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最後的逾越節

若 12-13:30 ;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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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逾越節 朝聖節
學者相信在第⼀世紀，每⼀個虔誠的猶太⼈每年

都會前往耶路撒冷慶祝逾越節。耶穌︖ 

Things To Do：朝聖者從加⾥肋亞往南⾏百多公
⾥到耶路撒冷過節，有七天慶期，其間充滿筵席、

跳舞、唱歌，會⾒⽼朋友，更新友誼，互通消息，

並在聖殿內朝拜天主 

慶節的中⼼是偉⼤的故事（Great Story）：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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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耶穌⾯對的危險
耶穌清楚知道，如果祂抵達耶路撒冷，祂的⽣命

會結束 （⾕ 8:31; 9:31; 10:33-34） 所以祂希望能
在慶節中作出犧牲，以其加深慶節的意義 

故事始於預料中的衝突之中，11:55-57：「如果
⾒到耶穌，⼀定要拘捕祂」的命令 

祂的朋友也知道 （若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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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的是耶穌在伯達尼，復⽣了拉匝祿，卻激起了敵意，

直接導致祂的逾越 

當權者害怕耶穌藉利⽤復⽣死⼈的「榮譽」來破壞安寧 

「死亡的威脅」和「上主的保護」在第⼀個逾越節（出

⾕紀）和耶穌最後的逾越節同時出現 

第⼀個逾越節：埃及⼈壓迫和殺害希伯來⼈，上主取

去埃及長⼦的性命 （出11:4-6）

1.2 死亡威脅和上主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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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個逾越節羔⽺的⾎保護了希伯來⼈，以⾊列要
記得由於上主為他們作戰，他們的⾸⽣⼦也是屬於

上主的，應該祝聖及奉獻給天主的（出13:11-16） 

若望聖史記得耶穌的死亡和永⽣是叫他的跟隨者相

信耶穌就好似以⾊列相信上主⼀樣 

耶穌和第⼀個逾越節的聯繫始於福⾳之始，並在這

裡達到⾼峰 

洗者若翰兩次叫耶穌是天主的羔⽺（1:29, 36）
及差遣⾃⼰的⾨徒去跟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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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若望聖史的逾越節的敘述內⼀次都沒有稱

耶穌是天主的羔⽺ 

耶穌被判死罪的第六時晨，就是逾越節前的正午

時分 （19:14） 

這「時晨」正是司祭們和肋未⼈在聖殿為各⼈

所預備為逾越節晚餐⽽宰殺祭牲的時晨 

從這時晨起，⼀直到旁晚，⽇落前都在宰殺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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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耶路撒冷的變化
⼈⼜暴漲 ：  有從加⾥肋亞以至羅⾺來的，還有他
們帶來的⾦錢及新消息 

城內將會有很多房間出租，但是⼤部分的朝聖者

都會選擇在城外的山坡之上，⽀搭帳幕居住 

城外會有清晰的指⽰墓地所在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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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尼散⽉第⼗⽇
被祭獻的羔⽺要在這⼀天備妥 

就在這⼀天，耶穌進入耶路撒冷，都準備成為天

主的羔⽺ 

祂就像那些將被祭獻的羔⽺⼀樣，被檢驗過，不

可以有瑕疵的。事實上，祂在這整個星期內，被

法利塞⼈監視著，看祂有沒有犯錯

8



1.5 猶太⼈的逾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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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猶太歷
時間

⽇落

尼散⽉13 ⽇ 去除酵⼦

三
⽇落

尼散⽉14 ⽇

               
在聖殿舉⾏祭獻宰殺羔⽺

四
⽇落                 舉⾏逾越節晚餐/ 

耶穌的最後晚餐 (對觀)

尼散⽉15 ⽇
耶穌被釘在⼗字架上

五

⽇落 安息⽇

零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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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年有⼗⼆個⽉，每⼀個⽉內的⽇⼦編了號碼 

逾越節是在春天的尼散⽉慶祝的，尼散⽉第⼗五⽇⿈

昏開始 

我們留意這是星期四的晚上，但為猶太⼈來說，⿈昏

就是開始了新的⼀天（尼散⽉第⼗五⽇） 

這樣上⼀個⿈昏，就算是前⼀天了（尼散⽉第⼗四

⽇）。在這個圖表內，顯⽰耶穌在（猶太⼈的⼀天內）

舉⾏晚餐、被捕、被釘在⼗字架上。但是⽤現代⼈的

計算，耶穌是星期四晚上主持逾越節晚餐，星期五被

釘在⼗字架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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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聖史記載耶穌的最後晚餐 
若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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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吃逾越節的羔⽺ 

