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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置於首位。我們要追求祂所要

的，而不是追求自己要的、或是

世人教我們應該要的。」
3

我們領受聖餐時，也是在立

約要「一直記得」
4
耶穌基督。在

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前一晚，祂

將使徒們聚集到身旁，並制定了聖

餐。祂擘開麵包，祝福了，然後說：

「拿著吃；這是記得我的身體，為

了贖你們。」
5
接下來，祂拿起一

杯葡萄酒，祝謝了，遞給使徒們喝，

然後說：「這是記得我⋯⋯的血，

為凡是相信我名的人流的。」
6

耶穌基督不只在尼腓人中，

也在後期時代祂的復興教會中，

重申我們要領受聖餐來記得祂。
7

我們領受聖餐時，就是在向

神作證，我們會一直記得祂的兒

子，而不是只在短暫的聖餐教儀

時間記得祂。這表示我們會不斷

仰賴救主的榜樣與教導，來指引

我們的思想、選擇和行為。
8

聖餐祈禱文也提醒我們必須

「遵守祂的誡命」。
9

耶穌說：「你們若愛我，就

必遵守我的命令。」
1 0
聖餐讓我

們有機會自省，並將我們的心思

意念轉向神。服從誡命會為我們

的生活帶來福音的力量、更大的

平安和靈性。

聖餐的時間讓我們得以獲得

真正的靈性經驗，讓我們深思救

主贖罪所帶來的救贖能力和使人

增添力量的大能。一名女青年的

領袖最近學到，我們致力於虔敬

領受聖餐時所能獲得的力量。她

訂立目標要專注於聖餐聖詩與祈

禱文的內容，以完成個人進步計

畫中的一項要求。

的更新。』」
1

要如何每週都能讓聖餐成為

「一個真正的靈性經驗，一次神

聖的聖餐儀式，一次靈魂的更新」

呢 ?
我們若聆聽聖餐祈禱文並承

諾遵守聖約，聖餐就會成為一個

鞏固靈性的經驗。若要這麼做，

我們必須願意承受耶穌基督的名。
2

亨利‧艾寧會長在談到這項應許

時教導：「這是指我們必須把自

己當作祂的子民，並在生活裡將

雪柔‧艾斯普林
總會初級會會長團第二諮理

有
一次，一群女青年問我：

「有什麼事情，是你希望

在我們這個年紀時就已經

知道的 ?」如果要我現在再回答一
次，我會列入這個想法：「我希

望在你們這個年紀時，就能更加

了解聖餐的重要性。我希望自己

對聖餐的理解，就如同傑佛瑞‧

賀倫長老的描述一般。他說：『聖

餐教儀所附帶的邀請之一，就是

讓聖餐成為一個真正的靈性經驗，

一次神聖的聖餐儀式，一次靈魂

聖餐── 
更新我們的靈魂
聖靈能醫治並更新我們的靈魂。聖餐所應許的祝福， 
就是我們會「常有祂的靈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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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每週聖餐時進行自我評

估。她會回想自己所犯的過錯，

然後承諾下一週要變得更好。她

很感激能夠改正自己的行為，並

且變得潔淨。她回顧自己的經驗

說道：「我是針對贖罪要求我悔

改的部分去努力。」

某個星期天，她在做完自我

評估後，開始感到憂傷和悲觀。

她發現自己每個禮拜都在犯相同

的錯誤。但接下來，她清楚地感

覺到自己忽略了贖罪中很重要的

部分，也就是基督使人增添力量

的大能。她一直都忘了是救主幫

助了她，讓她能獲得超越自身的

能力，去成為她想要成為的人，

以及去為人服務。

明白了這一點後，她再次反

省上個禮拜的行為。她說：「我

發現祂已賜給了我許多機會和能

力，這讓我感到很快樂，我的憂

鬱一掃而空。我心懷感激地發現，

自己擁有敏於察覺孩子的需求的

能力。我發現即使自己覺得已經

忙得不可開交，還是有時間透過

談話來鼓舞朋友的心靈。我在平

常會顯得沒耐心的情況下展現出

耐心。」

最後她說：「我對神表達感

激，感謝救主在我的生活中賜予

我加增的力量，我對自己的悔改

過程更加樂觀，並且以嶄新的希

望來迎接下個星期。」

密文‧培勒長老教導聖餐如

何能成為醫治及潔淨我們的一項

經驗。他說：

「從這個安息日到另一個安

息日，我們之中有誰沒有因言語、

思想或行為而使他的靈受到創傷 ?

