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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3_生活在一起（第四周）-  擘饼 

2019年 2月 3日 
 

读经 - 《使徒行传》二 42-47 

42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43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44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45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

饭， 

47 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注意第一句： 

42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使徒行传二 42） 

 

记得“恒心”这个词的希腊文单词 - προσκαρτερέω (proskartereō) 

忠心，紧握，不断坚持在一个地方，坚持不昏倒/淡漠，持续不断的等候，持续

不断的预备好··· 

忠心地擘饼 

抓紧擘饼这件事 

坚持地擘饼 

坚持不淡漠地擘饼 

持续不断地擘饼 

 

我们可以看到那幅画面了吗？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成千上万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在一起擘饼···在彼此的家里一

起吃饭。这就是教会当初的样子！款待和聚餐的最佳表达！ 

我的目标就是在我讲道的整个时间，你不是一直在那儿惦记着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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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饼 

这是真正的款待···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人们吃在一起，享受彼此的陪伴。

他们生活在一起（这场景本身就是一整篇讲章！我们今天不讲这个） 

这是最慷慨的款待 - 奴隶，女人，和穷人可以同桌吃饭。那个桌子不是仅供富

有的男人使用···教会在此是反主流文化的！这个地方接纳任何人。（这场景本

身就是一整篇讲章！我们今天不讲这个） 

这是一副仆人式的爱的画面 - 耶稣在这里给门徒洗脚！（这场景本身就是一整

篇讲章！我们今天不讲这个） 

耶稣是生命的粮/饼 - 这是一幅唯有在祂里面才可以找到生命的养料的画面！

（这场景本身就是一整篇讲章！我们今天不讲这个）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关乎基督徒群体的主题系列延伸到 20 个星期？？？ 

 

今天的重点：这顿饭的中心是擘饼···在这顿饭的核心乃是提醒我们不忘十字

架。这是我今天想要交通的重点。 

 

古时的一顿饭 

大约 3500 年前，有一群百姓，他们是奴隶身份。 

他们被压迫了几百年。 

一个无情的独裁者/暴君/君王压迫这些百姓。 

上帝要给他们自由···解释 - 出埃及记 

然后上帝就让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千千万万种事物中，竟然是一顿饭） 

这顿饭后来每年都要吃一次，为了纪念他们曾经为奴，是慈爱的上帝把他们拯

救出来。 

这顿饭就代表从为奴的身份得自由。 

 

《出埃及记》十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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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记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

地方领出来。” 

 

吃这顿饭，并且记念上帝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为奴的身份领出来。 

这顿饭就叫做“逾越节晚餐” 

这与早期教会擘饼有什么关系？每个细节都有关系！！！ 

耶稣死的那天晚上···耶稣和祂的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然后就发生了这些

事： 

 

《马太福音》廿六 26-28 

26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

吃，这是我的身体； 

27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 

28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耶稣在此重新定义逾越节晚餐的意义！在 1500 年后，逾越节晚餐从现在开始

将完全关乎祂自己！ 

想象一下 - 重新定义感恩节晚餐！？！ 

“在北美，感恩节晚餐曾经完全是关乎为丰收而感恩···现在你们将开始向我感

恩。” 

对于早期教会来说 - 就好像逾越节晚餐一遍，一遍，又一遍。 

饼 = 主的身体 

杯 = 主的血 

 

《马太福音》廿六 28 

28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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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恒心擘饼” 

在那顿饭的中心，乃是十字架··· 

在那顿饭的中心，乃是对于罪得赦免的永远的提醒··· 

你没法忘记这个经历 - 你在吃饼，喝杯···这是一个身临其境的体验。 

 

《马太福音》六 14-15 

14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15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这是耶稣所说的严厉的教训。 

（虽然我想把它的含义解释得柔和一些，不那么刺耳···但是最好还是让我们进

入神的话里来看看究竟吧） 

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这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获得福音的证据。 

