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興起牧者來牧放他們

善牧
若10:1-18



《若望福音》簡介
作者生平：若望，加里肋亞人，生於富裕家庭，

他的父親載伯德，母親撒羅默，兄長雅各伯，
兩人被稱為「雷霆之子」(谷3:17)。
原是操作漁業為生。被耶穌所召叫，跟隨了耶穌。
(谷1:19-20)是耶穌所愛的門徒(若21:20,24)。

成書年期：第一稿(公元75-85)；第二稿(公元85-90)；

第三稿(公元90-100)。

寫作對象：由若望團體引伸至普世人類。

寫作地點：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敍利亞的安提約基雅；

小亞細亞的厄弗所。



《若望福音》簡介

福音重點：指出耶穌原是天主，與天父共存、與天父是一體，並強調
「聖言成了血肉」(若1:14)，道成肉身。(屬神的福音)

神學思想：以基督思想為核心，尤其是維護「基督論」這神學觀。

文筆中特別強調：

耶穌的「自我啟示」；

信仰的回應；

信仰基督者在祂內的生命。



維護「基督論」的原因

在第一世紀末，宗徒們逐一離世，加上他們等待耶穌重回一事，持

續未見。因此，不少信友團體對耶穌是「天主子」的身分開始模糊，

尤其耶穌基督的「兩性一位」(即耶穌既是天主，也是人)，漸漸懷疑，

如：幻象論、嗣子論……等說法紛紛湧現。所以，不少教父們均出來

發表護教的言論，而《若望福音》正強調這一點。



福音中耶穌言論突出的七個「我是……」

若望沒有像「對觀福音」以比喻作訓言，也沒有真正的有情節的比喻，
卻有很多象徵性的形像來展出耶穌的獨特性，尤以「我是」來自我顯露。

「我是生命的食糧」(6:35)

「我是世界的光」(8:12)

「我是羊的門」(10:7)

「我是善牧」(10:11)

「我是復活、生命」(11:25)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4:6)

「我是葡萄樹」(15:1)



舊約中的「我是……」

其實，「我、我是」一詞，早於舊約中已有出現，這是由於在古時，天
主多直接與人交往對話，例如：諾厄、亞巴郎、梅瑟、先知……

「我現在與你們……立約」(創9:9)

「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創12:2)

「我是自有者」(出3:14)

「我是上主……」(出6:6;9)

「你們必作我的人民，我要作你們天主」(耶30:22)

這是要顯示天主要與另一方的密切關係。



耶穌是善牧

若10:1-18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不由門進入羊棧，而由別

處爬進去的，便是賊，是強盜。由門進去的，才是

羊的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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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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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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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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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

訴你們: 我是羊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和

強盜，沒有聽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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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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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豐富的生命。……



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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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

是傭工，對羊漠不關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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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由我父接受的命令。」……



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

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

性命。我還有別的羊，不屬於這一棧，我也該把他

們引來，他們要聽我的聲音，這樣，將只有一個羊

群，一個牧人。……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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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父接受的命令。」



牧人 Shepherd, Pastor

根據聖經所載，在上古時代，人已以畜牧為業(創4:2)。以色列民的
聖祖都是牧人，他們是逐水草而居，故是居無定所，屬遊牧民族。
雅各伯及其家人來到埃及時，就自稱為「牧羊的」(創46:32;47:3)。

以色列民以畜牧作業視為持守廉潔的生活方式。梅瑟為民族領袖，
達味為王，亞毛斯受任為先知前，都是牧羊人(出3:1;撒下7:8;亞1:1,7:14)。

牧人的生活雖是多麼辛勞(創31:38-39;41)，但也是天真爛漫，誠樸無
偽。由此可以明白耶穌在白冷誕生後，天使為甚麼首先向那些守
夜看護羊群的牧人們報喜，宣告救主來臨的喜訊。(路2:8-13)



牧人 Shepherd, Pastor

畜牧的主人，或將羊群託給自己的兒女看守(創37:2,29:9;撒上16:11;

出2:16)，或雇用傭工牧放。傭工的工資是錢，或是所生羊群的一
部份(創30:28-42;匝11:12;格前9:7)。

牧人必須為看守的牲畜負責(創31:39;出22:9-14).每天當牲畜出入寸棧圈
時，叫牠們從自己的杖下經過，以便點查數目(肋27:32;耶33:13;則20:37)。
如果因疏忽走失了羊隻，牧人應當賠償(創31:39;出22:9-12;亞4:12)。

