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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耶穌的逾越節

簡述猶太人的七節期;

第一個逾越節(Ex 12);

守逾越節和除酵節(Lev 23: 4-8; Num 9: 1-14; 
28:16-25; Deu 16:1-8);

比較逾越節和最後的晚餐(Matt 26:17-30; 
Mark 14: 12-26; Luke 2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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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七個節期

逾越節（猶太曆1月14日）

無酵節（1月15-21日）

初熟節（除酵節中安息日的次日）

五旬節（大麥初熟後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

吹角節(7月1日)

贖罪日（7月10日）

住棚節（7月15-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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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習慣以春夏秋冬來區分時節，加上配合農作物的種植，
正所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而以色列是地中海型氣
候，猶太人主要是以旱季和雨季來區分時節。他們將陽曆4月
到9月的這段時間定為旱季，把10月到次年的3月定為雨季。

猶太人的曆法（宗教曆）與我們的陰曆一樣，也是以月亮運
行的週期所制定的。猶太曆的1月，相當於陽曆的3月中到4
月中，猶太曆的1月14日就是他們的逾越節，第二天開始，
也就是1月15日到21日是他們的除酵節，然後到了3月初（大
約是陽曆的5月底）就是五旬節，又叫做七七節，也因為當時
要開始收割了，因此也稱作收割節。到了7月1日（大約陽曆
的9月底）是吹角節，7月10日是贖罪日，接下來，到了7月
15日到21日這段時間是住棚節，由於這時候已經開始收藏農
作物，因此又叫做收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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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為搖祭的那日算起，要滿
了七個安息日。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共計五十天，又要
將新素祭獻給耶和華。」（利未記 23:15-16）意思就是，從
獻禾捆（初熟的大麥）那一天開始算50天，第50天那一天就
是五旬節（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當天要獻新的素祭給耶
和華。五旬節的時候，是小麥成熟的時候，因此新素祭是指
初熟的小麥。從以上的算法可知，五旬節每一年的日期都會
不一樣，但一定都會是在星期天（安息日的次日），這種計
算方式是撒督該人所採用的算法，猶太人的聖殿還沒被毀之
前（西元70年前），都是使用這樣的算法，這也是比較合乎
聖經記載的算法，因為聖經並沒有記載五旬節是哪個固定的
日期，因為每一年它的日期都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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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聖殿被毀之後（西元70年），就又使用不同的計算方
式，原因是聖殿被毀時，很多祭司都逃散了，而祭司都是撒
都該人，因此法利賽人便掌握了發言權，使用不同的解讀與
計算方式。原本撒都該人認為獻禾捆的日期，應該是在無酵
節期中某一個星期六的次日，但法利賽人認為，獻禾捆的日
期應該設定在無酵節第一天的次日，原因是由於無酵節的第
一天（1月15日）是禁止作勞碌工的，所以他們就把那一天
視為安息日，如此獻禾捆的日期都會固定在1月16日，這也
就是初熟節的固定日期。從1月16日開始算50天，第50天的
五旬節就會固定在3月6日，而且也不一定是星期日了，這就
是猶太人就把3月6日設為五旬節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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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初熟節在除酵節中安息日的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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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逾越節(Ex 12:1-13)
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亞倫說：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
為一年之首。你們吩咐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初十日，各人
要按著父家取羊羔，一家一隻。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
一隻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鄰舍共取一隻。你們預備羊
羔，要按著人數和飯量計算。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你
們或從綿羊裡取，或從山羊裡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
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點
血，塗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當夜要吃羊
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斷
不可吃水煮的，要帶著頭、腿、五臟，用火烤了吃。不可剩
下一點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燒了。你們吃羊羔當
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
逾越節。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
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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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逾越節(Ex 12:14-20)

你們要記念這日，守為耶和華的節，作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
的定例。你們要吃無酵餅七日。頭一日要把酵從你們各家中
除去；因為從頭一日起，到第七日為止，凡吃有酵之餅的，
必從以色列中剪除。頭一日你們當有聖會，第七日也當有聖
會。這兩日之內，除了預備各人所要吃的以外，無論何工都
不可做。你們要守無酵節，因為我正當這日把你們的軍隊從
埃及地領出來。所以，你們要守這日，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
定例。從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們要吃無
酵餅。在你們各家中，七日之內不可有酵；因為凡吃有酵之
物的，無論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從以色列的會中剪除。
有酵的物，你們都不可吃；在你們一切住處要吃無酵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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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逾越節(Ex 12:21-27)

