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祝福的神與神的祝福
讀經：結三四26～27上，創十二3，一28，民六23～27，詩一三三3，弗一3，加三14，林前十16上
結34:26
結34:27上
創12:3
創1:28

我必使他們與我山的四圍成爲福源，我也必叫雨按時落下；那必是賜福的雨。
田野的樹必結果，地也必有出產；他們必在自己的地安然居住。…
那爲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徧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
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民6:23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爲以色列人祝福，說，
民6: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民6: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民6:27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詩133: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爲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弗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的福分，祝
福了我們；
加3:14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着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
靈。
林前10:16上 我們所祝福的福杯，豈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麼？…

壹 主藉著牧養帶我們進入對祂祝福的享受，並使我們在賜福的雨下成爲福源—結
三四26～27上、29，亞十1：
結34:26
結34:27上
結34:29
亞10:1

一

我必使他們與我山的四圍成爲福源，我也必叫雨按時落下；那必是賜福的雨。
田野的樹必結果，地也必有出產；他們必在自己的地安然居住。…
我必給他們興起有名的植物；他們在那地不再爲饑荒所滅，也不再擔受列國的羞辱。
當春雨的時候，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祂必給人降下沛雨，使各人的田地生
長菜蔬。

首先，我們自己得享主的祝福；然後，主要使我們成爲別人的福源，叫別人也得供
應—結三四26。
結34:26

二

我必使他們與我山的四圍成爲福源，我也必叫雨按時落下；那必是賜福的雨。

神必叫賜福的雨按時落下—亞十1。
亞10:1

當春雨的時候，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祂必給人降下沛雨，使各人的田
地生長菜蔬。

貳 神是祝福的神—創一22、28，詩一一五13：
創1:22
創1:28
詩115:13

一

神就賜福給這一切，說，要繁衍增多，充滿海中的水；禽鳥也要增多在地上。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徧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理海裏
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凡敬畏耶和華的，無論大小，祂必賜福給他們。

神造人時，定意要人享受神作人的福分；但因著亞當的墮落，人失去神作他的福分和
享受—創一28，三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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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徧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理
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出自之土。
於是把那人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
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創3:23
創3:24

二

在創世記十二章三節，神應許給亞伯拉罕的福包括神創造的福和救贖的福，包含神要
給人的一切，就是神自己和祂在今世並來世所有的一切：
創12:3

那爲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
得福。

1 神對亞伯拉罕傳福音時，應許要將祂自己作爲福分賜給蒙召之人—加三8、14。
加3:8
加3:14

並且聖經旣豫先看明，神要本於信稱外邦人爲義，就豫先傳福音給亞伯拉罕，
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着信，可以接受
所應許的那靈。

2 按照創世記二十二章十八節，這福要藉著亞伯拉罕的後裔，就是基督，臨到萬國—
太一1，加三16：
創22:18
太1:1
加3:16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爲你聽從了我的話。
耶穌基督，大衞的子孫，亞伯拉罕子孫的家譜：
應許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後裔說的。並不是說，和眾後裔，像是指着許多人，
乃是說，『和你那後裔，』指着一個人，就是基督。

a 神賜福給亞伯拉罕，至終產生基督這獨一的後裔，地上萬國都要因祂得福—徒三
25～26，加三16。
徒3:25
徒3:26
加3:16

你們是申言者的子孫，也是神與你們祖宗所立之約的子孫，神在那約中，
曾對亞伯拉罕說，地上萬族，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
神旣興起祂的僕人，就先差祂到你們這裏來，祝福你們，叫你們各人回
轉，離開邪惡。
應許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後裔說的。並不是說，和眾後裔，像是指着許多
人，乃是說，『和你那後裔，』指着一個人，就是基督。

b 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乃是團體基督的肢體，都包含在這後裔之內，成爲承受神應
許之福的後嗣—林前十二12，加三7、29。
林前12:12
加3:7
加3:29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
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爲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你們旣屬於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着應許爲後嗣了。