聖經多次用牧人與羊群的比喻，來說明上主與以民的關係。自雅
各伯家族蒙天主召選後，天主被稱為「以色列的牧者」(創48:15)。

更描述天主是百姓的善牧，如何愛護自己的子民。(詠23:1-4;80:2;

依40:11;49:9,10;耶31:1;則34:11-22;米4:6;德18:13等)



牧人 Shepherd, Pastor

在新約中，耶穌以「善牧」的比喻，說明自己就是天主預許的牧
者，藉以闡述天主自己對選民及眾人如何關顧和慈愛。

(路15:4-7 ;瑪18:12-14)

這位牧者為救贖人類，甘願犧牲自己的性命。(若10:11-16)

耶穌被派遣，固然首先是為了拯救「以色列迷失的羊」(瑪10:6;15:24;

谷6:34)，但最後祂也奉獻自己「為大眾作贖價」(瑪20:28)。

耶穌將匝加利亞先知書13:7論那位要被殺害的民牧的預言，貼在
自己身上(瑪26:31,32;谷14:27,28) ，以預言自己的死亡，而跟隨祂的羊群
亦因而四散。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
祂使我臥在青綠的草場，又領我走進幽靜的水旁。

(詠23:1-2)





上下文的闡述

此段章節之前，則有第九章「治好胎生瞎子」事件，這一
段記述暗喻被治好的瞎子回來皈依耶穌，好比是聽從了他
所認識的牧者聲音的羊兒。(若9:35-38)。反過來看，法利塞
人則成了第五節所指的陌生人，及(12及13節)所指的傭工，
是羊所不認識的，其聲音也不會為羊所聽從的。

下文(19-21節)即時記述猶太人聽了耶穌這番話後，那互相
矛盾的反應。那麼，為何耶穌所講的內容引發他們的衝突。



全文的重點
耶穌以至完美的標準牧人的比喻，來形容自己順從天父的
拯救普世的聖意，降生來到世上，祂更把自己比作「羊的
門」，表示只有經過祂，才能進入羊棧。

耶穌降生捨命，並復活再獲享生命，正如善牧為羊捨掉自
己的生命，乃基於對屬於自己的羊的那份無私的愛。這份
愛甚至吸引尚未屬於同一羊棧的羊前來皈依同一牧人，聚
合成為屬於這善牧的「一個」羊群。

這也應驗舊約中多次以牧人與羊的關係來象徵天主與自己
子民關係的預言。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10:1,7)

耶穌從來不以這隆重的聲明展開一段新的言論，卻往往以此回覆

一個提問，或進一步闡釋原本正討論的話題。

(參閱3:11;5:19;8:34,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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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10:9)



「凡不由門進入羊棧，而由別處爬進去的，便是賊，是強
盜。由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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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羊棧」是在山邊以石頭築起圍牆讓羊群夜間歇息；也有在一間屋

的前院安置羊群，同樣以石牆包圍，保護羊群免受野獸傷害。耶穌

說這比喻時並非在加里肋亞的郊區，而是暗示在耶路撒冷聖殿的庭

院，所以，「羊棧」一詞應譯作「院子」。耶穌亦藉此比喻，暗示

祂唯一能做的，是帶領聽祂聲音的，才是屬於祂的「羊」，從而離

開猶太人的聖殿，建立一個「聽祂的聲音」並跟隨祂的團體。



「凡不由門進入羊棧，而由別處爬進去的，便是賊，是強
盜。由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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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是賊，是強盜」若望在12:6稱中飽私囊的猶達斯為「賊」，在

18:40稱涉嫌殺人和武裝暴動的巴辣巴為「強盜」(參閱谷15:7)。雖

然兩者不是同義，但也不必深究當中的分別。因為，若望很可能是

在暗示：那些假默西亞，或希臘世界中的所謂「救世者」，都是

「牧人」的相反。至於有關夜間到來的「賊和強盜」，可參考「如果

盜賊，或夜間的強盜來到你那裏，他們豈不要偷個夠嗎？」 (北5)



「凡不由門進入羊棧，而由別處爬進去的，便是賊，是強
盜。由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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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一個大的羊棧可能容納幾個牧人的羊群，所以，「看門的」可能是

