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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概要

• 「首次增餅」(五餅二魚)的奇蹟故事，
四部福音全都有記載，說法大同小異，
只有少許的變化，就是此事發生的地
點或環境情況上稍有不同。



瑪竇福音 馬爾谷福音 路加福音 若望福音

首次增餅 14:13-21(9) 6:32-44(13) 9:10-17(8) 6:1-14(14)

第二次增餅 15:32-38 8:1-10 ------- -------

• 《路加福音》及《若望福音》都只記
載一次增餅，而《瑪竇福音》及《馬
爾谷福音》則各有第二次增餅的記述。

• 不過，《若望福音》記述這奇蹟片段，
有其獨特的意義。



前言
當閱讀《若望福音》所載有首次增餅前，
我們需先要看看其前文後理，才可明白作
者的用意。

上文是提及耶穌在納匝肋施行了第一個奇
蹟後(若2:1-12)，按照若望所載，這次是祂公
開傳教後首度往耶路撒冷去，適值是猶太
人的慶節(逾越節)將近。(若2:13)



下文所緊接的是耶穌晚上乘船返回葛法翁
，且曾步行水面。(若6:16-21)

增餅奇蹟後，不少群眾尋找祂，於是耶穌
就借題發揮，給他們一項明確的訊息—

「生命之糧」。(若6:22-71)

耶穌首先在(若6:35-50)指出祂的話(聖言)就是
這生命之糧(智慧的主題)。



進而在(若6:51-59)指出祂的聖體聖血是真實的
食糧(聖事的主題)。

因此，《若望福音》沒有記載耶穌在最後
晚餐中建立聖體聖血聖事，而在第六章增
餅奇蹟是聖體聖事的預告。



若望福音(6:1-15)

1.這些事以後，耶穌往加里肋亞海，即提庇黎
雅海的對岸去了。

2.大批群眾，因為看見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
神跡，都跟隨著他。

3.耶穌上了山，和他的門徒一起坐在那裡。
4.那時，猶太人的慶節，即逾越節，已臨近了
。



 (6.1)過了一段無法確定的
時間，按照時序，相信
是耶穌在加納顯現了第
一個奇蹟(若2:1-11)以後，
祂準備由納匝肋出發，
經過加里肋亞海(提庇黎
雅湖)東岸的貝特賽達，
這是耶穌顯增餅奇蹟的
所在之處。 (路9:10)








 耶穌顯第一個奇蹟 (若2:1-11)
 耶穌與母親和門徒 (若2:12)
 耶穌傳教生活首次上耶路撒冷過逾越節 (若2:13)
 耶穌往貝特賽達( 若6:1)



 (6.2)「看見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蹟」，
按若望所載，耶穌在加里肋亞顯的治病奇
蹟只有一個，就是治好王臣之子(若4:46-54)。
這可得知，耶穌所行的奇蹟，確實吸引了
不少的跟隨者。

 (6.2)「看見…行…跟隨着」，這表示群眾
「一直」跟隨耶穌，因為他們被神蹟的表
面成果所吸引，而並非出於對耶穌的信仰。
(若4:48)



 (6.3)耶穌與門徒上了「山」。山是代表天主
臨在的地方，舊約中梅瑟在西乃山上與天
主相遇，領受十誡。(出3:1-12;19:1-9)

 (6.3)耶穌亦曾與撒瑪黎雅婦人談論朝拜天主
的山是在那裡。(若4:19-24)

 (6.3)耶穌「山中聖訓」 (瑪5:1) ，召選門徒(谷

3:13)和耶穌的復活顯現(瑪28:16) ，這些事都是
在山上發生的。



 (6.4)「猶太人的慶節」，這是《若望福音》
所述，耶穌公開傳教期間的第二個逾越節。
(若2:13)