叁 我們要寶貝神的祝福—申二八2～8，詩八四4～5，弗一3：
申28:2
申28:3
申28:4
申28:5
申28:6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以下這一切的福必臨到你，趕上你：
你在城裏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地所產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犢、羊羔，都必蒙福。
你的筐子和你的摶麵盆，都必蒙福。
你入也蒙福，出也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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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28:7

仇敵起來攻擊你，耶和華必使他們在你面前被擊敗；他們從一條路出來攻擊你，必在
你面前從七條路逃跑。
在你倉房裏，並你手所辦的一切事上，耶和華必使所命定的福臨到你；耶和華你神也
要在所給你的地上，賜福與你。
住在你殿中的，便爲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細拉〕
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爲有福。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的福
分，祝福了我們；

申28:8
詩84:4
詩84:5
弗1:3

一

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乃是蒙福的生活；基督徒正常的工作乃是蒙福的工作—民六23～
27，太五3～11，二四46，約二十29，加三14，林後九6，羅十五29。
民6:23
民6:24
民6:25
民6:26
民6:27
太5:3
太5:4
太5:5
太5:6
太5:7
太5:8
太5:9
太5:10
太5:11
太24:46
約20:29
加3:14
林後9:6
羅15:29

二

總有一天我們要領悟，在我們的工作中，在我們的基督徒生活中，並在我們的召會生
活中，一切都在於神的祝福—弗一3。
弗1:3

三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爲以色列人祝福，說，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爲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承受地土。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飽足。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蒙憐憫。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看見神。
製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稱爲神的兒子。
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爲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人若因我的緣故，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
了。
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奴僕就有福了。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着信，可以接受所
應許的那靈。
還有，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
我也曉得，我去的時候，必帶着基督之福的豐滿而去。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
的福分，祝福了我們；

在服事主的事上，我們該信神的祝福，並寶貝神的祝福—羅十五29：
羅15:29

我也曉得，我去的時候，必帶着基督之福的豐滿而去。

1 我們過召會生活並實行召會生活時，需要學習不攔阻神的祝福—徒一14，二46，四
24，五12。
徒1:14
徒2:46

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堅
定持續的禱告。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在殿裏，並且挨家挨戶擘餅，存着歡躍單純的
心用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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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4:24
徒5:12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神說，主宰阿，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
物的。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他們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羅門廊下，

2 我們要投靠神的祝福，也要除去攔阻神的祝福的障礙。
四

我們需要寶貝並專注於新約的福分：重生（約三3、6，彼前一3）、神聖的生命（約壹
五11～12）和神聖的性情（彼後一4）、內住的靈（羅八9、16）、變化（林後三
18）、與主成爲一靈（林前六17）、像神（約壹三2）以及進入神的榮耀（彼前五
10）。
約3:3
約3:6
彼前1:3
約壹5:11
約壹5:12
彼後1:4
羅8:9
羅8:16
林後3:18
林前6:17
約壹3:2
彼前5:10

五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
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活的盼望，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這生命也是在祂兒子裏面。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旣逃離世上從情
慾來的敗壞，就藉着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但神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你們就不在肉體裏，乃在靈裏了；然而人若沒有基督
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
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爲一靈。
親愛的，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曉得祂若顯現，我
們必要像祂；因爲我們必要看見祂，正如祂所是的。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穌裏召你們進入祂永遠榮耀的，等你們暫
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

我們可以像保羅一樣，經歷『基督之福的豐滿』—羅十五29。
羅15:29

我也曉得，我去的時候，必帶着基督之福的豐滿而去。

肆 在創世記一章二十八節，神賜福給人，使人繁衍增多，徧滿地面，並且制伏這
地：
創1:28

一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徧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理海裏
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在神得著一個人彰顯祂、代表祂之前，神無法傾倒出祂豐滿的福—26～27節。
創1:26
創1:27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創造他；創造他們有男有女。

二

神創造人以後，祂在地上能看見一種有生命之物，有祂的形像並有祂的管治權，神就
立刻把祂豐滿的福賜給人。

三

接受神的祝福的資格，乃是形像和管治權—26、28節。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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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28

四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徧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理
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因著祭司的職任是爲著神的形像，君王的職分是爲著神的管治權，所以，神的福總是
隨著祭司職任和君王職分—十四17～19。
創14:17
創14:18
創14:19