個獨立的管理員。東方的牧人喜歡以羊的特徵給牠們起名，如「長

耳朵」、「白鼻子」等等，充分表現牧人與羊的密切關係。因此，

呼喚羊的名字，暗示羊棧中，有些羊是別的牧人。在舊約中，均強

調牧者引領羊群的職責。(參閱戶27:16-17;則34:13;米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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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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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放出來」意即「驅趕」，隱約表達羊兒的無助，往往要牧人在旁

推才能通過羊棧的門。

「走在羊前面」牧人要把羊帶到草地牧放，而草地可能與羊棧有一

段距離，牧人必要熟悉四周的環境，因此，有實際的需要「走在

羊前面」。另一深層意義，是羊認識牧人的聲音，因而跟隨他，

這裡寓意因信仰並懷着信德，追隨耶穌基督。(9: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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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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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實際情況中，一個羊棧可能容納了幾個羊群，所以一個牧人領回

自己的羊群，便要作出識別。耶穌在比喻中從羊的角度出發，因而

如此描寫。不過，若望福音反而指出牧人(耶穌)還有別的羊在另一

個羊棧(16節)。耶穌在此提及的「陌生人」，主要是與牧人作對比，

即上一節中的「賊和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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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我是
羊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和強盜，沒有聽從他
們。」(6-8)

「比喻」一詞，在若望福音中甚少看見，除此節外，還有16:25,29

會見到。一般而言，比喻通常是以隱喻方式作表達，對觀福音經

常使用。「比喻」對於不信的人始終是隱誨的，但為信徒來說，

透過復活的耶穌和護慰者聖神(16:12-14)，比喻或隱喻的言論的意義

將要顯明。不過，耶穌逾越之前，即他公開宣講中的一切言論和

啟示都是比喻，意思即都是隱誨的，需要耶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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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我是
羊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和強盜，沒有聽從他
們。」(6-8)

這一節由「牧人」與羊的關係轉到「門」。「羊的門」有兩個意

思：(一)通往羊那裡的門，是針對牧人而言；(二)羊進出羊棧的出

口，是針對羊而言，羊透過這道門便可找到救恩。

若望福音以「我是」來申明自己與羊的關係，這與對觀福音的

「天國好比……」的公式可說是同義；若望在耶穌身上找到對觀福

音描述天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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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我是
羊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和強盜，沒有聽從他
們。」(6-8)

「凡在我以先來的」不是指舊約的先知或耶穌的前軀，而是指耶穌

正對比那些「因自己的名而來」的人，即那些腐敗的猶太領袖(參

閱谷12:40;路16:14對經師和法利塞人的譴責)，他們是賊和強盜，

所以，羊是不會聽從他們，表示父賜給耶穌的羊懂得明辨，只會

聽從真正的牧者(耶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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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來，無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 我來，
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9-10)

第9節指出耶穌作為「門」為羊有甚麼意義。耶穌是門。意即他是通往父(唯一)

道路(14:6「我是道路……」;參閱弗2:18;希10:20)。「安全」意即是「得救」

(參閱3:17;5:34;12:47)。由此，比喻的寓意即時引伸到信徒身上。且能自由出入，

表示安居於家中(申28:6;詠121:8)。這節強調羊的歡欣和溫飽。在舊約，富庶的草

場象徵天主的照料(詠23:2)，或以民從外邦人手中獲得釋放(則34:12-15)，甚至是末

世的福澤(依49:9-13)。若望以這傳統的圖像描繪天主透過耶穌恩賜的神聖生命。

(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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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來，無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 我來，
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9-10)

「毀滅」與3:16的「喪亡」同意，這是耶穌絕對不會容許在屬於他的人身上發

生的事(參閱6:39;18:9)。

「我來，卻是為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在這章節是若望也將指

出他寫福音的目的是叫讀者「賴(耶穌)之名獲得生命」(20:31)，而「更」表面

上是比較，實際上是大於極比級，即「無與倫比」的意思，永遠的生命。

若望福音經常強調耶穌的恩賜的充盈(1:16)，如「湧到永生的水泉」(4;14;7:38)，

吃了之後「永不會饑餓……總不會渴」的食糧(6:35,50,58)。



我是善牧 (若10:11)



「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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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是傭工，對羊漠不關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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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由我父接受的命令。」(11-13)

