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興起牧者來牧放他們――善牧」 

若望福音 10:1-18 

 

聖經：若 10:1-18 

釋經 

1-18節：概述 

耶穌在本篇經文中利用兩個比喻來形容自己。他是由門進入的牧人，而

看門的人給他開門（2-6節），他也是門，羊經過門而進入救恩，也經過

門來到羊場（7-9 節）。 

耶穌說，賊和強盜用另外的方法進入羊棧（1節）。賊和強盜是「在我以

先來的」（8節），「無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10 節）。耶穌也

自稱為「羊的門」、「善牧」（11-18節）因為他不但牧養愛護羊群，且

為羊群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如我們視這些比喻為寓言，嘗試訂出明確的意義，它們是令人感到混亂

的。如果耶穌是那位由門進入的牧人，他又怎可能是門？在此我們必須

接納一些含糊的地方。耶穌是牧人――那是有效的形象――但他也是門

――另一個有效的形象。 

 

1-6 節：耶穌是善牧 

「1 我實實在在（希臘文：amen amen）告訴你們：凡不由門進入羊棧，

而由別處爬進去的，便是賊，是強盜。2由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3

看門的給他開門，羊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字呼喚自己的羊，並引領出

來。4 當他把羊放出來以後，就走在羊前面，羊也跟隨他，因為認得他的



聲音。5羊決不跟隨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為羊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

6 耶穌給他們講了這個比喻，他們卻不明白給他們所講的是什麼。」 

 

「我實實在在（希臘文：amen amen）告訴你們」（1節）。 "Amen" 對

於所說的話表示強烈的肯定。在若望福音，耶穌曾用「實實在在」廿三

次來強調（在對觀福音，耶穌往往運用一次「實在」）。在若望福音，

「實實在在」從不是用來開始一個言論，而是跟進先前的教訓。它說明

以下的陳述是重要的，但亦與先前的陳述相關連。那麼，在理解本段經

文時，必須與先前的瞎子復明的故事連繫。 

「凡不由門進入羊棧，而由別處爬進去的，便是賊，是強盜」（1 節）。

這使人想起則 34:11,15-16，其中天主責備以色列的牧人（宗教領袖）；

他們只餵養自己而不是他們的羊群。天主阻止他們的剝削，並擔當牧人

的角色。耶 23:1-4亦強調同一點。舊約的一些經文提及天主是牧人，而

人民是羊群（詠 23:1; 77:21; 79:13; 80:2; 95:7; 100:3；依

40:11）。 

猶大地區很多地方是貧瘠的，屬於石質土，較適合於放牧多於耕作，所

以牧羊是普通的職業。收集羊毛是重要的，所以，牧人有時與同一隻羊

工作好幾年，彼此發展密切的關係。 

「羊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字呼喚自己的羊」（3-4節）。「自己的」

（3-4 節）反映出牧人與羊之間的個人性質。牧羊不僅是他的一份職業，

而羊也不僅是資產 

「按著名字」（3 節）。「對於聖經作者，起名的概念是極之重要的，因

為名字是宣稱生物的本質。當亞當給生物，甚至厄娃起名，他確定每個

生物的本質（創 2:18-23）。此外，把亞巴郎改稱為亞巴辣罕，把雅各伯

改稱為以色列，就是識別一個人在本質或情況等方面的轉移（參閱創

17:4-7; 32:26-30）。 



值得注意的是，唯有當基督呼叫瑪利亞瑪達肋納的名字時，她才認出復

活的基督（20:16）。有三或四個牧人與他們的羊群來到水井旁邊休息，

享受中午的時間，羊群是彼此混在一起，那麼牧人怎樣得回自己的羊

群？。牧人給羊飲過水，而他們自己玩耍後，他們便逐一朝著不同的方

向走上山谷，而每個人喊出特別的叫聲；然後，每隻羊從羊群中走到自

己的牧人那裡。 

「引領出來」（3 節）。在羊棧內，羊得到圍牆的保護。當牧人領牠們出

離羊群，牧人就是牠們的保護――如果這是一位善牧，牠們就得到所需

的一切保護。 

「耶穌給他們講了這個比喻（希臘文：paroimian）」（6節）。

Paroimian 可以翻譯為「比喻」或「諺語」。這是若望福音裡耶穌所講最

接近比喻的地方。作者告訴我們，「他們卻不明白給他們所講的是什

麼」（6節）。「他們」所指的是誰？是法利塞人嗎？是門徒嗎？大概是

前者，因為耶穌在 9:41 是向法利塞人說話，儘管在若望福音，理解的角

色通常是保留給門徒的。 

 

