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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顯聖容 
 
科技先進的社會必須準備好，鼓勵大家過較簡樸的生活... 減少能源
的耗費。天主，祂召喚我們慷慨大方獻上自己和給予一切...願主受
讚頌! 
 
讀經一（他的衣服潔白如雪。） 
恭讀達尼爾先知書 7:9-10, 13-14 

我、達尼爾，在神視中，看見寶座安置好了，上面坐著一位萬古
常存者。他的衣服潔白如雪，他的頭髮潔白如羊毛，他的寶座好似火
焰；寶座的輪子，如同烈火。一道火河湧出，從他面前流下。服事他
的，成千上萬；侍立在他面前的，不可勝數。審判者已坐堂，案卷已
展開。 

我在夜間的神視中觀望：看見一位相似人子者，乘著天上的雲彩
而來，走向萬古常存者，便立即被引領到萬古常存者面前。萬古常存
者便賜給那相似人子者，統治權、尊榮和國度。各民族、各邦國，及
說各種語言的人民，都要事奉那相似人子者；他的王權是永遠的王
權，永存不替；他的國度永不滅亡。——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97:1-2, 5-6, 9 
【答】：上主為王！你在普天下，是最崇高的。（詠97:1,9） 
領：上主為王！願大地踴躍；無數島嶼，也都要歡樂！雲彩和黑暗，

將他團團包圍；正義與公道，支持他的座位。【答】 
領：面對上主，即普世的主宰，大山要像蠟燭一樣溶解。蒼天宣揚他

的公道，萬民目睹他的光輝。【答】 
領：上主，你在普天下，是最崇高的；你在眾神之上，極受頌揚。

【答】 
 

讀經二（這來自天上的聲音，是我們親耳聽見的。） 
恭讀聖伯多祿後書 1:16-19 
親愛的： 

我們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來臨，宣告給你們，並不是依據
虛構的荒誕故事，而是因為我們親眼見過他的光榮。 

他實在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光榮，因為那時曾有這樣的聲音，從
顯赫的光榮中發出，向他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這
來自天上的聲音，是我們同他在那座聖山上的時候，親耳聽見的。 

因此，我們認定先知的話是確實的，對這話，你們當十分留神，
就如留神在暗中發光的燈，直到天亮，晨星在你們心中升起的時候。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他！（瑪17:5） 
眾：亞肋路亞。 

 
福音（他的面貌發光有如太陽。） 
恭讀聖瑪竇福音 17:1-9 

那時候，耶穌帶著伯多祿、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單獨帶領他
們上了一座高山，在他們面前變了容貌：他的面貌發光，有如太陽，
他的衣服潔白如光。 
忽然，梅瑟和厄里亞，也顯現給他們，正在同耶穌談論。 
伯多祿就開口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如果你願

意，我就在這裡，搭三個帳棚：一個為你，一個為梅瑟，一個為厄里
亞。」 
伯多祿還在說話的時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雲彩，遮蔽了他們，

並且從雲中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
他！」 
門徒聽了，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 
於是，耶穌前來，撫摩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他們舉

目一看，見不到任何人，只有耶穌獨自一人。 
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非等人子從死者中

復活，你們不要將所見的，告訴任何人。」——上主的話。 
 
 

 

耶穌顯容節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耶穌顯容節給予我們極大的安慰，因為我們看到主耶穌的光榮像
集禱經中說的，因著古聖祖的作證而得到肯定，就是當耶穌顯聖容
時，有梅瑟和厄里亞在祂身旁出現。第一篇讀經中，達尼爾先知說
了他在神視中看到的人子的光榮：這光榮與耶穌顯聖容有關聯。第
二篇讀經取自伯多祿後書，提醒我們伯多祿得到這個對他的信德和
對我們的信德極其重要的啟示。 
瑪竇福音向我們說了耶穌顯聖容的經過。這事發生在耶穌首次宣

