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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概貌

作者：

• 以西结：神要加力量

• 既是先知又是祭司 （耶利米、撒迦利亚）

• 服事期：主前593-571年 （30岁到51岁）（1:2, 29:17）

写作目的：

神使用以西结以独特的方式宣告审判和盼望，以使被掳的百姓从盲目的乐

观中觉醒，认清守约的耶和华必按盟约审判耶路撒冷这现实，认罪悔改归

向神，盼望神国度的复兴所带来的新秩序与新敬拜。



以西结书概貌

以西结书的七个特点：

1. 六个异象

2. 十二个象征性的举动（审判的预兆）

3. 十二个比喻

4. 强调得神启示的时间顺序

5. 强调神的荣耀和神的属性

6. 强调圣灵的工作

7. 平衡有序的结构



平衡有序的结构
I. 对以色列审判的信息（1-24章）

A．以西结蒙召作先知（1-3章）
B．神藉以西结发出的审判信息（4-24章）
百姓拜偶像、背约；败坏的祭司；污秽的圣殿；虚假的敬拜；百姓被
掳；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

II.对列国审判的信息 （25-33章）
•   审判亚扪 （25:1-7）；审判摩押 （25:8-11）；审判以东
（25:12-14）
•   审判非利士 （25:15-17）；审判推罗 （26:1-28:19）；审判西
顿 （28:20-26）； 审判埃及（29-32章）

III.给以色列的安慰和盼望 （34-48章）
A．以西结再被任命为守望者 （33章）
B．神藉守望者发出的安慰与盼望 （34-48）
百姓敬拜神、顺服神；合神心意的祭司、荣耀的圣殿、真正的敬拜、
百姓归回；神的荣耀重回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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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对以色列审判的信息（1-24章）
A．以西结蒙召作先知（1-3章）
B．神藉以西结发出的审判信息（4-24章）

以色列拜偶像必遭神审判（4-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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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的异象

艰巨的使命

得胜的法宝

活出神荣耀的呼召——以西结书1-3章



厌恶偶像崇拜

渴慕神的荣耀

弃绝侥幸心理

抓住神的应许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 对以色列审判的信息（1-24章）
A．以西结蒙召作先知（1-3章）
B．神藉以西结发出的审判信息（4-24章）

以色列拜偶像必遭神审判（4-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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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堕落历史预言将临审判（20-24章）
• 数算以色列悖逆的信息（20章）
• 有关耶和华的刀的四篇信息 （21章）
• 三篇关于耶路撒冷污秽及审判的信息

（22章）
• 两个淫乱姊妹的比喻（23章）
• 生锈的锅的比喻 （24:1-14）
• 以西结妻子死亡的预兆 （24:15-27）

以色列盲目乐观的徒劳无益（12-19章）
• 两个关于审判的预兆 （ 12:1-20）
• 五篇关于审判确定无疑的信息
• （ 12:21-14:23）
• 三个关于神必审判以色列的比喻
• （ 15-17章）

① 无用的葡萄枝子的比喻 （15章）
② 弃婴变妓女的比喻（16章）
③ 老鹰和葡萄树的比喻 （17章）

• 关于个人责任的信息 （18章）
• 以色列王的挽歌 （19章）



何等奇妙恩典（16:1-14）

何等罪恶过犯（16:15-34）

何等公义审判（16:35-43）

何等罪恶过犯（16:44-52）

何等奇妙恩典（16:53-63）

不再忘恩负义——以西结书16章

弃婴变皇后（16:1-14）

皇后变妓女（16:15-34）

妓女被审判（16:35-43）

罪恶的深重（16:44-52）

悔改得复兴（16:53-63）



不再忘恩负义——以西结书16章

I.何等奇妙恩典（16:1-14，53-63）

1.认识我们的完全败坏

“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2 「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她那
些可憎的事，3 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
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4 论到你出世
的景况，在你初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
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5 谁的眼也
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怜恤你；但你初生的日子扔在田
野，是因你被厌恶。”（16:1-5）

