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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翰遇上耶穌 
李崇仁 

 

 
耶路撒冷城以西約七公里有一小村名為艾殷卡

陵，相傳是聖若翰洗者的父母匝加利亞和依撒

伯爾居住之地，若翰也在這裏出生和成長。依

撒伯爾是聖母瑪利亞的表姐。《路加福音》記

載，聖母懷有耶穌後，「就在那幾日起身，急

速往山區去，到了猶大的一座城。她進了匝加

利亞的家，就給依撒伯爾請安」(路 1:37-38)，

當時依撒伯爾已懷有若翰超

過六個月。福音沒有說明猶大

山區的這座城是甚麼名字，教

會傳統認為這城是艾殷卡

陵。「艾殷卡陵」希伯來語的

意思是葡萄泉，聖經中沒有這

地名，學者考究到舊約所提及

的地方貝特革楞即是艾殷卡

陵。聖母住在納匝肋，距離艾

殷卡陵頗遠，她的訪親旅程要

走好幾天的路。 

 

兩年前我跟隨朝聖團前赴聖

地，曾到過艾殷卡陵。在那裏

我們需要徒步走上山坡，參觀聖母訪親教堂。

據說這教堂是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別院的舊

址，聖母「進了匝加利亞的家」便是此處。當

依撒伯爾聽到聖母向她請安，胎兒就在她的腹

中歡躍，於是她充滿了聖神，並大聲向聖母呼

喊說：「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兒也

是蒙祝福的。吾主的母親駕臨我這裏，這是我

那裏得來的呢？看，你請安的聲音一入我耳，

胎兒就在我腹中歡喜踴躍。」聖母給依撒伯爾

的回應，就是吟詠出千古傳誦的《聖母讚主

曲》：「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

天主，我的救主 …」(參考路 1:39-53) 玫瑰經

中歡喜五端的第二端便是默想這事蹟。聖母訪

親堂外之庭園的圍牆上嵌有數十塊以不同文字

書寫的《聖母讚主曲》石板，而我特別注意到

園中豎立了依撒伯爾和聖母兩位偉大孕婦相對

而立的塑像，二人隆起的腹部貼

近，此際就是若翰和耶穌這雙表

兄弟初次邂逅之時。《路加福音》

說：「瑪利亞同依撒伯爾住了三

個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依撒

伯爾滿了產期，就生了一個兒

子。」(路 1:54-55) 多數學者認

為聖母是在若翰出生後才離開

的，這是人之常情。所以說，初

生的若翰可能見過懷著耶穌時

的聖母，而仍在母腹的耶穌也透

過母親的眼睛間接看到嬰兒若

翰的樣子。 

 

聖母離開依撒伯爾回家後約六個月便誕下耶

穌，也即是說若翰比耶穌大半歲。聖史沒有記

載他們兩人的出生日期，但既然耶穌聖誕是十

二月二十五日，那麼若翰的誕辰是六月二十四

日也是合理的推算。很久以前有聖經學者憑若

翰一句話來推斷耶穌和若翰的出生日期。《若

望福音》記載若翰有些門徒眼見較遲出道傳教

的耶穌愈來愈多追隨者，他們感到不安。若翰

告訴門徒說耶穌的地位比他高，既然耶穌已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AB%E7%91%B0%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AB%E7%91%B0%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1%E5%96%9C%E4%BA%94%E7%AB%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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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傳道，若翰自己的追隨者應該減少，而耶穌

