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這是我的身體 

麥兆輝博士 

 

 耶穌在被出賣的一夜，舉行猶太人一年一次的逾越節晚宴。在這隆重的筵席

上，他將猶太人與耶和華立的舊約更新，取而代之是新約。昔日，猶太人以代罪

的「逾越節羔羊」贖己罪，又以無酵餅記念神帶領他們「出埃及」的經歷。今天，

耶穌以十字架上「流出的寶血」救贖人類，赦免世人的罪；又以自己的身體「掛

在十架上」，將分隔聖所和至聖所的帳幕裂開，讓猶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坦然進入

至聖所，與神直接交通。 

 

（一）實體「變質說」 

 二千年來，基督徒謹守耶穌的教訓，在聚會中舉行聖餐的儀節，但基督教會

各宗各派有不同的詮釋。根據羅馬天主教的教導，神甫主持彌撒，宣告「這是我

的身體」，舉起餅，敬拜它那一時刻，餅就變了耶穌的身體。同理，當神甫宣告

「這是我的血」，舉起杯，敬拜它那一時刻，杯中的葡萄酒就變了耶穌的血。正

因為如此，天主教的彌撒是一個獻祭的禮儀，神甫猶如舊約的祭司，將「祭物」

耶穌的「身體」和「血」獻給神。二十世紀德國天主教神學家和神甫奧特（Ott）

在《基本天主教教義》一書中寫道：「彌撒實實在在是一個獻祭。」「彌撒中的獻

祭與在十字架上的獻祭，目的都是一樣，主要是要榮耀神，其次是贖罪、感恩和

懇求。」1 

 因為神甫祝聖後，餅和酒的實體（substance）真的變了耶穌的身體和血，只

不過仍保留餅和酒的屬性（attributes）。故此，我們仍可以看見餅和酒的形態和

顏色，嚐到它的味道。1215年，教皇伊諾森六世（Innocent VI）發出諭告，稱此

聖餐神學詮釋為實體「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中世紀經院神學家亞奎那

（Aquinas）在這裡，引用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實體」和「屬性」哲學觀念，解釋

                                                 
1 韋恩‧格魯登，《聖經教義與實踐》卷三，200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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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的餅和酒如何轉變為主的身體和血。2針對宗教改革的浪潮，教皇保祿三世

召開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63），堅持聖禮有七個，而不是兩個。3聖餐

的詮釋是「變質說」，不是其他改革者所言的「同質說」、「記念說」或「同在說」。

二十世紀，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岡會議（Vatican Council II, 1962-65）再次作出同樣

的公布和確認，有意抑制當代羅馬天主教神學家有人倡議符號「跨越說」，共融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聖餐禮。4 

 

（二）本體「同質說」 

 宗教改革（Reformation）是神學家和歷史學家形容十六世紀，以馬丁路德、

慈運理和加爾文為核心的改革運動。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修會的修士，在德國的

威登堡大學教授神學和聖經。威登堡大學不是重點大學，但神學系的老師很想推

行改革。1517年 10日 31日，馬丁路德張貼著名的「九十五條」（95 Thesis），反

對天主教售賣贖罪券。天主教為了重建羅馬聖彼得大禮堂，需要很多金錢，故巧

立名目，出售贖罪券，籌募巨款。路德認為赦罪是人與神的事，乃神人關係重建

的問題，與教皇和金錢無關。1521年，在沃木斯帝國會議（Diet of Worms）中，

路德面對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的聽審，堅持立場，宣稱除非用聖經和理性證明

他錯了，他絕不認錯。結果，大會以「宣揚錯誤教義」宣判他有罪，逐出教會。

5但他獲德國選侯弗德里（Frederick the Elector）的保護，隱居在華特堡（Wartburg），

才免遭劫難。 

                                                 
2 亞里士多德認為一件物體的「實體」和「屬性」是可以分開的，各自獨立存在，可與另一件物

體的「實體」和「屬性」聯合在一起。所以，神甫祝聖後，耶穌的「身體」與餅的「屬性」結合，

成了「聖體」。 
3 天主教的七個聖禮如下：洗禮、聖餐禮、堅振禮、告解、聖品按立、婚禮和抹油禮。宗教改革

者，如馬丁路德、慈運理和加爾文，只接納頭兩個為聖禮，其他五個不是。 
4 荷蘭神學家史利比（Schillebeeckx）在比利時天主教盧汶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修讀哲學和神學，日後成為大學神學院教授。他以語言哲學之符號學解說聖餐，餅和酒是記號

