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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
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23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32-36

23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24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32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

33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
34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警醒 」34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
35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
36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举起救恩的杯
诗 六 十诗一一六 12-14，可十四22-24

诸长乐牧师 2017.09.03
分享 东京国际基督教会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我们要一起领受圣餐。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
我们看见圣餐是由主耶稣和门徒们一起领受逾越节的晚餐而演绎出来的。

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在领受圣餐（英文叫「Lord’s supper」）；
对当 的门徒们来说 他们是像 般的犹太人 样 在守逾越节的晚餐对当日的门徒们来说，他们是像一般的犹太人一样，在守逾越节的晚餐。

犹太人逾越节的晚餐有饼、有杯，那个饼就做成像约版的模式，他们一起来纪念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 期待另外的一位弥赛亚出现 带领他们经历复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期待另外的一位弥赛亚出现，带领他们经历复兴。

但在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却将犹太人逾越节的晚餐变成了主的晚餐。
我很难想象当他的门徒们领受耶稣所分给他们的饼和杯，说：我很难想象当他的门徒们领受耶稣所分给他们的饼和杯，说：

「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宝血」的时候，对他们有怎么样的震撼！

因为他们一开始所纪念的是上帝在西乃山上给他们的话。
他们纪念的是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他们纪念的是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

但是主耶稣现在把它变成「这个饼是我的身体」，
而「这个杯是我的宝血」，所以就将整个救恩的意义，「这个杯是我的宝血」，所以就将整个救恩的意义，

从对犹太人出埃及，变为普世的救恩。

在那个晚上，主耶稣将犹太人熟悉的饼和杯赋予了最新的意义。，
过去这饼和杯是特别为着以色列人的，
但是如今这个饼和杯是为着所有的罪人的，

当所有的人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能够罪得赦免。

如果说，过去法老王对以色列人辖制，
那么罪对世人的辖制是更深更远的。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再做「奴仆」，
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却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再做「罪的奴仆」。



圣餐是使基督徒回想起主耶稣被卖前那一夜的光景，主耶稣要我们常常的纪念，
借着重复的动作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和我们所蒙的恩典借着重复的动作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和我们所蒙的恩典，
使我们的灵命得到喂养，让我们深深地感谢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让我们受伤的生命得着医治和安慰，并且宣告：让我们受伤的生命得着医治和安慰，并且宣告：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等候他的再来。

其实圣餐也使我们再一次认识自己的软弱和有限。其 圣餐也使我 再 次认 自己的软弱 有限。
当主耶稣带领门徒们领圣餐的时候，门徒们觉得自己非常勇敢。
主耶稣说：「我要被击打，你们都要分散。」但是彼得却说：

「就算与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其他的门徒也是这样说。
我们不要把彼得特别的加强，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

当主耶稣真正被捉拿的时候 通通都逃跑了当主耶稣真正被捉拿的时候，通通都逃跑了。

因此借着这样的圣餐，再一次的圣灵引导和感动我们，
知道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救恩 直到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了神的救赎知道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救恩，一直到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了神的救赎，

经历了神赦免的光和爱，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

现在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一起和耶稣进入客西马尼园。
上帝愤怒的杯一、上帝愤怒的杯。

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许多危险的场面他都能够化险为夷许多危险的场面他都能够化险为夷，
许多让人不知所措的场合他都能够镇定自若，

但是在客西马尼园我们却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耶稣─但是在客西马尼园我们却看到 个完全不 样的耶稣
耶稣在那里所表现的是：

挣扎、痛苦、惊恐、难过，心里忧伤甚至几乎要死…。

是什么样的事情会使上帝的独生爱子变成这样的软弱和无助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有一个祷告：

「神啊！求你将这杯除去！」若是可行，求你将这个杯挪去！
会使主耶稣惊恐，会使主耶稣忧伤难过的

是那个他将要承受的杯！这个杯是我们所不明白的是那个他将要承受的杯！这个杯是我们所不明白的。

太二十 雅各、约翰的母亲来求耶稣，
让她的两个孩子 个坐在耶稣左边 个住在耶稣右边让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坐在耶稣左边一个住在耶稣右边，

