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苦節筵席受苦節筵席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神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華。

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的神；

至於我名耶和華，他們未曾知道。

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約，

要把他們寄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

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聲，

我也記念我的約。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

『我是耶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

刑罰埃及人，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擔，

不做他們的苦工。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

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

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

我要把你們領進去，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

我是耶和華。』」

出埃及記
六章 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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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的亮光

主耶穌被賣那一夜
與門徒共享的，正是逾越節的筵席（路

廿二13）。福音書沒有把整個筵席的步

驟記錄下來，但卻言簡意賅地指出，這

筵席所記念的救恩在主耶穌身上已得到

更圓滿的實現。〈約翰福音〉更清清楚

楚地指出，主耶穌就是神的羔羊（約一

29及36），〈希伯來書〉也指出主耶穌

是只須一次獻上的完美祭物（來九11

～28）。主耶穌在逾越節筵席間的話，

更把以色列民得贖的盼望進一步指向萬

物的終結以及天國的實現。

出埃及的故事

在離開埃及的前夕，

為奴的以色列人遵照神的命令，吃逾越

節的晚餐，並以羔羊的血灑在門楣及門

框上，好叫擊殺長子的天使越過他們的

居所（詳見出十二）。這筵席要記念的

不只是肉身捆綁之解除，更是神與以色

列人同在、為他們爭戰的深刻靈性經

驗。晚餐中的苦菜、無酵餅及羔羊的

含意，都已清楚地在經文中說明。這

歷史事件正是「逾越節筵席」的最重

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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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的傳統

主後約七十年聖殿被毀之後，猶太人把

守逾越節的傳統發展為一個稱為Seder

（希伯來文是「秩序」的意思）的「逾

越節晚餐」程序，它以記念民族的捆

綁為開始，但以榮耀的盼望為結束。

拉比們（猶太律法師）規定要喝最少

四杯酒，代表四個不同層次的盼望；

三個無酵餅，其中兩個代表週五當天

雙重的嗎哪，第三個則稱為「貧窮人

的餅」（申十六3）；苦菜，代表以色

列人在埃及所受的勞役（出一14）；宰

羔羊，記念神以祂的權能制伏埃及的神

祇，拯救以色列民。除了羔羊、無酵餅

和苦菜，拉比們又為筵席添上其他別具

象徵意義的行動和食物，如：藏餅、傳

羊骨及雞蛋等（這些很大程度上與聖殿

被毀，不能繼續獻祭牲進行相關），也

十分強調對救贖之功圓滿地實現的盼

望。因此，猶太人習慣在逾越節筵席結

束前一同高聲唱：「明年在耶路撒冷再

見！」藉以表達他們堅定不移的盼望。

逾越節筵席其中一個神髓，就是把神施

行拯救的歷史代代相傳，免得後代中有

人不懂這歷史。拉比們認為，若家主

沒有在逾越節筵席間向年輕一代講解羔

羊、無酵餅和苦菜的含義，他們仍未算

是盡了本分。故此，猶太人會安排小孩

子在筵席間故意發問，然後由家主述說

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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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節筵席」
受苦節筵席乃從逾越節筵席的程序

演化而來。2017年作出的修訂有三

項特色：

1.結構：重新整理筵席的結構，

期望令整個程序更流暢；

2.釋義：擴充了由主禮人讀出的

釋義，以幫助弟兄姊妹掌握筵席

的信息；

3.傳承：〈附錄〉部分轉載了一

篇有關永光堂如何藉著「五餅二

魚」運動連於普世宣教的文章，

讓新一代更清楚神在我們當中的

恩典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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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差遣兩個門徒為眾人預備筵席（路廿二7～12），他們去的時候

固然不知道那是最後的晚餐，但事後回想，必定百般滋味在心頭。為小

組預備受苦節筵席的肢體當懷著服侍的心，並且緊記保羅的話。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

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裏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弗六6～7）

