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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hatology末世論

e;scatoj 

．19世紀初 德國學者杜撰

(E s ch a t o s)

＝最後的 (瑪20:12;路12:59)．



舊約對「新天新地」的期盼

．依 11章, esp. v. 6-9

．依 35:1-10 ��瑪11:4-6

．依 65-66章, esp.65:17-25; 66:22

．則 34-48章

創世之初的和諧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

「末世」 「創世」



末世的憧憬

天主的參與

＝救恩歷史創世 末世

新天新地

(橫向的救恩論)



新約對「末世」的描寫

．例子一：瑪 25:31-46



新約對「末世」的描寫

．例子一：瑪 25:31-46

人子降來

施行審判 ��上文：醒寤的重要

「自創世…的國度」(v.34)



．例子二：得前 4:13-18



．例子二：得前 4:13-18

創世之初的景象

主親自降來

死人復活

被提到雲彩上，到空中迎接主…

時常同主在一起



The last thing:

耶穌再來 (Parousia)

施行審判 (Judgement)

死人復活 (Resurrection)

永生 /「常常與主在一起」(Eternal life)

末世

新天新地



天上的世界
(heavenly)

地上的世界
(earthly)

只是影子
缺乏意義

縱向的
救恩論



縱向的
救恩論

耶穌：

「聖言成了血肉」
（1:14）

「在父懷裏」（1:18）

「自天降下而仍在

天上的人子」(3:13)

「真光」

「真正」的食糧

「真」葡萄樹

��3:3-4; 4:7,13-15

「我出自父，來到

了世界上，我又離

開世界，往父那裹

去。」(16:28)

「至於我，當我從

地上被舉起來時，

便要吸引眾人來歸

向我。」(12:32)

「為的是我在那裏,

你們也在那裏…」

（14:1-3)



The last thing:

耶穌再來 (Parousia)

施行審判 (Judgement)

死人復活 (Resurrection)

永生 /「常常與主在一起」(Eternal life)

‧復活顯現就是「再來」(14:18-19; 16:16)

預許平安與喜樂 (14:27-28; 16:24)

復活顯現時實現了 (20:19-20)

‧提拔門徒 (13:36; 14:2-3)



The last thing:

耶穌再來 (Parousia)

施行審判 (Judgement)

死人復活 (Resurrection)

永生 /「常常與主在一起」(Eternal life)



審判：若 3:16-21

「16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

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

反而獲得永生，17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

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

着他而獲救。



「18那信從他的，不受審判；那不信的，

已受了審判，因為他沒有信從天主獨生

子的名字。19審判就在於此：光明來到了

世界，世人卻愛黑暗甚於光明，因為他

們的行為是邪惡的。

審判：若 3:16-21

猶達斯



「20的確，凡作惡的，都憎惡光明，也

不來就光明，怕自己的行為彰顯出來；
21然而履行真理的，卻來就光明，為顯

示出他的行為是在天主內完成的。」

審判：若 3:16-21

撒瑪黎雅婦人？

伯多祿



正、反兩極反應：

猶太人首領 vs差役，尼苛德摩 (7:40-52)

猶太人 vs復明的胎生瞎子 (9:39-41)

比拉多 (18:28-19:16)



The last thing:

耶穌再來 (Parousia)

施行審判 (Judgement)

死人復活 (Resurrection)

永生 /「常常與主在一起」(Eternal life)



死人復活（若 5:21-30）
(審判權)

5:22「父不審判…全權交給了子」

= 主宰生死的責任

5:24「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聽我的話，

相信派遣我來者的，便有永生，不受審

判，而已出死入生。」

5:25「時候已到，且現在就是」



聖言的創造力 (若 5:8; 創 1:3)

天主掌管生與死
(=審判權)

上文：在安息日治好癱子 (若 5:1-18）

死人復活（若 5:21-30）
(審判權)