佈祂的苦難之後，當時，祂的門徒們都因這奧秘、可怕的宣佈而震
驚，耶穌顯聖容則是為了堅強他們的信德，為他們不久將面對祂的
逾越奧秘先做準備。 

耶穌顯聖容，展示出祂作為天主聖子的光榮。降生成人的聖言沒
有光榮的外貌，只有謙卑微小的形容。保祿告訴我們，祂捨棄自己
的光榮使自己空虛，為了取得奴僕的狀況。（見斐2，5－8）祂謙
卑，願意和我們有同樣的卑微的狀況，但祂不是奴隸，祂是天主的
聖子，享有超凡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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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天主聖子的光榮，達尼爾先知在第一篇讀經中向我們做了描
寫。他默觀天主坐在光榮的寶座上，一道火河從祂面前流下，無數
的天神在服侍祂。在這樣壯觀的景象中，人子被賜予統治權、尊容
和國度；各民族、各邦國及不同語言的人民都在服侍祂；祂的王權
永存不替；祂的國度永不滅亡。 

達尼爾先知的這個神視宣報了基督在受苦難後所享的光榮。耶穌
復活的光榮正是祂苦難的成果。從祂顯聖容，我們可以知道，對祂
自己來說，復活的光榮並不是一件新事，這光榮與祂在復活前所享
的光榮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來看，耶穌顯聖容可協助宗徒們理解
祂復活的光榮。 

耶穌顯聖容不僅幫助宗徒們超越祂苦難所帶來的恥辱，同時也幫
助他們理解祂復活的意義。耶穌顯聖容所顯示的，不是一個普通人
被天父認他為義子的光榮，耶穌顯聖榮，是把天主子的光榮完全啟
示出來，把聖子的天主性啟示出來。 
瑪竇告訴我們，耶穌帶了伯多祿、雅格伯、若望三位宗徒和他一

起，領他們上了一座高山－ 這三位特殊的宗徒在祂復活亞依洛的女
兒時也和祂一起（見瑪9，18），以後，他們還是祂臨終時最接近祂
的見證人（見谷14，33） 。 

在山上，耶穌的面容變得像太陽一樣燦爛 － 耶穌的顯聖容的確
非凡！－ 祂的衣裳也變得皎潔如光 。後者在對觀福音中也做了同
樣的記述，至於耶穌的面容發光，則只有瑪竇記述了。 

我們也可以默觀耶穌的聖容，那充滿了榮耀的聖容。我們不可能
直視祂的聖容，因為祂的聖容燦爛得令人目眩。但我們仍然可以默
想祂的超凡的榮耀。 
梅瑟和厄里亞出現在耶穌身旁，這告訴人們整個舊約要在耶穌的

逾越奧秘中得到完成。梅瑟曾將天主十誡和其他法律傳給了以色列
人民，而厄里亞這位大先知則曾令火從天上降下。他們兩人在和耶
穌談話。 
伯多祿這位有許多創意的宗徒於是開口向耶穌說：「主啊，我們

在這裡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裡張搭三個帳篷：一個為你，一
個為梅瑟，一個為厄里亞。」伯多祿常願意自己對他人有用，他建
議為耶穌、梅瑟和厄里亞搭帳篷，好使他們三位常在一起，並與在
世上的我們常相左右。 
但是，這樣的恩典並不能常留在我們的生活中，這樣的恩典都是

些特殊的恩典，雖然啟示了我們的一生，我們卻不能一生都活在這
樣的恩典中。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反思一下聖母瑪利亞的領報。福音在結束

對這件事的記述時這樣說：「天使便離開她去了。」（路1，38）因
此，天使向瑪利亞預報是一個非凡卻不長久的恩典。天主賞賜這恩
典為了光照人，而不是為了將人置入一個天堂的境況中。我們應該
懷著信德，在特殊恩典的幫助下來度日常的生活，不要奢望不斷地
擁有這些特殊的恩典。 

伯多祿剛說完話，一片光耀的雲彩將他們團團圍住，雲中有聲音
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他。」 
伯多祿在他的第二篇書信中追述這件令人非常震撼的事時說：

「我們親眼見過他的威榮。他實在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光榮，因那
時曾有這樣的聲音，從顯赫的光榮中發出來，向他說：“這是我的
愛子，我所喜悅的。”」 

天父的這句話給我們啟示了耶穌的天主性，祂的確是天父的聖
子，是天父所喜悅的。不過，「我所喜悅的」這句話也讓人想起了
依撒意亞先知的一個預言，在這個預言中天主介紹了祂的僕人（見
依42，1）而依撒意亞在另一個預言中則宣告了這位天主僕人為救贖
人類而要受的所有苦難。（見依52，13－53, 12） 

