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高聖經：四福音引用舊約聖經 

四福音 舊約 

瑪竇福音 1:23「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 依 7:14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 

瑪竇福音 2:6『你猶大地白冷啊！你在猶大的郡邑中，決不是最小的，因為將由你出來一位領袖，他將牧養
我的百姓以色列。』」 

米 5:1 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猶大郡邑中雖是最小的，但是，將由你為我出生一位統治以色列的人，他的來歷
源於亙古，遠自永遠的時代。 

瑪竇福音 2:15「我從埃及召回了我的兒子。」 歐 11:1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我就愛了他；從在埃及時，我就召叫他為我的兒子。 

瑪竇福音 2:15 『在辣瑪聽到了聲音，痛哭哀號不止；辣黑耳痛哭她的子女，不願受人的安慰，因為他們不
在了。』 

耶 31:15上主這樣說：「聽！在辣瑪有嘆息聲，酸辛哭泣：辣黑耳悲悼自己的兒子，不願受安慰，因為他們
已不存在了！」 

瑪竇福音 2:15「在曠野裏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該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 
 
馬爾谷福音 1:3「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 
 
路加福音 3:4-6「正如依撒意亞先知預言書上記載的：『在荒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
路，修直他的途徑！一切深谷要填滿，一切山岳邱陵要剷平，彎曲的要修直，崎嶇的要開成坦途！凡有血肉
的，都要看見天主的救援。』 
 
若望福音 1:23他說：「我是在曠裏呼喊者的聲音：修直上主的道路罷！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 

依 40:3-5 有一個呼聲喊說：「你們要在曠野中預備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中為我們的天主修平一條大路！一切
深谷要填滿，一切山陵要剷平，隆起的要削為平地，崎嶇的要闢成坦途！上主的光榮要顯示出來，凡有血肉
的都會看見：這是上主親口說的。」 

瑪竇福音 4:4他回答說：「經上記載：『人生活不只靠餅，而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 
 
路加福音 4:4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載：『人生活不只靠餅。』」 

申 8:3 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生活。 

瑪竇福音 4:6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經上記載：『他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們要用手托
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路加福音 4:10-11因為經上記載：『他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踫在
石頭上。』」 

詠 91:11,12 因為他必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條道路上保護你。他們把你托在自己的手掌，不
使你的腳在石頭上碰傷。 

瑪竇福音 4:7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載：『你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 
 
路加福音 4:12耶穌回答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 

申 6:16你們不可試探上主你們的天主，如同在瑪撒試探了他一樣。 

瑪竇福音 4:10那時，耶穌就對他說：「去罷！撒殫！因為經上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事奉
他。』」 
 
路加福音 4:8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奉侍他。』」 

申 6:13 你要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只事奉他，只以他的名起誓。 
申 10:20 你應敬畏上主你的天主，事奉依賴他，奉他的名起誓。  

瑪竇福音 4:15,16『則步隆地與納斐塔里地，通海大路，約但河東，外方人的加里肋亞，那坐在黑暗中的百
姓，看見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陰影之地的人為他們出現了光明。』 

依 8:23-9:1因為遭受災難的，必將免於黑暗。往昔上主曾使則步隆和納斐塔里地域受了侮辱，但日後卻使沿
之路，約但東岸，外方人的加里肋亞獲得了光榮。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皓光，光輝已射在那寄居
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 

瑪竇福音 8:17這樣，就應驗了那藉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話：『他承受我們的脆弱，擔荷了我們的疾病。』 依 53:4 然而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 

瑪竇福音 9:13你們去研究一下：『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是什麼意思；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來召罪
人。」 

歐 6:6因為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喜歡人認識天主勝過全燔祭。  

瑪竇福音 10:35,36因為我來，是為叫人脫離自己的父親，女兒脫離自己的母親，兒媳脫離自己的婆母；所
以，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家人。 

米 7:6因為兒子要侮辱自己的父親，女兒要反抗自己的母親，兒媳要違抗自己的婆母：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
家人。 



瑪竇福音 11:10關於這人，經上記載說：『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預備你的道路。』 
 
馬爾谷福音 1:2正如先知依撒意亞書上記載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你的道路。」   
 
路加福音 7:27關於這人經上記載說：『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預備你的道路。』                                           

拉 3:1 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瑪竇福音 12:7,8假如你們瞭解『我喜愛仁愛勝過祭獻』是什麼，你們就決不會判斷無罪的人了，因為人子
是安息日的主。 