若 5:28-29 

「…時候要到，那時，凡在墳墓裏的，都要

聽見他的聲音，而出來：行過善的，復活進

入生命；作過惡的，復活而受審判。」

若11:43-44

「(耶穌)大聲喊說：『拉匝祿！出來罷！』死

者便出來了，腳和手都纏着布條，面上還蒙

着汗巾。耶穌向他們說：『解開他，讓他行

走罷。』」



「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11:25a)

「凡活着而信從
我的人，必永遠
不死」(11:26)

「信從我的，即使
死了，仍要活着」
(11:25b) 



永生

‧「在他內有生命」(1:4)

「我就是生命的食糧」(6:35,48)

zwh,  

yuch,  (性命)



「天主的食糧，是那由天降下，

並賜給世界生命…」(6:33)

藉言行啟示真理

「我就是生命的食糧，

到我這裏來的，永不會饑餓；

信從我的，總不會渴」(6:35)

「信從的人，必得永生」(6:47)



「天主的食糧，是那由天降下，

並賜給世界生命…」(6:33)

「50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

誰吃了，就不死。51我是從天上

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誰若吃了這

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

(6:50-51)



�吃人肉：象徵敵對行動（詠27[26]:2; 匝11:9）

�飲人血：象徵殘暴屠殺（耶46:10; 則39:17）

�猶太人的反應 (若 6:60-66)

‧指向他的聖體聖血聖事

「…拿去吃罷！這是我的身體…

…喝罷…這是我的血」(瑪26:26-28)

‧耶穌「甘心情願」捨掉他的「性命」（血肉）

（若 1:14; 10:11,15,17）



「生命之糧」言論：

一. 耶穌的聖言 (6:35-50)

「40凡看見子，並信從子的，必獲得永生；

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若17:3; 20:31

二. 耶穌的聖體 (6:51-59)

「 53…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

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
54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

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復活。」



永生／救恩（若 14:9-24）

＝與主共融

‧信耶穌，繼續他的工作

‧領受(另一位)護慰者聖神

‧愛耶穌，遵守他的命令



信耶穌，繼續他的工作：

「你們要相信我：我在父內，父也在

我內；若不然，你們至少該因那些事

業而相信。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

信我的，我所做的事業，他也要做，

並且還要作比這些更大的事業，因為

我往父那裏去。」(若 14:11-12)



領受 (另一位)護慰者：

「如果你們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我也要求父，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

慰者，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他是世界

所不能領受的真理之神，因為世界看不

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

為他與你們同在，並在你們內。」

(若 14:15-17)



愛耶穌，遵守他的命令：

「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我要回到你們

這裏來。不久以後，世界就再看不見我，

你們卻要看見我，因為我生活，你們也要

生活。到那一天，你們便知道我在我父內，

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接受我的命

令而遵守的，便是愛我的人；誰愛我，我

父也必愛他，我也要愛他，並將我自己顯

示給他。」 (若 14:18-21)



耶穌降生成人的目的

3:31-36

12:44-50

20: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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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豺狼將與羔羊共處，虎豹將與小山羊同

宿；牛犢和幼獅一同飼養，一個幼童即可

帶領牠們。7母牛和母熊將一起牧放，牠

們的幼雛將一同伏臥；獅子將與牛一樣吃

草。8吃奶的嬰兒將遊戲於蝮蛇的洞口，

斷奶的幼童將伸手探入毒蛇的窩穴。9在

我的整個聖山上，再沒有誰作惡，也沒有

誰害人，因為大地充滿了對上主的認識，

有如海洋滿溢海水。

依11:6-9



依 35:1-10

1荒野和不毛之地必要歡樂，沙漠必要欣

喜，如花盛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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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

們應加強痿弱的手，堅固顫動的膝，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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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那時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聾子的耳朵要

開啟；6那時瘸子必要跳躍如鹿，啞吧的

舌頭必要歡呼，因為曠野裏將流出大水

，沙漠中將湧出江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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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那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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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35:1-10



9那裏沒有獅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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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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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35:1-10