那雲中的聲音又說：「你們要聽從他。」這句話讓我們看到耶穌
顯聖容的作用，就是，向人啟示天主子基督的榮耀，祂的榮耀不但
成了我們信德的基礎，也要求我們聽命服從祂。因為，誰若見過基
督的光榮，便應該聽從祂，不可找任何藉口而拒絕聽從祂。享有至
高榮耀的天主聖子向我們說話時，有全權要求我們聽從祂。 

我們知道，聽從基督可使我們也分享天主的光榮，而且，這是進
入天主光榮的唯一道路。耶穌自己也是因著服從天主聖父、明白祂
的聖意，才能為祂的人性獲得天父聖子的全部榮耀。祂說：「我
父，成就你的意願吧！」（瑪6，10；26，42）我們也要以同樣的方
式來獲得榮耀與完美生命，就是聽從天主子，祂降生為人甚而成為
受苦的人，祂忍受了痛苦，至死承行天父的旨意。 

耶穌在山上顯聖容後，門徒們都非常害怕而俯伏在地上。耶穌立
刻上前撫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他們舉目一看，除了耶
穌外，不見任何人。這次神視的時間雖然短,它的成果卻要在人的生
命中長存。 
隨後，耶穌命門徒們在人子從死者中復活前，不要將這個神視告

訴任何人。祂這樣做的原因是容易瞭解的：耶穌不願將祂作為天主
子的光榮在祂受苦難前啟示給人們，否則，人們會認為祂受苦難違
反了天主的計畫；他們願意立刻光榮祂，以祂為政治性的君王；但
耶穌不願做政治的君王，或受眾人光榮的人；祂是天主子，聽從天
父的旨意，為拯救全人類而要去受苦受難。 

因此，耶穌禁止門徒們將這個神視說出來。他們可以在祂受難和
復活後談這件事，到那時，他們便可以解釋是人子也是天主子的全
部光榮，就是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的光榮。 

我們要以完全順從天主旨意的心來接受耶穌顯聖容的啟示。這啟
示令我們能夠完美的度我們的信仰生活、順從天父的計畫；這是得
到永遠榮耀的可靠途徑。 
 
 

耶穌顯聖容奧跡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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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申 

 
﹝一﹞奧跡敘述的準備 
耶穌顯聖容的奧跡，應當屬於傳教生活的第二階段。普通大家把伯多
祿在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承認耶穌為默西亞的事件，作為祂傳教
生活的分界點。從此以後，面對耶穌的人群分為兩組：一面是拒絕接
受耶穌的大部分人群；另一面卻有著少數堅決地跟隨祂的弟子。耶穌
自己因為遭受當時權威的反對，同時擺脫群眾的政治性默西亞的牽
連，所以退出傳教工作，專心於弟子之訓練。對於這一小群人，祂將
漸漸地啟示自己的奧跡，要他們知道他們所承認的默西亞乃是走向路
撒冷蒙難而死，然後復活的人子。在走向耶路撒冷去的行程上，三位
對照福音的作者都記錄了耶穌三次預言自己在耶路撒冷的死亡與復活
（瑪：十六21；十七22—23；二十17—19。谷：八31；九31；十32—
34。路：九22；九36—44；十八31—33）。這裡我們無法嚴密地分析
每一次的預言和預言後的種種反應。大體上我們可以說，每次耶穌預
言後，總是有弟子的不了解與不接受的反應。伯多祿之諫言而受到耶
穌的懲戒便是一個例子（瑪：十六21—23）。三位對照福音的作者都
相似地指出宗徒對於耶穌預言的消極反應，而耶穌便針對他們的態度
發表十字架的教訓。譬如耶穌懲戒伯多祿之後，在瑪竇福音中，接著
便記載背十字架的必要（十六24—26），而且將來人子要在光榮中予
以賞報（十六27—28）。總之，按照思想結構，耶穌走向耶路撒冷，
路上三次預言死亡與復活的記載，都是具有這樣一個格式：預言——
宗徒的消極反應——耶穌的教訓與對未來的希望。因此三次預言不只
是有關耶穌自己的未來，其實也是有關弟子的未來。這個未來的奧跡
有著兩面：光榮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每次弟子在黑暗一面前不安與
憂悶，每次耶穌仍舊表示堅決地接受痛苦，同時也把光榮一面提出。 
走向耶路撒冷的行程，為耶穌雖然是走向死亡，但是不可分離地也是
走向光榮。可是為宗徒好像只是一個走向死亡的悲劇。為耶穌祂自己
的去世（passing）（路：九31）顯明地是一個完成，可是為宗徒這是
一個謎，一塊絆腳石。耶穌每次給他們疏導，把謙卑與光榮，可恥的
死亡與三天後的復活，痛苦與賞報常連結在一起；但是這樣的預言在
復活與天主聖神降臨之前，在祂自己尚未在光榮中把十字架的絆腳石
消除之前，宗徒們無法了解。 
耶穌顯聖容的奧跡，便是天主聖父針對宗徒們的態度，對三位特選弟
子，在極短的時間中，啟示祂兒子的光榮。三位對照福音作者都在第
一次預言死亡與復活之後，編插這段顯聖容奧跡。再者，我們可以見
到福音作者都在耶穌疏導宗徒與顯聖容奧跡之間，寫著一句非常難懂
的話：「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人中，就有些人在未嘗到死味
以前，必要看見人子來到自己的國內。」（瑪：十六28）這句話的原
來意義該是關於末日人子降來，但是三位福音作者都把祂懂成耶穌在