的追隨者也應該增加。若翰說：「他(耶穌)應該

興盛，我(若翰)卻應該衰微。」(若 3:30) 一些

學者指出這句話隱藏玄機，他們認為這句話暗

示耶穌出生的日子應該是冬至之日，當天白晝

最短，黑夜最長。那天之後太陽會開始「興盛」，

使黑夜漸短，白晝漸長。依照古老的曆法，冬

至正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反過來說，若翰是在

夏至或接近夏至之日出生。夏至那天白晝最長

而黑夜最短，但那天之後白晝漸短，黑夜漸長，

太陽慢慢「衰微」。按古老的曆法，夏至的日

子是六月二十五日。平心而論，以此推斷新約

中兩個重要人物的出生日期是否具說服力真是

見仁見智。表面看來，若翰這句話只是說他與

耶穌對民眾的影響力將此消彼長，和二人的誕

辰風馬牛不相及。可是，我們要了解聖經不能

只看經文表面的意思，更要探討文字之後的深

層意義，這深入的探討是要依靠天主聖神所給

予的智慧。沒有法律文件可以證明到耶穌和若

翰的出生日期，後人只能藉著聖神所賦的智慧

推斷到耶穌和若翰的生日。總之，普世已接受

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耶穌聖誕，而六月二十四

日是若翰洗者的誕辰。 

 

若翰和耶穌二人的出生有頗多雷同之處。他們

的母親本來是不可能生育的，依撒伯爾已經年

老，瑪利亞則是一個童貞女，但藉著天主的大

能她們得以懷孕，而她們即將誕下麟兒的喜訊

是由同一位天使加俾額爾預報的，孩子的名字

也是由這位天使揀選了，天使也說過兩個孩子

將來都是偉大的。若翰的父親匝加利亞及瑪利

亞乍見天使時同樣感到驚惶，對天使所說的消

息也都提出詢問。匝加利亞說：「我憑著什麼

能知道這事呢？因為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

上了年紀。」天使覺得匝加利亞質疑上主使者

的話，遂令他成為啞巴，直至若翰誕生為止。

而瑪利亞問天使說：「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

不認識男人。」天使明白瑪利亞有意終生守貞，

她只想知道多一點訊息以配合天主的計劃，所

以沒有責備瑪利亞，反而耐心地向她解釋天主

的安排。瑪利亞剛懷孕後去探望已懷孕六個月

的表姐依撒伯爾時，誦出《聖母讚主曲》。匝

加利亞在若翰出生後第八天舉行割損禮時能夠

恢復說話，也誦出了《匝加利亞聖歌》。這兩

闕誦主曲在聖史中齊名，萬代詠唱。(參考路 1) 

 

聖母離開依撒伯爾回到納匝肋，過了幾個月去

了白冷郡，並在那處誕下耶穌。因為大黑落德

王下令殺害初生嬰兒，耶穌被父母若瑟和瑪利

亞帶到埃及避難，直至大黑落德王死後他們才

舉家回到納匝肋定居 (參考瑪 2)。那時耶穌約

兩歲，以後他「漸漸長大而強壯，充滿智慧，

天主的恩寵常在他身上。」(路 2:40) 那邊廂，

若翰也「漸漸長大，心神堅強。」(路 1:78) 

 

聖史沒有提及若翰和耶穌童年時有沒有見過

面，也沒有說明若翰甚麼時候開始去到荒野生

活。但可以想像若翰和耶穌居住的地方很遠，

二人見面的機會不多。不過耶穌每年逾越節都

跟隨父母往耶路撒冷去(路 2:41)，他們很可能

於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仍在生時順便前往艾殷

卡陵探望，也使這雙表兄弟相聚一會。 

 

若翰的使命是作耶穌的先驅，他在耶穌出道前

已離開荒野，走遍約但河一帶地方，宣講悔改

的洗禮，為得罪之赦。(參考路 3:2-3) 若翰比

耶穌更早向群眾說這句話：「你們悔改吧！因

為天國臨近了。」(參考瑪 3:32 及 4:17)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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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門徒請求耶穌教給他們祈禱，「如同若

翰教給了他的門徒一樣」(路 11:1)，可見於眾

人心中若翰的師長地位不亞於耶穌。然而，若

翰是謙遜的。他向群眾承認自己不是默西亞，

而是在曠野裏呼喊者的聲音，負責修直上主的

道路。他對眾人說：「我固然以水洗你們，但

是比我強的一位要來，就是解他的鞋帶，我也

不配。他要以聖神和火洗你們。」(參考路 3:16) 