17因為，看，我要創造新天新地，先前的

不再被記憶，不再被關心。18人們都要因

我所造的而永遠喜悅快樂；因為，看，我

要造一座令人喜悅的耶路撒冷，一個令人

歡樂的百姓。19我要因耶路撒冷而喜悅，

因我的百姓而歡欣，其中再聽不到哭泣和

哀號的聲音。20那裏再沒有夭折的嬰兒和

不滿壽數的老人；百歲死去的人算是青年，

凡活不到百歲的人算是被詛咒的。

依 65:17-25



依 65:17-25

21他們要建築房舍，自居其中；種植葡萄，

自食其果；22並不是他們建築而別人來住，

他們種植而別人來吃，因為我百姓的壽數

有如樹木的年數，我的選民要享用她自己

的勞作。23他們不再徒然勤勞，生子不再受

驚，因為他們是上主祝福的苗裔，他們的

子孫亦將如此。



依 65:17-25

24那時，他們還未呼求，我已答應了；

他們還在祈禱，我已俯允了。25豺狼

和羔羊將要一齊牧放，獅子要如牛

犢一般吃草，塵土將是大蛇的食物；

在我的整個聖山上，再沒有誰作惡，

也沒有誰害人：上主說。



22實在，我行將創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

面前存在，你們的後裔與你們的名字也要

怎樣存在：上主的斷語。

依 66:22



則 34-48章

�以民得重返許地 (則34:11-16)

�由一位達味君王帶領 (則37:24)

�所有人都皈依天主 (則36:26)

�以色列復興 (枯骨復活, 則37章)

�天主的聖所「永遠在他們中間」(則37:28)

�但之後有末世的戰爭 (則38-39章)

�終極的祝福 (則40-48)



31當人子在自己的光榮中，與眾天使一同

降來時，那時，他要坐在光榮的寶座上，
32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

他們彼此分開，如同牧人分開綿羊和山羊

一樣：33把綿羊放在自己的右邊，山羊在

左邊。34那時，君王要對那些在他右邊的

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罷！承受自創

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罷！

瑪 25:31-46



35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

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
36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

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裏，你們來探望了我

……

瑪 25:31-46

41然後他又對那些在他左邊的說：可咒

罵的，離開我，到那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

的永火裏去罷！42因為我餓了，你們沒有給

我吃的……46這些人要進入永罰，而那些義

人卻要進入永生。



13弟兄們，關於亡者，我們不願意你們

不知道，以免你們憂傷，像其他沒有望

德的人一樣。14因為我們若是信耶穌死

了，也復活了，同樣也必信天主要領那

些死於耶穌內的人同他一起來。 15我們

照主的話告訴你們這件事：我們這些活

着存留到主來臨時的人，決不會在已死

的人以前。

．例子二：得前 4:13-18



16因為在發命時，在總領天使吶喊和天主

的號聲響時，主要親自由天降來，那些死

於基督內的人先要復活，17然後我們這些

活着還存留的人，同時與他們一起要被提

到雲彩上，到空中迎接主：這樣，我們就

時常同主在一起。18為此，你們要常用這

些話彼此安慰。

．例子二：得前 4:13-18



18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我要回到你們

這裏來。19不久以後，世界就再看不見我，

你們卻要看見我，因為我生活，你們也要

生活。(若14:18-19)

「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

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的

一樣。你們心裏不要煩亂，也不要膽怯。
28你們聽見了我給你們說過：我去；但我

還要回到你們這裏來…」(若14:27-28)



復活顯現時 (若 20:19-20)

「19正是那一週的第一天晚上，門徒所在

的地方，因為怕猶太人，門戶都關着，耶

穌來了，站在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

安！」20說了這話，便把手和肋膀指給他

們看。門徒見了主，便喜歡起來。」



提拔門徒 (若 14:2-3)

「2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我去，原

是為給你們預備地方；如不然，我早就告

訴了你們。3我去了，為你們預備了地方以

後，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為的是

我在那裏，你們也在那裏。」



「27隨着那片餅，撒殫進入了他的心，於

是耶穌對他說：『你所要做的，你快去做

罷』……30猶達斯一吃了那一片餅，就立

時出去了：那時，正是黑夜。」

(若 13:27-30)