“以西结描述了正常的生育习惯，例如用盐，水和油擦
拭新生儿，然后将婴儿用布条包裹七天，并重复这个过
程四十天。这被认为可以增强孩子的性格，促进新生儿
的整体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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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何等奇妙恩典（16:1-14，53-63）

1.认识我们的完全败坏
“5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51:5）

“1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2 那
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
的邪灵。3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
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弗2:1-3）

“12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
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弗2:12）
• 加尔文的TULIP（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

T: Total depravity （人的完全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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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何等奇妙恩典（16:1-14，53-63）

2.认识神拣选救赎之恩的奇妙——救活生命的恩典
“6 「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
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

2.认识神拣选救赎之恩的奇妙——养育生命的恩典
“7 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
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

2.认识神拣选救赎之恩的奇妙——收纳为妻的恩典
“8 「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
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
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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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何等奇妙恩典（16:1-14，53-63）

2.认识神拣选救赎之恩的奇妙——丰富供应生命的恩典
“9 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10

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
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11 又用妆饰打扮你，将镯
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12 我也将环子戴在你
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13 这
样，你就有金银的妆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
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
尊荣。14 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
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
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8:32）



不再忘恩负义——以西结书16章

I.何等奇妙恩典（16:1-14，53-63）

3.神拣选救赎我们的原因
• 不出于神的义务不出于神的需要
• 不因为我们的出身、美貌、才能、名声、行为……

“14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
15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16 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
悯的神。”（罗9:14-16）
“6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7 为义人
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
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5:6-8）

• 加尔文的TULIP（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
U: Unconditional Election（无条件的拣选）



不再忘恩负义——以西结书16章

I.何等奇妙恩典（16:1-14，53-63）

4.认识神复兴万族万邦的恩典
“53 「我必叫她们被掳的归回，就是叫所多玛和她的众女，撒马利亚和她的众女，
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54 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
她们得安慰，你就抱愧。55 你的妹妹所多玛和她的众女必归回原位；撒马利亚和
她的众女，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56–57 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
显露以先，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所多玛。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四围非
利士的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

“11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
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12 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
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罗11:11-12）



不再忘恩负义——以西结书16章

I.何等奇妙恩典（16:1-14，53-63）

5.认识神有限代赎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保守圣徒至终得救的恩典
“58 耶和华说：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59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
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60 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
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61 你接待你姊姊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
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她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62 我要坚定
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63 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
心里追念，自觉抱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加尔文的TULIP （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
T: Total depravity （全然败坏）
U: Unconditional Election（无条件的拣选）
L：Limited Atonement (有限代赎）
I: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
P: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永蒙保守、圣徒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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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何等罪恶过犯（16:15-34，44-52）

1.三项导致淫乱的罪
“15 「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
任意而行。”——骄傲
10 「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
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11 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
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
了而且饱足。12 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
和华。（申6:10-12）

骄傲的人心中充满自己，谦卑不是小看自己而是不看自己，谦卑的人心里充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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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何等罪恶过犯（16:15-34，44-52）

1.三项导致淫乱的罪
“15 「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
任意而行。”——骄傲
“22 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
——忘恩负义
“30 「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
等懦弱！”——懦弱
“人们欲望的强烈是心灵软弱的明证；他们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能驾驭自己。”

——马太.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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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何等罪恶过犯（16:15-34，44-52）

2.六项具体的淫乱罪
15 「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
意而行。16 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
也必不再行了。
17 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18 又用你
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19 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
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
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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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何等罪恶过犯（16:15-34，44-52）