7-10 節：耶穌是門 

「7 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我是（希臘文：ego 

eimi）羊的門；8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和強盜，沒有聽從他們。9 我

就是門，誰若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可以進，可以出，可以找到草

場。10賊來，無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

命，且獲得更豐富（希臘文：perisson）的生命。」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我是（希臘文：ego eimi）羊的門」（7節）。

耶穌改變比喻。他先前是牧人，現在是門。門的比喻是一個較短的比

喻，加插在較長的牧人比喻裡。 



「我是（ego eimi――天主的名字――參閱出 3:14-15）羊的門（希臘

文：thura）。」在若望福音，耶穌將用「我是」來確認自己為「生命的

食糧」（6:35; 6:51）――「世界的光」（8:12; 9:5）――「天主子」

（10:36）――「復活和生命」（11:25）――「道路、真理、生命」

（14:6）――「真葡萄樹」（15:1）。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和強盜」（8節）。耶穌所講的是誰？當然不

是信仰的偉大人物！在本福音，耶穌以肯定梅瑟（5:45-46）和亞巴郎

（8:56），但否定的猶太人的宗教領袖（5:39-40,47）。正是後者――

在第 9 章驅逐瞎子的法利塞人，以及富裕的撒杜塞人――是賊和強盜。 

「我就是門」（9a 節）。「我就是門」（10:7,9）一句的重複，就是強

調唯獨耶穌才是通向永生的道路。在第四部福音，這是重要的主旨，無

疑地有助確立若望團體的特別身份是有別於會堂的。 

「誰若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9b 節）。這是羊棧的目的――在危險

的世界作為安全的避難所。它保護羊免受盜賊，也拯救牠們免於自己的

愚笨。 

「可以進，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場」（9c 節）。這配合耶穌較早前所講

給予「活水」――「湧到永生的水泉」（4:10,17）和「存留到永生的食

糧」（6:27）。離開羊棧的目的，就是尋找食物。羊在羊棧內吃乾草―

―去年的收割――又乾又沒有味道。為尋找多汁的青草地和清涼的流

水，牠們必須離開羊棧。耶穌這扇門就是通往草場。 

「賊來，無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10a節）。賊只集中於滿足自己

的需要，不顧及別人的福祉。 

有各式各樣假冒的恩寵和假安全以及假裝的牧人，還有誤導的門。9:41

的法利塞人就是賊和強盜的其中一個例子，但也不乏其他。耶穌警告人

要提防假先知（瑪 7:15-23）。若望福音成書時，即第一世紀末，教會正

在與假基督（若一 2:18-22）和假先知（若一 4:1-6）博鬥。宗 20:29-35

警告人要提防兇暴的豺狼進不顧惜羊群。斐 3:18-19警告有很多人，大



概是教會的成員，「是基督十字架的敵人。」伯前 5:1-5勸勉長老「牧

放羊群……是出於貪卑鄙的利益，而是出於情願。」 

 

我們雖然獲委託聖言和聖事，但要時常謹記，魔鬼，即耶穌所稱的殺人

兇手（8:44）尤其努力使我們倒下來。我們必須提防誘惑，免得發現自

己列入賊和強盜之列。 

「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希臘文：perisson）

的生命」（10 節）。耶穌不像賊，他集中於羊的福祉。不管是來或去，

耶穌的羊都是安全的，也餵養得很好。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

（perisson）的生命。希臘文 perisson一字解作「遠超過所需要的。」

若望希望他的讀者知道，耶穌的恩賜是生命，且超乎我們最美妙的夢

想。 

 

11-13節：我是善牧 

「11 我是（希臘文：ego eimi）善（希臘文：kalos）牧：善牧為羊捨掉

自己的性命。12傭工，因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一看見狼來，

便棄羊逃跑――狼就抓住羊，把羊趕散了，13 因為他是傭工，對羊漠不

關心。」 

 

「我是（ego eimi）善牧」（11a節）。Ego eimi在若望福音佔有重要

的位置，包括「我就是」言論： 

――「我就是生命的食糧」（4:26） 

――「我是生命的食糧」（6:35,48） 

――「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6:51） 



――「我是世界的光」（8:12; 9:5） 

――「在亞巴郎出現以前我就有」（8:58） 

――「我是羊的門」（10:7） 

――「我就是門」（10:9） 

――「我是善牧」（10:11） 

――「我是復活和生命」（11:25）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4:6） 

――「我是真葡萄樹」（15:1） 

 

