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望聖史如何滿足猶太人對
「新出谷」的期盼和耶穌的角色

新創造、新出谷、新民族、新救贖新創造、新出谷、新民族、新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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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甚麼是「新的出谷」？
以色列人在耶穌時代（主前 163 年至主歷 135年）希望重新成為上主

的「選民」

他們對上主的期待是來自上主對「上主的認識」和過去先知們的鼓勵

因為他們認為上主的「必然作為」就是「創造」和「出谷」

人是上主創造的，祂更會介入人的歷史，拯救自己的人，實現出谷

，使他們成為「上主的民族」

以色列人常常期待來自上主天主的「新的創造」、「新的出谷」

第二依撒意亞的安慰書

因此，耶穌的言行也掌握這個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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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梅瑟的預言， 最終的
「出谷」

申30:5-6 上主你的天主必領你進入你祖先所佔領的

土地，叫你再佔領；也必使你比你的祖先更幸福，更

眾多。那時上主你的天主必在你的心上，和你後裔的

心上行割損，叫你全心全靈愛慕上主你的天主，使你

得以生存。

依 40 - 55 安慰書，特別是第 3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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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35荒野和不毛之地必要歡樂，沙漠必要欣喜，如花盛開，盛開得有

如百合，高興得歡樂歌唱，因為它們將獲得黎巴嫩的光華，加爾默耳

和沙龍的美麗，它們將見到上主的榮耀，我們天主的光輝。你們應加

強痿弱的手，堅固顫動的膝，告訴心怯的人說：「鼓起勇氣來，不要

畏懼！看，你們的天主，報復已到，天主的報酬已到，他要親自來拯

救你們！」那時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聾子的耳朵要開啟；那時瘸子必

要跳躍如鹿，啞吧的舌頭必要歡呼，因為曠野裡將流出大水，沙漠中

將湧出江河，白熱的沙地將變為池沼，炕旱的地帶將變為水源，豺狼

棲息的洞穴將生出蘆葦和菖蒲。那裡將有一條大路，稱為「聖路」，

不潔的人不得通行：這原是他百姓所走的路，愚蠢的人也不會迷路。

那裡沒有獅子，猛獸也不上來，路上遇不到一隻野獸，獨有被贖出的

人們行走。上主所解救的人必要歸來，快樂地來到熙雍，永久的歡

樂臨於他們頭上，他們將享盡快樂和歡喜，憂愁和悲哀必將遠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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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耶穌說 ：
瑪 13:52 他就對他們說：「為此，凡成為天國門徒

的經師，就好像一個家主，從他的寶庫裏，提出新的

和舊的東西。」

聖史記述洗者若翰的出現就是要修直上主的道路

準備默西亞的來臨、迎接「新的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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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聖經的依據
創造、人

由敵人中出谷，創造以色列
，新的民族

由敵人中新出谷，新的創造，
新的民族（他們的期盼）

天主十誡 上主向埃及人宣布十個災難
以色列希望上主天主再次發言

（依40#）

上主設立界限：晝與夜、
陸地與海洋、長上與下屬

上主釋放了界限：光明和黑
暗、地和海，反映埃及拒絕
承認上主所定的界限

以色列希望上主引來「新的解
放，新的出谷」（依 44#）

在原祖犯罪之後，上主駒
逐人類離開伊甸園

以色列犯罪之後，上主駒逐
離開應許之地

以色列希望上主帶領他們到新
的許地、有新的筵席，再次

成為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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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若望聖史的演譯
1.4.1 線索一：耶穌的角色：怎樣配合新的創造、新

的民族

1.4.2 線索二：耶穌的角色：怎樣配合新的民族

7



1.4.1 線索一：耶穌的角色：怎樣

配合新的創造、新的民族

舊的創造 新的創造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創 1:1)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

，聖言就是天主。（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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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奇蹟 七個言論 七個「我是」的言論

1
由空虛到喜樂，在加納將水

變成酒
與尼苛德摩討論新生 我是生命之糧

2:1-10 3:1-21 6:35

2 患病者獲痊愈治好王臣兒子 活水與撒瑪黎雅婦人 我是世界的光

4:46-54 4:1-42 8:12

3 衰弱者獲得醫治 與法利塞人辯論父子的關係 我是（羊）門

5:1-15 5:16-45 10:7

4 由飢餓到飽飫增餅奇蹟 生命之糧 我是善牧

6:1-14 6:22-71 10:11

5 由恐懼到平安步行水面 與法利塞人討論亞巴郎 我是復活和生命

6:16-21 8:12-59 11:25

6 瞎眼的復明治好胎生瞎子 善牧 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

9:1-41 10:1-38 14:6

7 出死入生復生拉匝祿 臨別贈言 我是真葡萄樹

11:17-44 13:1-17:2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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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的創造 新的創造