疏導宗徒之後，預報不久將要發生的顯聖容奧跡。而且教會中不少教
父也是作如此講解，以為耶穌在這句話中，報告有人要提先見到光榮
中的人子。 
為此，我們由顯聖容奧跡的記錄的前後分析，可以知道這個奧跡給三
位特選弟子預先見末日的光榮；向那些因了預言而垂頭喪氣的弟子，
天主聖父好像說；他們應當抱著信心跟隨耶穌，走向十字架與光榮的
復活。 
 
﹝二﹞奧跡的中心 
顯聖容奧跡的記錄中充滿了聖經名辭，如果我們想比較有次序地研究
奧跡的意義，必須先把中心思想提出。而一般說來，大家認為奧跡的
中心是天上來的聲音：「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
他。」（瑪：十七5）這話使我們想起耶穌受洗時的天上聲音（參閱
拙著：耶穌受洗奧跡的解釋。中華學術院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一
期，十七—二七），只是增加了一個聽從耶穌的命令。因此，在這句
話中，我們可以認出耶穌的三個名號：天主之子，天主喜悅的僕人，
像梅瑟一樣的先知。但是又因為整個顯聖容奧跡記錄的內容與達尼爾
第十章有關，所以人子的名號也該包含在內。 
耶穌是天主之子：為福音作者，天上聲音所說的愛子，不該只指默西
亞，而且也指耶穌是天主的獨生子，「先存的兒子」。這層意思是初
期教會默想了聖詠第二首：「上主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
生了你。』」，而對於耶穌神性的承認。福音作者願意將顯聖容奧跡
與受洗奧跡互相對映。耶穌在受洗時，如同其他以色列人一樣，好似
罪人走近若翰；天主聖父卻宣告祂是自己真實的兒子。現在，在祂預
言苦難之後，天上的聲音向三位弟子，公開承認耶穌是自己的愛子。 
耶穌是上主僕人：瑪竇云：「我所喜悅的」，路加云：「我所揀選
的」，無疑地使我們想起依撒意亞所詠「上主僕人」的詩歌。（依：
四二1 ） 
耶穌是像梅瑟一樣的先知：申命記十八章十五節，已在梅瑟口中說：
「上主你的天主，要由你中間，由你兄弟中，為你興起一位像我一樣
的先知，你們應聽信他。」而伯多祿在耶穌復活後，便將這話應用在
耶穌身上（宗：三22），所以耶穌便是這位先知。其實天上聲音的命
令：「你們要聽從他」，已經足夠說明耶穌是先知。誰拒絕祂，要自
民間剷除；誰跟隨祂背十字架，要得到復活的光榮。 
為此，顯聖容奧跡的中心思想，乃是天主聖父向三位弟子，宣告耶穌
是自己的愛子，喜悅的僕人，像梅瑟一樣的先知。他們應該聽從祂，
由十字架走進光榮。 
除此以外，聖經學家以為顯聖容奧跡的整篇記錄反映著達尼爾第十
章。因此，耶穌的人子名號也隱含在內。 
 
（三） 奧跡的陪襯因素 
我們已經把奧跡的中心意義提示出來，為使這個中心更為顯著，在記



 

 

4 

 