福音 - 我们各种各样的罪都已经被洗清洁！！！！我们已经被赦免了！！！我

们的心应该被以赦免为根基来重塑！ 

将赦免扣压截流···这本身就是我们没有得到福音的证据。 

 

主的祷告 

 

《马太福音》六 12 

12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让我们聊聊赦免吧··· 

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 

• 我为什么要赦免？ 

• 如果万一我再被伤害了怎么办？ 

• 他们又没向我请求赦免···那么这赦免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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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认为赦免是个可爱的想法，直到有一天他需要赦免什么事情” 

- C.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纯粹的基督教) 

 

拉麦 - 那个喊出了不赦免口号的男孩儿！77 倍奉还。 

 

《创世记》四 23-24 

23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

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杀壮士却伤

自己，我害幼童却损本身。） 

24 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我必报复七十七倍。 

 

耶稣谈到赦免 

 

《马太福音》十八 21-22 

21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麽？ 

22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犹太教流行的教导是你需要赦免别人三次。那就够了。 

所以彼得是真的真的很属灵。赦免人家七次！天哪！ 

22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地四百九十一次的时候，彼得可以以牙还牙。耶稣在推翻拉

麦的法则。祂在表明一个立场，那就是有两种方式来面对伤害：复仇和赦免。

前一条路引向死亡，后一条路引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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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Ortberg 说在你了解他们之前，每个人都是正常人 

 

祂把拉麦的复仇循环彻底颠覆。 

一个耶稣的门徒就是一个能赦免的人，因为耶稣就是个赦免者。 

听一听 2000 年前，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刻所说的话··· 

 

《路加福音》廿三 33-34 

33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

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34 当下耶稣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

分他的衣服。 

 

“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当罗马兵丁将钉子钉入祂身体的时候···祂这样为他们祷告： 

“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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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是同一时期的画家，他们曾非常不喜欢彼此，并公开诋毁

对方。当达芬奇画这个著名的油画最后的晚餐时，自左至右一路画过去，第四

个人是卖主的犹大，当画到犹大的脸时，他有了一个恶毒的主意，把犹大脸画

成米开朗基罗的脸，让他的敌人以卖主犹大的身份流传万世，谁知当他继续画

到画面的中间耶稣的时候，因为耶稣是整幅画的几何，数学，视觉中心，达芬

奇日思夜想，如何把耶稣的恩典，慈爱，怜悯，等等一切美德在祂的脸上表现

出来，但是他就是找不到给耶稣画脸的灵感，一天忽然有个声音“除非你能换

掉犹大的脸，否则你就无法看到耶稣的脸”。达芬奇被征服了。他想到耶稣在

十字架上祈求天父赦免那些钉祂的人，并想到自己是如何的因一点点的侮辱而

生气的。于是，他擦掉了米开朗基罗的脸，并画上了我们今日所看到的犹大的

形像。只有在达芬奇放下他对米开朗基罗的苦毒，并除掉心中的怒气时，他才

能清楚地画出基督的形像。 

 

耶稣的门徒们可以相信耶稣会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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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会是我们变成像祂一样能够赦免的人。 

你相信吗？ 

我们需要生活在一起来做到这一点！ 

只有当我与我的兄弟姐妹同行的时候，我才能学习如何赦免。 

 

现在，来看一看一些关于赦免值得注意的事情： 

 

第一，赦免与和解不是一回事。 

被虐待的妻子需要回去和施虐者一起生活吗？不 

被霸凌的女孩儿需要回去和霸凌者做朋友吗？不 

除非出现神迹···但是，99.99%的情况下···不 

 

第一步 - 赦免是在我里面发生的。（无论对方是否请求赦免，或是否值得被赦

免） 

Lewis Smedes 在《赦免的艺术》一书中这样说道： “赦免不要求我们与打破

我们信任的那个人重归于好” 

令人惊叹的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那些伤害他们的人已经不健在了···你依然

可以赦免 

 

第二步 - （可能）与对方和好。（我们当前很好，但是为了有个更好的生活） 

 