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他们很慷慨激昂的说：「我们能！」他们很慷慨激昂的说：「我们能！」

事实上，他们并不明白主耶稣所要喝的杯是什么样的杯─
主耶稣所要喝的杯是「上帝的愤怒之杯！ 」是在先知书里面不断地提到：

神对犯罪的以色列人所发的那个愤怒，这个杯表明
神对人的罪恶所发出的愤怒，是神公义的彰显，也是人所承担不起的。

其实我们对神的愤怒是愚昧无知的，所以我们就继续的偏行己路，
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对着即将要发脾气狠狠的修理他的父亲的那个愤怒

是无知的 我就碰过 个小朋友 他把父亲惹到已经去后面拿藤条了是无知的。我就碰过一个小朋友，他把父亲惹到已经去后面拿藤条了，
他却跟他爸爸说：「我们去吃麦当劳吧！」

其实这常常就是我们对上帝愤怒的无知其实这常常就是我们对上帝愤怒的无知。
我们无知，耶稣基督却清清楚楚的知道。

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
远远地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个肉身的痛苦远远地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个肉身的痛苦─

因着上帝的愤怒，使他与这位一直爱他的神隔离了！
那位从亘古到永恒都爱他的神，突然掩面不看他了！─那位从亘古到永恒都爱他的神，突然掩面不看他了！

其实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犯罪后的可怜光景！

圣经上说我们还没有接受救恩的时候，神的震怒常常在我们身上！圣经上说我们还没有接受救恩的时候，神的震怒常常在我们身上！
我们得不到上帝的保护。很多人会说：

「上帝不是慈爱的吗？上帝怎么会是一位生气甚至愤怒的上帝呢？」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也是一位会愤怒生气的神。

他会生气正是因为他爱我们，如果他不爱我们就不会生气。

两个小孩子考试的成绩出来，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好，
你会非常的生气，你爱他，栽培他，你知道他不够用功，所以他的成绩不好。
但如果是别人家的小孩 成绩不好你 点都不会生气但如果是别人家的小孩，成绩不好你一点都不会生气，

甚至会当作一个笑话来看。



在我们附近有一个邻居，我常常知道他儿子刚考完月考。妈妈拿到成绩单以后
就把那个儿子痛打 顿 面打 面骂说 「叫你用功你不用功！」就把那个儿子痛打一顿，一面打一面骂说：「叫你用功你不用功！」
那儿子一面哭一面喊说：「我知道啦，我下次一定用功！」每个月都这样。

我听到后来差点在楼上对她喊说：「好啦，不要打啦，我知道啦！」我听到后来差点在楼上对她喊说：「好啦，不要打啦，我知道啦！」
她为什么打他？她为什么生气？因为她爱他。

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是可以一起来互相效力的，不是对立的。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是可以 起来互相效力的，不是对立的。
上帝的公义不仅仅是由他的愤怒所发出，

也受他的慈爱和善良所影响。
正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慈爱善良的神，

所以他一定会对邪恶不好的事情感到愤怒，甚至会采取行动。
另外一方面，当一个人不了解上帝的愤怒的时候，你就不明白

你在神眼中的价值有何等的宝贵。我们如何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
有时候我们必须从「上帝的愤怒」的角度去了解有时候我们必须从「上帝的愤怒」的角度去了解。

上帝的愤怒有多强，他对我们的爱就有多深！

千万不要相信一位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上帝，
也不要相信 个从来不对你生气的上帝！也不要相信一个从来不对你生气的上帝！

因为他从来不关心你，他从来不爱你，他更不愿意为你的罪花上代价！
我们要相信的是一位爱我们 也为我们的罪生气的神我们要相信的是 位爱我们，也为我们的罪生气的神 。

当日主耶稣希望父神撒去的是神的愤怒之杯。
他祷告了，可是父神并没有答应他。他祷告了，可是父神并没有答应他。

我每次有祷告神不垂听的时候，我就思想：耶稣也有没有被垂听的祷告。
但是因着耶稣的祷告没有被垂听，或者说没有被正面的答复，

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蒙恩。
因着耶稣的警醒和顺服，使得上帝的救恩和旨意得以成全。