撒上 15:22 撒慕爾回答說：「上主豈能喜歡全燔祭和犧牲，勝過聽從上主的命令？聽命勝於祭獻，服從勝過
綿羊的肥油脂。 

瑪竇福音 12:18-21『看，我的僕人，他是我所揀選，我所鍾愛的；他是我心靈所喜悅的；我要使我的神住
在他身上，他必向外邦人傳布真道。他不爭辯，也不喧嚷，在街市上沒有人聽到他的聲音：已壓破的蘆葦，
他不折斷；將熄滅的燈心，他不吹滅，直到他使真道勝利。外邦人將要期待他的名字。』 

依 42:1-4 請看我扶持的僕人，我心靈喜愛的所選者！我在他身上傾注了我的神，叫他給萬民傳布真道。他
不呼喊，不喧嚷，在街市上也聽不到他的聲音。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他將忠實
地傳布真道。他不沮喪，也不失望，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因為海島都期待著他的教誨。 

瑪竇福音 13:14,15這樣為他們正應驗了依撒意亞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聽，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
白，因為這百姓的心遲鈍了，耳朵難以聽見；他們閉了眼睛，免得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了解而轉變，
而要我醫好他們。』 
 
馬爾谷 4:12使他們看是看，卻看不見；聽是聽，卻聽不明白，免得他們回頭，而得赦免。」 
 
路加福音 8:10他說：「天主國的奧秘，是給你們知道的；對其餘的人，就用比喻，使那看的，卻看不見；
聽的，卻聽不懂。」 
 
若望福音 12:40『上主使他們瞎了眼，使他們硬了心，免得他們眼睛看見，心裡覺悟而悔改，使我治好他
們。』 
 
宗徒大事錄 28:26,27他說：『你去對這民族說：你們聽是聽，但不了解；看是看，卻不明白，因為這民族
的心遲鈍，耳朵難以聽見；他們閉了自己的眼睛，免得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了解而悔改，而要我醫好
他們。』 

依 6:9,10他說：「你去對這民族說：你們聽是聽，但不明白；看是看，卻不理解。你要使這民族的心遲鈍，
使他們的耳朵沉重，使他們的眼睛迷矇，免得他們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覺悟而悔改，獲得痊愈。」
  

瑪竇福音 13:35這樣應驗了先知所說的話：『我要開口說比喻，要說出由創世以來的隱密事。』 詠 78:2我要開口講述譬喻，我要說出古代謎語。 

瑪竇福音 15:4天主曾說過：『你要孝敬父親和母親。』 
 
馬爾谷 7:10梅瑟原說過：『你該孝敬你的父親及你的母親；』 
 
厄弗所 6:2,3『孝敬你的父親和母親──這是附有恩許的第一條誡命──為使你得到幸福，並在地上延年益
壽。』 

出 20:12應孝敬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地方，延年益壽。 
 
申 5:16應照上主你的天主吩咐你的，孝敬你的父母，好使你能享高壽，並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土地
內，獲享幸福。 

瑪竇福音 15:4又說過：『咒罵父親和母親的，應處以死刑。』 
 
馬爾谷 7:10又說：『咒罵了父親或母親的，應處以死刑。』 

出 21:17凡咒罵父親或母親的，應受死刑。 

瑪竇福音 15:8,9『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他們的心卻是遠離我；他們恭敬我也是假的，因為他們所講授的
教義是人的規律。』」 
 
馬爾谷 7:6,7耶穌對他們說：「依撒意亞論你們這些假善人預言的真好，正如所記載的：『這民族用嘴唇尊敬
我，他們的心卻遠離我。他們恭敬我，也是虛假的，因為他們所講授的教義，是人的規律。』 

依 29:13吾主說：「因為這民族只在口頭上親近我，嘴唇上尊崇我，他們的心卻遠離我，他們對我的敬畏僅
是人們所傳習的訓誡。 

瑪竇福音 18:16但他如果不聽，你就另帶上一個或兩個人，為叫任何事情，憑兩個或三個見證人的口供，
得以成立。 
 
格林多後書 13:1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們那裡去。『無論什麼事，憑兩個或三個見證的口供，纔得成立。』 

申 19:15 人無論犯了什麼不義，什麼罪惡，或什麼過錯，只憑一個見證，罪名不得成立；須憑兩個或三個見
證的口供，纔可定案。 

瑪竇福音 19:5且說：『為此，人要離開父親和母親，依附自己的妻子，兩人成為一體』的話嗎？ 
 
馬爾谷 10:7,8為此，人要離開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以致他們再不是兩個，而是一