「善」是指高尚的，完美的典範，引伸倫理範疇，指品德之高尚(參閱加下

15:12)。耶穌是「高尚的牧者」，因此他不單如一般的善牧，會冒生命危險保

護羊群(如:達味，見撒上17:35;參閱民12:3;依31:4)，更會義無反顧地為羊犧牲

自己的性命。耶穌在臨別贈言中指出，為朋友「捨掉生命」是最高尚的情操

(15:13)。作為牧者，耶穌不單為羊生存以保護他們，更為羊群死。



「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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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是傭工，對羊漠不關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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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由我父接受的命令。」(11-13)

「傭工」一詞在新約除在此出現外，只在谷1:20出現，指載伯德船上僱用的工

人。耶穌把牧人與「賊」和「強盜」對比，在此進一步把「善牧」與受僱的

「傭工」對比。前者帶有負面的含意，「傭工」卻沒有，只指出那人為報酬而

工作，可謂天公地道。羊不屬於傭工，一旦遇上狼襲擊羊群時，他們便不顧

而去(撒上17:34-36)，棄羊而逃。那時，羊被「抓住」，即意被「奪去」，因

而四散。善牧耶穌卻不會讓人「奪去」祂的羊，相反，將要把「四散」的羊

聚集歸一(參閱11:52) 。



「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
我，我也認識父一樣；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性命。我還有
別的羊，不屬於這一棧，我也該把他們引來，他們要聽我
的聲音，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14-16)

耶穌再次重申自己是「善牧」，這是若望慣常的筆法，為的是要申明要義。

「善牧」可譯作「模範牧者」，因他滿全了一個理想牧者的條件——認識自己

的羊，甚至為羊而死。舊約曾把天主描繪作以色列民的牧者(詠23:1;80:2;依40:11)，

達味(或屬達味支派的默西亞)也被稱為牧者(谷6:34;瑪9:36) 。

上文3節已提及，一個牧人習慣「按着名字呼喚自己的羊」，耶穌指羊是「我

的羊」，因為是天父交給祂的(6:37,44,65)。而「認識」不單指理智的認知，更

是指人與人的連繫，最終趨向合一和共融。善牧耶穌與祂的羊彼此的認識，最

終以祂為羊捨身這愛的行動來表達(15節)。



「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
我，我也認識父一樣；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性命。我還有
別的羊，不屬於這一棧，我也該把他們引來，他們要聽我
的聲音，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14-16)

第15節耶穌借用祂與羊的關係，進一步展示祂與天父的關係，可以反映祂與天

父彼此認識；或者更好說，善牧耶穌與羊群的認識，是建基於祂與父的認識

(參閱15:9,10;17:11,21,22)。畢竟，菩牧耶穌與羊的關係全繫於父，因為耶穌與

天父「原是一體」(30節)，祂才能作羊的「善牧」。其實，早前介紹若望福音

的寫作時，已指出他特別強調耶穌的身分，所以，福音中一直非常強調耶穌以

獨特的方法和卓越的程度認識天主(參閱7:29;8:55;17:25)。



「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
我，我也認識父一樣；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性命。我還有
別的羊，不屬於這一棧，我也該把他們引來，他們要聽我
的聲音，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14-16)

「這一棧」指以色列家中已相信耶穌的人，「別的羊」是指外邦人。舊約早預

言默西亞要作「萬民的光明」(依42:6;49:6)，並具體地指出：「我還要召集其他

民族歸於已聚集的人。」(依56:8)因此，在先知時代，也曾闡述有關尋找亡羊的

圖像(則34:12-13;米2:12;耶23:3)。按若望福音的記述，耶穌主動接觸撒瑪黎雅人(4:39-

42)，也是為了這目的。之後也接觸來自希臘的外邦人(12:20-22)，這是祂申明自

己是「世界的光」，即不只猶太人，連外邦人也要繼承祂的救恩。



「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
我，我也認識父一樣；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性命。我還有
別的羊，不屬於這一棧，我也該把他們引來，他們要聽我
的聲音，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14-16)

「他們要聽我的聲音」是指跟隨祂的羊群，只會聽從祂(見3:29;8:47;18:7)。

「將只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從上下文(15,17-18)的脈絡可見，耶穌是說明，

透過自己的死亡(參閱12:32)使四散的羊聚集(參閱11:52)成為一個羊群，團結合

一。而在《厄則克耳》先知書也有這樣的預言：「我要為他們興起一個牧人，

那即是我的僕人達味，他要牧放他們，作他們的牧人。」(則34:23)可見這個牧

人是天主所預許的。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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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由我父接受的命令。」(17-18)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這並不表示耶穌的自我犧牲是天父愛祂的