耶稣没有否认他的情绪，也没有逃离苦难，
反而因着对天父和对我们的爱，他进入了苦难，

信为我们承受了苦杯，使我们就算在苦难中，仍然可以信靠神。

二、苦杯转为福杯。
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将我们生命当中「罪的苦杯」交给耶稣基督作为 个基督徒就是将我们生命当中「罪的苦杯」交给耶稣基督，

不管这个罪的苦杯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或者是别人造成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饮而尽，却在我们生命洗净的杯里面，倾倒了他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饮而尽，却在我们生命洗净的杯里面，倾倒了他的

祝福平安和喜乐，并且把他自己给我们。弟兄姐妹，生命的洁净太重要！

如果我们的生命像一个杯子，但却是骯脏的、污秽的、充满了细菌的，杯子， 骯 ，
有人拿了一瓶最珍贵的葡萄酒，倒在这样污秽、骯脏、充满细菌的杯子里面，

你敢喝吗？你会说：真是浪费了这一瓶珍贵的葡萄酒！葡萄酒是珍贵的，
但是因为杯子是脏的，就浪费了这一个葡萄酒的价值。同样的，如果我们的生命
仍然是污秽的、败坏的，上帝没有办法倾倒他的祝福在我们身上，那是一种浪费，

那是 种污秽 上帝的恩典是宝贝的 可是当我们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了那是一种污秽，上帝的恩典是宝贝的！可是当我们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了，
把这个酒倒进去的时候，这个酒就显出了它的价值，成为我们的祝福和帮助。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要被耶稣的救恩所洗净？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要被耶稣的救恩所洗净？
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承受上帝丰盛恩典的器皿。

诗篇十六「上帝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上帝所给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神常常的指教我也警戒我上帝所给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神常常的指教我也警戒我，
我把神摆在我前面我就不动摇！神在我前面，不在我后面！

我们常常把耶稣摆后面，有事回头来找，没事勇往直前，结果头破血流。我们常常把耶稣摆后面，有事 头来找，没事勇往直前，结果头破血流。
记得要把神摆在你前面，他是引导你的神，他不是阻挡你的神，要对神有信心！

他领你到的是青草地溪水旁，他引导你的是一条生命的道路。
你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并且他永恒的生命来赐给你。

诗篇廿三 基督徒一生的经历：
当认定神的时候，生命中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知道，他会供应你不致缺乏。

基督徒有 个很大的权利 就是经历上帝的供应 但不是奢侈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权利，就是经历上帝的供应，但不是奢侈。
经历供应，缺乏当中经历供应那种喜悦是极大的！

那种生命当中过度的奢侈是肤浅的！神不仅供应你也引导你走义路那种生命当中过度的奢侈是肤浅的！神不仅供应你也引导你走义路，
在你生命当中遇到幽谷和挫折的时候，他会安慰和保护你。



甚至当有仇敌攻击你的时候你可以得胜有余，
并且让你的福杯满溢并且让你的福杯满溢。

哇！生命的苦杯变成福杯，
而且是满出来，不是只有一点点！而且是满出来，不是只有 点点！

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相随，
而且在永恒中与主同在─上帝的恩惠慈爱。在永恒中 同在 恩 慈爱。
诗篇六三「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为宝贵！」

来四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可以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上帝的救恩，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相随，是基督徒生命的标记，
这样的标记不是因为我们的作为功德或者是卓越而得到的，
乃是上帝白白的恩典！