 (6.4)若望在此指出「逾越節臨近」，是要特
別強調：這是耶穌及其門徒，不在耶路撒
冷聖殿過的基督徒的新逾越節。



5.耶穌舉目看見大批群眾來到他前，就對斐理
伯說：「我們從那裏買餅給這些人吃呢？」

6.他說這話，是為試探斐理伯；他自己原知道
要做什麼。

7.斐理伯回答說:「就是二百塊「德納」的餅
，也不夠每人分得一小塊。」



8.有一個門徒，即西滿伯多祿的哥哥安德肋說
：

9.「這裏有一個兒童，他有五個大麥餅和兩
條魚；但是為這麼多的人，這算得什麼？」

10.耶穌說:「你們叫眾人坐下罷!」在那地方
有許多青草，於是人們便坐下，男人約有
五千。



 (6.5)耶穌「舉目看見」群眾蜂擁而至的情況，
喚起梅瑟昔日上西乃山的景象(出19:20,23-24)。
不過，耶穌富權威的行動顯示，祂遠比梅
瑟優越，因為祂主動顯神蹟餵飽在場的群
眾。

 (6.5)若望在此所指的「大批群眾」，並沒有
清楚表明是跟隨耶穌的，抑或是及後來到
耶穌那裡的，總之，在場的人數甚多。



 (6.5) 若望在暗示群眾「來到他前」，這具體
行動象徵他們是為獲得生命而來到耶穌那
裡。(參閱若5:40)

 (6.5)關於提及斐理伯，他似乎與安德肋都有
緊密聯繫，若望記載兩人的發言(若12:21-22)，
可能反映斐理伯和安德肋在當時若望團體
的地位舉足輕重。



 (6.5) 「我們從那裏買餅給這些人吃呢？」
斐理伯的這句說話，仿如舊約時代，當以
色列民抱怨時，梅瑟向天主的請求：「我
從那裏拿肉給這百姓吃？」(戶11:13)

 (6.5)又如舊約所述，先知厄里亞為寡婦增麵
和油(列上17:16)及厄里叟請巴耳沙里取出行囊
裏的二十個餅和一些新麥穗吃飽一百人吃
(列下4:42-44)。



 (6.6) 「為試探斐理伯」耶穌的問題是要試探
斐理伯的信德，為他們將要作出信德的抉
擇(6:67-71) 作準備，耶穌也曾在不同場合都
極力加強門徒的信德。

 (6.6) 「(耶穌)自己原知道要作甚麼」若望加
插這句旁述，是要剔除任何關於耶穌無知
的暗示或明示 。



 (6.7) 「二百塊德納」按照猶太人當時的社會
制度，一個德納是一個普通工人一天的工
資，且能養活一家。 (參閱瑪20:2「僱工的比喻」) 

 (6.7) 「也不夠每人分得一小塊」斐理伯的回
應非常務實，他沒有意會耶穌問題是要考
驗他的信德。若望這個說法，同時是要凸
顯耶穌將顯的神蹟之奇偉(對比13節)所述。



 (6.8) 「西滿伯多祿的哥哥安德肋」若望曾在
(1:40)用同樣的方式介紹安德肋出場，下一節
講述了他向耶穌提出食物不足的解決方法，
可見《若望福音》想凸顯安德肋的機靈。

 (6.9) 「一個兒童」按原文所指不一定指年幼
的兒童，雅各伯的兒子若瑟十七歲時也被
稱為「孩子」(參閱創37:2)。



 (6.9) 「五個大麥餅」一般的餅是小麥造的，
但大麥餅較便宜，是窮人的食糧。聖史路
加引用「大麥餅」，是要迴響厄里叟的增
餅奇蹟(列下4:42-44)。路11:5似乎暗示一個成人
一餐的食糧是三個餅。

