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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晚餐 

馬可福音描寫了耶穌和他的十二個門徒從伯大尼去耶路撒冷慶祝逾越節的事。耶

穌派兩名門徒先去爲會議準備專門場所。耶穌可以指導門徒找到這樣的場所，以

防猶大知道開會的地點，並通知大祭司。這樣耶穌得以和他的門徒聚餐而不受打

擾。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進城去，必有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
來……’”(馬可福音 14：13-16)。 

在以色列從井中取水是婦女們的事，所以他的門徒很容易按照耶穌所描述的方法

認出那個拿著水壺的男人。這僅僅是耶穌在事前預知未來事情的一個例子。正如

耶穌所說的那樣，這個男人將門徒引到上面的房間，看到他們正一起慶祝逾越節。 

雖然時間已不早了，當門徒邁進房間，夜色也已降臨，他們來到主耶穌這位在約

翰福音中被稱爲“世界的光”（約翰福音 8：12，9：5）的神面前。耶穌知道自

己不久就要被 

交給惡人訂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精神高度緊張。我們從路加福音中讀到，在

這大審判之時，耶穌非常需要和他的門徒交往，所以就對他們說：“我很願意在
受害以前先和你們契這逾越節的筵席”（路加福音 22：15）。 

門徒們並不能理解“在受害前”的意思，原因是他們正忙於爭論誰最偉大（路加

福音 22：24）。約翰解釋耶穌是如何耐心地用自己親身實例來糾正他們的。當

晚餐準備停當時，他以僕人的身份，脫下外套，撿起一條毛巾，將水倒入盆內。

他開始爲每個門徒洗腳，並用束腰的手巾爲他們擦幹（約翰福音 13:4-5）。 

 “他們坐席正契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
契的人要賣我了。’ 他們就憂愁起來，一個一個的問他說：‘是我嗎？’ 耶穌
對他們說：‘是十二個門徒中同我蘸手在盤子裏的那個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
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馬克福音

14：18-21)。 

隨著夜幕降臨，耶穌知道該是猶大離開去做惡事的時間了。耶穌知道這是和他門

徒們在一起的最後寶貴時光，但令他感到悲傷的是他們中有一個人要背叛他。耶



穌的這種感受在詩篇中有描寫，“連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契過我飯的也用
腳踢我”（詩篇 41：9）。 

完全知道了猶大的意圖令耶穌大爲悲傷， 耶穌把餅遞給他並說：“你所做的，
快做吧”（約翰福音 13：26-27）！ 

“他們契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著
契，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耶穌說：
‘這是我立約的血，爲多人流出來的’”（馬克福音 14：22-24）。 

使徒保羅直接從主耶穌基督那裏獲得了啓示，強調這次簡單的餅與酒筵席的重要

性：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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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你們舍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爲的是
記念我。’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
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爲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契這餅，喝這杯，是表明
主的死，直等到他來’”（哥林多前書 11:23-26）。 

耶穌親自設立的紀念晚餐如此簡單，與逾越節複雜的儀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事

實上在耶穌將餅和灑送給撒冷王麥基洗德之前，餅和酒已有二千年的歷史了。 

 “ 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著餅和酒出來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爲亞伯
蘭祝福，說：‘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蘭！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
裏，是應當稱頌的’”（創世紀 14：18-20）。  

聖經說耶穌“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爲祭司”（希伯來書 7：17）。這是因爲

耶穌的祭司活動必須在逾越節和利未祭司節上進行。 

餅 

實際上晚餐是以如下順序進行的。首先拿起餅祝福，先吃餅再喝酒。 

 “他們契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
著契，這是我的身體’”（馬克福音 14：22）。 

這餅代表著耶穌的身體，但並非確實是他的身體。約翰把耶穌稱作“是從天上降
下來的糧”（約翰福音 6：14）。這話指神特殊的計劃，讓他的兒子耶穌作爲救

世主降臨世間。詩篇作者把耶穌描寫成“ 願你的手扶持你右邊的人，就是你爲
自已所堅固的人子”（詩篇 80：17）。就像門徒們準備吃的餅一樣，耶穌的身

體也是神專門準備的（希伯來書 10：5）。 

最後晚餐中所吃的餅製造時肯定沒有使用發酵劑。聖經中經常使用“發酵劑”作

爲罪孽的一種象徵。正如餅沒有發酵劑一樣，耶穌沒有罪孽。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
樣，只是他沒有犯罪”（希伯來書 4：15）。 

正如耶穌有能力在他的體內劈開罪一樣，他也能劈開餅。餅代表著耶穌以他完美

的生命擊敗了罪孽，並對父的順從——甚至對死亡的順從。然後耶穌將餅賜給了

他的門徒，教導他們說凡是相信耶穌的人，並受洗歸他，這就是“憑這旨意，靠
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希伯來書 10：10）。 

洗禮 

如果不事先說一下洗禮，我們就不能討論餅與酒之間的關係及其交往。 

洗禮本身是我們身體的一種交往行爲。它有別於我們與耶穌死亡（和生活）的交

往：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裏復
活神的功用”（歌羅西書 2:12）。 

        下面關於交往的討論在使徒們和耶穌吃餅喝酒之前洗禮時就開

始了（約翰福音 3：5）。 

交往 

餅象徵著門徒與耶穌分享戰勝罪孽和死亡的交往。吃餅意味著與基督分享交往。 

 “一個餅……一個身體”（哥林多前書 10:17）。 

餅是用許多麥粒磨粹後做成。正如保羅所說的那樣“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
個身體，因爲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哥林多前書 10:17）。耶穌向他們示範

了我們與他及父的關係。“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翰一書

1：3）。. 