Ego eimi可以被了解為代號的語言，可追溯至很多個世紀以前，梅瑟與

天主相遇。那時候，梅瑟問天主的名字，天主回答說：「你要這樣對以

色列子民說：那『自有者』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出 3:14）。在那

節經文中，「自有者」即七十賢士譯本（舊約希臘文譯本）中的 ego 

eimi。此外，在依 40-44章，天主多次用「我是」來指稱自己。換句話

說，ego eimi可以解釋為天主的名字。當耶穌把 ego eimi 應用在自己身

上時，他巧妙地把自己與天主同等――他是天主。 

Ego eimi（我是），使人想起天主向梅瑟的自我啟示。天主說：「我是

自有者。」又說：「你要這樣對以色列子民說：那『自有者』打發我到

你們這裡來。」（出 3:14）。耶穌以他的 ego eimi 聲言，即以天主的名

字來稱呼自己。「我是」言論構成耶穌在第四部福音中自我啟示的語言

的核心……透過這些共同的象徵，耶穌宣稱人的宗教需要和人類的渴望

在他身上實現。 

「我是善（kalos）牧」（11a）。希臘文有兩個字用來形容「善」。第

一是 agathos：「單指一件事在道德品質方面的善。」第二個字是

kalos：「則指仕然迷人的善，不但忠心、殷勤，而且好得使人入迷。」



若把「善牧」比作好醫生，他們不光指他的醫術高明；也指他的仁慈心

懷，同情心和獲得大眾的友誼而言。耶穌是善牧，他不但有能力，也有

愛心。 

 

「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11b）。這使人想起達味這位牧童為了保

護羊群而打死一頭獅子和一頭狗熊（撒上 17:35-36）。當然有些牧人為

了保護羊群而喪失生命。其他人在夜間尋找迷羊而失足受傷或死亡。 

但是，耶穌超越這一點。善牧為了保護羊群而冒著生命的危險，但是有

別於賠上自己的生命。為了羊群而冒生命危險的牧人並不期待死亡，卻

期待生存。牧人偶然因遇到野獸或盜賊而死亡，但大多數不會的。 

此外，死去的牧人會留下毫無防備的羊群，所以，唯有善牧是生活的牧

人――或者看來是這樣。耶穌不這樣說。「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

（11b）。儘管善牧不會為了死而走到田野去，耶穌卻為了服從天父而這

樣做（18 節）。耶穌來到世界，死在十字架上，正是天主的羔羊的死亡

拯救我們免於死亡（1:29；默 7:17）――或者我們應該說，羔羊的復活

――他的戰勝死亡――確保我們戰勝死亡。他的復活將使他回到門徒那

裡。當他最後離開他們時，不會留下他們缺乏安慰，反而賜給他們護慰

者（14:25），並回來帶他們到他準備好的地方（14:2）。沒有「死和離

去的」牧人，沒有缺席的主。 

「傭工，因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一看見狼來，便棄羊逃跑―

―狼就抓住羊，把羊趕散了」（12 節）。如果有善牧，就必然有壞的牧

人。耶穌不是把善牧跟盜賊相比，而是與傭工相比――唯利是圖的人，

只理會酬勞――對羊群沒有感情――也覺得無須為羊群負責――沒有把

牧羊視為召叫，而是職業――逃避危險，讓狼就抓住羊，把羊趕散了

（12-13節）。這樣的傭工只會在得到更好的酬勞後，才照顧羊群。如果

有羊在夜間離開羊棧，他會留在羊棧，而不會尋找迷失的羊。如果有獅

子出沒，他會為了拯救羊棧和自己，寧願犧牲一、兩隻羊。 



按照道德的標準，傭工只屬於中庸。他無意作英雄或壞人，但會因為羊

群的狀況而變成壞人。他未能認出自己的工作是重要的――與羊群的生

死悠關。他的冷漠可能導致他所照顧的羊群死亡。他的態度是重要的，

因為生命悠關。 

耶穌從則 34 章取了善牧和惡牧的比喻。該處講述以色列的牧人――宗教

領袖――「你們只知牧養自己；牧人豈不應該牧養羊群？你們吃羊奶，

穿羊毛衣，宰肥羊，卻不牧養羊群」（34:2-3）。它把這些惡牧跟天

主、真正的善牧作比較（34:11-31）。該段經文以天主給以色列的應許

作結束：「你們作我的羊群，是我牧場上的羊群；我是你們的天主――

吾主上主的斷語」（34:31）。 

 

14-16節：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14 我是善牧，我認識（希臘文： ginosko）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

我，15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性命。16

我還有別的羊，還不屬於這一棧（希臘文：aules），我也該（希臘文：

dei）把他們引來，他們要聽我的聲音，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希臘

文：poimn），一個牧人（希臘文：poimen）。」 

 

「我是善牧，我認識（ginosko）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14節）。

在 11節，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在 14節，善牧認識（ginosko）他

的羊，羊也認識他。Ginosko 不只是表面的認識――它包括經驗――是關

係。舊約談及男人認識他的妻子，是含有性關係的意義，這關係的意義

超越肉身的行動。當耶穌說善牧認識羊，並非暗示任何性關係，而是談

及一份非常重要的關係。 

牧人（耶穌）認識羊（人），因為他「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

（1:14）。「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把



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

人；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 2:6-8）。耶穌認識

他的人，因為他曾取了我們的肉身，並經驗我們的喜樂與憂苦。 

 