條件，而是指：父對子的愛是永恆的(參閱17:24)，一如子與父的旨意的契合，

甚至是服從至死的地步(參閱瑪26:39;斐2:8)，這也是源自永恆的，兩者也相輔

相成。換句話說，從父的角度而言，祂以愛表達與子的意願契合；從子的角度

來說，祂以捨捍性命來表達對父的愛。因此，只有「高尚的牧人」才會甘願為

羊作這樣的犧牲。耶穌藉着自己的苦難和死亡，彰顯和釋放祂使人復活的大能。

當祂被高舉於十字架時，才能吸引眾人歸向祂(參閱12:32)。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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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由我父接受的命令。」(17-18)

「奪去」的原文屬過去時態，所以這話可能是指耶穌公開傳道期間，猶太領袖

捉拿耶穌的計謀總是無功而還(5:18;7:25,44;8:59)。不過，若望寫福音時，耶穌

的十字架苦難已成了歷史事實，所以，這話也指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死。

耶穌的主動犧牲，是祂的「自由意志」，所以，耶穌說「我有權」，即耶穌有

能力，也願意這樣作了。(參閱19:10-11)

而「再取回它來」是新約唯一的一次指耶穌自己恢復生命，更普遍的說法是：

天父復活祂(參閱宗2:24;羅4:24;弗1:20;希11:19;伯前1:21) ，這暗示父與子的合

一(參閱3:35;13:3;17:2)，耶穌的工作就是天主的工作。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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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由我父接受的命令。」(17-18)

「這是我由父接受的命令」，耶穌透過這句話表明父給祂的命令(12:49- 50;14:31; 

15:10)，大前題是天父對耶穌的愛(17節)。父對子的愛與子在救恩工程中甘願的

受苦犧牲，兩者互相緊扣。所以，耶穌在最後晚餐頒給門徒的「新命令」，也

就是愛的命令(13:34;15:12-17)。換言之，他們愛耶穌，便是遵守祂的命令

(14:15,21;15:10,14)。當然，門徒有絕對的自由去遵守耶穌的命令，一如耶穌是完

全自主地回應父的命令一樣(18a節)。



「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
（若1:29)





天主實踐祂的許諾，要親自牧放自己的羊群，透過耶穌基督
的降生，最後捨命的行動，使整個救恩計劃得以圓滿實現。
「禍哉，那把我牧場上的羊群摧殘和趕散的牧人─上主的斷語─為此上主，以色列的天

主，對牧放我民的牧人這樣說：「你們驅散趕走了我的羊群，不加照顧；現在，看，
我必依照你們的惡行來懲罰你們─上主的斷語─我要從我以前驅散牠們所到的各地，
集合我尚存的羊，引導牠們再回自己的羊棧，叫牠們滋生繁殖；我要興起牧者來牧放
牠們，使牠們無恐無懼，再也不會失掉一個──上主的斷語。」(耶23:1-4)

耶穌親自樹立了自甘捨命，以保存羊群生命的榜樣，並在回
到天父那裡前，將羊群(教會)託付給伯多祿(若21:15-17)及他
的繼承人。
「你餵養我的羔羊。」(15)；「你牧放我的羊群。」(16)；「你餵養我的羊群。」(17)。



 耶穌這託付亦包含了相應的要求——為羊捨命(若21:15-17)，受
託的牧者，均有延續耶穌牧者使命的責任。
「失落的，我要尋找；迷路的，我要領回；受傷的，我要包紮；

病弱的，我要療養；肥胖和強壯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義牧放他們。」(則34:16)

吸引一切尚未皈依同一羊棧的羊，早日實現一牧一棧的理想
境界。

至於已認識善牧耶穌的羊群，亦應辨別及聽從善牧的聲音，
跟隨祂走向生命的泉源。並因認識同一善牧，彼此融合為一，
成為同心同德的信仰團體。



 耶穌為救贖自己的羊群，甘願聽命於天父的命令，願意為羊而
捨掉性命。

 這篇福音是在復活期第四主日(善牧主日)所誦讀的內容，甲年
會誦讀(10:1-10)；乙年會誦讀(10:11-18)；丙年則誦讀(10:27-30)。為的
是要讓信眾明白善牧與我們的關係。