創 2:24為此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 



體了。 
 
格林多前書 6:16 你們豈不知道那與娼妓結合的，便是與她成為一體嗎？因為經上說：『二人成為一體。』 
 
厄弗所 5:31『為此，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 

瑪竇福音 21:5「你們應向熙雍女子說：看，你的君王來到你這裡，溫和的騎在一匹驢上，一匹母驢的小驢
駒上。」 
 
若望福音 12:15 『熙雍女子，不要害怕！看，你的君王騎著驢駒來了！』 

匝 9:9熙雍女子，你應盡量喜樂！耶路撒冷女子，你應該歡呼！看，你的君王到你這裡來，他是正義的，勝
利的，謙遜的，騎在驢上，騎在驢駒上。 

瑪竇福音 21:9 前行後隨的群眾喊說：「賀三納於達味之子！因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賀三納於至高
之天！」 
 
馬爾谷福音 11:9,10 前行後隨的人，都喊著說：「賀三納！因上主之名而來的，應受讚頌！那要來的我們祖
先達味之國，應受讚頌！賀三納於至高之天！」 
 
路加福音 13:35 看罷！你們的房屋必給你們撇下；但是，我告訴你們：你們斷不能再看見我，直到你們
說：因主名而來的，當受讚頌的時刻來到。」 
 
路加福音 19:38 「因上主之名而來的君王，應受讚頌！和平在天上，光榮於高天！」 
 
若望福音 12:13 便拿了棕櫚枝，出去迎接他，喊說：「賀三納！因上主之名而來的，以色列的君王，應受讚
頌。」 

詠 118:26奉上主之名而來的應該受讚頌，我們要由上主的殿內祝福你們。 

瑪竇福音 21:13 向他們說：「經上記載：『我的殿宇，應稱為祈禱之所。』你們竟把它做成了賊窩。」 
 
馬爾谷福音 11:17  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載：『我的殿宇將稱為萬民的祈禱之所』麼？你們竟把它作成
了賊窩！」 

依 56:7我要領他們上我的聖山，使他們在我祈禱的殿裡歡樂，他們的全燔祭和犧牲在我的祭壇上要蒙受悅
納，因為我的殿宇將稱為萬民的祈禱所。」 
 
耶 7:11難道這座歸我名下的殿宇，在你們眼中竟成了賊窩了嗎？哎！我看實在是這樣──上主的斷語。 

瑪竇福音 21:16 對耶穌說：「你聽見他們所說的嗎？」耶穌對他們說：「是的，你們從未讀過：『你由嬰兒和
吃奶者的口中，備受讚美』這句話嗎？」 

詠 8:3由赤子乳兒的口中，你取得完美的讚頌；為使恨你的人受辱，為使仇敵有口無用。 

瑪竇福音 21:42 耶穌對他們說：「『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為，在
我們眼中，神妙莫測』的這句經文，你們沒有讀過嗎？」 
 
馬爾谷福音 12:10,11 你們沒有讀過這段經文嗎？『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
的所作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 
 
路加福音 20:17  耶穌注視他們說：「那麼，經上所載：『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這
句話是什麼意思？眼中神妙莫測。』」 
 
宗徒大事錄 4:11 這耶穌就是為你們『匠人所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基石。』 
 
伯多祿前書 2:7  所以為你們信賴的人，是一種榮幸；但為不信賴的人，是『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
了屋角的基石；』 

詠 118:22,23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 

瑪竇福音 22:24師傅，梅瑟說：誰若死了沒有兒子，他的弟弟就應娶他的女人為妻，給他哥哥立嗣。 申 25:5如果兄弟住在一起，其中一個沒有留下兒子就死了；死者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丈夫的兄弟應走近
她，以她為妻，對她履行兄弟的義務。 
盧 1:11; 4:1-12 

瑪竇福音 22:32 『我是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話嗎？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
的天主。 
 
馬爾谷福音 12:26 關於死人復活的事，在梅瑟書上荊棘篇中，你們沒有讀過，天主怎樣對他說的嗎？他
說：『我是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 
 

出 3:6又說：「我是你父親的天主，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梅瑟因為怕看見天
主，就把臉遮起來。 



宗徒大事錄 7:32 『我是你祖先的天主，即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梅瑟就戰慄起來，不敢前去
觀察。 