於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眾長老來，對他們說：你們要按著
家口取出羊羔，把這逾越節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
盆裡的血，打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你們誰也不可出自
己的房門，直到早晨。因為耶和華要巡行擊殺埃及人，他看
見血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就必越過那門，不容滅命的
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這例，你們要守著，作為你們和
你們子孫永遠的定例。日後，你們到了耶和華按著所應許賜
給你們的那地，就要守這禮。你們的兒女問你們說：行這禮
是什麼意思？你們就說：這是獻給耶和華逾越節的祭。當以
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他擊殺埃及人，越過以色列人的房
屋，救了我們各家。於是百姓低頭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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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逾越節

以色列人守逾越節是以家庭為單位，是家庭節日，也是全民
節日。每家要預備一隻羊羔，如果家裡人口少，可跟另一家
共同預備一隻無殘疾的一歲羊羔。要在初十預備，留到十四
日晚宰殺，然後燒了來吃。吃的時候要穿好衣服和鞋，拿住
杖，趕快地吃，因為吃完就要出埃及。羊羔的血要塗在門楣
上，所以神巡行埃及殺長子的時候，見到門楣上有血就會越
過。這一切都預表基督，所以耶穌被稱為神的羔羊（約
1:29）。羔羊流血死了，以色列人就安全，神的審判便越
過。照樣，耶穌流了血，我們被祂的血塗抹，亦可免去神的
審判和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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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

出埃及記 12:5 表明羔羊可以是綿羊或山羊。根據馬太福音
25 章，羊代表好人，山羊代表壞人。當基督在十字架上時，
他是好是壞？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他是兩者兼而有之。在
他被釘十字架的時候，他既是綿羊又是山羊，這取決於他被
釘十字架的角度。基督在他身上完全是好的。然而，作為我
們的替代者，他是有罪的。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5:21 神使
那無罪（無罪：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
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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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逾越節和除酵節

逾越節代表救恩，之後接著是除酵節，表示在得救之後要過
除罪的生活，因為酵象徵罪。當時以色列人守完第一個逾越
節，馬上要離開埃及，沒時間守除酵節，直至一年後才有機
會守。這些節期是世世代代遵守的，表示祂不單只救那一代
人，也要救每一代人。

當以色列人在家中守第一個逾越節時，就在半夜，神巡行擊
殺埃及人的長子和牲畜中頭生的。法老的長子也死了，他立
刻召摩西和亞倫，要他們立刻帶以色列人走，而埃及人也催
促以色列人快快離開。由於立刻要走，以色列人只有將麵粉
帶走，無時間讓麵粉發酵，只能吃無酵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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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23: 4-8

耶和華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日期要宣告為聖會的，乃是這
些。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這月十
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吃無酵餅七日。第一日
當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
日。第七日是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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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9: 1-14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第二年正月，耶和華在西乃的曠野
吩咐摩西說：以色列人應當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節，就是本
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你們要在所定的日期守這節，要按這
節的律例典章而守。於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節。他們
就在西乃的曠野，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守逾越節。凡耶
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樣行了。有幾個人因死屍
而不潔淨，不能在那日守逾越節。當日他們到摩西、亞倫面
前，說：我們雖因死屍而不潔淨，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
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獻耶和華的供物呢？摩西對他們說：你們
暫且等候，我可以去聽耶和華指著你們是怎樣吩咐的。耶和
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們和你們後代中，若有
人因死屍而不潔淨，或在遠方行路，還要向耶和華守逾越
節。他們要在二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守逾越節。要用無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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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28:16-25

正月十四日是耶和華的逾越節。這月十五日是節期，要吃無
酵餅七日。第一日當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當將
公牛犢兩隻，公綿羊一隻，一歲的公羊羔七隻，都要沒有殘
疾的，用火獻給耶和華為燔祭。同獻的素祭用調油的細麵；
為一隻公牛要獻伊法十分之三；為一隻公羊要獻伊法十分之
二；為那七隻羊羔，每隻要獻伊法十分之一。並獻一隻公山
羊作贖罪祭，為你們贖罪。你們獻這些，要在早晨常獻的燔
祭以外。一連七日，每日要照這例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獻給耶
和華，是在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奠祭以外。