（signifier），基督的身體和血是指涉（signified），故聖餐被稱為符號「跨越說」（tran-signification），

此說近於瑞士改革宗慈運理的記號說。他又以存在主義向度詮釋聖餐，人在聖禮中與神相遇，見

其書 Christ the Sacrament of the Encounter with God（1963），捨棄機械式恩典的施予。1982年，

他是第一個神學家獲頒以拉斯姆獎（Erasmus prize），表揚他對歐洲文化的偉大貢獻。 
5 當時所謂「逐出教會」（excommunicated）乃指失去個人人身安全的保護和保證，他可以被任何

人殺死，而殺死他的人是不需要負任何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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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年，路德返回威登堡，開展宗教改革，由學術的改革改為教會和社會的

改革。6他攻擊天主教為教會被擄到「巴比倫」的「大淫婦」，堅持聖禮只有兩個，

乃耶穌親自設立，有神的話語（Word）和外在記號（sign）作標記，如洗禮中的

「水」、聖餐中的「餅」和「酒」。7對路德言，實體「變質說」是荒謬的事，難以

理解。他主張本體「同質說」（con-substantiation），猶如鐵放在火中發紅，鐵仍

是鐵，火仍是火，但同為一。故此，聖餐中的「餅」有餅的「實體」和耶穌身體

的「本體」同在。然而，這「本體」（reality）再不是經院哲學的「實體」，路德

稱之為「真實臨在」（real presence）說。8 

 

 天主教 馬丁路德 

聖餐禮儀 

 

獻祭 

神甫主禮 

獻祭 

牧師主禮 

聖餐解讀 變質說： 

餅的實體 → 耶穌實體 

同質說： 

餅的實體 + 基督本體 

經文詮釋 字面解釋： 

我的身體 = 耶穌實體 

字面解釋： 

我的身體 = 基督本體 

背後預設 1 經院神學 

2 亞奎那神學 

3 亞里士多德哲學 

4 預設實體、屬性觀念 

1 教父神學 

2 奧古斯丁神學 

3 柏拉圖哲學 

4 預設本體、影像觀念 

 

 

                                                 
6 1518年三月，路德與同僚改革威登堡大學神學系的課程，要求學生研讀聖經和教父神學，尤其

是奥古斯丁的著作，將中世紀的經院神學著作盡量删掉，無需研讀。 
7 奥古斯丁曾經這樣說，聖餐就是「聖言加上麵包」。羅賓凱利編，《當代信仰手冊》，1990:350。 
8 馬丁路德是奧古斯丁修會的修士，他捨棄經院神學家亞奎那的思維模式，採取奧古斯丁教父神

學的模式。他嘗試用日常用語和生活例子，幫助信徒明白聖禮的含意和意義。奧古斯丁神學以柏

拉圖哲學作背景，柏拉圖認為「真實」（reality）是事物的本體，眼看的為事物的「影像」（image），

而亞奎那神學以亞里士多德哲學作預設，以「實體」和「屬性」為事物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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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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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靈「記念說」 

 1520年代早期，在瑞士的蘇黎世也有獨立、自發的宗教改革運動發生。其創

始人是慈運理（Zwingli），他在維也納和巴塞爾（Basel）接受大學教育。受基督

教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姆（Erasmus）的影响，他認為天主教會極需要改革。伊拉