若翰所指的那一位，當然就是耶穌。若翰把自

己和耶穌比喻為伴郎和新郎的關係  (參考約 

3:29)，若翰這位伴郎在婚禮中為新

郎耶穌打點一切而不奪新郎的鋒

頭，於婚禮後伴郎悄悄告退，讓新

郎獨佔鰲頭。 

 

聖史正式記載若翰和耶穌第一次見

面，是耶穌從加里肋亞來到約但河

畔請求若翰為他施洗。若翰聽到耶

穌要他這樣做，忙說不敢當，並向

耶穌說：「我本來需要受你的洗，

而你卻來就我嗎？」耶穌回答若翰

說：「你暫且容許吧！因為我們應當這樣做才

能滿全一切義德之事。」於是若翰照耶穌的吩

咐給他施洗。耶穌受洗後，立即從水裏上來，

忽然間天為他開了，天主聖神有如鴿子降下，

來到他上面，這時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

愛子，我所喜悅的。」(參考瑪 3:13-17) 耶穌領

受的洗禮，不是世人所受的赦罪聖洗。耶穌是

天主聖子，無罪需赦，他接受洗禮以示他願意

與世人同舟共濟，同甘共苦。他首先浸在水裏，

接著從水裏上來，預演他的逾越奥蹟，日後他

會受難至死，然後從死中復活。聖神以鴿子形

態出現，使人聯想到諾厄在洪水減退後放出去

的幾隻鴿子，其中一隻嘴裏啣著一根綠的橄欖

樹枝飛回來，顯示災禍已到盡頭，美好日子很

快到來。(參考創 8:8-12) 同樣地，耶穌受洗時

有鴿子下降，也是聖神向世人宣佈一個新紀元

已誕生，默西亞的救世工程立即展開，亦應驗

了天主預先向若翰說的話：「你看見聖神降下，

停在誰身上，誰就是那要以聖神施洗的人。」(若

1:33) 聖父在天上發聲，彰顯他的權威，同時也

確認了聖子耶穌的身分以及聖父與聖子間的親

密關係，更表示他對聖子「滿全一切義德之事」

給予無限支持及鼓勵。天主聖三在此時此地，

此山此水一起顯現於人前，是曠古

絕倫的盛會，若翰是這盛會的主禮

者，萬幸至極。我也有幸到過谷木

蘭曠野附近的約但河地帶，處身於

傳説是耶穌受洗的河畔，靜靜默想

聖史記載二千多年前耶穌受洗的

事蹟，天主聖三和若翰洗者與我何

其接近。 

 

耶穌受洗後，若翰有兩次遇到他，

若翰都向民眾介紹耶穌是「天主的

羔羊，除免世罪者。」(若 1:29, 36) 眾人都記

得以色列民在埃及為奴時，天主因拯救他們而

把全埃及人的長子殺掉，幸好以色列民得到預

警，各家宰殺一隻羔羊，將羔羊的血塗在房屋

的兩門框和門楣上，死亡天使看到那一家的門

上有羊血，便會逾越那一家，不把災禍帶給他

們，最終埃及王法郎屈服，釋放了以色列民。(參

考出 12) 從此，以色列民都不會忘懷羔羊的犧

牲帶給他們自由與新生命。依撒意亞先知也以

羔羊來形容日後降臨的默西亞：「上主把我們

眾人的罪過歸到他身上。他受虐待，仍然謙遜

忍受，總不開口，如同被牽去待宰的羔羊；又

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聲，他也同樣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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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他受了不義的審判而被除掉，有誰懷念他

的命運？其實他從活人的地上被剪除，受難至

死，是為了我人民的罪過。」(依 53:6-8) 若翰

說耶穌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民眾便意會到

耶穌是要犧牲自己以拯救世人的默西亞。原本

是若翰門徒的安德肋，就是聽了若翰這話後跟

隨了耶穌，並告訴他弟弟西滿伯多祿說：「我

們找到了默西亞」。他說的默西亞，就是指耶

穌基督。(若 1:40-41) 