2.六项具体的淫乱罪

“让我自己先来认罪，然后我劝勉大家都来认罪。那是一个喜乐
的安息日，我的灵魂享受了与基督的个人相交：我起身站在讲台
上，感受到神的话语被自如地宣讲出来，每个字都带着能力，圣
灵明显地充满在整个聚会中；我回家后继续在祷告中亲近神，再
次享受与天父和主耶稣的相交，再次经历福音的宝藏被揭示出来
的丰盛。并且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圣徒们因此被激励，罪人们因此
而悔改。所有这些经历都仿佛是神赐给我的‘细面、油和蜂蜜’，
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些好东西？为了让我将从他领受的重新奉献给
他，将所有荣耀归都归给他。然而，我竟然捕捉到了心里对自己
说的话：‘啊，你今天做得很好；你在恩典中又有成长了，与神
的关系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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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何等罪恶过犯（16:15-34，44-52）

2.六项具体的淫乱罪

“唉！我做的是什么呢？我不正在将神赐给我的祝福奉
献到了我可憎的骄傲的神龛面前吗？我不正在向摩络神
献祭吗？将天父给我的爱的礼物放在了我自己骄傲的祭
坛上面！这个罪是如此卑鄙以至于它的可恶是我无法用
语言描述的。将我自己所做的工作归功于自己已经够可
恶了，将神的恩典献给偶像，将他的怜悯归功于自己，
仿佛这一切是我做的，将神的祝福献给了膨胀的自我，
将自我沉浸在神赐我的这一切好东西中——这是极其邪
恶的罪，足以使任何人谦卑地扑倒在主面前，为自己的
罪深感痛苦并请求神的赦免。”——司布真



不再忘恩负义——以西结书16章

II.何等罪恶过犯（16:15-34，44-52）

2.六项具体的淫乱罪
20 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21 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
使他们经火归与他吗？
23 「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24 又为自己建造
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25 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
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
26 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27 因此我伸
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她们任意待你。
她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28 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
后，仍不满意，29 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迦勒底，你仍不满意。
31 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
女。32 哎！你这行淫的妻啊，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33 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
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34 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
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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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何等罪恶过犯（16:15-34，44-52）

3.堕落程度之深
44 「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45 你正是你
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姊妹的姊妹，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
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46 你的姊姊是撒马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
你的妹妹是所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47 你没有效法她们的行为，也没
有照她们可憎的事去做，你以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她们更坏。48 主耶和
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妹妹所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
事。49 看哪，你妹妹所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
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50 她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
我看见便将她们除掉。51 撒马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她更多，
使你的姊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52 你既断定你姊妹为义，就要担
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她们更为可憎，她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
的姊妹显为义，你就要抱愧担当自己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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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何等罪恶过犯（16:15-34，44-52）

4.从12-24章总体结构认识我们的罪恶过犯

追述堕落历史预言将临审判（20-24章）
• 数算以色列悖逆的信息（20章）
• 有关耶和华的刀的四篇信息 （21章）
• 三篇关于耶路撒冷污秽及审判的信息
• （22章）
• 两个淫乱姊妹的比喻（23章）
• 生锈的锅的比喻 （24:1-14）
• 以西结妻子死亡的预兆 （24:15-27）

以色列盲目乐观的徒劳无益（12-19章）
• 两个关于审判的预兆 （ 12:1-20）
• 五篇关于审判确定无疑的信息
• （ 12:21-14:23）
• 三个关于神必审判以色列的比喻
• （ 15-17章）

① 无用的葡萄枝子的比喻 （15章）
② 弃婴变妓女的比喻（16章）
③ 老鹰和葡萄树的比喻 （17章）

• 关于个人责任的信息 （18章）
• 以色列王的挽歌 （19章）



不再忘恩负义——以西结书16章

III.何等公义审判（16:35-42）

1.审判彰显神的公义
“35 「你这妓女啊，要听耶和华的话。36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污秽倾泄了，
你与你所爱的行淫露出下体，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

以色列盲目乐观的徒劳无益（12-19章）
• 两个关于审判的预兆 （ 12:1-20）
• 五篇关于审判确定无疑的信息
• （ 12:21-14:23）
• 三个关于神必审判以色列的比喻
• （ 15-17章）