分配角色

1. 主禮人（建議由組長擔任）：

負責帶領筵席及講解各環節及所誦讀經文的含義；

2. 長老／最資深肢體：
負責分享永光故事（參〈附錄〉）其中一些深刻的部分，也可以個

人見證幫助眾人發現神在永光堂發展過程中的作為以及神所賜下的

恩典；

3. 舊約讀經員：
負責讀出表達各環節意義的舊約經文；

4. 新約讀經員：
負責讀出表達各環節意義的新約經文；

5. 祈禱員 1：
負責為受苦節筵席中間的午餐／晚餐祈禱；

6. 祈禱員 2：
負責為眾人能懷著盼望以生命見證神祈禱；

7. 祈禱員 3：
負責為組員能彼此守望，同走天路祈禱。



物資 

1. 十字架

2. 書寫工具

筆及A6大小的紙張

3. 紙袋
收集認罪紙張之紙袋，

請預先貼上雙面膠紙以將紙袋密封

4. 垃圾袋

棄置紙袋之用

5. 蠟燭及生火器具

6. 洗濯盆

7. 杯、碟及餐具

食物 

1. 葡萄汁／葡萄酒

2. 鹽水

3. 青菜

4. 無酵餅三個

擘開後最少每人可取得兩塊

5. 羊肉

每人一片

6. 苦菜／苦瓜

7. 果醬

8. 午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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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心靈的預備

1. 除酵（尋酵、廢酵、滅酵）

釋義

主禮人：

「猶太人在尼散月（即他們的宗教年曆的一月）十日預備逾越節的羔

羊，並早於逾越節前數個禮拜便開始在家中除酵，就是尋找並除掉一切

酵母及有酵母的食物。酵代表罪，尋酵、廢酵、滅酵的行動，顯示他們

除掉一切靈性上的污穢或罪惡的傾向之決心。使徒保羅亦提醒信徒，在

基督裏的新人在行事為人上必須具備新生的樣式，罪能火速地在群體中

蔓延，信徒必須警醒，竭力擺脫罪惡的羈絆，一心追隨基督。」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從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們要吃無酵餅。在你們

各家中，七日之內不可有酵；因為凡吃有酵之物的，無論是寄居的，

是本地的，必從以色列的會中剪除。」（出十二18～19）

新約讀經員：

「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

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

祭了。」（林前五6下～7）

回應

同誦：

「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隱瞞。我向你陳明我

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

免我的罪惡。」（詩六十九5及詩卅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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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主禮人：

「讓我們安靜數分鐘，在聖靈的光照下知罪、悔罪、認罪。」

「請將剛才省察到的罪以不記名的方式寫在紙上，再以文字向內的方式把紙張對摺。」

主禮人傳出紙袋，各人把紙張放進紙袋中；

主禮人將紙袋密封，再棄置於垃圾袋中。

唱詩

【除酵】（曲／詞：馬學良）

祈求恩主赦免我的罪，內心每點酵被祢盡除。

祈求恩主更新我生命，內心每一角被祢潔淨。

祈禱

同誦：

「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

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

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詩十九12～14）

行動

主禮人：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羅六14）

主禮人洗手後傳出洗濯盆，各人洗手以示生命得蒙潔淨。

宣告及回應

同誦：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17）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十五57） 

7

https://goo.gl/31WSJY



喜
樂

貳‧第一杯─喜樂之杯

1. 燃燭

釋義

主禮人：

「猶太人的一天從黃昏開始計算，不論守安息日或節日，燃燭都是必須的。我

們舉行受苦節筵席，也以燃燭開始，因為主耶穌是世界的光。」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烏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見，誰也不敢

起來離開本處；惟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出十22～23）

新約讀經員：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

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一14）

行動

主禮人燃點桌上的蠟燭，並宣告，說：

「今年的受苦節筵席現在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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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杯——喜樂之杯

行動

斟第一杯。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他必愛你，賜福與你，使你人數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給你的