 

然而，若翰自己對耶穌是否默西亞也曾經有疑

惑。那時若翰因勸諫黑落德王不應迎娶弟婦黑

落狄雅而被捕下獄，若翰自知難逃一死。他在

獄中聽到很多有關耶穌所行的事，心想自己一

生克己，度淡泊的生活，不吃不喝，替耶穌開

闢道路，但天主沒有透過他行過任何神蹟，反

而他因維護天主的法律以致身繫囹圄。耶穌在

外面又吃又喝，與稅吏和罪人做朋友，雖然有

行一點神蹟，但直接受惠的人不多，沒有做若

翰心目中默西亞應做的事。假如耶穌真的是默

西亞，應該到獄中救他，但他苦候多時仍不見

耶穌前來。於是若翰囑咐門徒去問耶穌說：「你

就是要來的那一位，或是我們還要等候另一

位？」若翰這樣問，是好像他父親匝加利亞般

對天主有所懷疑，還是和聖母一樣只是想多知

道一點訊息？常人不會了解，但耶穌是了解

的，他回答若翰的門徒說：「你們去，把你們

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瞎子看見，瘸子行走，

癩病人得了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苦

人得了喜訊。」耶穌要若翰知道他所行的事，

正是依撒意亞先知預言默西亞要行的事(參考依

35:5-6)。不過，若翰卻在期待耶穌做先知預言

默西亞會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向俘虜宣告自

由，釋放獄中的囚徒」。(依 61:1) 若翰和當時

的以色列人一樣，也以為默西亞的任務是驅除

外族，光復以色列國。他們不明白，天主派遣

來的默西亞有更偉大和更神聖的使命，就是拯

救世人於罪惡深淵，使全人類得享天國的榮

耀。天主的計劃與時間表不是凡人所能預測。

賢如聖母當耶穌在十二歲那年在耶路撒冷走失

時也很擔憂，就是因為有些事連聖母也不明

白，只不過聖母懂得把「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

中，反覆思考」(參考路 2:19, 51)，而若翰卻要

問個究竟。耶穌在加納婚宴中向聖母說：「我

的時刻尚未來到」(若 2:3)，若翰也不知道這時

刻何時會到來。他被囚禁得久了，難免會感到

氣餒和思想混亂。對若翰的迷惘耶穌沒有加以

怪責，反而欣賞他在困惑中懂得返回耶穌處尋

求真理。耶穌向他人說：「在婦女所生者中，

沒有興起一位比洗者若翰更大的。」(參考瑪

11:1-20) 若翰曾說自己解耶穌的鞋帶也不配; 

耶穌則說沒有人比若翰更偉大，也把若翰形容

為「一盞點著而發亮的燈」(若 5:35) ，這雙表

兄弟真是惺惺相惜。若翰最終遭黑落德王殺

害，為義殉道，可證明他至死堅守真道，沒有

因心中的疑惑而離棄耶穌。耶穌聽到若翰遇難

的噩耗，「就從那裏上船，私下退到荒野地方」

(瑪 14:13)，獨自哀悼心愛的表兄，思念兩人深

厚的情誼，也為自己將遭逢的苦難與死亡傷感。 

 

我曾往約旦河的源頭巴尼雅斯踏青，在約旦河

流經的加里肋亞湖泛舟，到耶穌接受若翰施洗

的約旦河畔憑弔，於約旦河的終點死海暢泳。

千百年來約旦河的水淙淙流著，此水因耶穌曾

置身其中而永受聖化。回望約旦河兩岸旁的曠

野蘆葦迎風搖曳，天地一片蒼茫，嘯嘯的風聲

彷彿在訴說發生於約旦河之濱若翰與耶穌以鮮

血譜寫的救恩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