斯姆翻譯希臘文新約聖經時，發現天主教拉丁文聖經在翻譯上，出現三個非常嚴

重的錯誤：（一）首先，將《以弗所書》5:31-32節的「奧秘」（mystery）譯為「聖

禮」（sacramentum），成了「婚禮」視作聖禮的有力證據。（二）其次 ，將《馬

太福音》4:17節的「悔改」（repent）譯為「補贖」（do penance），使「告解」成

為聖禮的充足理由。（三）最後，將《路加福音》1:28 節的「獲大恩的女子」譯

為「有大恩（gratia plena）的女子」，暗示馬利亞是賜恩的大寶庫，促使天主教

徒向馬利亞祈禱和求福的合理依據。 

 伊拉斯姆《基督精兵手冊》於 1503年出版，二十年間，重版印刷二十五次，

廣泛流傳，影响深遠。他認為基督教的未來活力落在信徒身上，不在聖職人員，

因他們主要是教導。第二，基督宗教將會着重個人內心的敬虔，教會的禮儀和教

制都是次要的。第三，信徒閱讀聖經，「回到本源」（ad fontes），回應基督的呼召，

才是教會復興的真正秘訣。1518年，教皇調派慈運理到蘇黎世，接任大教堂（Great 

Minister）的神職。他熱愛依原文聖經講道，遂宣講教改的思潮，批判建制教會的

神學、道德和聖禮觀，開始他的改教運動。當年，他被稱為蘇黎世的「人民牧師」

（people’s priest）。1522年，他與十位聖職人員上書主教，要求批准他們結婚，

因為聖經沒有禁止傳道人結婚。翌年，他發表《六十七條》，將一些基本的聖經

道理列舉出來，肯定聖經的權威高過教皇和教會傳統的權威。他因此否定贖罪券、

煉獄的存在、教皇無誤、彌撒是獻祭等事情。 

慈運理不是神學家，乃一個隨軍牧師，用簡單易明的說話解讀聖餐。當時的

他，因反對瑞士人當僱傭兵，而聲名大噪。1525年，慈運理取消彌撒，以簡單的

聖餐儀式取代，稱為愛筵（love feast）。他指出聖餐的基本意義是誓言（oath），

即誓願或盟誓：基督為人而死，人藉此表達向「基督的身體」教會效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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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主餐是一種「表明」（signifies），表明信徒的忠誠，彼此相愛，猶如軍人向軍旗

立願，表示對軍隊效忠，生死結連。9他主張基督不在「客體」（object）餅和酒

中，乃在「主體」（subject）信徒的心中。事實上，耶穌復活後，他坐在天上神的

右邊，不在地上。10慈運理使用德文「效忠的宣示」（pflichtzeichen）一字表達聖

餐的精神，意義是「人向教會表示其志願為基督的精兵，藉此向全教會，而不是

向自己，表述其信仰」。11 

1388年 4月 9日，瑞士聯合軍隊在拿弗斯（Nafels）打敗奥地利軍隊，這場

勝利通常代表瑞士聯邦（Swiss Confederation）成立的開始。每年四月，軍人都到

戰地朝聖，以作記念。瑞士國旗有白色十字架，軍人也佩載白色十字架，白色十

字架代表和象徵「效忠的宣示」。記念這一場歷史性勝利事件時，軍人無需要重

演該場的戰役。同樣的道理，在主的晚餐中，牧師無需要獻祭，因為聖餐是「記

念基督的受苦，而不是獻祭」。12牧師只是帶領信徒一同記念主所完成的救贖，並

作出合宜回應，立願忠於基督的身體，生命連結，彼此相愛。13 

聖餐中，此「效忠的宣示」被稱為心靈上的「記念說」（memorial），原因如

下：（一）首先，記念立此新約和頒下「彼此相愛」這條新命令的是救主耶穌基

督本人。（二）其次，信徒效忠的對象和焦點放在基督的身上，即教會，信徒要

如實彼此相愛。（三）最後，立願的主體必然放在個別信徒的身上，盡心盡力愛

神，並愛人如己，才能如實彼此相愛。此乃基督教人文主義的特色，以人為本，

詮釋信徒「守主的餐」（keep the Lord’s Supper）之基本含義和態度，不在解釋「餅

和酒」如何變了「主的身體和血」等形而上問題。 

                                                 
9 1519-1520 年，蘇黎世發生瘟疫，災情十分嚴峻。最少每四個病人，最多每兩個病人中，便有

一個人去世。就在當時，慈運理堅守牧職，留守蘇黎世，照顧患病肢體，不幸染病。生死未卜，

寫下〈瘟疫詩〉一首：「憑祢意行，因我無缺，我乃器皿，或修或毁。」他蒙主保守，大難不死。

1531年，他死於一場戰役之中，年 47歲。 
10 希 10:11-14。 
11 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1991:127。 
12 慈運理指出「這是我的身體」不能按字面解釋，乃喻意解釋。這好比一個人遠行，給妻子一個