錄中尚有不少陪襯因素—─高山，光耀，梅瑟與厄利亞，帳棚，彩
雲—─。我們也要簡單地加以解釋，為說明奧跡的意義。 
高山：耶穌單獨領著三位門徒上了一座高山。高山乃是許多宗教的起
源地，天地相接之點。雅威降來也在山上（出：十九20）。可是我們
這座高山沒有名稱，傳統上說這是大博爾山，而今天的批判家更以為
是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北部的赫爾孟山。其實這樣勉強的搜尋，正失去
了福音作者沒有將高山命名的真意。他們願意指出耶穌捨棄了熙雍聖
山，選擇猶太地區別的一座山。熙雍在聖經中是雅威的住處，默西亞
的地區（詠：二6），也是世末萬民來朝的地點（依：二2—3）。然
而耶穌選擇另外一座高山，因此超越了熙雍在傳統上的尊嚴與高貴。
這是指點一個新的時代。 
如果我們注意瑪竇福音，那麼高山的意義更為清楚。福音起初有耶穌
受誘的極高的山（四8），魔鬼以世上的一切國度及其榮華來誘惑
祂。而在福音之終又有耶穌指定的山（二八16），那裡祂將授權宗徒
往訓萬民。而在兩者之間，有著顯聖容奧跡的高山。三處記錄有著一
個上升的層次，在第一座高山上，耶穌拒絕魔鬼的榮華；而在第二座
高山上的顯聖容，正是耶穌責斥伯多祿為撒旦之後，天主聖父提先賜
給祂光耀的顯露；最後在山上，祂說「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
我」（瑪：二八18）所以，如果我們觀察瑪竇福音的安排，顯聖容奧
跡實在是導向復活的踏腳石。其次，在這裡尚有聖經學家指出，耶穌
是新梅瑟的思想，也在這高山的陪襯因素中可以看出。天主的啟示是
在高山上：在西乃山上，梅瑟接受了石版（出：三一18），也在這山
上，天主顯現給厄里亞（列上：十九8），現在天主聖父向光榮之子
說話是在一座新的西乃山上。這層意思有人在瑪竇與馬爾谷的顯聖容
記錄的第一句話「六天以後」中已經看出。出谷記說：「梅瑟上了
山，共六天之久，第七天上主從雲彩中召叫了梅瑟」（二四15—
16）。如同梅瑟在第七天上進入雲彩，同樣新梅瑟在「六天以後」顯
聖容。否則，我們實在不易註解二部福音所寫的「六天以後」的真正
意義。 
光耀：耶穌在三位宗徒面前變了容貌，福音作者用了默示錄文體描寫
祂的面貌發光有如太陽，他的衣服潔白如光。耶穌這個光榮，正是他
在預言苦難之後，向宗徒們所說的人子要在祂父的光榮中降來的光榮
（瑪：十六27；谷：八38），只是現在先在三位弟子前顯現出來。所
以耶穌的顯聖容，正是如同上面所說的，在預言受苦的背景上，天主
聖父給與宗徒的保證。 
而且我們還該知道，在聖經傳統中，光榮只屬於天主，只有天主是光
榮的。現在這個記號在耶穌身上出現。這並不如古經中梅瑟的面部，
因了與上主交談而發光，反映出的是天主的光榮。耶穌的光榮出祂的
內部；這個光榮在聖誕夜裡環照牧童（路：二9—10）；後來斯德望
（宗：三13），保祿（宗：九3）都要見到。 
梅瑟與厄利亞：對於二人的同時出現，聖經學家有著許多不同的解
釋。普通而論，梅瑟象徵法律，厄里亞象徵先知。但是天上的聲音