以上的報導的時間應該是尼散⽉第⼗四⽇⽇落之前，即逾越節（尼

散⽉第⼗五⽇）前⼀⽇（若13:1; 19:31)，耶穌的最後晚餐不是逾越
節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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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散⽉12 13 14 15 16

逾越節 安息⽇

⽇落之後 ⽇落之後 ⽇落之後 ⽇落之後

星期⼆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0:00 00:00 00:00 00:00

耶穌死亡

舉⾏逾越節晚餐（對觀）耶穌的最後晚餐

若18:28 清晨...
安息⽇的
預備⽇

去除酵⼦ 宰殺羔⽺



1.6 無酵節
由於逾越節包括無酵節，第⼀世紀居住在耶路撒冷的

猶太⼈會在屋內先除去酵⼦ 

尼散⽉第⼗三⽇至尼散⽉第⼗四⽇下午，這城市會被

徹底沖刷，包括麵包及啤酒 

這些⼯作要在中午完成，即晚餐之前完成，亦是屠殺

羔⽺之前完成 

⼈們會重複古時的做法，羔⽺和無酵餅⼀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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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牲 

作祭品的動物（綿⽺和山⽺），會被⼀再檢查，確

保健康、年青和無瑕庇的，才可以在聖殿出售 

錢 

當時的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錢幣流通，有真有

假，當中亦帶有冒犯性的君王肖象。因些，換錢

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司祭們只接受來⾃提洛的

銀幣作交易（純度⾼、接近真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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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宰殺羔⽺
由尼散⽉第⼗四⽇第九時辰至第⼗⼀時辰，約下午

三時至六時左右。羔⽺會按次第被帶到聖殿，朝拜

者會把牠搖三次 

所有肋未⼈和司祭準備就緒。幾百個肋未⼈會開始

唱亞肋路亞聖詠（詠 113 - 118），他們會⼿持⽕把
在聖殿的庭院列隊。當所有都準備妥當了，⼀位司

祭會吹起號角，⼀連吹三次，表⽰祭獻可以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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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未⼈會⽤割喉的⽅式來殺⽺，好處是： 

可以放⾎，同時又可以收集起來 

保證羔⽺是活的及可接受的。因此，割喉時噴

⾎是最佳的保證：⽣命的奉獻為了⽣命 

⽺⾎會由⼀個盛器收集，並傳到祭台，灑在祭台

的底部（⽣命又回到天主那裡） 

在⼀浪接⼀浪的祭獻之後，祭台會被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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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屍體會被掛在聖殿牆壁的鉤上，奉獻者可以取回，
然後把牠烤熟 

場⾯非常震憾： 

整個城市充滿⽺的嘶叫聲、成年男⼦的歌詠聲、

號角的回⾳、以及烤⽺的味道充滿每⼀個角落 

在你的⽣命中，如果從⼩孩開始每年都會過⼀次，

必然使你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使你與民族的偉

⼤故事(Great Story) 連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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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耶穌與逾越節晚餐
當耶穌最後⼀個星期來到耶路撒冷，正值逾越節

（⾕ 14:1-2 ; 若 13:1 ）。他由加⾥肋亞開始⾛到
耶⾥哥，然後從西⾯山⾛上耶路撒冷（⾕ 11:1 ; 
14:3） 

耶穌榮進耶路撒冷

18

http://www.vocations.ca/Images/
Prayers/2010_March/
2010_03_28_palm.jpg



尼散⽉第⼗⽇，耶穌騎著⼀匹騾仔，橫過橄欖山，

在落山時遇上成千上萬的群眾歡迎，搖動⼿上的

樹枝，這是具有猶太民族主義的象徵。這些⼈就

是來⾃加⾥肋亞的朝聖者，上來過節，駐紥在城

外，也應該認識耶穌 

耶穌來到後，衝突就開始。⾺爾⾕聖史記載，領

袖們正在這幾天找尋⽅法，希望秘密地捸捕耶穌

並殺害祂（⾕14:2 …怕民間發⽣暴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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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晚餐廳（⾕ 14:13-16） 

我們假設這時是尼散⽉第⼗四⽇（對觀）。其中

⼀項他們要預備的就是在聖殿裡完成逾越的祭獻。

然後與耶穌和其他⾨徒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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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晚餐中兩件重要的事
耶穌為宗徒們洗腳 

餅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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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洗腳
具取潔的意義 

