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的晚餐

2021 年 11 月 14 日的讲道

路加福音 22：7：20
克里斯·西克斯牧师

道介讲 绍
11 月份，我们在美国庆祝一个叫做感恩节的节日。

这是一种盛宴和庆祝，是为了感谢神的祝福。

这是一个家人和朋友透过吃饭彼此连接的时刻。

这就是为什么在 11 月，我们正在做一个为期三周的关于食物和家庭的讲道系列。

今天我们将看路加福音第 22 章，并阅读耶稣被订十字架前与门徒吃的最后的晚餐。

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晚餐也是第一个主的晚餐。

今天，我们将在讲道之后庆祝主的晚餐。

我现在要读我们的经文段落。

请倾听并敞开心扉，让神用他的道对我们说话。

路加福音 22：7-20
7 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8 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  

9 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10 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11 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  

12 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13 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14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  

15 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16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17 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  

18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  

19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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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记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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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 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请和我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差遣耶稣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

通过耶稣，我们可以和你建立关系，因为他把我们洗干净了。

圣灵，我们的心渴慕你。

请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理解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神的道。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以下是今天讲道的主要观点或主旨。

主旨：主的晚餐是带着感谢回首往事，并充满盼望地向前看。

让我们先谈谈逾越节。

我们看到第 7 节和第 8 节提到了逾越节。

7 “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8 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  

 
逾越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和庆祝活动。

它被称为逾越节，是因为掌管死亡的天使在埃及时越过了神的百姓。

我们之前的敬拜中读过出埃及记 12 章，听过这方面的内容。

作为审判，掌管死亡的天使杀死了埃及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

这是神对法老奴役犹太人的惩罚。

但是埃及的一些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在那天晚上幸存了下来。

这位天使越过了一些房子。

这位掌管死亡的天使怎么知道要越过哪些家？

他看到了羔羊的血。

这是神保护那房子里的人的标志。

听听神在《出埃及记》12：12-13中所说的话

12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我是耶和华。  

13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

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羔羊的鲜血是救人免于死亡的标志。

羊肉也提供了一顿饭。

请听出埃及记 12：7-8 。
7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8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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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告诉人那天晚上天使经过时人要怎么吃羊肉。

神还告诉他们以后每年要杀一只羔羊。

逾越节是值得庆祝和纪念的一顿饭。

我们在出埃及记 12：14中看到了这一点。

14 “你们要记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耶稣完全忠于神的律法。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根据神的律法和他的门徒一起庆祝逾越节的原因。

他们在一个房间里相聚，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纪念神的祝福。

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庆祝活动， 要把食物包括在内？

只在头脑中纪念神的祝福不就够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

你是否尝过什么特别的食物就会想起妈妈？

或闻到什么就会记得过去一个特别的地方或事件？

神给了我们眼睛、耳朵、鼻子、手和嘴巴。

神希望我们享受并记住他的祝福。

这就是为什么他给了我们标志和符号，让我们可以看到，闻到，尝到。

当神的百姓就着饼和葡萄酒吃逾越节的羊肉时，他们能闻到、品尝并享受神的许多祝福。

逾越节是犹太人为了庆祝和记念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而吃的节日大餐。

主的晚餐是基督徒为了庆祝和记念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而吃的一顿饭。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圣餐。

我们也称这个圣礼为主的晚餐，因为是主耶稣设立了这顿饭。

请再跟我看看路加福音 22：19 - 20
19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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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记念我。”  

20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逾越节大餐包括羊肉、饼和一杯葡萄酒。

然而，路加福音 22号没有提到羔羊。

因为耶稣就是神的羔羊。

耶稣是为保护他的百姓免受掌管死亡的天使的击杀而受死的羔羊。

在第 19 节耶稣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耶稣希望他们记念什么？

记念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鲜血为我们的罪而流，就像是在逾越节期间倒出的那杯葡萄酒一样。

当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时，他正在立一份新约。

这约是神对他百姓的应许。

这新约是神的承诺，即永远不因我们的罪而惩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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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绝不会两次惩罚人的罪。