地上賜福與你身所生的，地所產的，並你的五榖、新酒，和油，以及牛犢、羊

羔。」（申七13）

新約讀經員：

「耶穌對他們說：『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吃這逾越節的筵席。我告訴你

們，我不再吃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裏。』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

『你們拿這個，大家分著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

等神的國來到。』」（路廿二15～18）

釋義

主禮人：

「酒象徵喜樂，故這第一杯稱為『喜樂之杯』，記念神是創造之主，造了葡萄

和各樣地裏的出產；這世世代代持守的逾越節筵席，也是個喜樂的筵席。主耶

穌卻在筵席開始時宣告，祂不再吃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裏』，不再喝

這杯，『直等神的國來到』。這是主耶穌『在受害以先』的宣告，說明祂雖然

受害，但祂的死亡不代表一切終結，反而要成就神的國；這也是我們喜樂的原

因。」

行動

同飲第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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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沾鹽水的青菜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歎息哀求，他們的哀聲達於上帝。神聽見他們的哀

聲，就記念他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神看顧以色列人，也知道他

們的苦情。」（出二23下～25）

新約讀經員：

「主耶穌說：『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

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約十六22）

釋義

主禮人：

「鹽水象徵以色列民在埃及因勞苦而流的汗水和淚水，但逾越節筵席以吃沾了

鹽水的青菜開始，卻是因為青菜是『自由人』——即不用為奴的人——用膳時

的第一道菜。」

行動

主禮人傳出鹽水及青菜（把青菜浸在鹽水中一併傳出），

各人取一小片後一同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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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二杯─讚美之杯

1. 無酵餅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他們用埃及帶出來的生麵烤成無酵餅。這生麵原沒有發起；因為他們被催逼

離開埃及，不能耽延，也沒有為自己預備甚麼食物。」（出十二39）

新約讀經員：

「（主耶穌）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

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19）

釋義

主禮人：

「無酵餅以純麵粉和水造成麵糰，沒有加入麵酵。烘焗前要在餅上刺出氣孔

及劃上條紋，以免出現氣泡；這製造過程使無酵餅成為神所揀選之彌賽亞的象

徵。對於初期教會，『耶穌就是基督（即彌賽亞）』更是傳道時不二的主題。

三個餅有說是代表神的供應和祂對貧窮人的看顧，部分猶太基督徒視之為三位

一體的表徵。」

行動

取出三個無酵餅的第二個，擘開，放回碟上；

然後傳出無酵餅，各人自取兩塊。



2. 述說歷史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我祖原是一個將亡的亞蘭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裏卻成了

又大又強、人數很多的國民。埃及人惡待我們，苦害我們，將苦工加在我們身

上。於是我們哀求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耶和華聽見我們的聲音，看見我

們所受的困苦、勞碌、欺壓，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大可畏的事

與神蹟奇事，領我們出了埃及。」（申廿六5下～8）

新約讀經員：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就是神的

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

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立

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

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

信耶穌的人為義。」（羅三21～26）

釋義

主禮人：

「逾越節筵席的其中一個重點在於重述救恩歷史。神在以色列的歷史中最重大

的拯救行動，莫過於帶領以色列民離開埃及為奴之家，進入迦南應許之地；神

吩咐以色列民守逾越節筵席的日子，正是他們離開埃及的前夕，這更要成為世

世代代要遵守的律例。我們也在此場合重述神在永光堂的作為並祂所賜的恩

典，讓年輕肢體知道神曾在我們中間施行救贖，行大奇事，造就眾人，讓永光

堂的故事和核心價值得以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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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算神恩

由長老／組內最資深肢體

述說神在我們當中的作為並神所賜的恩典。

唱詩

【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為祢，我獻上頌讚。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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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羔羊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你們或從綿羊裏取，或從山羊裏取，都可以。要

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點血，

塗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出十二5～7）

新約讀經員：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的！』再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裏。他見耶穌行走，就說：『看哪，這