耶穌為⾨徒洗腳。這是奴僕的⼯作，使⼈愕然及難以理解 

耶穌不但對⾨徒展⽰服務他⼈，即非以役⼈、乃役於⼈的

⾏為，更展⽰出⾨徒們將來也應該彼此服務 

這點也與逾越節有關連的。傳統上，猶太⼈必須處於潔淨

的狀態（若11:55），才能參加這個逾越節晚餐（⼾9:6-
13），做法與肋未⼈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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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腳在他們的⽂化中，只是⼀般普通簡單的歡迎

禮儀 。耶穌卻賦予兩個含意： 

⼀：當伯多祿拒絕耶穌替他的洗腳時，耶穌向

他說，如果他希望成為基督的⼀部分（若

13:8），必須透過這個⾏為，沒有其他選擇
的，就是讓耶穌來使他潔淨（若13:10） 

⼆：潔淨與洗滌：就正是耶穌透過祂死在⼗字

架上給⼤眾的，是祂的犧牲洗滌了眾⼈的罪

過，  使⼈類獲得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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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同餐共桌、共赴祭壇
餐桌成為祭壇，祭壇⽤來焚消祭品與天主共享，與主修

好和建⽴友誼，奉獻者透過享⽤祭品，參與「祭壇」 

不是每⼀個⼈都可以參與祭壇、奉獻羔⽺。所以我們要

明⽩：誰吃了祭牲的⾁，就分享了因祭品的死亡帶來的

恩佑 。⽽你就在祭壇成為伙伴 - 獲得聖化 

在這逾越節晚餐之中，吃具象徵性的食物就是真正參與

這個祭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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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的背景就是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就

被確認出祂⾃⼰就是「即將來臨的犧牲」 

祂倒酒，就指向⾃⼰（即將來臨）傾流的寶⾎ 

然後祂邀請⾨徒們來吃餅及喝酒，⽤逾越節的背

景，祂亦是邀請他們在祂的祭壇成伙伴 

祂的祭壇就是⼗字架。在有犧牲的晚餐中，祂成

為新的犧牲：逾越節的犧牲，在祭獻的那⼀天，

祂的⽣命將成為新的被宰殺的羔⽺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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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四杯酒
傳統的逾越節晚餐由四杯（紅）酒組成，名字如下

（未能確定古代有沒有名字）： 

第⼀杯：神聖之杯 

第⼆杯： 逾越之杯 

第三杯 ：祝福之杯 

第四杯 ：讚美之杯（亞肋路亞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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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第三杯酒
很多學者推測，第三杯酒成為耶穌犧

牲的奉獻（亦有研究指耶穌喝了第四

杯酒） 

有⼀個奇怪的段落，保祿說基督徒慶

祝這個晚餐，即共結合於基督的，他

稱為這是祝福之杯 （格前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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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前10 :16 我們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豈不是共
結合於基督的⾎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共

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 

有⼀個非常驚⼈的理由，耶穌向⾨徒說，祂不會

再喝這葡萄汁了，直到天主再來，⾕14:25//路
22:18 

然後祂解散了這個晚餐，在祂唱完歌之後，就出

發去橄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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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發⽣，就有⼀個可能的問題 

耶穌有沒有完成這晚餐呢︖祂有沒有讓⾨徒們喝第四

杯酒呢︖ 

如果祂是故意的話，可能祂希望祂的⾨徒、祂的跟隨

者將來在天國裡，與基督相遇，好完成這個未完成的

逾越節晚餐 

這可能只是保祿宗徒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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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又可以解釋為甚麼基督徒從⼀開始就把這個

逾越節晚餐與他們的⽣命結合在⼀起 

耶穌不單只求信友們重覆 ：為紀念我 
• • • •

這個晚餐更要求跟隨者明⽩神聖晚餐的⽣命。他

們會發現隱藏的耶穌的⽣命與他的⼯作的解釋：

愛 - 彼此服務、聖化信徒、成為基督的⼀部分、
使⼈獲得救贖、將來在天國與基督共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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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責瑪尼山園
⾰責瑪尼解說搾油機，耶穌在這裡被⼈發現，被

捕 

在橄欖樹下，耶穌交出⾃⼰，好似逾越節的羔⽺，

這羔⽺是他們較早前（在同⼀⽇）所祭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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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被判刑的時... 
19:14  時值逾越節的預備⽇，約莫第六時辰，比拉

多對猶太⼈說：「看，你們的君王！」 

猶太⼈⽩天是⽤⼗⼆時辰來計算的（由⽇出到⽇

落），第六時辰正好⼤約是⼀⽇的中間，即現代

⼈稱的⼤約中午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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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的預備⽇流程
第六時晨 準備宰殺被祭獻的羔⽺ 