戒指，叫她以戒指想念他，等他回來。同樣，耶穌立下聖餐，叫門徒如此記念他，等候他第二次

來。  
13 晚餐前，耶穌為門徒洗腳，乃生命結連之意。彼得起初拒絕，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

我無分了。」晚餐中，耶穌立下新約，要求門徒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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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屬靈「同在說」 

 慈運理是瑞士第一代改革者，加爾文是第二代改革者，他出生於 1509年法

國巴黎的東北部。他首先在巴黎大學受教育，大學以經院神學為主流。後來，他

轉往奧爾良大學（University of Orleans）修讀法律，此大學卻以人文主義為特色。

二十多歲，因一次的宗教經歷，加爾文決意投身於法國宗教改革運動。但在巴黎，

他遇到天主教的難阻和迫害，逃亡到歐洲宗教最自由的地方瑞士。受人文主義的

影響下，他看重平信徒的宗教教育，他寫書、講道和釋經，裝備信徒起來事奉主。

1536年，加爾文出版僅有六章的小書《基督教要義》。但在其後二十多年間，他

不斷修訂和擴充，1559 年最後版本成了四卷八十章的大書。14 同年，他開辦日

內瓦學院（Geneva Academy），培訓不少改革宗人才，輸出到荷蘭、蘇格蘭和美

國，成為改革宗的大本營。 

 對加爾文言，真教會有兩個標記，一是宣講上帝的話語，一是施行聖禮。他

對可見和不可見的教會作出重要的區分：（一）作為基督信仰的群體，教會是可

見的，包括了好基督徒和壞基督徒，即麥子和稗子。（二）作為蒙上帝揀選的子

民，教會是不可見的，基督再來時才分開麥子和稗子。加爾文指出聖餐同樣包括

可見和不可見的兩方面：（一）可見的記號：即餅和酒。（二）不可見的恩典：即

基督的同在。這同在不是肉身的同在，乃屬靈的同在（spiritual presence），透過

「餅」和「酒」顯示出來。他寫道： 

 

主餐的神聖奥秘包括兩方面：具體的物質記號，這些記號出現在我們眼前，

向我們呈現（為了我們有限的理解）不可見的事物；屬靈的真理，這真理

同時透過象徵符號來呈現及顯示出來。15 

 

信徒應該常持定以下的規則：信徒何時看到主所指定的象徵符號，他們都

                                                 
14 第一卷討論神創造的主權，第二卷討論基督的救贖工作，第三卷討論人得救的方法，第四卷討

論教會與社會的關係。 
15 麥格夫，《歷史神學》，200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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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思想並相信所表明的事物的真理確實臨在於此間。16 

 

 簡而言之，慈運理和加爾文同屬人文主義陣營，以聖經反對天主教和馬丁路

德的聖餐觀，因後者分別採用經院神學和教父神學，以希臘哲學「實體」進路

（substance approach）作預設、詮釋和解讀。無論如何，他們未曾真正「回到本

源」聖經去。至於慈運理和加爾文兩人，真的「回到本源」聖經去，只不過在經

文的詮釋上出現分歧。慈運理認為「這是我的身體」乃指教會，因基督是頭，教

會是身子，而加爾文認為指基督「屬靈臨在」，賜信徒恩福。17他們兩人皆用「主

體」進路（subjectivity approach）作詮釋，解讀聖餐的豐富含義。慈運理着意信

徒的「誓言」，效忠於基督的身體「教會」；加爾文以立此「盟約」（covenant）的

發起人耶穌為重，基督在聖餐中的「屬靈臨在」。 

 

 慈運理 加爾文 

聖餐儀式 誓言 

信徒向教會效忠 

盟約 

基督的屬靈臨在 

聖餐解讀 

 

記念說： 

耶穌為人而死，救贖我們 

同在說： 

基督屬靈臨在，賜恩信徒 

經文詮釋 

 