是神的羔羊！』」（約一29及35～36）

釋義

主禮人：

「逾越節羔羊的血使以色列民免除災禍。主耶穌成為逾越節之羔羊，初期教會

從基督事件的亮光解讀〈以賽亞書〉五十二13～五十三12的『僕人之歌』，看

出主耶穌正是那被交到剪毛的人手下的羊，也認定祂就是為成就神的旨意而受

苦、受死的僕人；祂亦是〈希伯來書〉的作者筆下的、只須一次獻上的『完美

的祭』。」

行動

主禮人傳出羊肉，各人取一片放在其中一塊無酵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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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苦菜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埃及人嚴嚴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們因做苦工覺得命苦；無論是和泥，是

做磚，是做田間各樣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嚴嚴地待他們。」（出一13～14）

新約讀經員：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

許。』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我們的

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前四8～10）

釋義

主禮人：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因做苦工覺得命苦』；在摩西、亞倫初次覲見法老以

後，法老更下令加重他們的勞苦。逾越節筵席中只吃苦菜而不吃別的蔬菜，

正為記念這些受苦的日子，但更重要的是為神的拯救提供一個場景。我們在

大齋期操練身體和靈性，乃因為這世代『必有人離棄真道』，身體和靈性的

鍛煉能增強我們的抗逆力，以致我們能站立得穩。」

行動

主禮人傳出苦菜，各人取一片放在羊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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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杯——讚美之杯

行動

斟第二杯。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耶和華的僕人哪，你們要讚美，讚美耶和華的名！耶

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

的名是應當讚美的！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他的榮耀高過諸天。以色列出了

埃及，雅各家離開說異言之民；那時，猶大為主的聖所，以色列為他所治理

的國度。」（詩一一三1～4及詩一一四1～2）

新約讀經員：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

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三16）

釋義

主禮人：

「第二杯稱為『讚美之杯』，猶太人會在筵席當中誦讀〈詩篇〉第一一三及

一一四篇，讚美神為他們成就離開埃及的大奇事；我們也高舉天父賜下獨生愛

子，為人捨己的大愛。」

行動

同飲第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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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美

唱詩

【榮耀之羔羊】（詞：馬錦興）

神獨生子降生於世，嚐盡痛苦，甘作活祭；

憐憫罪人，顯愛真諦，榮耀之羔羊顯尊貴。

頌歌不息，萬國都敬畏，榮耀救主，光照萬世；

憐憫罪人，顯愛真諦，榮耀之羔羊顯尊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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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第三杯─救贖之杯

1. 吃苦菜羊肉夾餅

行動

主禮人傳出果醬，各人弄一點在苦菜上。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當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出十二8）

新約讀經員：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

渴。』」（約六35）

釋義

主禮人：

「拉比吩咐將羔羊、苦菜並無酵餅造成『苦菜羊肉夾餅』，加上象徵泥和磚的果

醬，夾在一起吃，以圓滿『同吃』的吩咐（出十二8），因為當晚以色列民要逃離埃

及，時間上甚為緊張。」

行動

各人將第二塊無酵餅放在果醬之上，造成吃苦菜羊肉餅，並一同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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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贖

2. 午餐／晚餐

行動

預備午餐／晚餐。

釋義

主禮人：

「今天猶太人守逾越節，會在晚餐時更深地討論守逾越節的意義。讓我們

也在將要領受的午餐／晚餐之間，分享大齋期操練的體會。」

祈禱

祈禱員 1：帶領眾人為基督的救贖及將要領受的午餐／晚餐感謝，並

為眾人在筵席間有屬靈的分享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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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杯——救贖之杯

行動

斟第三杯。

聆聽經文

舊約讀經員：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

苦待了。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

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

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賽五十三4～6）

新約讀經員：

「（主耶穌）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

們流出來的。』」（路廿二20）

釋義

主禮人：

「第三杯名為『救贖之杯』，以神應許救贖以色列民那番話（出六6）中原文

的第三個動詞『救贖』來命名。我們喝這杯，記念主耶穌以自己的血洗淨我們

的罪，使一切信他的人，得以脫離罪惡的轄制，與神和好。而且，這新的約接

續舊的約，昔年神從埃及領出自己的百姓，主耶穌也藉著流血捨命，『將自己

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太一21）」

行動

主禮人手握十字架，說：「感謝主耶穌！」

然後傳出十字架，各人輪流握住，說：「感謝主耶穌！」

同飲第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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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
望