 (6.9) 「兩條魚」魚是他們習慣與麵包或餅一
起吃的佐食，這裏的「兩條魚」大概是指
晒乾了或醃製過的魚。



 (6.10) 「坐下」是斜倚躺着之意，那是猶太
人進餐時的普遍姿勢(參閱 13:12)。

 (6.10) 「許多青草」暗示那時是春天，逾越
節之前(參閱 6:4)。按照原文沒有「青」字，四
部福音的增餅奇蹟中，只有谷6:39以「青」
字來形容草地。



耶穌的最後晚餐

路加福音所載耶穌的最後晚餐.mp4


11.耶穌就拿起餅，祝謝後，分給坐下的人；
對於魚也照樣作了；讓眾人任意吃。

12.他們吃飽以後，耶穌向門徒說:「把剩下的
碎塊收集起來，免得糟蹋了。」

13.他們就把人吃後所剩的五個大麥餅的碎塊
，收集起來，裝滿了十二筐。

14.眾人見了耶穌所行的神跡，就說:「這人確
實是那要來到世界上的先知。」

15.耶穌看出他們要來強迫他，立他為王，就
獨自又退避到山裏去了。



 (6.11) 「拿起餅，祝謝後，分給」按照猶太人
的習慣，進餐前祝謝祈禱是他們的傳統(申

8:10)。四部福音的增餅奇蹟敍述中，唯獨若
望沒有記述耶穌祝謝餅後，把餅擘開才分
給眾人吃，因為若望要強調十字架上的耶
穌的身體被保存完整(參閱 19:33)。這與下一節
耶穌吩咐門徒把剩下的碎塊收集的細節相
關。按《若望福音》的敍述，耶穌親自把
餅分給在場的五千人，沒有叫門徒協助。

(對比谷6:41;瑪14:19;路9:16)



 (6.12) 「吃飽」增餅的奇蹟雖然是個象徵行
動，但也不失其具體實在的意義：餵飽了
在場的所有人。這令人回想起天主在舊約
許諾給以色列民充盈富足。
(參閱詠37:19;81:17;132:15)。

 (6.12) 「耶穌向門徒說」《若望福音》提及
耶穌主動要求門徒把碎塊收集，並補充一
句「免得蹧蹋了」。



 (6.12) 「把剩下的碎塊收集起來」Lightfoot

(Bernard,I,p.182引述)指出，猶太人進餐時會
保留一些食物給預備食物的人。不過，這裡
的碎塊不是預留的一份，而是眾人都吃飽後
仍多出來的，暗示耶穌的恩賜的充盈
(參閱 1:16)



 (6.12) 「收集起來……免得蹧蹋了」
「收集」，若望用同一個動詞描寫耶穌藉
着自己的死亡把所有人聚集起來(12:32)。
若望是唯一的一部福音為收集碎塊這行動
提出解釋。
「蹧蹋」一詞，是若望用以經常指人的喪
亡(3:16;6:39;10:28;11:50;17:12;18:9)。如此，若望
可能是以象徵的說話暗示耶穌願意聚集門
徒，以免他們喪亡。(17:12），那是透過聖
體聖血聖事完成的。



 (6.13) 「五個大麥餅的碎塊」只有馬爾谷福
音6:43刻意提出「還有魚的碎塊」，其他三
部福音只記載收集餅的碎塊。Brown(I,p.234)

認為若望把焦點放在餅上，因那是給下文
「生命之糧言論」的主題留下伏筆。

 (6.13) 「裝滿了十二筐」是指出神蹟的驚人
之處，令人想起在耶穌內的充盈。(參閱

1:16;6:35;10:10)，在其他神蹟中也有強調。而
「十二」這個數字，是有其特別的意思。



 (6.14) 「神蹟」Brown(I,p.234)認為原文是複
數，即不只一個神蹟，但被經師改作單數，
只是指增餅這神蹟。

 (6.14) 「那要來世界上的先知」這說法有三
個含意：
一是泛指任何一位先知(9:17;參閱路7:16;24:19)。
二是指像梅瑟一樣的先知(參閱申18:15-18)。
三是指厄里亞先知，他也被稱為「那要來
的一位」。(參閱瑪11:14)



 (6.15) 「立他為王」這是當時群眾的想法，
就如當耶穌榮進耶路撒冷時，群眾高呼
「賀三納」，稱祂為「以色列的君王」
(12:13)，也表達了要立耶穌為王的意願。然
而，這一節的記述，清楚顯示耶穌不會接
納群眾這樣的擁戴，因為祂的國不屬於這
世界(18:36)，不然的話，那無疑接受了魔鬼
的引誘(參閱瑪4:8;路4:5)。