耶穌小小心心地拿起餅，作過祈禱，劈開，並把它分給每個人。如果我們親身走

在光下，我們就能和基督交往，這正如餅所象徵的那樣。如果我們要和他人分享

交往，那麽取決於他們是否也走在光下。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
我們一切的罪”（約翰一書 1：7）。 

我們與耶穌的交往，我們相互間的交往，取決於我們是否忠誠地行在光下。因此，

我們必須謹慎對待自己是如何生活的，以確保我們在劈開餅時與基督的交往。 

請注意在上述章節中，除了交往的重要因素，即我們與父及子的交往外，我們還

得注意次要的交往因素，即我們相互間交往的問題。 



交往的問題是困難的——這是一個平衡的問題。但聖經確實爲我們提供了行爲指

南： 

第一，我們從新約聖經時代起，這種交往並非人人具有的： 

 “ 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若有稱爲弟兄是行淫亂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
的，或辱駡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契飯都
不可”（哥林多前書 5:11）。 

在此保羅指導哥林多教會不可與一個亂淫的兄弟交往。於是，有一段時間教會就

阻止他和大家一起用餐，爲是使他悔改、修好。在給哥林多的第二封信中，我們

可以發現保羅的藥起作用了——該兄弟確實悔改並修好了（哥林後前書 2：

5-11）。 

  斷絕這種交往是不當的，但保羅對於錯誤說教還是採用了同樣的治療方法

（請比較哥林多前書 5:5 與提摩太前書 1:20）。 

使徒約翰在交往上遵循他的話語（見上面約翰一書 1：7）和義的生活方式（約

翰一書 1：8：2：17），對於正確的傳教也有過警告（約翰一書 2：18－27）。 

約翰在約翰一書第 4章是這樣說的：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不是出於神，
因爲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
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
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約翰一書 4：1-3）。 

約翰很關心這個錯誤的說教，就在第二封信中重復了這個警告： 

 “因爲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是
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翰二書 7）。 

從這些警告中我們可以得了兩個結論： 

•第一耶穌要他的信徒避免與錯誤說教及錯誤行爲交往 

•第二他特別關心有關基督的錯誤說教 

這裏並不適詳細分析某一具體錯誤說教，但請注意約翰並沒有指導信徒避免與那

些否定耶穌基督以“肉身降臨”的人交往。（即便是猶太人和羅馬人也把耶穌看

成了肉身降臨世間，否則他們就不會被訂在十字架上了）。約翰所關心的更是敏

銳：關心那些否認耶穌基督“以肉身降臨”世間的人。 

希伯來語的作者明確地說，耶穌“以肉身”降臨不僅僅意味著“以身體”降臨：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借著死敗壞那掌死
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爲奴僕的人。他並不救拔天使，乃
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爲要在神的事上成爲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爲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
救被試探的人”（希伯來書 2：14-18）。(另見馬太福音 1:1，馬克福音 13:32,

路加福音 2:6, 2:40, 2:52, 約翰福音 14:28, 20:17, 希伯來書 4:15, 5:7-8)。 

如果我們交往首先是“與父和子”的交往，那麽正如約翰所說的那樣，我們不應

和那些為父傳播任何錯誤東西的人分享這種交往。 

今天關係最大的一件事是許多基督徒不是真心相信保羅所說的教義是“最重要
的”，不相信“督督爲我們的罪死了”（哥林多前書 15:3）。 

       “是的”，他們說，“基督的身體死了，但基督本身沒有死”。

不說絕大多數，但至少也有許多人相信並宣講耶穌的身體在墳墓裏呆了三天，但

他的靈魂已到別處去了。他們傳教說，耶穌本身並沒有死亡。 

但主耶穌是這麽說的：“我曾死過”（啓示錄 1：18）。 

正如約翰和保羅斷絕和那些有錯誤行爲的人交往一樣，這兩位使徒教導我們不可

對這類嚴重錯誤的說教視而不見，即使方便於我們做事也一樣。 

但是這兩位使徒所談論主耶穌基督是錯誤的傳教。 

  在給哥林多的信中，保羅責備他們不一同分享交往。他採用其中的一個論點

是他們對洗禮和交往不應有雙重標準。 

 “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哥林多前書 12:13）。 

保羅的論點今天對我們依然是有意義的：如果某人果真“受洗歸入基督耶穌”是

“受洗歸入他的死”（羅馬書 6：3），那麽我們就不能拒絕與他們一道劈開這

餅，“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哥林多前書 11:26)。 

       反之也是正確的。如果某人沒有“受洗歸入基督耶穌”（例如受

洗卻不理解基督確實“爲我們的罪而死亡”），我們就不贊同他們認爲餅是次要

的——僅作爲我們洗禮的提示物。 

酒 

分餅之後，耶穌拿起酒，分給信徒們飲用： 

然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這是我立約的血，爲多人
流出來的”（馬克福音 14：23-24）。 