18

Deu 16:1-8

你要注意亞筆月，向耶和華─你的神守逾越節，因為耶和華─
你的神在亞筆月夜間領你出埃及。你當在耶和華所選擇要立
為他名的居所，從牛群羊群中，將逾越節的祭牲獻給耶和華
─你的神。你吃這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餅；七日之內要吃無
酵餅，就是困苦餅─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
記念你從埃及地出來的日子。在你四境之內，七日不可見麵
酵，頭一日晚上所獻的肉，一點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華─
你神所賜的各城中，你不可獻逾越節的祭；只當在耶和華─
你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時候，乃是你出
埃及的時候，獻逾越節的祭。當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
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帳棚去。你要吃無酵餅
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華─你的神守嚴肅會，不可做工。



19

逾越節

逾越節 (出埃及記 12; 利未記 23:5) 開始於尼散月十四日（宗
教曆的正月，即西曆3月至4月期間），連接七天，每天要獻
許多祭，頭一日和第七日休息，給百姓守嚴肅會。逾越節是
三大節日中第一個（其他兩個是七七節和住棚節）。猶太男
丁每年要在這三個大節上示羅守節 (聖殿完成後上耶路撒冷
守節)。逾越節原本分為逾越節和除酵節 (利未記 23:6-8)，但
後來猶太人將兩個節期合為一個。這兩個節期是關連的。逾
越節是記念在離開埃及的前一夜，天使擊殺埃及地所有的長
子，卻越過以色列人的房屋，拯救了以色列各家。除酵節是
記念在埃及匆忙離開的苦境，當時甚至沒時間讓麵酵發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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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逾越節：逾越節需要很多預備工夫。正月初十要挑選一
隻無瑕疵的羊羔，留在家中到十四日，這就是逾越節的羊
羔。逾越節前夕，家中所有的酵和有酵之物都要取出來燒掉
(出埃及記 12:19)。這代表離開寄居埃及時的罪惡生活。

逾越節筵席：正月十四日逾越節那天，在黃昏的時候，要宰
殺逾越節的羊羔，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羊羔的
骨頭一根都不可折斷。無酵餅造法簡單，只用麵粉和水而
成，且很快烤好。逾越節筵席含義豐富：羊羔的血代表罪得
潔淨、苦菜代表在埃及為奴的苦況、無酵餅代表純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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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 -最後的逾越節羊羔

耶穌 -最後的逾越節羊羔：耶穌是最後的逾越節羊羔 (哥林多
前書 5:7-8)。正月初十將羊羔帶入家中那天，耶穌騎驢進入
耶路撒冷。逾越節前夕祂被帶到巡撫彼拉多前受審，卻查不
出罪來，成就了無瑕疵羊羔的要求。在正月十四日逾越節那
天，耶穌被釘十架 (約翰福音 19:14)。約下午三時耶穌說：
「父啊，我將我靈魂交在你手裡。」就斷了氣，(這時正是宰
殺逾越節羊羔的時間?)逾越節的羊羔一根骨頭都不可折斷，
但當時釘十架通常是用打斷犯人雙腿來結束生命的。當釘在
十架上時，人要拼命一蹬，把腿伸直，才可吸一口氣。雙腿
斷了便不能蹬起呼吸，很快就死去。但兵丁見耶穌已經死了
，便沒有打斷祂的小腿骨，這就應驗了有關彌賽亞的預言 (
詩篇 34:20)，也成就了逾越節羊羔骨頭不可折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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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晚餐是在星期幾發生的?

西元 28 29 30 31 32 33

日期 3/27 3/15 3/4 3/24 3/11 3/2

週間 一 四 一 一 四 三

https://www.hebcal.com/heb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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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 -羊羔時序

西曆 週間 時間 猶太曆 週間 事件 計時

03/21/32 週三 日落 正月十四 第4日 逾越節開始 00

03/21/32 週三 日落 正月十四 第4日 殺羊 01

03/21/32 週三 午夜 正月十四 第4日 被抓 06

03/22/32 週四 日落 正月十五 第5日 預備日開始 25

03/23/32 週五 上午 正月十五 第5日 被釘十字架 39

03/23/32 週五 下午三點 正月十五 第5日 受難 45     00

03/23/32 週五 日落 正月十六 第6日 安息日開始 49     04

03/24/32 週六 日落 正月十七 第七日 初熟節開始 73     28

03/25/32 週日 日出 正月十七 第七日 復活 8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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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計算方法