猶達斯



「因為你曾有過五個丈夫，而你現在

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說的這

話真對。」(若 4:18)

撒瑪黎雅婦人



「66從此，他的門徒中有許多人退去了，

不再同他往來。67於是耶穌向那十二人說

：『難道你們也願走嗎？』68西滿伯多祿

回答說：『主！惟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

投奔誰呢？」(若 6:66-67)

伯多祿



猶太人首領 vs差役，尼苛德摩

40群眾中有些人聽了這些話，便說：「這人

真是那位先知。」41另有些人說：「這人是

默西亞。」但也有人說：「難道默西亞能

來自加里肋亞嗎？42經上不是說：默西亞要

出自達味的後裔，來自達味出生的村莊白

冷嗎？」43因此，為了耶穌的緣故，在群眾

中起了紛爭。



44他們中有些人願捉拿他，但誰也沒有向他

下手。45差役回到司祭長和法利塞人那裏；

司祭長和法利塞人問他們說：「為什麼你們

沒有把他帶來？」46差役回答說：「從來沒

有一個人如此講話，像這人講話一樣。」
47法利塞人遂向他們說：「難道你們也受了

煽惑嗎？ 48首長中或法利塞人中，難道有人

信仰了他嗎？49但是，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

眾，是可詛咒的！」



50他們中有一個，即先前曾來到耶穌那裏的

尼苛德摩，遂向他們說：51「如果不先聽取

人的口供，和查明他所作的事，難道我們

的法律就許定他的罪麼？」52他們回答他

說：「難道你也是出自加里肋亞麼？你去

查考，你就能知道：從加里肋亞不會出先

知的。」53然後，他們就各自回家去了。

(若7:40-52)



猶太人 vs 復明的胎生瞎子

39耶穌遂說：「我是為了判別，才到這世

界上來，叫那些看不見的，看得見；叫那

些看得見的，反而成為瞎子。」40有些和

他在一起的法利塞人，一聽了這話，就

說：「難道我們也是瞎子麼？」41耶穌回

答說：「你們如果是瞎子，就沒有罪了；

但你們如今說：我們看得見，你們的罪惡

便存留下了。」(若 9:39-41)



1 庭院外（18:28-32） 

猶太人要求處死耶穌 

 

  7 庭院外（19:12-16a） 

猶太人如願處死耶穌 

2 總督府內 

（18:33-38a） 

比拉多審問耶穌 

（關於他的國度） 

 

  6 總督府內（19:9-11） 

比拉多審問耶穌 

（關於他的權力） 

3 庭院外（18:38b-40） 

比拉多宣佈耶穌無罪 

 

  5 庭院外（19:4-8） 

比拉多宣佈耶穌無罪 

「看，這個人！」 

 

4 總督府內（19:1-3） 

兵士戲弄耶穌 

 

資料來源：冼嘉儀，《若望福音評釋》(下)，香港：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2016，492頁。

Ref: Brown, R.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XIII-XXI, (Anchor Bible),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p.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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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然後他們從蓋法那裏把耶穌解往總督

府，那時是清晨；他們自己卻沒有進入

總督府，怕受了沾污，而不能吃踰越節

的羔羊。29因此，比拉多出來，到外面他

們說：「你們對這人提出什麼控告？」
30他們回答說：「如果這人不是作惡的，

我們便不會把他交給你。」

31比拉多便對他們說：「你們自己把他

帶去，按照你們的法律審判他罷！」

猶太人回答說：「我們是不許處死任

何人的！」32這是為應驗耶穌論及自己

將怎樣死去而說過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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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比拉多於是又進了總督府，

叫了耶穌來，對他說：「你是

猶太的君王嗎？」34耶穌答覆

說：「這話是你由自己說的，

或是別人論我而對你說的？」
35比拉多答說：「莫非我是個

猶太人？你的民族和司祭長把

你交付給我，你做了什麼？」

36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

屬於這世界；假使我的國

屬於這世界，我的臣民早

已反抗了，使我不至於被

交給猶太人；但是，我的

國不是這世界的。」37於是

比拉多對他說：「那麼，

你就是君王了？」

耶穌回答說：「你說的是，

我是君王。我為此而生，我

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為給

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

必聽從我的聲音。」38比拉多

遂說：「什麼是真理？」說

了這話，再出去到猶太人那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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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們說：「我在這人身上