耶稣的死是为了洗去所有信他之人的罪。

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的牺牲可以永久除掉我们所有的罪和耻辱。

如果你信靠他作你的救主和主，你就拥有了永生、盼望与平安。

这就是新约的应许。

犹太人庆祝逾越节是为了回首往事，记念他们在埃及被拯救。

基督徒庆祝主的晚餐。

我们回首往事，记念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我们就得救了。

主的晚餐和洗礼是基督教会的两大圣餐。

圣餐是神属灵应许的实际表征。

奥古斯丁是来自北非的教会领袖。

1600 年前，奥古斯丁说圣餐是“内在持久的恩典外面肉眼可见的记号”。

洗礼的水是我们的罪在灵里被洗干净的可见的标志。

同样，主的晚餐也是一个可见的迹象，帮助我们理解属灵真理。

我们不会把盼望放在肉眼可见的水上，或者放在饼和杯上。

我们乃是把盼望放在神看不见的恩典上。

朋友们，我们领圣餐的目的不是要用饼填饱肚子。

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是为了让我们的心充满神的恩典。

耶稣让我们这顿饭吃饼喝葡萄酒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他。

耶稣要你记念他过去为你做了什么

因为这将有助于你现在和将来对耶稣的信靠。

当你今天吃饼喝杯时， 我要你邀请耶稣和你说话。

通过圣餐，耶稣对我们说：

“记住，我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洗净了你一切的罪。

掌管死亡的天使已经越过你了！

不要让你的心因内疚和羞耻而烦恼。

我正在我父的家里为你预备地方。

在那里，你要永远活着。

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

这顿饭可以帮助你听到耶稣提醒你的这些真理。

记住这些事情将会帮助你应对本周的挑战，并知道你并不孤单。

这是圣餐的好处之一。

我们称它为“主的晚餐”。

这不是我们的晚餐，不是我们思考主的地方。

相反，基督自己才是这顿饭的东道主。

我们来到他的桌子前，在那里他给我们提供属灵的食物。

我们有时还用“圣餐（communion）”这个词来形容主的晚餐。

圣餐（communion）与社区（community）这个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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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论及关系的词。

门徒是来自各种极为不同的背景的朋友。

他们有着相互矛盾的政治观点和不同的个性。

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社区，因为耶稣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圣餐主要是关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

它庆祝一种垂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具有横向的影响。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之所以是一个社区，就是因为基督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神大家庭中的一员。

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我们彼此联合的原因和基础。

在圣餐桌上，我们因着与基督的联合而得到滋养和激励，从而可以努力在基督里建立彼此之间的合一。

好吧，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你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主旨吗？

主旨：主的晚餐是带着感谢回首往事，并充满盼望地向前看。

我们已经考察了逾越节的庆祝活动是如何回想神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他的百姓。

一只羔羊为了救人免于死亡而被杀。

然后人们就着饼和葡萄酒吃羊肉， 记念对神的感谢。

我们讨论了主的晚餐如何回顾神通过耶稣的牺牲将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

神的羔羊耶稣被杀，好拯救我们脱离死亡。

耶稣给我们饼和葡萄酒，象征他的身体和宝血。

我们吃喝是为了记念对神的感谢。

今天，圣餐礼让我们与救主耶稣更深地连接，并作为一个教会大家庭彼此更深地连接在一起。

主的晚餐也带着盼望向前看。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耶稣在路加 22：18中提到的将来的那顿饭。

18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

耶稣正在谈论他何时返回这个世界。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仍然被囚禁在罪中的人都将被永远送进地狱。

但神会看到谁披戴了羔羊的宝血。

神将把所有罪被神羔羊的宝血洗净的人带到天堂。

当我们到达天堂时，将有一个盛大的聚会。

你知道耶稣在邀请你参加婚礼吗？

听听使徒约翰看到的异象。

这是一个有一天要在天堂发生的异象。

启示录 19：6-9
6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7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8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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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阿们。

我的朋友们，这是一场你绝对不想错过的婚礼。

如果你接受耶稣的邀请成为他的门徒，你就会蒙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

然后，你将穿着洁白的衣服，参加在天堂举办的这场婚礼。

你将坐在这位国王的餐桌上参加羔羊的婚宴。

来自各个文化和国家的人们都会到场。

耶稣在马太福音 8：11 说，

11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这场宴席将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举行。

你要去吗？

如果你单单相信基督而得救，那么在圣餐桌上就有一个座位是留给你的。

基督把你的名字写在座位牌上。

他把你的名字放在你座位前的桌子上。

也许你不确定这些事情。

没关系。

我们都在属灵的旅途中。

神还没有写完你的故事！

也许你不知道你是否在神的圣约家庭中，在主的晚餐桌上是否有一个座位为你而留。

如果你不知道，那么今天请不要领饼和杯。

暂时不要。

让我们围绕这一切一起多谈谈，多祷告一下。

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知道自己彻底成了神大家庭中的一员，并一起领主的晚餐。

如果你已经信了基督，并在跟他同行，那么这张桌子就是为你而预备的。

这张桌子不属于这个教会，不属于这个宗派。

这是主的桌子。

我们来到这张桌子上，是为了坚定我们的盼望，即故事还没有结束。

我们今天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的生活常常很艰难。

我们今天受苦、挣扎。

不过，我们可以期待有一天我们将参加婚宴。

它将提供充足的食物和饮料。

但这个宴席最好的部分不是食物。

而是基督将与我们同在。

当门徒们和耶稣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时，他们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饼、葡萄酒和烤羊肉上。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羔羊耶稣身上，因为他是他们的领袖、最好的朋友和救主。

同样，我们今天也不关注这张桌子上的那一小块饼和那一小杯葡萄酒。

我们吃喝的量很小。

但是朋友们，这是一场奢华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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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盛宴，因为饼和杯只是我们要在这张桌子上领受的真正的食物的象征。

我们的心渴慕的是基督自己。

我们在他的桌子上得到的也是基督自己。

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耶稣，我们有时嫉妒门徒，因为他们在两千年前就在和你一起散步和交谈。

但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有圣灵的同在。

谢谢你在圣餐中给我们的救恩的象征。

当我们来到你的桌子上，主耶稣，我们是带着饥饿的心前来。

我们来记念你，我们请求你让我们充满平安与盼望。

从而叫我们得益处，也叫你得荣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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