 (6.15) 「就獨自又退避到山裏去了」在對觀
福音中，耶穌上山的目的是祈禱；若望在
這裏指耶穌「獨自」上山，也是暗示了同
一的目的。在若望筆下，耶穌的「孤獨」
其實是祂與天父緊密共融的時刻(8:16,29;16:32)。
「退避」是要凸顯了耶穌拒絕群眾立祂為
王的要求。因為群眾最終離開耶穌(66節)，與
耶穌未達成他們的期望有關。



增餅奇蹟與主的晚餐的關係

• 天主教傳統很少採用《若望福音》來討論
聖體聖事的教義，即使在1992年出版的
《天主教教理》(中文版:1996)，《若望福
音》第六章所提及的增餅奇蹟，僅被援引
來強調信友領聖體是與耶穌基督的契合。
這現象與《若望福音》中沒有「建立聖體」
的記載有關。



• 若望不提耶穌建立聖體的事蹟，並不表示
他不重視聖體聖事的道理，只是要在另一
處更詳盡地發揮這道理的要義和精神(若13:1-

15) ，若望認為最能令人明白這端道理的背
景，莫過於耶穌的「增餅奇蹟」。因為在
四部福音中，只有若望指出這奇蹟是發生
在逾越節前:「那時，猶太人的慶節，即逾
越節，已臨近了。」(若6:4) ，而且只有他提
到「在那地方有許多青草」(若6:10)。



• 至於對觀福音中，耶穌建立聖體的記載，
正是以逾越節為背景的，是祂與門徒一起
吃逾越節晚餐時所進行的。

• 對觀福音內，除了「五餅二魚」的奇蹟外
，瑪竇和馬爾谷還記載了「七餅和小魚」
的奇蹟(瑪15:32-39;谷8:1-10)。而若望只記載「五
餅二魚」的奇蹟(若6:1-15)，並在這事後，加
插了獨有的「生命之糧」言論(若6:26-59)。



增餅奇蹟與主的晚餐
耶穌四動的比較

增餅奇蹟
瑪14:19 (五餅二魚) 拿起 祝福了 擘開 遞給門徒

瑪15:36 (七餅及魚) 拿起 祝謝了 擘開 遞給門徒

谷6:41 (五餅二魚) 拿起 祝福了 擘開 遞給門徒

谷8:6 (七餅及小魚) 拿起 祝謝了 擘開 遞給他的門徒

路9:16 (五餅二魚) 拿起 祝福了 擘開 遞給門徒

若6:11(五餅二魚) 拿起 祝謝了 -------- 分給坐下的人



增餅奇蹟與主的晚餐
耶穌四動的比較

主的晚餐
瑪26:26 拿起 祝福了 擘開 遞給門徒

谷14:22 拿起 祝福了 擘開 遞給他們

路22:19 拿起 祝謝了 擘開 遞給他們

格前11:23-24 拿起 祝謝了 擘開 ------------



• 從以上兩個表列，福音作者用了四個連續
動作，來描寫耶穌的「增餅奇蹟」和「主
的晚餐」：拿起—祝福(祝謝)—擘開—遞
給。

• 在四段記載主的晚餐的新約經文中，格前
11:23-24是最古老的，大概寫於公元55年，相
距事件發生的時間只有二十多年；而對觀
福音中所述的，最早約寫於公元60年後。



• 保祿在格前所記載的，正是當日教會團體舉
行「主的晚餐」時所採用的禮儀經文，既莊
嚴又有規律：

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了：主耶穌在衪
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說：「這是
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你們應這樣行，為記念我。」
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
約，你們每次喝，應這樣行，為記念我。」
的確，直到主再來，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
宣告主的死亡。(格前11:23-26)