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
在他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人就成

了一個有靈的生物。（創2:7）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
說：「你們領受聖神罷! （若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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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線索二：耶穌的角色：怎樣

配合新的民族

以色列第一次出谷 以色列新的出谷

上主天主引領希伯來人透過逾越節的羔
羊（出12）出離埃及，以及上主天主的
光榮顯現並且逗留在會幕中，與他們同

在 （出40:34-35）

若望福音提供了耶穌就是新的出谷和因祂
帶來的新的出谷的證詞。第一次出谷，上
主就居住在帳幕中間。聖言成為血肉並寄
居人間（會幕），讓我們看見祂的光榮（
1:14）「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 …

（1:29）

上主說祂是慈悲寬仁的... （出34:6） ...滿溢恩寵和真理。（1:14）

梅瑟見到天主，但是未能見到祂的尊容
（出33:20ff）

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裏的
獨生者，身為天主的，衪給我們詳述了。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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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第一次
出谷

以色列新的出谷

上主的名字，
「我是自有者
。」

耶穌的名字，大約十次

我是生命之糧 6:35

我是世界的光 8:12

我是早過亞巴郎 8:58

我是門 10:7

我是善牧 10:11

我是復活和生命 11:25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14:6

我是真葡萄樹 15:1

我是 18:5

我告訴你，我是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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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第一次出谷 以色列新的出谷

透過十個神蹟打擊埃及人，並同時
創造一個新民族 - 以色列
第一個神蹟：河水變血

最後神蹟： 殺長子

七個賦予生命的奇蹟
第一個：水變酒

最後：復生長子：拉匝祿

逾越節羔羊
- 每戶一隻

- 與苦菜一起
- 不可以有斷骨

- 要被刺透

逾越節羔羊
耶穌是為世界的「天主的羔羊」（1:29;36）
耶穌死時，有三個婦女圍繞。名字叫瑪利亞

，可解作苦澀（19:25）
祂的骨頭沒有被打斷（19:33,36）

祂被刺穿（19:34, 37）

由埃及解放出來，有平安的祝福
由罪惡中解放出來，有平安的祝福（20:19,21），

赦免罪過（20:22-23）

確立以盟約為核心的社會身分
- 以色列成為上主的長子（被收養

）（出4:22）
-新的家庭

確立以新盟約為核心的社會身分
-相信耶穌的人，被天主收養 （20:17）

-新的家庭：若望和瑪利亞在十字架下成為母子（
19: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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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若望福音的結構
聖史記載了三大朝聖節（每

年每一個成年人必需前往耶

路撒冷慶祝）

逾越節

五旬節

帳棚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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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望福音中的慶節的作用

2.1 若望聖史的確利用了猶太的文化來證明耶穌是默西亞

、天主子、預定要來的那一位

慶節 -可以表達一個民族的特色

從若望福音的結構上來看，是甚具猶太特色的文學作品

全書的結構是由猶太禮儀年周期所支撐的

2:13 及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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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上耶路撒冷：2:13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便上了

耶路撒冷

最後一次上耶路撒冷：11:55 猶太人的逾越節臨近了，所以

，許多人在逾越節前，從鄉間上了耶路撒冷，要聖潔自己。

耶穌上了耶路撒冷過節，共記載了四次（以上兩次和以下兩次）

一個不知名的節日（可能是帳棚節）5:1 這些事後，正是猶

太人的慶節，耶穌便上了耶路撒冷。

帳棚節 7:2 及 7:10 那時，猶太人的慶節，帳棚節近了......

但他的弟兄們上去過節以後，他也去了，但不是明顯的，而

是暗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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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插段 - 第六章
6:4 所提及的逾越節，經文並未著明是在耶路撒冷

全章的編排，更好說是受對觀福音的影嚮。應該被

視為一個插段

10:22 這裡記載耶穌在耶路撒冷過重建節，可以包

含 11:1 ，同一的旅程之中，因為祂已經在耶路撒

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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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音進入耶穌最後的逾越時，聖史也用了一週的時

間來準備

12:1 逾越節前六天，

12:3 記載為耶穌傅油，

前面記載復生拉匝祿

暗示在逾越節應該是解放以色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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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峰 - 解放
在神學上的角度來看福音開始和結束，耶穌都來到完

滿的境地，無論是時間及空間，都達到頂峰

因為，在敘述的開始和結束時，耶穌都身處聖殿

有學者更發現，若望聖史用了七天來準備耶穌公開傳

道的生活

1:19-2:12  耶穌在一週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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