早期的基督教會，按照耶穌使徒的傳統，在猶太人的逾越節
當日，即猶太曆尼散月14日，紀念耶穌的受難和復活，以示
耶穌是逾越節的羔羊（哥林多前書5:7）。然而，西方包括羅
馬在內的教會，以耶穌在星期日復活為理由，改在逾越節後
的星期日紀念耶穌復活。各地教會對復活節日期爭論長逾一
世紀，結果拋棄了依照猶太曆法在逾越節紀念的使徒傳統，
而由教會自行計算每年復活節的日子。

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25年召開第一次尼西亞公會
議，訂明了各地統一復活節日期、及不用猶太曆法定出。復
活節是星期日，因星期日被教會視作為耶穌死而復活的日
子，所以復活節就在每年春分月圓後第一個星期日舉行。

此後每年3月21日當日或之後，出現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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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酵節

正月十五日，開始慶祝除酵節 (利未記 23:6-8)。一連七天到
廿一日，百姓要吃無酵餅。第一天和第七天有嚴肅會，不可
作工 (利未記 23:7, 民數記 28:18,25)。

初熟節：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後，除酵節的第二天定為初
熟節。祭司將初熟的莊稼一捆搖一搖 (利未記 23:10-12)，跟
七七節一樣。但初熟節是慶祝大麥收成，七七節是慶祝小麥
收成。

耶穌 -初熟的果子：初熟節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即尼散
月十六日 (利未記 23:11) ，也是主耶穌復活的那天。所以復
活的主耶穌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哥林多前書 15:20)。

祭祀：除了每日早晚所常獻的燔祭以外，除酵節期間每日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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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逾越節和最後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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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 26:17-30
除酵節的第一天，門徒來問耶穌說：你吃逾越節的筵席，要
我們在哪裡給你預備？耶穌說：你們進城去，到某人那裡，
對他說：夫子說：我的時候快到了，我與門徒要在你家裡守
逾越節。門徒遵著耶穌所吩咐的就去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
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坐席。正吃的時候，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他們就甚憂
愁，一個一個的問他說：主，是我嗎？耶穌回答說：同我蘸
手在盤子裡的，就是他要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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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耶穌的猶大問他說：拉比，是我嗎？耶穌說：你說的是。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
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
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
流出來，使罪得赦。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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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14: 12-26
除酵節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門徒對耶穌
說：你吃逾越節的筵席要我們往哪裡去預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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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跟著他。他進哪家去，你們就對那家的主人
說：夫子說：客房在哪裡？我與門徒好在那裡吃逾越節的筵
席。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你們就在那裡為我
們預備。門徒出去，進了城，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
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
來了。他們坐席正吃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
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吃的人要賣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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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我蘸手在盤子裡的那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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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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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 22:7-18

除酵節，須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穌打發彼得、約
翰，說：你們去為我們預備逾越節的筵席，好叫我們吃。他
們問他說：要我們在哪裡預備？耶穌說：你們進了城，必有
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就跟著他，到他所進的房子裡
去，對那家的主人說：夫子說：客房在哪裡？我與門徒好在
那裡吃逾越節的筵席。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
你們就在那裡預備。他們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
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時候到了，耶穌坐席，使徒也
和他同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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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你們，我不再吃這筵席，直到成就在
神的國裡。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
分著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



31

Luke 22:19-30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
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
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
流出來的。看哪！那賣我之人的手與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
固然要照所預定的去世，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他們就彼此
對問，是哪一個要做這事。門徒起了爭論，他們中間哪一個
可算為大。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那掌權管
他們的稱為恩主。但你們不可這樣；你們裡頭為大的，倒要
像年幼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誰為大？是坐席
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
間如同服事人的。我在磨煉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們。
我將國賜給你們，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你們在我國裡，
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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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晚餐是在他被賣和被捕以前，耶穌與他的門徒一起
享用的最後一餐。最後的晚餐記錄在符類福音中 ( 馬太福音
26:17-30; 馬可福音 14:12-26; 路加福音 22:7-30) 。這不僅
僅是耶穌的最後一餐；這也是逾越節晚餐。最後的晚餐
的一個重要時刻是，耶穌命令我們記住他將要為全人類所做
的一切：在十字架上流血，以償還我們的罪債 ( 路加福音
22:19) 。除了預言他為我們的救恩所受的苦難和死亡 ( 路加
福音 22:15-16) ，耶穌還用最後的晚餐賦予了逾越節新的意
義，建立了新約，建立了教會的條例，並預言彼得否認
主 ( 路加福音 22:34)以及猶大的背叛 ( 馬太福音 26:21-
24) 。最後的晚餐使舊約中對逾越節的遵守得以實現。 在
與使徒享用最後的晚餐時，耶穌採用了兩個與逾越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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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與逾越節相關的象徵