瑪竇福音 22:37 耶穌對他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 
馬爾谷福音 12:29,30耶穌回答說：「第一條是：『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應當
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 
路加福音 10:27 他答說：「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 

申 6:5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 
申 10:12以色列！現今上主你的天主向你要求什麼？是要求你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一切道路，愛
他，全心全靈事奉上主你的天主。 
申 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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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竇福音 22:39 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 
 
馬爾谷福音 12:31 第二條是：『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再沒有別的誡命比這兩條更大的了。 
 
羅馬書 13:9 其實『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戀，』以及其他任何誡命，都包含在這句話
裡：就是『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 
 
迦拉達書 5:14 因為全部法律總括在這句話內：『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 
 
雅各伯書 2:8 的確，如果你們按照經書所說『你應當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的話，滿了最高的法律，你們
便作的對了 

肋 19:18不可復仇，對你本國人，不可心懷怨恨；但應愛人如己：我是上主。 

瑪竇福音 22:44  『上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右邊，等我把你的仇敵放在你的腳下？』 
 
馬爾谷福音 12:36 達味自己因著聖神的感動曾說過：『上主對吾主說：你坐在我右邊，等我把你的仇人放在
你的腳下。』 
 
路加福音 20:42,43 達味自己曾在聖詠集上說：『上主對吾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變作你
腳下的踏板。』 
宗徒大事錄 2:34  達味本來沒有升到天上，但是他卻說：『上主對吾主說：你坐在我右邊，等我使你的仇
敵，變作你腳的踏板。』 
 
希伯來書 1:13 又向那一位天使說過：『你坐在我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變作你腳下的踏板？』 

詠 110:1達味的聖詠。上主對我主起誓說：你坐在我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變作你腳的踏板！ 

瑪竇福音 26:31 那時，耶穌對他們說：「今夜你們都要為我的緣故跌倒，因為經上記載：『我要打擊牧人，
羊群就要四散。』 
 
馬爾谷福音 14:27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跌倒，因為有記載說：『我要打擊牧人，羊群就要四散。』 

匝 13:7刀劍，起來攻擊我的牧人，攻擊那作我同伴的人──萬軍上主的斷語。打擊牧人，羊群就要四散，
然而我要向那弱小的羊伸出我的手。 

瑪竇福音 27:9 這就應驗了耶肋米亞先知所說的話：『他們拿了三十塊銀錢，即以色列子民為被賣的人所估
定的價錢，用這錢買了陶工的那塊田，如上主所吩咐我的。』 

匝 11:12以後，我對他們說：如果你們看著好，就給我工資；不然，就算了。他們於是衡量了三十兩銀子作
我的工資。 

瑪竇福音 27:35 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以後，就拈鬮分了他的衣服。 
 
若望福音 19:24  所以他們彼此說：「我們不要把它撕開，我們擲骰，看是誰的。」這就應驗了經上的話：
『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衣，他們拈鬮。』士兵果然這樣作了。 

詠 22:19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衣，他們拈鬮。 

瑪竇福音 27:46  約莫第九時辰，耶穌大聲喊說：「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塔尼！」就是說：「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馬爾谷福音 15:34  在第九時辰，耶穌大聲呼號說：「厄羅依，厄羅依，肋瑪，撒巴黑塔尼？」意思是：「我
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詠 22:2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你又為什麼遠離我的懇求，和我的哀號。 

馬爾谷福音 9:48 那裡的蟲子不死，火也不滅。 依 66:24他們要出去看那背叛我的人的屍體；他們的蟲決不會死，他們的火總不會滅；他們為一切有血肉的
人將是可憎之物。 

馬爾谷福音 10:6  但是，從創造之初，天主造了他們一男一女。 創 1:27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 



馬爾谷福音 12:29 耶穌回答說：「第一條是：『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 申 6:4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 

馬爾谷福音 15:28 【這就應驗了經上所說的：『他被列於叛逆之中。』】 
 
路加福音 22:37 我告訴你們：經上所載：『他被列於叛逆之中』的這句話，必須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有關
我的事，快要終結。 

依 53:12為此，我把大眾賜與他作報酬，他獲得了無數的人作為獵物；因為他為了承擔大眾的罪過，作罪犯
的中保，犧牲了自己的性命，至於死亡，被列於罪犯之中。 

路加福音 1:17 他要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使為父的心轉向兒子，使悖逆者轉向義人的心
意，並為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 

