回顧耶穌的生平，但並不僅僅是回顧。
記念，是領受耶穌、吃喝耶穌（住在耶穌裏面），因此我們說，“感謝
你，耶穌。我是你的。耶穌，我需要你，就在今天。”記念，是成爲他的
肢體，認同他的一切，立志像他那樣活著。
在正餐之後，耶穌又舉起第三杯酒。第 20 節，“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
正餐之後筵席快結束時，耶穌舉起第三杯酒：這是祝福或救贖之杯，與神
6

This sermon transcript and translations are intended for use by our translators, Small Group Bible Study
leaders and members who required additional suppor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s message. It is
the property of Willingdon Church and we request that it is not distributed outside of Willingdon Church
and it’s intended use.

在《出》6:6 的第三個應許相關：“所以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罰埃
及人，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擔，不作他們的苦工。”

“照樣”的意思是，他再次祝謝，當他舉起杯的時候，他對十二個門徒說，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爲你們流出來的。(《路加福音》 22:20)”
這杯預示耶穌的血將被抛灑。耶穌將爲他的民死（替他們死、代表他們
死）。
耶穌的死是救贖式的代死。3 作爲逾越節的羔羊，他將吸收神所有的憤怒；
他將人類的罪、內疚和耻辱擔在自己身上，將神的刑罰擔在自己身上，使
神的刑罰不臨到我們身上。
藉著耶穌流的血，神和人類將立一個新約。藉著耶穌的獻祭，一個新的時
代將開啓。這是什麽意思呢？藉著耶穌，神邀請我們進入一個永恒的契約
關係，在這個關係裏，神是我們的天父，耶穌是我們的救主，聖靈住在我
們裏面。
我們藉著神的恩典進入與他的新約裏。我們不是憑著自己的努力贏得這種
關係。當我們信靠耶穌爲我們的犧牲的時候，就進入了這個新約。我們重
生了。我們的靈活了。我們的心就和耶穌聯合。
藉著在十字架上的犧牲，耶穌爲我們開啓了道路，我們的罪得赦免、領受
永恒生命的禮物、藉著聖靈進入與神新的關係裏、成爲神家庭的正式成
員。耶穌讓一切都變成了新的！
3. 耶穌宣告藉著他犧牲的愛所立的新約。
正如第一個逾越節的禮，藉著羔羊的血，行在了神救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人
奴役的前夜；耶穌最後一個逾越節的筵席，發生在神藉著耶穌的寶血，拯
救世人擺脫罪和死亡的捆綁的前夜。
而且，這個筵席預示了另一場筵席，它預示了耶穌未來永恒的統治。耶穌
說了兩次，“我不再吃這餅、喝這汁，直等到神的國來到（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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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當他說這誓言的時候，他在向著門徒和我們做出莊嚴承諾（參：
來 8-9）。4
耶穌承諾他會再來，並用自己的血作印記。他將帶我們進入天父的家。他
將請我們赴“大筵席”——羔羊之婚宴。那時他將與我們一起喝這杯。在
那場終極的筵席上，作爲筵席的主人，耶穌將舉杯！！5
4. 耶穌的話啓示了他對將來那場筵席的期盼。
耶穌盼望著自己再來的日子。他盼望萬物都有圓滿的結局。他盼望著新天
新地的來到。他盼望那一天的到來，届時，在新的國度裏，他將再次與門
徒們坐席，一起吃這餅、喝這杯。
聖餐的意義始終是關乎未來。我們每一次參加聖餐，都充滿信心地盼望。
我們宣告，“來吧，主耶穌，來！”當他再來的時候，我們將和他一起吃
這餅、喝這杯。
當我們參加聖餐儀式的時候，要調用全部的感官：視覺、聽覺、嗅覺、味
覺和觸覺。我們思考信仰的實質、確認並接受耶穌成爲我們的救主、逾越
節的羔羊，我們宣告認同耶穌和他的子民，慶祝此刻耶穌作爲主人與我們
同在。有時我們想起自己的心已經迷失，想起自己並未走耶穌的道路。

門徒們剛剛跟耶穌吃完逾越節的晚餐，就表現出他們完全曲解了耶穌的
話。接下來的內容讓人傷感。耶穌，神的兒子，剛講完自己將被出賣、去
世；而剛結束的筵席象徵著他要爲他們成就的事；他將爲他們、爲全人類
抛灑自己的生命。
然而，門徒們却開始爭論他們中間哪一個可算爲大。我們可以嘲笑他們，
但我們自己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總是在談論影響力、影響和遺産——宏大
的事！我們即使在參加完聖餐儀式後，還是常常只爲自己活。
《約翰福音》（13：1-17），在守逾越節的時候，耶穌爲門徒們洗脚——
他服侍他們。有人認爲，那晚門徒們原本打算按照與耶穌和彼此的關係排
座次。當然，我們的經文裏沒有這樣的文字，“馬太，你做最好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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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你，約翰，你坐上座。巴多羅買，我該給你洗脚。不不，腓力，我
該給你洗。”
耶穌離席，作爲筵席的主人，耶穌開始給他們洗脚，然後他說，“最年幼
的”也就是說，級別最低的，算爲最大。當門徒們想到未來，想到的是自
己的身份和尊貴的職位，還有自己的權力和權柄。他們背叛了耶穌的教
導。
對耶穌來說，“爲大”的定義不在于擁有或行使權力，而在于服侍。
5. 耶穌將“爲大者”定義爲“服侍人的”。
這就是耶穌的道路。當我們在聖餐上真正遇見耶穌，將走上他的道路——
彼此聯合、想要成爲耶穌的樣式、愛彼此、服侍彼此。在聖餐儀式上，我
們宣告內心最深處的愛。
我們邀請所有跟隨耶穌的人參加聖餐儀式。如果你還沒有預備好認同耶
穌，你可以觀摩並和我們一起禱告。如果你還沒有進入與耶穌的關係，我
們邀請你思考耶穌。我們鼓勵你在個人層面上認識耶穌。記住耶穌在撒該
家對他和其他人講的話：我來“爲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耶穌爲了你
的得救奉獻了自己的生命。
當我們這些耶穌的跟隨者，思考在耶穌裏的合一時，可能會記起要原諒的
人、要糾正的事。我們可能會記起，我們的言行已經讓自己偏離了耶穌的
道路。我們需要安靜、反省、認罪。讓我們靜默幾分鐘。
靜默、反省時刻。
耶穌被賣的那晚，他說，“這是我的身體，爲你們舍的。你們也應當如此
行，爲的是記念我。”基督的身體是爲你舍的。讓我們一起吃這餅。
耶穌然後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爲你們流出來的。”基督的
血是爲你流的。讓我們一起喝這杯。
祝謝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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