第九時晨 吹號後開始宰殺羔⽺ 

第⼗⼆時晨 結束（⽇落後算作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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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 = 逾越節的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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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晨
⼤約現代的時間 逾越節的預備⽇流程 耶穌

六 中午⼗⼆時 準備宰殺羔⽺ 被判刑（若）

九 下午三時 吹號開始宰殺羔⽺ 斷氣 （對觀）



1.11 ⼗字架
在星期五的清晨（對觀），耶穌接受公議會的審

問後，被帶到總督府。這時仍然是逾越節慶期內，

若18:28 提醒我們猶太的領袖們，因為怕受玷污不
能過節，所以沒有進入總督府 

所以當耶穌受審問及被釘死是在同⽇的下午（對

觀），仍然是在逾越節慶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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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安息⽇緊隨逾越節
婦女們渴望在⿈昏前安葬耶穌。因為在⽇落來臨時，安

息⽇降臨後，她們不可能再照料耶穌的遺體 

她們就是未能完成照料耶穌的遺體，所以屍體⼀直放在

墳墓內直至星期⽇。這天她們計劃完成照料耶穌的遺體 

但是逾越節的意象未完成，超越了晚餐廳，祂就是逾越

節的祭牲，祂就是天主的羔⽺，除免世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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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膝草
在若19:28，在⼗字架上，耶穌說
我渴。並念了這⾸關於死亡與痛

苦的聖詠22 

但是為了減輕祂的⼜渴，兵⼠們

或在場的其他⼈，拿起海綿浸滿

了酒（這是酒醋：⽤⽔稀釋了的

酒，是羅⾺⼠兵常⽤的）遞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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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槍，希臘⽂原⽂是⽜膝草 hyssop , 
若望聖史希望在這時刻出現⼀件具象

徵意義的⽤具 

在出⾕紀中記載⽜膝草是把羔⽺的⾎

塗在⾨框及⾨楣上的（出12:22） 

聖殿的祭獻也經常⽤⽜膝草（肋

14:4, 6, 49, 51） 

現在，在⼗字架上出現了⼀件具象徵

意義的⽤品 

耶穌是真正的逾越節羔⽺、，祂也是

「⾨」，祂的⾎將帶來新的逾越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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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不可將祂的骨頭打斷
那時兵⼠們來打斷了兩旁凶犯的腿，卻沒有打斷祂的腿 

若19:36 , 聖史說，祂是逾越節的祭牲，「不可將他
的骨頭打斷」，即是進⾏中的逾越節晚餐中的羔⽺，

⼀根骨頭也不能打斷 

猶太⼈絕不能在逾越節晚餐弄斷動物的骨 （出
12:46;29:1; ⼾9:12; 詠34:20-21），聖史提醒我們他
是逾越節羔⽺、是上主的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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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刻有⾎和⽔流出來
兵⼠們⽤長槍刺入耶穌的肋旁，肯定他死去（若

19:34）。當他們這樣做時，⽴刻就有⾎和⽔流出來 

可以暗⽰耶穌是⼀隻合資格的逾越節羔⽺，當羔⽺

被宰殺時，⾎必定要由身體流（來做祭獻）出來， 
或噴射出來（以顯⽰他/ 牠仍然是活的） 

我們看到耶穌是活的、合資格的逾越節祭品︔祂的

⾎是為跟隨祂的⼈⽽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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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第四杯酒 -亞肋路亞之杯
學者亦留意到，耶穌沒有完成祂的最後晚餐。讓晚餐

突然終⽌，並沒有繼續飲第四杯酒（⾕ 14:25） 

可能祂願意祂的跟隨者在教會內，活在⼀個未完成的

逾越節晚餐之中 

換句話說，教會要活在逾越中，延續慶祝這個晚餐，

這是信仰的核⼼，並表⽰未來在天上與耶穌基督暢欲

第四杯酒，即亞肋路亞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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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羔⽺的⾎
在第⼀次的逾越節，「羔⽺的⾎」拯救了以⾊列

⼈的長⼦，從第⼗災中殺埃及⼈的長⼦中救他們

出來 

耶穌在⼗字架上的死亡、犧牲、拯救那些相信祂

的⼈，並賜予他們永⽣， 使⼈獲得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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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聖史在最後晚餐中，沒有記載餅酒就是耶穌