亞伯蘭擊敗基大老瑪和與他同盟的王回來的時候，所多瑪王出來，在沙微谷迎接
他；沙微谷就是王谷。
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着餅和酒出來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爲亞伯蘭祝福，說，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蘭；

伍 在民數記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七節耶和華對祂子民的三重祝福裏，啓示了神聖的
三一：
民6:23
民6:24
民6:25
民6:26
民6:27

一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爲以色列人祝福，說，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民數記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七節的祝福，就像林後十三章十四節的祝福，乃是三一神永
遠的福分：
民6:23
民6:24
民6:25
民6:26
民6:27
林後13:14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爲以色列人祝福，說，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1 這永遠的福分，就是三一神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作我們
的享受。
2 全宇宙中惟一的福分就是三一神，而這福分臨到我們，乃是藉著這位神聖者在祂神
聖的三一（父、子、聖靈）裏，分賜到我們裏面—弗一3～14。
弗1:3
弗1:4
弗1:5
弗1:6
弗1:7
弗1:8
弗1:9
弗1:10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
靈的福分，祝福了我們；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裏，在祂面前，成
爲聖別、沒有瑕疵；
按着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着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
己，
使祂恩典的榮耀得着稱讚，這恩典是祂在那蒙愛者裏面所恩賜我們的；
我們在這蒙愛者裏面，藉着祂的血，照着神恩典的豐富，得蒙救贖，就是過犯
得以赦免，
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達，使其向我們洋溢的，
照着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裏面豫先定下
的，
爲着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
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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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1:11
弗1:12
弗1:13
弗1:14

二

我們旣在祂裏面，照着那位按祂意願所決議的，行作萬事者的定旨，蒙了豫
定，也就在祂裏面成了所選定的基業，
以致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使祂的榮耀得着稱讚；
你們旣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在祂裏面信了，就在祂裏
面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爲印記；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質，爲使神所買的產業得贖，使祂的榮耀得着稱讚。

在民數記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節，我們有三一神的祝福：
民6:24
民6:25
民6:26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1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可視爲與父有關—24節。
民6: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2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可視爲與子有關—25節。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3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可視爲與聖靈有關—26節。
民6: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4 父賜福給我們，子光照我們，聖靈向我們仰臉；結果，我們就蒙保守，得恩典，也
享平安。

陸 詩篇一百三十三篇啓示，生命的福內在的與神子民的一有關；我們要帶下神的
祝福，就必須有一的實行：
詩133:1
詩133:2
詩133:3

一

（大衞的上行之歌。）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這好比那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爲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
命。

詩篇一百三十三篇三節的生命指神永遠的生命（約三16，弗四18），是神命定給那些
在召會生活裏，在一裏同住之人的福：
詩133:3
約3:16
弗4:18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爲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
生命。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
的生命。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裏的剛硬，與
神的生命隔絕了；

1 詩篇一百三十二篇豫表召會的生命，一百三十三篇豫表召會生活—最高的生活，弟
兄在一裏同住的生活。
詩132:1
詩132:2
詩132:3
詩132:4
詩132:5

（上行之歌。）耶和華阿，求你記念大衞，記念他所受的一切苦難。
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許願，說，
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牀榻；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皮打盹；
直等我爲耶和華尋得所在，爲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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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132:6
詩132:7
詩132:8
詩132:9
詩132:10
詩132:11
詩132:12
詩132:13
詩132:14
詩132:15
詩132:16
詩132:17
詩132:18
詩133:1
詩133:2
詩133:3

看哪，我們聽說約櫃在以法他，我們在雅珥的田野就尋見了。
我們要進祂的居所，在祂腳凳前下拜。
耶和華阿，求你興起，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你安息之所。
願你的祭司披上公義，願你的虔誠人歡呼。
求你因你僕人大衞的緣故，不厭棄你的受膏者。
耶和華向大衞憑真實起了誓，必不反覆，說，我要從你本身所生的，立一位坐
在你的寶座上。
你的眾子若守我的約，和我所教訓他們的法度，他們的子孫也必永遠坐在你的
寶座上。
因爲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
說，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裏，因爲是我所願意的。
我要豐厚的賜福與其中的糧，使其中的窮人飽得食物。
我要使其中的祭司披上救恩，其中的虔誠人大聲歡呼。
我要叫大衞的角在那裏長出；我爲我的受膏者豫備明燈。
我要使他的仇敵披上羞恥，但他的冠冕要在他頭上發光。
（大衞的上行之歌。）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這好比那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爲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
的生命。