第三步 - （可能）与对方完全修复。（我们过去的关系修复了！信任重建

了。） 

Lewis Smedes 在《赦免的艺术》一书中这样说道： “当我们赦免的时候，我

们正在大步与神同行。” 

 

第二，我们赦免是为了我们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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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问 - 如果对方永远都不请求赦免呢？ 

无论如何，我们是被呼召来赦免的···并且信任上帝应许这将使我们得自由。 

Frederick Buechner 在《妄想》一书中这样说道：在七种致命的罪中，愤怒可

能是最有趣的。舔舐伤口，让嘴唇拍打在很久以前的委屈上，让舌头碾过对痛

苦对抗再次发生的展望，品尝你被给予的痛苦，以及你报复回去的最后一点滋

味儿 - 在很多方面，这是一场适合一位君王的宴席。 

首要的缺点就是你正在狼吞虎咽的是你自己。宴席上那个骷髅就是你自己。 

 

愤怒会生长···喜乐会逃跑···苦毒会滋生···信任会消失··· 

我们会变成一个小的人。 

我们喝了这个毒药，等待那个会把伤害致死的人。 

Lewis Smedes 在《赦免的艺术》一书中这样说道： “在我们赦免前等候对方

先悔改，等于把我们的未来交给那个曾经错误对待我们的人” 

 

第三，赦免将我们模成耶稣的形象。 

就像耶稣 - 我放弃那个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权利。 

梦想 - 成为一个警察。你抓住一个超速的人。等你来到车窗边的时候，竟然是

他们···那个曾经伤害你的人。 

• 回到警车里，花 30 分钟玩儿玩儿数独那样的手机游戏，让他们冒冒汗。 

• 你找到你可以开出的最大罚款金额。 

• 你让他们自己走走直线，并做酒精测试。 

我从我那些关于你会出交通事故，或者得癌症，或者丢掉工作，或者罪恶被发

现的梦中醒来。那些都是诱人的白日梦··· 

像耶稣那样 - 我可以为他们祷告！ 

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听听 Bonhoeffer 是如何谈到为你的敌人祷告的··· 



 10 

“这是一个最高的命令。以祷告为媒介，我们走向我们的敌人，站在他旁边，

替他向上帝祈求” 

 

John Stott 说 “在没有爱一个人的情况下，要想为他祷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

没有发现我们对他的爱在不断生长和成熟的情况下，想要持续为他祷告也是不

可能的” 

 

生活在一起： 

1. 我们赦免在餐桌上一起享受宴席的彼此。 

2. 我们的领袖要能够道歉。（谦卑的领袖！） 

3. 我们请求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来赦免其他人。（不是说闲话和流言蜚

语） 

 

我的生活：我可以诚实吗？我有太多需要学习的··· 

在成为一个牧师之前，我的生活中没有这么多的冲突。 

在成为一个牧师之前，人们也不恨我。 

所以，我不觉得我的记录很令人感觉很棒··· 

一年前，我提到过 - 为我的仇敌祷告！对我来讲，超级有帮助。 

 

生活小组：一起吃顿饭，包括主的晚餐（擘饼）在内，一边一起吃饭，一边分

享经文和上帝信实的见证（这里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框架）。确保有很多的美

食！ 

 

结论 - 我们都是为奴的··· 

我们是愤怒的奴隶，是苦毒的奴隶，是旧人心中那个不赦免的奴隶 

所以我们必须擘饼。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赦免，我们必须纪念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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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十三 3 

“你们要记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

地方领出来” 

 

吃这个晚餐，并且纪念上帝如何用大能的手把你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 

 

祷告/回应 

在安静时刻···我来问一问： 

• 花一点时间，问一下自己：我需要赦免什么吗？（在自己的生活小组，门徒

小组，家庭，工作场合，等等···） 

• 花点时间和他们一起祷告 -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

得。” 

• 现在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祝福 

《歌罗西书》三 13 

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

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