說：「聽從他」，這使人想起的是像梅瑟一樣的先知，而不是厄里
亞。也許厄利亞之出現，象徵默西亞之前驅。可見二人在顯聖容奧跡
中的意義，有著不同的解釋。 
在辣彼傳統中，有著這樣一個說法，天主給梅瑟說：當我遣發厄里亞
來的時候，你們二人應當同行。也許這個傳統影響著顯聖容的記載。
梅瑟大先知偕同默西亞的前驅厄里亞，一起來向最完美的先知致敬。 
由於厄里亞之出現，當他們下山時，便討論這位先知，耶穌將厄里亞
與若翰相比，祂從若翰的為義致命，又提起人子的要受磨難。路加福
音沒有記載這段下山時的討論，但是他告訴我們，在顯聖容時，耶穌
同梅瑟與厄里亞，談論自己的去世，即祂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
（路：九31）。這裡所說的「去世」，實在包括耶穌的死亡，復活與
升天。因此，我們可以說，梅瑟與厄里亞的出現，多少與耶穌的未來
有關係。 
帳棚：有人說伯多祿的話是東方人對客人的禮貌，有人說此時正值帳
幕節，因此引起伯多祿的話，也許最為容易的解釋，乃是帳棚象徵永
遠（路：十一9），伯多祿此時想起末世來臨而說了這話。 
彩雲：伯多祿要搭三座人手所造的帳棚，彩雲降下遮蔽了他們。帳棚
出自人手，彩雲來自天上；帳棚給人黑暗，彩雲給人光明。古經中，
彩雲乃是天主顯現的標記；在耶穌顯聖容的山上，彩雲下降，是天主
臨在的標記。 
以上我們將陪襯奧跡的一些因素，簡單地註解過了。其實這些因素，
不過是以默示錄文學的類型，把奧跡的中心意義再加說明而已。總
之，三部對照福音對於耶穌顯聖容奧跡的記錄，都是在預言苦難的背
景中，為光榮的復活安置一塊踏腳石。由此可見，教會的禮儀，基本
上非常正確地應用了那些福音材料。 
 
﹝四﹞ 奧跡的歷史性 
我們解釋了對照福音記載的顯聖容奧跡之後，很自然地會問究竟整個
奧跡的歷史價值有多少。好些批評家以為顯聖容不是耶穌生時所發生
的事，而是福音作者把耶穌復活後的一個顯現，提早記錄在耶穌生
時。這樣的假定不易為人信服，因為它與記錄中的許多材料不能配
合。耶穌復活後的顯現目的使人認出祂的真面目，所以不應該變容。
而且復活後的耶穌隱藏自己的光榮，所以也不應該會有顯聖容奧跡的
光耀。至於天上降下的彩雲，梅瑟與厄里亞，以及伯多祿的話等等因
素，實無法適合復活後的耶穌。相反，三位弟子之選擇，宗徒們之不
了解等等，都反映耶穌生時的情況。因此，我們更自然地在顯容奧跡
中，看出天主聖父在耶穌生時對於人子使命的印證。 
然而另一方面，在這事實上，我們又不能不承認福音作者所用史料的
自身具有的文學類型。顯聖容奧跡的記載相當清楚地顯出默示錄的類
型，以及傳統上天主顯現含有的因素。譬如上山，顯現，使命，下山
四個步驟確是最基本的描述天主顯現的類型。這可與出谷記中相似的
記載互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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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我們認為耶穌顯聖容奧跡的記載，並非傳奇性的創造，而是一
個歷史中心事實，外面包圍著文學類型的因素。這是宗徒時代的特
點，往往在耶穌事件上加上神學解釋。我們解釋的對照福音中的顯聖
容奧跡，基本上含有天主聖父對於自己愛子的啟示，而文學類型把這
中心事實在神學思想中發揮。如果我們繼續研究若望福音，大概可以
得到相似的結論。 
耶穌顯聖容如果是祂生命中的一大奧跡，我們也許會驚訝為什麼第四
福音好像沒有記載。但是這僅是初步的印象，事實上若望並沒有失掉
這段記錄。為若望而論，耶穌的整個生命是一個恆久的顯聖容，「於
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而我們見到了他的光榮，正如父
獨生者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若：一14）不過，在一個特殊
的時辰上，天主子的光榮更是明確地顯現了出來。這是在祂榮進耶路
撒冷之後，有些希臘人前來見祂（若：十二21—22），在這情況中，
若望福音記載了一段可以與對照福音中顯聖容奧跡比較的文字，我們
先抄錄在下。 
『耶穌回答他們說：「人子要受光的時辰來到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但如果死了，纔結
出許多果實來。愛惜自己性命的，必要喪失性命；在現世憎恨自己性
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於永生。誰若事奉我，就當跟隨我；如此我在
那裡，我的僕人也要在那裡；誰若事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現在我
心神煩亂，我可說什麼？父啊！救我脫離這時辰罷！但正是為此，我
才到了這時辰。父啊！光榮你的名罷！」當時有聲音從天上來：「我
已光榮了，我還要光榮。」在場聽見的群眾，便說：「是打雷了」另
有人說：「是天使同他說話。」耶穌回答說：「這來的聲音不是為
我，而是為你們。現在就是這世界應受審判的時候，現在這世界的元
首就要被趕出去；至於我，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
歸向我。」』（十二23—32） 
這段文字與對照福音中，當耶穌預言受難，以及弟子表示難於接受
後，所有的訓誨與疏導，具有一樣的性質。甚至文字上也顯出相似，
譬如：瑪：十六25—27「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
命；但誰若為我的原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因為將來人
子要在他父的榮中同他的天使降來，那時他要按照每人的行為予以賞
報」而在這段記錄中，若望福音也有天上的聲音：「我已光榮了，我
再要光榮。」 
天上的聲音說：「我已光榮了，我再要光榮。」那是答覆耶穌的祈
禱：「父啊！光榮你的名罷！」。光榮聖子，便是光榮父的名，在耶
穌的生命中，自祂受洗開始（若：一31—34），祂的一切宣講與工
程，都是天主聖父的光榮的證據，也是耶穌自己的光榮，所以天上的
聲音說：「我已光榮了」；現在耶穌臨近受難與復活，因此這聲音還
說：「我再要光榮」，因為巴斯卦奧跡乃是耶穌的光榮的圓滿。可
見，基本上若望的記錄與對照福音的顯聖容奧跡，同樣是天主聖父為
聖子的光榮，預先作證。二種記載中的天上聲音，都是在光榮走向苦