 而教會亦把這主日稱為「聖召主日」，邀請教友們特別為聖召
祈禱，讓更多人能為回應天主的召叫而度獻身生活。





永生之門

耶穌說：「我就是門，誰若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可以進，可以
出，可以找著草場。」

「門」除了保護功能，也有開放意思。耶穌以「門」來比喻
自己，強調無論誰願意通過祂進入羊棧，一定找到安全的地
方，並且確實得到溫馨照顧；羊棧象徵天國，進入天國的人，
慈悲天父必定賜予圓滿生命，即永生。因此，這也說出耶穌
就是那「永生之門」，讓人藉祂而獲得永生。承擔永生之門，
不是躺在沙發受人膜拜，而是為羊捨掉性命，不是命令羊群
為自己犧牲，而是培育羊群活在永恆。



耶穌來，成為永生之門，目的是為了羊群豐盛生命，意思是
豐富到超越基本需要，即圓滿永生。善牧耶穌捨掉性命，為
將人間地獄轉化為天上神國，每一滴血都是無價的。

「永生」，在若望神學不是死後才開始的事，而是塵世生命
中，人要作出選擇：人悔改皈依天主，得永生；人墮落拒絕
天主，自然就是永死。



「羊聽他的聲音……羊也跟隨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跟隨耶穌必得安全、自由與豐富，但首先我們必須能認得
耶穌的聲音。有時候會聽到教友這樣說：「我聽不到耶穌
的聲音，耶穌有在跟我說話嗎?」

想一想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當你走在街上或人群中，
突然聽見一個好熟悉的聲音，這個聲音會越過身邊嘈雜的
聲音，吸引著你全部的注意力，轉頭去尋找，一探究竟。
就是這個好熟悉的感覺吸引著你的注意力。

耶穌的聲音



你熟悉耶穌的聲音嗎？要如何熟悉呢？你必須給耶穌時
間，建立你和祂之間一對一的專屬空間，時常接觸會建
立熟悉與親密感，會讓你對耶穌的聲音更為敏銳，讓你
的身體和心靈都記得聽到耶穌的聲音時是如何和聽到別
的聲音時的感覺不一樣。而每日的祈禱、讀經，正是與
耶穌親密交往的時刻。



「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

這是耶穌自我啓示的表達，祂選擇以「模範牧人（善牧）」
這個形象來描述自己。
從復活期第一到第三主日，彌撒讀經都集中在耶穌死亡復
活的記載。來到第四主日，耶穌藉着牧人形象，更具體闡
述祂爲甚麼死亡與復活。祂爲羊捨掉自己的性命，而不是
羊爲牧人捨掉性命。這就正是動人的耶穌。

模範牧人



如果善牧為了保護羊群，奮起跟惡勢力對抗，最後被殺死毀
滅，惡勢力也會攻擊殺害吃掉羊群，那不是“雙輸”？邏輯
上，是。愛情上，不是。因為許多聖經學者認為，耶穌所作
的，就是為實行天父委託祂的永生工程，毫不計較代價，就
是付出生命，為人永生而勇往直前。

耶穌的作為，實際上是“雙贏”，為羊群帶來永生，為牧者
立好榜樣。因此，善牧是牧人模範，如果教會牧人跟耶穌學
習，為了羊群永生，而伸張正義講論真理，死，是有價值的。
在教會的歷史中，也曾出現過不少為了羊群而捨棄自己生活
的例子：初期教會的宗徒們，真福羅梅洛主教，中華殉道諸
聖……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這是我由我父
接受的命令。」

若望著作另外一個寫作特色，就是強調「天主是愛」(若一4:7,8)。
耶穌的死亡啟示了天主子的人性，這真實的人性啟示了天主
實在參與人的生命歷程，天主實在的參與人的生命，啟示了
天主對人的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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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3:16)

因此，這愛的命令就是耶穌死亡復活。

愛的啟示



當耶穌為愛人得到永生而捨掉塵世性命，許多人竟然為了
塵世而放棄永生，耶穌勇往直前，祂愛，不管世界愛不愛
祂。「愛」（Agape）是自我交付的愛，天主在耶穌的塵世生
命，自我交付在十字架上，愛無悔。耶穌參與人的生命到
底(若13:1)，直到完成了愛的工作(若17:4)，死亡復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