2 這樣的生活使神進來，以施膏的靈、滋潤的恩典和永遠的生命祝福我們—2～3節。
詩133:2
詩133:3

二

如果我們要在神所命定的生命之福下，就必須在一的立場上—3節。
詩133:3

三

這好比那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爲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
的生命。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爲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
生命。

同心合意是開啓新約中一切福分的萬能鑰匙—羅十五5～6、29。
羅15:5
羅15:6
羅15:29

但願那賜忍耐與鼓勵的神，叫你們照着基督耶穌，彼此思念相同的事，
使你們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
我也曉得，我去的時候，必帶着基督之福的豐滿而去。

柒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
我們—弗一3：
弗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的福
分，祝福了我們；

一

父是神聖福分的源頭，那靈是神聖福分的性質和素質，子是神聖福分的範圍、元素和
憑藉。

二

神聖福分的性質和素質是本於靈的，但這福分的元素乃是基督自己；當我們說基督是
神福分的元素時，我們是說基督自己乃是神聖的福分。

三

基督，就是子自己，乃是福分；那靈是這福分的性質和素質；父是那賜與這福分的源
頭。

捌 加拉太三章十四節指明，那靈就是神爲著萬國所應許亞伯拉罕的福，也是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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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相信基督所接受的—2、5節：
加3:14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着信，可以接受所應許
的那靈。
我只願問你們這一件，你們接受了那靈，是本於行律法，還是本於聽信仰？
這樣，那豐富供應你們那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是本於行律法，還是本於聽信
仰？

加3:2
加3:5

一

在創世記十二章三節裏，神爲著地上的萬國應許賜給亞伯拉罕的福，已經成就了；這
福已經在基督裏，藉十字架的救贖臨到了萬國—加三13。
創12:3
加3:13

二

那爲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
得福。
基督旣爲我們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爲經上記着：『凡掛在
木頭上的，都是被咒詛的，』

在福音（8）裏，我們不僅接受了赦罪、洗淨和潔淨的福，更接受了那最大的福，就是
三一神，父、子、靈，作爲經過過程、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極其主觀的住在我們
裏面作我們的享受。
加3:8

並且聖經旣豫先看明，神要本於信稱外邦人爲義，就豫先傳福音給亞伯拉罕，
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玖 聖經用『杯』這個字指明福—詩二三5，林前十16上：
詩23:5
在我敵人面前，你爲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林前10:16上 我們所祝福的福杯，豈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麼？…

一

在基督的牧養之下，我們享受父作祝福的源頭時，我們的杯滿溢—詩二三5，弗一3。
詩23:5
弗1:3

二

在我敵人面前，你爲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
的福分，祝福了我們；

在林前十章十六節上半保羅說到『福杯』：
林前10:16上 我們所祝福的福杯，豈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麼？…

1 這杯乃是新約，包含新約一切豐富的福分（包括神自己）—太二六28：
太26:28

因爲這是我立約的血，爲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a 在這新約中，神賜給我們赦罪、生命、救恩，和一切屬靈、屬天、神聖的福分。
b 這新約是一個杯，賜給我們，成了我們的分—路二二20。
路22:20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這血是爲你們流
出來的。

c 主流了血，神立了約，而我們享受這杯；在這杯裏，神和一切屬神的都是我們的
分。
2 在主的桌子這裏，我們喝杯時，就接受神的祝福—這福就是神自己—詩二三5，太二
六27～29，林前十一25。
詩23:5
太26:27

在我敵人面前，你爲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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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6:28
太26:29
林前11:25

因爲這是我立約的血，爲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絕不喝這葡萄樹的產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
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
候，要如此行，爲的是記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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