伍‧第四杯─盼望之杯

1. 第四杯——盼望之杯

行動

斟第四杯。

讀經 (啟應)

舊約讀經員：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

因他本為善；

願以色列說：

願亞倫的家說：

願敬畏耶和華的說：

同誦：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舊約讀經員：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

角的頭塊石頭。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是耶和華所定的

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詩一一八1～4及21～24）

新約讀經員：

「主耶穌說：『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

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

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叫你們也在那

裏。……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

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

了。……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

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四1～3；約十五7～8；

約十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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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主禮人：

「這是筵席的結束，充滿最莊嚴的頌讚與堅定的盼望。第四杯稱為『盼望之

杯』，因為它指向彌賽亞的來臨，復興萬事。猶太人會在席間空出以利亞的座

位，桌上也有以利亞之杯，因為他們相信以利亞必會先來；他們也會誦讀〈詩

篇〉第一一五至一一八篇。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已來臨，成就了救贖，並且祂

必會再來，把信祂的人接到榮耀裏。在主耶穌兩次降臨之間，我們要緊緊地與

主結連，以致我們能在主耶穌再來之時，分享祂的得勝！」

祈禱

祈禱員 2：為眾人能懷著盼望，在身處的崗位上以生命榮耀神祈禱。

唱詩

【願祢國度降臨】（曲／詞：朱浩權）

永久不變萬千世代，仍然無更改，

神國度到永久！

遠超過在這世上無論何權柄，

神寶座在至高處！

縱使幽暗遮蓋遍地，但祢寶座終不改變，

榮耀定再彰顯於世界！

願祢國度降臨！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直到永久。

願祢國度降臨！願祢國度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直到永永遠遠。

行動

同飲第四杯。

22

https://goo.gl/wbU3zd



祈禱

祈禱員 3：為組員能發揮彼此守望的精神，同走天路祈禱。

釋義

主禮人：

「逾越節筵席結束前，猶太人會高唱【明年在耶路撒冷】(Next Year in Jerusalem)，

表達他們強烈的民族感情和盼望。我們在筵席結束前，也唱詩來表達肢體間的

愛，以及同走天路的心願。」

唱詩

【傾出一切】（曲／詞：何偉強）

基督已奉上生命，使我得到主的愛。

風霜裡有主守望，闊步共行，

倚靠救主發熱發光。

在主家裡傾出一切力戰，

是神大愛叫你我的心改變。

奉獻所有，建立這家讓她可發亮，

能開展福音的理想。

未怕險惡，一起跨過明天，或晴或雨，也與你一起爭戰，

互勉關顧，那懼世間萬千的障礙，傳遍十架深恩厚愛。

宣告及回應

主禮人：

「今年的受苦節筵席在此結束，讓我們彼此激勵，互相勸勉，在世敬虔度日，

將生命之道表明出來。」

同誦： 

「阿們。明年大齋期，讓我們再次共享這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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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堂於1985年開展「五餅二魚」運動，至今已近40年。

隨著「五餅二魚」運動的推展，弟兄姊妹的屬靈視野逐步

開展，從自我意識擴展到小組意識，由小組意識到家的意

識，又由家的意識而延伸到教會、堂會、宗派意識，最後

建立天國意識和視野。透過「五餅二魚」運動，更使永光

堂成為國際五旬節聖潔會（International 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以下簡稱總會）在拓展普世宣教事工上的其中一個

伙伴。讓我們滿懷感恩的回看神的帶領，認識這運動如何

使永光堂經歷神厚賜的豐盛，並培養眾肢體有廣闊的心胸

眼界和普世意識。

附
錄

：

普
世
宣
教
的
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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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態的屬靈操練與普世宣教的參與