查不出什麼罪狀來。39你們

有個慣例：在踰越節我該給

你們釋放一人；那麼，你們

願意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

君王嗎？」40他們就大聲喊

說：「不要這人，而要巴辣

巴！」巴辣巴原是個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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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時，比拉多命人把耶穌帶去鞭

打了。2然後兵士們用荊棘編了個

茨冠，放在他頭上，給他披上一件

紫紅袍，3來到他跟前說：「猶太

人的君王，萬歲！」並給他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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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個人！」 

 

4 總督府內（19:1-3） 

兵士戲弄耶穌 

 

4比拉多又出去到外面，

向他們說：「看，我給

你們領出他來，為叫你

們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

出什麼罪狀。」
5於是耶穌帶着茨冠，披

着紫紅袍出來了；比拉

多就對他們說：「看，

這個人！」

6司祭長和差役們一看見耶

穌，就喊說：「釘在十字

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對他們說：「你們

把他帶去，釘在十字架上

罷！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

麼罪狀。」

7猶太人答覆他說：「我們

有法律，按法律他應該死，

因為他自充為天主子。」
8比拉多聽了這話，越發害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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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遂又進了總督府，對耶穌說：

「你到底是那裏的？」耶穌卻

沒有回答他。10於是比拉多對

他說：「你對我也不說話嗎？

你不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也

有權柄釘你在十字架上嗎？」
11耶穌答說：「若不是由上賜

給你，你對我什麼權柄也沒有

為此，把我交付給你的人，負

罪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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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從此，比拉多設法要釋放耶穌，猶太

人卻喊說：「你如果釋放這人，你就不

是凱撒的朋友，因為凡自充為王的，就

是背叛凱撒。」13比拉多一聽這話，就

把耶穌領出來，到了一個名叫「石鋪地

」──希伯來話叫「加巴達」的地方，

坐在審判座位上。

14時值踰越節的預備日，約莫第六時辰，比

拉多對猶太人說：「看，你們的君王！」
15他們就喊叫說：「除掉，除掉，釘他在十

字架上！」比拉多對他們說：「要我把你們

的君王釘在十字架上嗎？」司祭長答說：

「除了凱撒，我們沒有君王。」
16於是比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死。」



若 10:11,15,17

11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

15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性命…17我捨掉我的

性命，為再取回它來。

18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願

捨掉它；我有權捨掉它，我也有權再取回

它來：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

yuch,  (性命)



31那由上而來的，超越一切。那出於下地的，

是屬於下地，且講論下地的事；那自上天而

來的，超越萬有之上，32他對所見所聞的，予

以作證，卻沒有人接受他的見證。33那接受他

見證的人，就是證實天主是真實的。34天主所

派遣的，講論天主的話，因為天主把聖神無

限量地賞賜了他。35父愛子，並把一切交在他

手中。36那信從子的，便有永生，那不信從子

的，不但不會見到生命，反有天主的義怒常

在他身上。(若 3:31-36)



「「「「44耶穌呼喊說：『信我的，不是信我，

而是信那派遣我來的；45看見我的，也

就是看見那派遣我來的。46我身為光明，

來到了世界上，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

暗中。47無論誰，若聽我的話而不遵行，

我不審判他，因為我不是為審判世界而

來，乃是為拯救世界。

若 12:44-50



「「「「48拒絕我，及不接受我話的，自有審判

他的：就是我所說的話，要在末日審判他。
49因為我沒有憑我自己說話，而是派遣我

來的父，他給我出了命，叫我該說什麼，

該講什麼。50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所以，我所講論的，全是依照父對我所說

的而講論的。』」



「「「「30耶穌在門徒前還行了許多其他

的神跡，沒有記在這部書上。31這

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

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

賴他的名獲得生命。」

若 20: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