喻意解釋： 

我的身體 = 教會 

靈意解釋： 

我的身體 = 屬靈臨在 

背後預設 1 人文主義 

2 信徒與教會的關係 

3 教會為基督的身體 

4 預設基督是教會的頭 

1 人文主義 

2 教會與基督的關係 

3 基督為教會之元首 

4 預設教會是基督的身子 

                                                 
16 麥格夫，《歷史神學》，2002:245。 
17 余達心寫道：「聖餐中的餅和杯固然不是真的變了質，但那些餅和酒是屬靈的素質，是神用來

餵養我們的靈。因此，餅和酒帶著屬靈的動力，我們吃後、飲後，真的會領受屬靈的福氣。」余

達心，《基督教發展史新釋》，20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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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體「教會說」 

 1618年，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歐洲，發生衝突和戰爭，長達三十年之久。兩百

年間，路德宗和改革宗的神學討論，已進入經院神學的形態中。18在荷蘭，出現

加爾文主義的五大教條：（一）神無條件的揀選，（二）有限的救贖，（三）人性

完全敗壞，（四）神的恩典無可抗拒，（五）信徒在恩典中不會墮落。華人神學家

余達心語重心長言道：「十七、十八世記的『正統主義』在當時很多人的心目中

是一種了無生氣的神學思想，使本來親切而切實的信仰變成客觀、抽象的體系：

這體系在日後造成相當嚴重的後果。」19 

二十世紀，瑞士蘇黎世改革宗神學家卜仁納（Brunner）對教會聖餐觀提出一

針見血的見解，將宗教改革的四大主張作一評價。卜仁納被尊稱為「卓越的普世

神學家」（an ecumenical theologian par excellence），他讚許布伯（Buber）「我與

祢」和「我與它」關係神學的觀點，此神學模式被稱為神學上的哥百尼革命

（Copernican revolution）的典範。用布伯「我與它」和「我與祢」作分解，天主

教和路德宗屬前者「我與它」的模式，以神甫祝聖與餅和酒的變化為焦點。慈運

理（改革宗）和加爾文（長老會）屬後者「我與祢」的模式，以信徒與教會或基

督的關係為要。「我與祢」的「主體」神學模式是正確的，然而，所謂經院式「加

爾文主義」有必要修正，回歸到聖經的聖餐觀去。20卜仁納認為保羅聖餐觀「主

的身體」，乃指教會（Ekklesia）。21 

 按筆者所見，聖經的教會聖餐觀大概如下：（一）耶穌說「無論在那裡，有

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故此個人舉行的聖禮，算不

得聖餐禮。22（二）聖餐涉及多個信徒，這是一個集體式記念，表示效忠，遵守

                                                 
18 詳情，参余達心，《基督教發展史新釋》，2004:109-16。 
19 余達心，《基督教發展史新釋》，2004:113。 
20 加爾文的聖餐觀游走於馬丁路德和慈運理之間，路德認為耶穌的身體在餅中，慈運理認為不

在，而加爾文認為屬靈上在。當今，路德宗以聖禮「聯合說」（sacramental union）取代本體「同

質說」（con-substantiation）。 
21 Brunner,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Dogmatics Vol. III. 

1966:63。有關詳情，参同書，19-52頁。 
22 太 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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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誡命，信徒彼此相愛，見證上帝的愛。23（三）聖餐聚會涉及耶穌基督的臨