拉 3:24他將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子，使兒子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臨時，以毀滅律打擊這地。 

路加福音 2:23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記載的：『凡開胎首生的男性，應祝聖於上主。』 出 13:2「以色列子民中，無論是人是牲畜，凡是開胎首生的，都應祝聖於我，屬於我。」 

路加福音 2:24並該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獻上祭物：一對斑鳩或兩隻鶵鴿。 肋 12:8但若她的財力不夠備辦一隻羔羊，可帶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一隻獻作全燔祭，一隻獻作贖罪祭。
司祭為她行贖罪禮，她就潔淨了。」 

路加福音 4:18,19『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
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依 61:1,2吾主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因為上主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喜訊，治療破碎了的心
靈，向俘虜宣告自由，釋放獄中的囚徒，宣佈上主恩慈的喜年，揭示我們天主報仇的日期，安慰一切憂苦的
人。 

路加福音 23:30那時，人要始對高山說：倒在我們身上罷！對丘陵說：蓋起我們來罷！ 歐 10:8貝特阿文的高丘──以色列的罪惡淵藪──將被摧毀，荊棘和蒺藜要攀上他們的祭壇；那時他們要
對山說：「遮蓋我們罷！」對丘陵說：「倒在我們身上罷！」 

路加福音 23:46耶穌大聲呼喊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 詠 31:6我將我的靈魂託於你的掌握，上主，忠實的天主，你必拯救我。 

若望福音 2:17他的門徒就想起了經上記載的：『我對你殿宇所懷的熱忱，把我耗盡』的話。 
 
羅馬書 15:3因為連基督也沒有尋求自己的喜悅，如所記載的：『辱罵你者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詠 69:10 我對你殿宇所懷的熱忱把我耗盡，並且那侮辱你者的辱罵落於我身。 

若望福音 6:45在先知書上記載：『眾人都要蒙天主的訓誨。』凡由父聽教而學習的，必到我這裡來。 54:13 你所有的兒子，都是上主所訓誨的；你的兒子們，要享受絕大的幸福。 

若望福音 10:34耶穌卻向他們說：「在你們的法律上不是記載著：『我說過：你們是神』麼？ 詠 82:6我親自說過：你們都是神，眾人都是至高者的子民。 

若望福音 12:38這正應驗了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話：『上主！有誰會相信我們的報道呢？上主的手臂又向誰
顯示了出來呢？』 
 
羅馬書 10:16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服從了福音。依撒意亞曾說過：『上主，有誰相信了我們的報道呢？』 

依 53:1有誰會相信我們的報道呢？上主的手臂又向誰顯示了呢？ 

若望福音 13:18我不是說你們全體，我認識我所揀選的；但經上所記載的必須應驗：『吃過我飯的人，也舉
腳踢我。』 

詠 41:10連我素來信賴的知心友好，吃過我飯的人，也舉腳踢我。 

若望福音 15:25但這是為應驗他們法律上所記載的話：『他們無故地惱恨了我。』 詠 69:5無故憎恨我的人，比我的頭髮更繁，無理敵對我的人，比我的骨頭更堅；我沒有搶奪過的，我反而
應該償還。 

若望福音 19:36這些事發生，正應驗了經上的話說：『不可將他的骨頭打斷。』 
 

詠 34:21把他的一切骨骸保全，連一根也不容許折斷。 
 
出 12:46應在同一間房屋內吃盡，不可將肉塊帶到屋外，也不可將骨頭折斷。 

若望福音 19:37經上另有一句說：『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 匝 12:10 我要對達味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傾注憐憫和哀禱的神，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那一位：哀悼他如
哀悼獨生子，痛哭他像痛哭長子。 

  

 
     



下列是下一些新約引用舊約經文的範例：  

 