• 《若望福音》大概寫於公元90年後，他的
增餅奇蹟記載，也如其他三位福音聖史，
採用了類似舉行「主的晚餐」的字彙：
「拿起……祝謝……分給……」。四位聖
史的一致寫法，反映出當時教會一致認為，
增餅奇蹟是聖體聖事的預告。正因為這原
故，若望把耶穌有關「生命之糧」的言論，
放在「增餅奇蹟」之後，以收事半功倍之
效，使人更容易聯想到耶穌的最後晚餐。



默想祈禱……

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你們該彼此相愛；
如同我愛了你們，
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
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
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若1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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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生命之糧」的言論
(若6:26-71)

耶穌在葛法翁會堂教誨講道，並非鮮見(谷

1:21-22)，但祂特別選擇在逾越節前，在會堂
內講論「生命之糧」，就引發猶太人與耶
穌爭論「由天而來食糧的真實性」問題。



耶穌直言說出群眾找祂的目的，是要耶穌
滿足他們物質上的需要，吃得飽。因此，
耶穌告知群眾不要為可損壞的食糧而勞碌，
而要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糧而勞碌。(若6:27)

根據學者考究，適值猶太人這段時間在會
堂所選讀的讀經，與他們祖先過紅海和在
曠野時有關，天主賜予「瑪納」的記載(出

14-16章)，正好成了耶穌講論「生命之糧」的
引子。



猶太人與耶穌就食糧問題作出辯論，當中提
及「瑪納」，可能與會堂當日的讀經有關，
但這正中耶穌下懷，於是耶穌向他們說了這
番關係天主賜予的食糧。為的是要他們明白
天主在古時所賜給他們的祖先們瑪納，作為
養活他們的食糧，卻會損壞。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並不是梅瑟賜給了你們那從天上來

的食糧，而是我父現今賜給你們從天上來的真正的食糧，

因為天主的食糧，是那由天降下，並賜給世界生命的。」
(若6:32-34)



耶穌所說的「從天上來的食糧」，即是
「那由天降下、並賜給世界生命的」，就
是指祂自己，但猶太人卻不明白，他們心
目中只有那物質生命的渴望。

為我們當然知曉，耶穌所指的食糧，就是
祂的體血。但不少聖經學者卻認為：耶穌
所說的「生命之糧」，是指祂的說話，因
為耶穌說過：「信從我的，總不會渴。」
(若6:35)



繼而耶穌進一步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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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賜給的食糧，就是我
的肉，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若6:51)

這是聖史若望用作舉行感恩聖事禮儀時，
用來成聖體的格式話語。

《若望福音》中，感恩禮儀的重點在聖言
變成了血肉，耶穌犧牲了祂自己的血肉，
作為我們的生命之糧，成為我們的救恩。



在此，聖史若望道出了感恩聖事深奧神學
的真義：聖洗聖事給我們新生命，就是天
父讓祂的聖子所分享的同一永恆生命；因
此，感恩聖事就是滋養我們這個生命的食
糧(其實這也是最後晚餐聖血的意義)。



總結
綜觀以上的分析，可知耶穌在增餅奇蹟後，
確有預告祂將建立聖體聖事，藉此把自己
的真體血，賜給我們吃，作為我們的生命
之糧。

因此，耶穌在最後晚餐中所說的：「這是
我的身體」，絕不應視作純象徵來看，而
應當作真實的意義來理解。



最後，讓我們聽聽聖安博(St.Ambrose 333-397)所
說的話：
我們要相信這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
那祝謝的話所祝聖的。祝聖的力量勝於
自然的能力，因為藉着祝聖，自然的事物
被轉變了。……基督的話，既然可以使那
不存在的成為存在的，難道不能轉變那些
已經存在的東西，成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
存在嗎?給予事物原來的本質，跟改變定它
們的本質，是一項驚人的壯舉。



默想祈禱……

由於疫情關係，我們已神領

聖體多時。今天恢復了實體彌撒，

我們每次在感恩祭中領受耶穌基督的體血時，

又會有甚麼的感受、體會和領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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