難的耶穌。不過，若望福音沒有對照福音的文學類型，因此我們見不
到高山，彩雲，光耀，梅瑟與厄里亞等等因素。這裡天上的聲音已經
不是為三位特選的弟子，而是為四周的群眾。事實上，對於信者，耶
穌的一切工程，祂的整個生命都是來自聖父的光明。 
總之，在若望福音中，我們可以發現對照福音記載的顯聖容奧跡的歷
史中心。現在我們再讀伯多祿後書： 
「我們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來臨，宣告給你們，並不是依據
虛構的荒誕故事，而是因為我們親眼見過他的威榮。他實在由天主接
受了尊敬和光榮。因那時曾有這樣的聲音，從顯赫的光榮中發出來，
向他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這來自天上的聲音，是我
們同他在那座聖山上的時候親自聽見的。」 (１－16－18) 
這裡我們又可發現顯聖容奧跡的中心材料，而如同若望福音一樣，並
沒有默示祿文學的類型。只是伯多祿後書已把這件事實作為基督再來
的證據。 
因此，根據了不同的傳統材料，我們應當承認天主啟示自己聖子的中
心事實，其實這只是「聖言成了血肉」在特殊時辰中的一個表現。誰
若接受這個基本信仰，不論在對照福音或若望福音中，都可以看出天
上聲音真正意義。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祂的衣服潔白如雪   

讀經一：達七9-10、13-14 

釋義 

達七2-14敘述達尼爾在巴比倫王貝耳沙匝元年（550/549BC）
的一個夢境。就內容而言，達尼爾第七章和第二章緊密相連，都
出現世界上四個連 續更替的王國。在這四個王國中達尼爾綜合整
個世界歷史的開始與結束；但是這裡所要表達的並不是世界歷史
過程的細節，而是將整個世界歷史和天主的國對立表 達。 

對達尼爾而言，世界的歷史（七8）就是魔鬼的勢力，但是這
個惡魔強權已被徹底征服。世上王國的掌權者已經徹底失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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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已從其手中奪走，交給了「乘著天上的雲彩而來」的「人
子」。 

誰是這位人子？在達七18、22、27中，人子是一個集合名
詞，被理解為「至高者的聖民」。耶穌在世生活時，特別喜愛採
用人子這個頭銜，因為這個頭銜同時表達了人性的謙抑，以及神
性的尊貴。 

這來自天上的聲音，是我們親自聽見的 

讀經二：伯後一16-19 

釋義（吳素賢） 

作者宣告關於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來臨的好消息，不是虛有
的神話。作者指證耶穌基督就是舊約預言的默西亞，可藉著二個
方面加以證實：一為「耶穌顯聖容」事件，作者親身經歷目擊耶
穌在山上顯容的光榮，並且聽見天主從天上傳來的聲音，宣告耶
穌是祂的愛子。二為主耶穌的生命歷程印證了舊約先知的預言，
這些預言能光照信友，戰勝黑暗，直到末日主耶穌二次來臨。 