让我们所到之处来见证上帝的恩惠和慈爱让我们所到之处来见证上帝的恩惠和慈爱。

三、举起救恩的杯。
「感恩」是一个蒙恩的人应该要有的表现「感恩」是 个蒙恩的人应该要有的表现，

主耶稣将我们生命的苦杯转为满溢的福杯，我们要怎样来报答上帝的恩典呢？
诗篇116「我拿什么来报答上帝给我的一切厚恩呢？」他说：诗篇 「我拿什么来报答上帝给我的 切厚恩呢？」他说：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宣扬上帝的作为。」我要把我所得到的救恩的杯举起来！
因着这样救恩的杯，我成为一个福杯满溢的人，我要向我周围的人宣告：

这个福杯不仅是为我预备的，也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上帝的救恩实在太美好！

主耶稣有一次医治了一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被医治以后他要求跟耶稣同在，
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唱诗祷告都好，我们说：我们就留在这里。
主耶稣说：不可以，不可以，你回到你自己的城里去，

将上帝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传说给你城里面的人听将上帝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传说给你城里面的人听。
这个人就很顺服，他就满城去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当我们经历救恩的时候 耶稣不要我们只坐在这里当我们经历救恩的时候，耶稣不要我们只坐在这里，
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来宣扬上帝的作为。

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会担心说：「牧师啊，我不太会讲。」
没有关系 你可以学习腓利一样邀请拿但业来看 腓利讲不过没有关系，你可以学习腓利一样邀请拿但业来看，腓利讲不过
拿但业，但是他说：「你来看！」一看，拿但业就不一样了。

我们有信心把人带到教会，这个人就会不一样。也许你会说：「牧师啊，我们有信心把人带到教会，这个人就会不 样。也许你会说：「牧师啊，
我不像那个人口才那么好，他那么会讲。」我愿意讲几个例子，

这些人要不是不会讲，就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带了一堆人信主…

约四一个婚姻失败的女子，当她遇见耶稣以后，她去撒玛利亚城里面向人传讲，
她告诉所有的人说：「这位弥赛亚，他了解我，他知道我。」

哇！撒玛利亚城的人好多都信主了！

拿三先知约拿领受了一个使命，因为尼尼微大城败坏极了，
要去宣告审判的信息。尼尼微大城要走3天才走得完，但是约拿走了一天而已，

所有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了！尼尼微城有多少人？圣经上说，
不能分辨左右手比幼稚班还小的人就有12万 全城保守估计不能分辨左右手比幼稚班还小的人就有12万，全城保守估计

也有５、６0万人，透过一位不甘愿的先知一天之内全部悔改。

使徒彼得更莫名其妙，要他去哥尼流家传福音，找一堆借口不去，
后来勉强去了 还说：「你们叫我来干嘛？」后来勉强去了，还说：「你们叫我来干嘛？」

更妙的是，他道还没讲完那些人都悔改了！
保罗很会讲道，但是他最喜欢的就是做他得救的见证─保罗很会讲道，但是他最喜欢的就是做他得救的见证

我过去逼迫教会，然而如今上帝怜悯我─神会悦纳我们在蒙恩以后的摆上。
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是神的心意，也是圣灵的工作，

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领受领人归主的喜乐和祝福。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思想圣餐跟客西马尼园。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在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要学习主耶稣那样的等候，警醒祷告、顺服主的旨意。

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有任何有需要的人，不管他们在哪里，
那里就是他们的客西马尼 你愿意去陪伴他们吗 你愿意跟他 起祷告吗那里就是他们的客西马尼，你愿意去陪伴他们吗？你愿意跟他一起祷告吗？

对于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我再一次和你们分享：
当你接受救恩的时候 乃是将上帝的愤怒之杯转为福杯当你接受救恩的时候，乃是将上帝的愤怒之杯转为福杯。

快快的接受主，让你的生命从逆境当中转回，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圣餐的意义，
思想你在客西马尼园的挣扎思想你在客西马尼园的挣扎，

思想上帝的愤怒，也思想上帝的爱。
愿你亲自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
让我们趁着你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你，

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你；
也举起救恩的杯，宣扬你的作为，也举起救恩的杯，宣扬你的作为，

使你心满意足。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