「五餅二魚」運動的精神，是鼓勵弟兄姊妹「降低生活水平一級或以上」，

把節省下來的金錢用作普世宣教事工捐獻，這樣，弟兄姊妹雖然沒有離開過

香港，也能直接連結於普世宣教事工，與有需要的人分享，讓其他人因著我

們的分享體會到神的愛在人間。同時弟兄姊妹藉著「五餅二魚」運動的各類

型活動／聚會作動態的靈修操練，把信仰和生活結合起來。

二.提升眾肢體的天國意識

「五餅二魚」運動的普世宣教事工的捐獻對象，都是由總會世界差傳部

（World Missions Ministries, WMM）提供的。世界差傳部在全球超過一百個地

區和國家都有福音事工，我們捐獻到世界差傳部的金錢，按需要而分配到世

界不同的宣教工場，使弟兄姊妹與世界福音禾場接連起來。

三.建立榜樣：展現與國際五旬節聖潔會世界差傳部

的事奉關係

雖然永光堂亦掌握了世界差傳部在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福音事工和支援項目的

資料，但我們卻從不把弟兄姊妹的捐獻直接支持這些宣教工場。或許弟兄姊

妹心裏狐疑為什麼總要透過世界差傳部分配各項捐獻，第一、世界差傳部有

健全的宣教網絡，他們謹慎地篩選捐獻的對象和支援的項目，永光堂無需再

花時間及資源去揀選和確定捐獻對象；第二、有任何海外的人、堂會或機構

向永光堂提出募捐要求時，我們便可以把要求直接轉介給世界差傳部，而毋

須親自處理，省下永光堂很多回應外求的行政工作，亦顯示永光堂與世界差

傳部在事奉上互相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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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連於一個有普世宣教意識的宗派

正因為世界差傳部有完善的宣教體系，具全球意識，當我們連繫於這個擁

有國際視野、關係與網絡的宗派，並且勇於以「不問什麼」的態度回應

異象，這樣才能活出神對人的神聖呼召，盡情發揮生命的潛能。如此一

來，眾肢體與教會的連繫，不僅是「團契」（fellowship），更是「使命」

（mission）了。

五.幾何級數益處的捐獻策略

教會一向秉持在事奉上建立信徒的群體意識，一個人做的事，分給十個人去

做；本來十個人做的事，就召集五十人、一百人去做，使同一件事工由眾人分

享事奉的成果，一同榮耀神。普世宣教捐獻的精神也是這樣。舉例來說，當弟

兄姊妹奉獻了一元，永光堂在收到這一元捐款後交到香港總監督辦事處，香港

總監督辦事處再把這一元捐到世界差傳部；接著世界差傳部把這一元交到不同

地區的區會監督，然後區會再把這一元分配到受惠的教會或事工。奉獻在持續

不斷的流轉過程中不同的人或單位在這流轉過程中得到鼓勵和建立，而世界差

傳部充分發揮她這方面的角色，福音事工也得到發展的資源。

六.樹立見證：回饋差傳宣教事工

永光堂以普世差傳捐和感恩差傳捐的行動，向美國總會甚至向總會在世界各

地的教會展示，差傳宣教是有回報和意義的。昔日美國總會差派宣教士飄洋

過海來華宣教，並在香港建立了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蒙神恩帶領日漸壯

大，往日永光堂是一個受惠者，今天反過來成為一個施予者，即使勢大，絕

不忘恩，也不忘本，堅持參與世界差傳部的福音事工。這正好提醒眾肢體，

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今天無論景況如何，懷著闊大心胸，更努力貢獻自己

的力量建立神家，投身普世宣教事工。

弟兄姊妹，不要輕看自己付出，輕看自己的事奉，當我們盡忠和盡情去付出

自己的力量時，就能慢慢發現所做的事的屬靈意義，成就神家更美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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