在最後的晚餐中耶穌關於無酵餅和杯的話呼應了他使五千
人吃飽之後所說的話：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
，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
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
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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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51,54-55) 。救恩來自基督以及
他的肉體在十字架上的犧牲。

在最後的晚餐中，耶穌在洗門徒的腳時，教導了服事和饒恕
的原則： "你們裡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
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
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 ( 



34

今天最後的晚餐是在主的晚餐或聖餐時被記念 ( 哥林多前書
11:23-33) 。聖經教導我們，耶穌的死在逾越節祭牲的獻
祭中成為典型 ( 約翰福音 1:29) 。約翰指出，耶穌的死就
像逾越節的祭牲，因為他的骨頭沒有折斷 ( 約翰福音
19:36;cf . 出埃及記 12: 46) 。保羅說： " 因為我們逾越節
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 ( 哥林多前書 5:7) 。耶
穌完全了律法，包括主的節期 ( 馬太福音 5:17) 。

通常，逾越節晚餐是一種家庭慶祝。然而，在最後的晚餐
中，使徒們單單與耶穌在一起 ( 路加福音 22:14) ，它表明
這特別的一餐對教會有特殊的意義，使徒們成為了教會的
基礎 ( 以弗所書 2:20) 。雖然最後的晚餐對猶太人有影響，
但它也是為教會計劃的。如今，聖餐是教會遵守的兩項法



35

最後的晚餐根植於舊約，即使它預示著新的。耶利米書
31:31 應許了神與以色列所立的新約，其中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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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 ( 耶利米書 31:33) 。耶穌在最後的晚餐
中直接提到了這個新約：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 ( 路
加福音 22:20) 。一種新的赦免即將到來。在神的恩典下，
新約不僅適用於以色列人；凡信基督的人都必得救 ( 見以
弗所書 2:12-14) 。

最後的晚餐是一個重大事件，宣告了神對世界計劃的轉折
點。在比較耶穌受難和逾越節的時候，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
到基督死亡的救贖本質。正如舊約中最初的逾越節祭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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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獻祭與立約

在聖餐儀式中，第一個最先被彰顯出來的信仰意義乃是「獻
祭與立約」。在主耶穌親自設立聖餐時，祂說：「這是我的
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這杯
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
的是記念我。」在這句話中，最讓我們注意到的乃是「新
約」這兩個字。主為了要替我們和上帝立下一個「新約」，
而願意捨身流血，為我們犧牲自己。



37

這個新約的內容簡單的說就是：主耶穌願意成為我們的代罪
羔羊，為我們犧牲自己，將自己的身體與血奉獻出來，使上
帝能因著他的犧牲而寬恕我們的罪。只要我們願意相信耶穌
已經為我們的罪受死，那麼我們的罪就能被上帝給赦免了，
與上帝和好，蒙上帝祝福。然而這個新約不是透過「十字
架」被設立的，這個新約乃是在主的「聖餐」之中被宣告以
及被設立的。而後在十字架上，這個新約被成全了。

我們如何知道新約是在十字架上被完成了呢? 因為主耶穌在
十字架上，說：「成了」(約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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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個新約是在十字架上被完成，但是卻是在主的「聖
餐」之中就被設立的。當主在眾人面前宣告：「這杯是用我
的血立的新約」時，就是宣告一個上帝與人之間的新約定在
那一個時刻被設立了。主耶穌並不是在十字架上才迫不得以
將自己的生命給奉獻出來，而是在聖餐之中就表明祂願意為
我們犧牲自己。就在這樣的宣告、就在這個聖餐之中、主耶
穌「已經」為我們奉獻出他的身體與血。也就是在這個第一
次的聖餐時刻，人類與上帝的歷史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從這個意義來說，聖餐的餐桌乃是主耶穌獻祭的「祭壇」，
聖餐的本身乃是一個「獻祭」與「立約」的過程。而祭壇上
的祭物，不是牛或羊，而是上帝獨生子主耶穌的身體與血。
因此，聖餐的第一個意義乃是：主耶穌犧牲自己，因此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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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與主合一