我們做了感覺抱歉之事而渴望得

到寬恕⋯⋯。獲得寬恕的方法⋯⋯

乃是要悔改我們的罪，到我們曾

犯罪冒犯的人那裡，得到他們的

寬恕，然後再到聖餐桌前。如果

我們真誠悔改，並合乎適當條件，

我們就會得到寬恕，而我們的靈

魂也會得到治癒。⋯⋯」

密文‧培勒長老說：「我見

證，聖餐進行時伴隨著一股靈性，

能使靈魂從頭到腳感到溫暖；你

會感受到靈性創傷得到醫治，重

擔被減除。安慰及快樂會臨到配

稱且熱切渴望領受這靈性糧食的

靈魂。」
1 1

我們受傷的靈魂之所以能獲

得醫治及更新，不只是因為麵包

和水提醒我們記得救主所犧牲的

身體與血，也因為這些象徵物提

醒我們記得，祂永遠是我們「生

命的糧」
1 2
和「活水」。

1 3

耶穌為尼腓人主理聖餐後，

祂說：

「凡吃這麵包的，就是將我

的身體吃進他的靈魂；凡喝這葡

萄酒的，就是將我的血喝進他的

靈魂；他的靈魂永不饑渴，卻要

飽足。」

「群眾吃過喝過後，看啊，

他們都充滿了靈。」
1 4

基督用這些話來教導我們，

聖靈能醫治並更新我們的靈魂。

聖餐所應許的祝福，就是我們會

「常有祂的靈與〔我們〕同在」。
1 5

領受聖餐時，我有時會在腦

海中描繪一幅圖畫，內容是復活

的救主張開雙臂，就好像祂已準

備好要給我們祂慈愛的擁抱。我

很喜愛這幅圖畫。在主理聖餐的時

候，只要我想到這幅畫，我的靈魂

就獲得振奮，我彷彿可以聽到救

主說：「看啊，我慈悲的臂膀已伸

向你們，凡願意來的，我必接納

他；那些歸向我的人有福了。」
1 6

亞倫聖職持有人在準備、祝福

和傳遞聖餐時，就是在代表救主。

當一位聖職持有人伸出手臂，為我

們提供神聖象徵時，就彷彿是救主

親自伸出祂慈悲的臂膀，邀請我

們每個人來領受透過祂的贖罪犧

牲而來的珍貴慈愛恩賜，這些恩賜

包含悔改、寬恕、安慰和希望。
1 7

我們越是仔細思考聖餐的重

要性，它對我們而言就會變得更

加神聖和富有意義。以下是一位

96歲的老父親給他兒子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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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四個人正在履行主教給他

們的指派任務，要為這位癱子安

排一次家庭探訪。我幾乎可以想

像得到，其中一位是慈助會的姊

妹，一位是長老定額組的弟兄，

另一位是亞倫聖職男青年，最後

一位──雖是最後提到但卻同樣

重要──是一位全部時間傳教士。

在他們最近一次的支會議會裡，

大家討論過某些人的需求之後，

主教便發出「救援」的指派任務。

這四個人受到指派要去幫助這位

受癱瘓所苦的人，他們不能袖手

旁觀，等他自己到教堂去，而是

黃志康長老
七十員

我
們經常聽到多馬 ‧ 孟

蓀會長說：「主動去救

援」，
1
這使我想起新約

聖經裡的一則記載。這是一個絕

佳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成員和

傳教士如何透過支會議會同心合

一地主動救援。這個故事記載在

馬可福音第 2章第 1至 5節。我發
現耶穌用來教導我們某些教義或原

則的經驗，總是最具有啟發性。

這個故事裡的其中一位人物

是個癱瘓的人，一舉一動都要靠

他人幫忙。這個人只能等待援助。

在我們的時代，情況可能如

他兒子問說：「爸爸，你為什麼

要去教會 ?你看不到也聽不到，上
教會對你來說是件難事。你為什

麼要去教會 ?」父親回答說：「是
為了聖餐。我要去領受聖餐。」

願我們每個人來參加聖餐聚

會時，都已準備好要獲得「一個

真正的靈性經驗，一次神聖的聖

餐儀式，一次靈魂的更新。」
1 8

我知道天父和救主活著。我

很感激聖餐讓我們有機會去感受

祂們的愛，並領受聖靈。奉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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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救援
為了協助基督，我們必須合作無間、和諧共處。 
每個人、每個職位和每一項召喚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