① 无用的葡萄枝子的比喻 （15章）
② 弃婴变妓女的比喻（16章）
③ 老鹰和葡萄树的比喻 （17章）

• 关于个人责任的信息 （18章）
• 以色列王的挽歌 （19章）

追述堕落历史预言将临审判（20-24章）
• 数算以色列悖逆的信息（20章）
• 有关耶和华的刀的四篇信息 （21章）
• 三篇关于耶路撒冷污秽及审判的信息
• （22章）
• 两个淫乱姊妹的比喻（23章）
• 生锈的锅的比喻 （24:1-14）
• 以西结妻子死亡的预兆 （24: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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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何等公义审判（16:35-42）

1.审判彰显神的公义
“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2 「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
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3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
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4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
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18:1-4)

一代 行义 存活18:5-9

二代 行恶 死亡18:10-13

三代 行义 存活18:14-17

恶人 行恶

义人 行义 死亡

18:21-23，27-28

18:24，26

行义

行恶

存活

个人因自己的罪孽被审判灭亡18:18-20

25 「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
平！』以色列家啊，你们当听，
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
岂不是不公平吗？……
29 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
公平！』以色列家啊，我的道
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
不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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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何等公义审判（16:35-42）

2.审判彰显神圣洁的威严
“37 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
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尽了。38 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
人血的妇女一样。我因忿怒忌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39 我又要将你交
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取
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40 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
你，用刀剑刺透你，41 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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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何等公义审判（16:35-42）

3. 审判是为使罪人悔改

“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与人。42 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忿怒，
我的忌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43 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
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
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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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何等公义审判（16:35-42）

3. 审判是为使我们悔改

• “「我就说，我要将我的忿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
所定的。9 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
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

• 「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忿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14 我却为我名
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

• 「我就说，要将我的忿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22 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
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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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何等公义审判（16:35-42）

4. 神必审判其犯罪的百姓

以色列盲目乐观的徒劳无益（12-19章）
• 两个关于审判的预兆 （ 12:1-20）
• 五篇关于审判确定无疑的信息
• （ 12:21-14:23）
• 三个关于神必审判以色列的比喻
• （ 15-17章）

① 无用的葡萄枝子的比喻 （15章）
② 弃婴变妓女的比喻（16章）
③ 老鹰和葡萄树的比喻 （17章）

• 关于个人责任的信息 （18章）
• 以色列王的挽歌 （19章）

追述堕落历史预言将临审判（20-24章）
• 数算以色列悖逆的信息（20章）
• 有关耶和华的刀的四篇信息 （21章）
• 三篇关于耶路撒冷污秽及审判的信息

（22章）
• 两个淫乱姊妹的比喻（23章）
• 生锈的锅的比喻 （24:1-14）
• 以西结妻子死亡的预兆 （24:15-27）



何等奇妙恩典（16:1-14）

何等罪恶过犯（16:15-34）

何等公义审判（16:35-43）

何等罪恶过犯（16:44-52）

何等奇妙恩典（16:53-63）

不再忘恩负义——以西结书16章

弃婴变皇后（16:1-14）

皇后变妓女（16:15-34）

妓女被审判（16:35-43）

罪恶的深重（16:44-52）

悔改得复兴（16: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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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
子。」”（16:22）
“43 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
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16:43）
“60 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16:60）
61 你接待你姊姊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
她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16:61）
“63 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抱愧，又因你的羞辱
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16:63）
“43 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
己。”（20:43）
“19 她还加增她的淫行，追念她幼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23:19）
“27 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亚
述，也不再追念埃及。”（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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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my memory’s fading, I remember two 
things very clearly: I am a great sinner and Christ is a 
great Savior.”（“虽然我的记忆力在衰退，但有两
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个大罪人，基督是位大
救主。”——约翰.牛顿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
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
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
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
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
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
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
己的罪了。”（林前11:23-29）



圣 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