基督的體⾎，禮儀性的⽅程式。但是其福⾳中，

完全發展了這個主題，為準備耶穌的逾越祭獻⾃

⼰的身體和⾎ 

聖史更提供⼀個標記來聯繫耶穌的死亡及賜予⽣

命 

梅瑟在曠野中⾼舉了銅蛇，為被蛇咬的⼈帶來⽣
• •

命（若12:2-33; ⼾21:8-9︔若3:14; 8:28），即帶
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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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跟隨耶穌的⼈，祂的死亡是轉捩點，就好似以⾊列在曠

野中常常⾯對死亡的威脅及第⼀次逾越節的死亡威脅 

出⾕紀的上主從死亡的陰影下，拯救了以⾊列，福⾳中的
• •

天主從死亡中⾼舉了耶穌 
• •

為每⼀位猶太⼈都會相信⾃⼰曾在埃及逃⾛出來的 （出 
18:8） 

耶穌為每⼀位基督徒帶來逾越節，若望聖史要求每⼀位基

督徒如他⼀樣：耶穌是為我⽽死，為從罪惡中拯救我，祂

被⾼舉是為賜我永⽣， 使我獲得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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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
（舊約）

新創造、新出⾕
（新約）

新⾥程
（教會）

死亡威脅  殺長⼦ 耶穌被殺害 基督的逾越
逾越節羔⽺
的⾎

保護了希伯
來⼈

1:29, 36 天主的羔
⽺

救贖⼈類

取潔禮 聖潔 洗腳 成為基督的⼀部分
⼀家⼈吃 同餐共桌 共赴祭壇 分享天主的恩寵

祝福之杯 酒 法律要求
指向天國的讚美之

杯

⽜膝草
塗⽺⾎在⾨
楣及⾨框上

解渴
耶穌才是真正的逾
越節羔⽺，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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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
（舊約）

新創造、新出⾕
（新約）

新⾥程
（教會）

 沒有斷骨 法律 合資格的羔⽺ 上主的羔⽺
祭品 合格祭品 流出⾎和⽔ 上主的羔⽺

⾼舉銅蛇
 使瞻望的⼈
痊愈

為民族帶來希望
基督的逾越，
全⼈類的希望

奴隸 ⼀個民族 復國 真⾃由⼈
擺脫罪惡的覊
絆，讓⼈成為
天主的⼦女，
恢復創世時的
身分



⼩結
若 4:23 耶穌對撒瑪黎雅婦⼈說： 然⽽時候要到，
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將以⼼神以真

理朝拜⽗，因為⽗就是尋找這樣朝拜他的⼈。天

主是神，朝拜他的⼈，應當以⼼神以真理去朝拜

他。」 

耶穌已經取代了舊的逾越節羔⽺，成為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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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歷70 年後，聖殿被毀，耶穌就來取代了聖殿的位
置 

在沒有朝聖隊伍、沒有羔⽺的祭獻之下，在家庭中慶

祝逾越節，其中的元素就更形重要。⾨徒們在聖神的

光照之下（若14:16） 認出耶穌就是 

新聖殿：若1:14; 4:21, 25 

新羔⽺：若1:29,36 

新瑪納 ：若 6:4-14, 54，56  

這樣慶祝逾越節是超越地域、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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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聖殿
1:14 於是，聖⾔成了⾎⾁，寄居在我們中間︔我們⾒了他的光榮，
正如⽗獨⽣者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 

4:21耶穌回答說：「女⼈，你相信我罷！到了時候，你們將不在這
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 

4:25 婦⼈說：「我知道默西亞──意即基督──要來，他⼀來了，
必會告訴我們⼀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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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羔⽺
1:29 第⼆天，若翰⾒耶穌向他⾛來，便說：「看，
天主的羔⽺，除免世罪者！ 

1:35-36 第⼆天，若翰和他的兩個⾨徒，又在那裡站
著，36若翰看⾒耶穌⾛過，便注視著他說：「看，天

主的羔⽺！」 

50



新瑪納
6: 54-56 耶穌向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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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因為我的⾁，是真實的

食品︔我的⾎，是真實的飲料。56誰吃我的⾁，並喝我的⾎，便住在

我內，我也住在他內。57就如那⽣活的⽗派遣了我，我因⽗⽽⽣活︔

照樣，那吃我的⼈，也要因我⽽⽣活。58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

不像祖先吃了「瑪納」仍然死了︔誰吃這食糧，必要⽣活直到永

遠。」59這些話是耶穌在葛法翁會堂教訓⼈時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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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造、新出⾕、新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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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ριστός Chri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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