就像餅一樣，酒並非真實是耶穌的血，而是它象徵著他的血。耶穌是“真葡萄樹”
（約翰福音 15：1），就像在葡萄榨汁中一樣，他身上的神靈保護著他。 

理解血意味著知道什麽對於以色列民是極其重要的。在摩西的律法下，以色列民

是禁止吃血的，因爲這是動物的生命之源。 

“只是你要心意堅定，不可契血，因爲血是生命；不可將血與肉同契”（申命記 

12:23）。 

同樣，酒代表著耶穌的血，爲我們傾倒，而且還象徵著他的完美生命，及無罪地

順從神。 

 “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以賽亞書 53：12）。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 2:8）。 

因爲耶穌無罪，那些相信他並歸入他的所有人都受他的義的遮蔽。我們的罪孽因

他而得寬恕。這就是當他這麽說話的意思： 

“因爲這是我立約的血，爲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馬太福音 26:28)。 

酒象徵著耶穌的血，靠著耶穌的血，我們可得罪孽的寬恕和赦免。 

“因爲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爲你們的生命贖罪；
因血裏有生命，所以能贖罪(利未記 17:11)。 

耶穌流血這完美的獻祭對於罪孽的寬恕是必須的，正如希伯來書所說的那樣“若
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來書 9：22）。 

耶穌在談起他的流血時說“因爲這是我立約的血，爲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馬太福音 26:28)。耶穌所說新約聖經就是指耶利米書中的立約。 

 “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
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
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
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
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
該認識耶和華’，因爲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
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 31:31-34）。 

耶穌的血是爲我們罪孽赦免而流的。當我們的罪孽靠著耶穌的血得寬恕時，它卻

流走了，被忘記了，永不會被人記憶。對此神說，“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
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詩篇 103：12）！神應許說在我們靠著基督的血得罪孽

寬恕後就不再記念我們的罪行了。 



這一點很重要，因爲他將我們從所犯罪孽産生的負罪感的重擔中解脫出來。當我

們罪孽得赦時，罪孽就完全得到了清除，並永遠地一去不復返。這種自由就是我

們認識主耶穌基督所得到的巨大安慰之一。 

耶和華的陳餅桌 

飲酒時我們當牢記這些事情，“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
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書 3:10）。 

  有了這樣的親身體驗，我們必須檢視自己是否走在光下，並認識、承認我們

的罪孽。分享餅與酒是一件及其嚴肅的事。 

使徒保羅警告我們說，“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契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
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契這餅、喝這杯。因爲人契喝，若
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契喝自己的罪了”（哥林多前書 11:27-29）。 

我們能夠檢視自己是很重要的。這是我們和神之間的私事。是檢查我們自己的生

活而不是別人的生活。這種檢查對於我們能敢於吃餅喝酒是極其重要的。 

  當我們在神的面前作自我檢視時我們應當牢記一件很重要的事，並作爲我們

的行動指南，那就是，“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
恤”（ 箴言 28:13）。在神面前我們不僅要坦白自己的罪行，而且還要拋棄它

們。換句話說，我們必誠摯地說，對不起，請主寬恕我，我再也不犯了。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每周都能紀念耶穌，因爲“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
主的死，直等到他來”（哥林多前書 11：26）。我們採用這種簡單的宴會方式

牢記耶穌是極重要的，更好的辦法是效仿第一世紀使徒們的行爲每周舉行一次，

直到我主回來，和我們共用他的國。 

 “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國裏喝新的那日子”(馬

可福音 14：25)。 

這個記念筵席既是一項記念制度又是長期的預言。通過分享死亡的簡單象徵，盼

望耶穌復活。耶穌得承受 "擺在前面的喜樂"和 "忍受十字架的苦難" (希伯來書 

12:2。他透過十字架的折磨看到 “羔羊婚娶”時他和門徒同慶的時光（啓示錄

19：7）。這就是耶穌在這麽說話時的意思： 

“ 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
喝新的那日子”(馬太福音 26:29)。 

耶穌命我們行該典禮，爲的是記念他，直等他回來。我們還得到了他的應許：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約翰福音 15：14）。 



因此，讓我們心存思慮，自我檢視，正如耶穌命我們用餅和酒記念他一樣，使自

己歡樂，因爲“爲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 15：13）。. 

彼得·伊斯利普 Peter Islip 

 
http://www.christadelphia.org/printlan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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