聖餐的第二個信仰意義。這一個部份是很多基督徒比較忽略
的部份。主耶穌在設立聖餐時，他宣告說：「這是我的身
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當主
耶穌說：「這是我的身體」的時候，他手上拿著的是什麼? 
表面上、主耶穌手上拿著的可能是無酵餅；然而事實上、他
拿著的是「他的身體」。在聖餐的儀式中，經過主的宣告及
祝謝之後，那個餅就不再是一個餅，乃是成為主的身體。相
同的，當主宣告：「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時，這時
候他杯子裡面裝的是他的血。他乃是在設立聖餐之中就已經
獻出他自己身體與血。

不過，這種信念也會產生一個困難的問題。那就是當聖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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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所領到聖餐的餅和杯，不是餅和葡萄汁，而是主的
身與主的血，那麼這意味什麼? 這意味著：領受聖餐的人在
「肉身」上與主耶穌基督合而為一了。這乃是聖餐的第二個
意義。

在「受洗」儀式當中，我們參予了主耶穌的死、以及他的復
活。透過受洗，我們與主的死合一、與主的復活合一，而成
為一位新造的人。但是在「聖餐」儀式當中，我們乃是與主
的身與主的血聯合，也就是在實質中的肉身之中，與主合
一。

當我們在決志成為基督徒的那一刻，我們迎接主住到我們心
裡。而在領受聖餐之中，我們乃是迎接主的身與主的血，住
到我們的肉身之中。從此之後，我們成為主耶穌基督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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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受洗加入主裡面的大家庭時，當我們在主裡面共同領
受聖餐時，我們便是在主面前、以及世人面前宣告：我們乃
是一家人了。保羅不但說我們是一家人、甚至還說我們是一
個肢體(林前12:12-31)。請問：我們的左手會嫌右手髒嗎? 
不會，右手髒了時，左手反而會更加的與它親暱在一起，直
到右手被洗乾淨之前，左手是不會離開右手的。

當我們宣告我們在主裡面是一家人時，我們也不能只是口
說，而沒有行動。當我們的家人很久沒有回家，在外面流浪
時，我們能不替他們擔憂嗎? 能不想辦法勸他們回家嗎? 每
一個家庭都是不完美的，每一個家庭中都有一些比較古怪的
成員。無論我們的家人有多怪，家應當永遠是我們的歸宿、
是我們的安息、是我們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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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基督徒的我們，也應該竭盡所能的建造起一個符合基督
心意的家，使這個家能成為家人的避難所，成為家人的安息
處，成為家人渴望回來的地方。事實上，有些基督徒在教會
外面流浪，不是因為他願意在外流浪，而是因為他的家人逼
他不得不在外面流浪。有些家庭不願意接納某一位家人，使
得這一位家人無法回家，有家卻不能回去。有些家庭為了要
讓家裡維持漂亮乾淨，而對那些會製造家庭問題的家人表示
不歡迎。

然而，我們的主卻不是這樣，祂沒有厭棄罪人、或是放棄那
些迷失的羊。我們的主乃是為了罪人而來到這個世上(可
2:17)。主耶穌基督乃是將那些罪人和妓女當成是最親近的家
人。主耶穌乃是撇下羊圈中的99隻羊，跑到羊圈外去尋找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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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受難之前，吃逾越節晚餐（最後的晚餐）的那一日
（猶太曆1月14日）是星期四，星期五被釘十字架，星期六
的時候祂在墳墓裡面，那一天是安息日（1月16日），而到
了禮拜天，主耶穌復活，那一天是1月17日，同時也是獻禾
捆為搖祭的日子（初熟節），祭司要把這綑初熟的大麥在耶
和華面前搖一搖，由此可以聯想到，耶穌在全人類中第一位
從死裡復活，第一綑初熟的大麥正是預表著主耶穌。「但基
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
書15:20) 當耶穌復活之後升天，到了五旬節那一天，聖靈降
臨在信徒身上，教會於焉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