在，這不是指耶穌肉身的臨在，乃指基督的靈的臨在。（四）基督的靈就是上帝

的靈，也就是聖靈，因聖靈常與教會同在。24（五）聖靈賜基督教會不同的恩賜，

各宗各派教會互為肢體，同歸基督為一。25（六）在聖餐中，各宗派的牧師和信

徒都要放下個人的所有（having），以「稱義的罪人」本有之身（being）守主的

餐，見證同屬「主的身體」一個。26（七）因此，聖餐是一個神聖、莊重、感恩

的時刻，屬一個神秘、奧秘、玄妙的靈裡相交（koinonia pneumatos）合一的片刻。

27 作為聖餐的主禮者和参與者，要有聖經的教會聖餐觀和普世教會的意識，開放

主的晚餐（open communion），實踐彼此相愛之新命令。 

 有關普世教會的意識，参《以弗所書》4:1-6。在這裡，保羅用七個一，簡潔

表明基督信仰的上帝觀、教會觀和聖禮觀如下：（一）一主、一神、一靈指「主」

基督耶穌、父「神」上帝、聖「靈」三一神的上帝觀，信徒要作如此的認信。（二）

一信、一洗、一個身體指「信」而受「洗」的，加入教會，成為主的「身體」，而

主的身體，即教會，只有一個。（三）一餅、一望乃指聖餐禮，這「餅」就是主

的身體，信徒記念耶穌的捨己精神，忠於教會，彼此相愛，守主的餐，一直守到

主耶穌再來，基督再來就是信徒的盼「望」。那天，信徒身體改變，與空中的基

督相遇。當下，教會即天國，是既濟而未濟的（already but not yet）。 

                                                 
23 約 13:34-35，約壹 4:11-12。 
24 現今在地上作證的有三，就是聖靈、水（禮）與血（聖餐）。約壹 5:6-7。 
25 林前 12:1-31。 
26 個人的「所有」除了金錢財富，也包括個人地位、學識和神學知識。哥林多信徒因知識、財富

和社會地位分門別類，各人先吃自己的飯，使愛筵不是愛筵、聖餐不是聖餐，遭到主的懲治，患

病而死，参林前 11:17-34。事實上，這段聖經經文以 ABA「漢堡包」文學格式指出愛筵和聖餐互

為裡外的密切關係： 

 

A  愛筵：不按理吃     11:17-22 

B  聖餐：記念耶穌，捨己的愛  11:23-26 

B’  聖餐：不按理吃，遭主懲治  11:27-32 

A’ 愛筵：按理而吃     11:33-34 

 
27 若以德國神學家奧圖（Otto）對「神聖」（Holy）的話說，守此聖餐（Holy Communion）乃不

可思議、無法抗拒、充滿魁力（mysterium tremendum fascinas）的超凡歷史性契合事件，因聖父

上帝、聖子基督、聖靈和聖潔教會，即古往今來的聖徒，皆在其中，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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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二十世紀，南非長老會和印度的基督徒因膚色和種性社會階級問題，不能一

同守聖餐。當今西方歐美教會，仍然存在因宗派神學立場和聖餐的詮釋，不能共

享主的餅和酒，這都不是聖經保羅的教導。立此文，正記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作此文，更盼望改革教會要持守改革者（reformed pastors）的精神，不可知一不

知二，胡亂混合。28改革的教會要不停地修正、改革和歸回（ecclesia reformata 

semper reformanda, a Church reformed and ever willing to be reformed）29，不可固

步自封，刻舟求劍，忘記聖經的本源，跟隨人的意思，不跟隨基督的心意。30本

文的第三個目的就是嘗試「回到本源」，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以保羅的教會觀

和愛筵聖餐觀建構一個跨宗派、普世的、聖經為本、互為肢體的聖餐神學模式，

以供參考，共建神家。 

 

 

 

 

 

 

  

                                                 
28 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有人對「實體」（substance）和「主體」（subjectivity）神學模式屬兩個不

同的典範（paradigm），未曾深入辨識，故此以「屬靈同在」（spiritual presence）等同「真實臨在」

（real presence），混為一談。因此，筆者有必要作出仔細分解說明，以正視聽。否則的話，加爾

文的聖餐神學成了「我與它」的模式。 

簡而言之，心靈「記念說」與屬靈「同在說」的相似和互融，遠遠大過屬靈「同在說」與本

體「同質說」的相合和比附，因前兩者屬「主體」神學模式下的學說，而後兩者屬不同典範的兩

個學理。從事系統神學、歷史神學和聖餐神學者，不得不知，不要張冠李戴，混淆視聽。旁聽者

更要慎思明辨，不可囫圇吞棗，逃避己責。 
29 Brunner,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Dogmatics Vol. III. 

1966:84。 
30 守主餐時，究竟我們跟隨保羅對聖餐的詮釋，還是跟隨教皇伊諾森六世、馬丁路德或加爾文主

義者所言呢？二十世紀，無論在路德宗、改革宗、長老宗，甚至天主教，不少出色的神學家對聖

餐作了新詮釋，「回到本源」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作為跨宗派、合一中、本色化的中國教

會，若回到經院式神學「加爾文主義」裡，實在匪夷所思，背棄了中華基督教會成立時所立下的

目標和精神，更背棄了使徒保羅的聖經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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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祝謝了，就擘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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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