耶穌說，他認識他的人，而他的人認識他，「正如父認識我」（15

節）。父與子的結合是若望福音的主題： 

――「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1:1）。 

――耶穌告訴猶太人的領袖：「我與父原是一體」（10:30）。 

――當猶太人拒絕耶穌，他挑戰他們：「但若是我作了，你們縱然不肯

信我，至少要信（我的）這些工作，如此你們必定認出父在我內，我在

父內」（10:38）。 

――耶穌在他的大司祭祈禱中，為門徒們祈禱：「願眾人都合而為一！

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為叫世界

相信是你派遣了我」（17:21）。 

 

在 14-15節，耶穌給我們一種包含一切的親密，在他與父的關係中開

始，並及至父賜給他的人（17:6），以及「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的

人」（17:20）。那麼，耶穌所形容的，是一個大家庭，由慈愛的父開

始，藉著子的愛而包括所有信徒。 

在 15b節，耶穌再一次提醒我們，他為羊捨掉他的性命，一個在 17節再

提及的主題。 

「我還有別的羊，還不屬於這一棧（aules），我也該（dei）把他們引

來」（16a）。羊棧是一個圍欄或畜欄，羊群不在吃草時，便住在羊棧

裡。這地方提供安全，並培養一份團體感。耶穌說，他也會把別的羊引

來，從而只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 



這些別的羊是誰？有些學者推測，他們是其他猶太基督徒團體，但「這

觀點不必要地時代錯誤，和極為不肯定的推斷。大多數學者認為耶穌所

指的是外邦人。當耶穌說「我有」的時候，他暗示這些羊經已屬於他，

但他仍未引牠們到羊棧。他該（希臘文：dei）這樣做。 

 

「他們要聽我的聲音」（16a）。較早前，耶穌說，「羊也跟隨他，因為

認得他的聲音」（4節）。根據曾在以色列牧過羊一段日子的學者憶述，

有兩件事情能反映這事實的。首先，牧人帶領羊群走過耶路撒冷繁忙的

交通，以唱歌和吹口哨來聚集羊群。第二，四個牧人共用一個羊棧。在

早上，每個牧人輪流唱歌和叫他的羊，這樣，羊便會忠實地離開較大的

羊群，開始跟他到山上吃草。 

耶穌推論，「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poimn），一個牧人（poimen）」

（16b）。今天，分隔我們的障礙可能是民族、種族、教育、職業或財政

的障礙。這些障礙在基督徒中間是不適合的。基督召叫我們要成為「一

個羊群」（16 節）。 

 

17-18節：我還有別的羊，還不屬於這一棧 

「17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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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17節）。對第四部

福音而言，天主對子的愛，或者耶穌對其門徒的愛，都不是無條件的。

它是清楚地建基於鍾愛的一位願意藉捨掉自己的性命而見證他們的信

德，並相信會再被接納。 



子捨掉他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17 節）。若望福音對十字架和復

活的觀點跟對觀福音和宗徒大事錄截然不同： 

――在對觀福音，行動的是天主。在若望福音，子因服從父而行動，但

出於自願。 

――在對觀福音，耶穌祈求：「阿爸！父啊！一切為你都可能：請給我

免去這杯罷！但是，不要照我所願意的，而要照你所願意的」（谷

14:36）。在若望福音，他捨掉自己的性命，但是為再取回它來。在若望

福音，耶穌的死亡、復活和升天一起構成單一的救世行動。耶穌並非一

位勉強的殉道者，而是甘心情願的救主，履行他來到世上的目的。我們

不應把他的死亡視為「命運產生的意外，或由被誤導的人引致的悲劇，

而是天父的計劃。父與子彼此的愛情因而被視為對世界的愛的行動；在

愛中的父願意拯救眾人，而在愛中的子自由地交付他的一切。 

――在對觀福音和宗徒大事錄，所強調的是天主使耶穌從死者中復活

（瑪 28:6-7；谷 16:6；宗 2:24,32; 3:15 等），但在若望福音，耶穌再

取回它來（17 節）。他不但再取回它來，也使我們的復活成為可能的―

―「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誰也不能到我這裡來，而我在末日

要叫他復活」（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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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18 節）。伯多祿指責

公議會把耶穌處死（宗 4:10），而且，保祿與其他宗徒肯定天主使他從

死者中復活（宗 2:32; 4:10b），但是，若望的耶穌堅持他是甘心情願捨

掉自己的性命，並有權再取回它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