新約經文及事件           引用之舊約經文    
    

很明顯，這八處舊約經文不是直接預言耶穌基督或與它有關的事

件，每一處經文的上文下理都表明沒有指向耶穌的意思，但新約引

用了這些舊約經文，使這些舊約經文得到「提升」。所謂「應驗」，

實際上是加多層的意義。由新約的角度來看，我們明白到這些經文

雖然仍有舊約的本來意義，但卻被新約作者提升用來描述耶穌。 

 
這並不是說新約作者在舊約經文中找到「隱藏」的意義，他們沒有

改變舊約經文的意思。瑪竇福音 2:17-18並沒有說「辣瑪便是白

冷」，也沒有說耶 3:15中提到的辣黑耳應理解為白冷的母親們。瑪

竇引用匝 11:12-13並沒有任何意圖要重新解釋該段經文，使人以為

該段經文其實不是寫匝加利亞自己的事，而是預言猶達斯。耶穌在

若望福音 13:18引用聖詠 41:10並沒有否認聖詠中達味兒的朋友是

歷史上真實的人物。 

 
新約作者在聖神的默感下引用舊約，他們都有合理的目的，不是隨

便濫用舊約真理，更不是否定舊約歷史的真確性。 

 
天主的啟示是漸進的：當聖經作者撰寫聖經時，聖神在許多事上漸

漸啟示更多的真理。這並不表示先前所啟示的有錯誤，只是有尚未

完全之處，部分不完整的真理得到添加。例如創世紀記第 3章中的

蛇，第 3章根本沒有指明蛇即是撒殫，但後來的經文則明確指出

「那遠古的蛇，號稱魔鬼或撒殫的」（默 12:9）。當蛇對女人說話

（創 3:2-5），以及神向蛇說話（創 3:14,15），便可看出蛇不僅是一

隻動物。 

 
舊約描述人死後的境況是一種很模糊的存在，人所知不多（約伯

14;20- 21；訓 9:5- 6），新約對死後的生命則有更多的啟示（瑪

23:30-32；路 16:19-31）。 

 
耶穌在世時宗徒們不完全瞭解他的言行和教導，但耶穌復活（若

2:22）及升天（若 12:16）後，他們回顧過去則明白經文的意思。由

此可見他們的理解是逐漸加增的。 

 
啟示的進程表示作者並未完全瞭解在天主心中的某些事實。啟示增

加之後，其他的人便會瞭解更多。梅瑟可能不明白創世紀第三章的

蛇是指撒殫，但若望安宗徒在默示錄第 12章的記載，顯然使到後

來的讀者知道這事實。  

1．瑪 13:13- 15            1．依 6:9-10 5．若 15:25                      5．詠 35:19  

    

當耶穌說比喻時，以色

列屬靈的盲目使他們不

明白他的話。       

當依撒意亞向猶大國

說話時，猶大國屬靈

的盲目使他不明白依

撒意亞的信息。 

耶穌告訴門徒，說不信

的人恨他是「應驗」了

法律上所寫的話：『他們

無故地惱恨了我。』         

達味祈求天主「不要讓那

無故仇恨我的人揚眉吐

氣」繼續向他行惡。 

    

2．瑪 13:35- 36             2．詠 78:2 6．若 19:24                       6．詠 22:19 

    

耶穌開口說比喻。             阿撒夫開口說比喻。 當士兵拈鬮耶穌那無縫

的長衣時，就「應驗」

了經上的話：『他們瓜分

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

衣，他們拈鬮。』         

達味在詠 22中將他的敵人

比喻為公牛、獅子和惡犬

（13、14、17節），以及

「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

的長衣拈鬮」的惡黨。 

    

3．瑪 27:9-10                3．匝 11:12-13 7．若 19:36                      7．詠 34:21 

    

猶達斯以三十塊銀錢出

賣了耶穌；第 5-8節記

載司祭長拾起銀錢，用

這些錢買了陶工的田

地。   

匝加利亞收到三十塊

銀錢作工資，接著他

將這些錢投入上主殿

內寶庫裡。 

當耶穌彼掛在十字架上

時，士兵丁沒有打斷他

的腿（32-33節），「正應

驗了經上的話說：『不可

將他的骨頭打斷。』              

達味說「義人的災難雖

多」，但是「上主卻救他免

禍；把他的一切骨骸保

全，連一根也不容許折

斷。」 

    

4．若 13:18                       4．詠 41:10 8．羅 9:25-26                    8．歐 2:1似乎應置於本章

之末 

    

耶穌說猶達斯賣主是要

「應驗」舊約經文：

『吃過我飯的人，也舉

腳踢我。』     

達味在聖詠中說：「連

我素來信賴的知心友

好，吃過我飯的人，

也舉腳踢我」的，這

顯然是指他當時的朋

友，不是猶達斯。 

保祿說外邦人（24節）

本來不是天主的子民，

但將會被天主所寵召

「被稱為永生天主的子

女」。        

歐瑟說以色列人被天主所

「愛憐」，因此「本不是我

人民」，但會成為「我的人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