這祂的面容發光有如太陽 

福音：瑪十七1-9 

釋義 

福音作者引用舊約中天主在山上與梅瑟、長老立約之「天主
顯現」故事背景，提升轉化為「基督顯聖容」故事，使人性的耶
穌以光榮的天主性顯現在門徒前。梅瑟、厄里亞顯現並與耶穌談
話，延續了猶太信仰對於他們未死、被提升天的傳說，並且他們
成為此一事件的見證者。伯多祿期望保留眼前天上的美景，渴望
支搭「帳棚」，一方面使人聯想到猶太的「帳棚節」，預示末世
性默西亞的來臨；另一方面也使人聯想到「永遠的帳幕」（路十
六9）、「天上的住處」（若十四2）。 

雲彩象徵天主臨在的標記，天主在雲中發出的聲音，說明耶
穌是祂的愛子，是天主啟示的宣講者。門徒們必須聆聽「苦難預
告」（瑪十六21），並透過「耶穌顯容」和「天主顯現」的經
驗，而得到勇氣接受這個苦難預告。伯多祿經驗到天主臨在的神

聖性而害怕，他俯伏在地、聆聽，表達對神的服從與朝拜（參
閱：瑪二11，四9）。 

耶穌禁止他們說出這經驗，因為除非耶穌復活，人們無法能
明白當時「耶穌顯容」之意義。 

反省 

耶穌的天主性和人性對我的信仰有何影響？ 

在我過去的生命中，哪些經歷可以成為面對痛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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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ugust 2017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Lord – Feast 
 

FIRST READING    Daniel 7:9-10,13-14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Daniel 

As I watched:  Thrones were set in place and one of great age took his seat.  

His robe was white as snow, the hair of his head as pure as wool.  His throne was 

a blaze of flames, its wheels were a burning fire.  A stream of fire poured out, 

issuing from his presence.  A thousand thousand waited on him, ten thousand 

times ten thousand stood before him.  A court was held and the books were 

opened. 

And I saw, coming on the clouds of heaven, one like a son of man.  He came 

to the one of great age and was led into his presence.  On him was conferred 

sovereignty, glory and kingship, and men of all peoples, nations and languages 

became his servants.  His sovereignty is an eternal sovereignty which shall never 

pass away, nor will his empire ever be destroye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96(97):1-2,5-6,9 
R.  The Lord is king, the Most High over all the earth. 

1. The Lord is king, let earth rejoice, let all the coastlands be glad.  Cloud and 

darkness are his raiment; his throne, justice and right. R. 

2. The mountains melt like wax before the Lord of all the earth.  The skies 

proclaim his justice;  all peoples see his glory.R. 

3. For you indeed are the Lord most high above all the earth, exalted far above 

all spirits.R. 

  

SECOND READING    2 Peter 1:16-19 
A reading from the second letter of St Peter 

It was not any cleverly invented myths that we were repeating when we 

brought you the knowledge of the power and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 had seen his majesty for ourselves. He was honoured and glorified by 

God the Father, when the Sublime Glory itself spoke to him and said, ‘This is my 

Son, the Beloved; he enjoys my favour.’ We heard this ourselves, spoken from 

heaven, when we were with him on the holy mountain. 

    So we have confirmation of what was said in prophecies; and you will be right 

to depend on prophecy and take it as a lamp for lighting a way through the dark 

until the dawn comes and the morning star rises in your mind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See Mt 11:25 
This is my Son, my beloved, in whom is all my delight: listen to him. 

Alleluia! 

  

GOSPEL    Mt 17:1-9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Jesus took with him Peter and James and his brother John and led them up a 

high mountain where they could be alone. There in their presence he was 

transfigured: his face shone like the sun and his clothes became as white as the 

light. Suddenly Moses and Elijah appeared to them; they were talking with him. 

Then Peter spoke to Jesus. ‘Lord,’ he said ‘it is wonderful for us to be here; if you 

wish, I will make three tents here, one for you, one for Moses and one for Elijah.’ 

He was still speaking when suddenly a bright cloud covered them with shadow, 

and from the cloud there came a voice which said, ‘This is my Son, the Beloved; 

he enjoys my favour. Listen to him.’ When they heard this the disciples fell on 

their faces overcome with fear. But Jesus came up and touched them. ‘Stand up,’ 

he said ‘do not be afraid.’ And when they raised their eyes they saw no one but 

only Jesus. 

    As they ca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Jesus gave them this order, ‘Tell no one 

about the vision until the Son of Man has risen from the dead.’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