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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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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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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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他說這話，是為試探斐理伯；他自己原知道要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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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錢幣上，刻有皇帝的肖
像及年號。價值等於一個「達
瑪」（希臘制），是葡萄園工
人一日的薪資（瑪20:2,9,13）。
瑪20:2「主人與工人議定一天
一個『德納』，就派他們到葡
萄園裡去了。」

聖經曾多次提到德納（瑪

18:28; 22:19; 谷12:15; 路7:41; 

10:35; 若6:7），它是耶穌時代
最通用的硬幣。

「二百德納」（200 denarius）
就是兩百天的工資。德納（Denarius）是一種羅馬制的幣，

以銀子鑄成，在聖經上曾多次提到這種幣值，
為耶穌時代最通用的硬幣。



8 有一個門徒，即西滿
伯多祿的哥哥安德肋說：

9「這裡有一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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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叫眾人坐下吧！」

在那地方有許多青草，
於是人們便坐下，
男人約有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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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26:26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
耶穌拿起餅來，
祝福了，
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去
吃罷！這是我的身體。」

27然後，又拿起杯來，
祝謝了，
遞給他們說：
「你們都由其中喝罷！

28因為這是我的血，盟約的血，
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

路22:19

耶穌拿起餅來，
祝謝了，
擘開，遞給他們說：
「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而捨棄的。
你們應行此禮，為紀
念我。」

谷14:22

耶穌拿起餅來，
祝福了，
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去吃
吧！這是我的身體。」
23又拿起杯來，
祝謝了，
遞給他們，他們都從杯中喝了。…

格前11:23-26 (54-56年)
23拿起餅來，
24祝謝了，
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
(出12:7-8) ，為你們而捨的，你
們應這樣行，為紀念我。」
25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來
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
的新約 (耶31:31)，你們每次喝，
應這樣行，為紀念我。」



12 他們吃飽以後，耶穌向門徒說：「把剩下的碎塊收集起來，免得蹧蹋了。」
13 他們就把人吃後所剩下的五個大麥餅的碎塊，收集起來，裝滿了十二筐。









1968年發掘時，
五餅二魚馬賽克
初次露面 (Avi-

Yonah 1993: 2:615)



26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你們尋找我，並不是因為看到了神蹟，而是因為吃餅吃飽了。

27 你們不要為那可損壞的食糧勞碌，
而要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糧勞碌，
即人子所要賜給你們的，因為他是天主聖父所印證的。」

28 他們問說：「我們該做什麼，才算做天主的事業呢？」
29 耶穌回答說：「天主要你們所做的事業，
就是要你們信從他所派遣來的。」



29 他們又說：「那麼，你能行什麼神蹟給我們看，好叫我們信服你呢？
你能做什麼呢？

31 我們的祖先在曠野裡吃過『瑪納』，
正如經上所記載的：『他從天上賜給了他們食物吃。』」

32 於是耶穌向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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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因為天主的食糧，是那
由天降下，
並賜給世界生命的。」



常年期第十八主日乙年讀經
出谷紀 16:2-4, 12-15

那時候，以色列子民全會眾，在曠野抱怨梅瑟和亞郎，說：
「巴不得我們在埃及國，坐在肉鍋旁，吃飽時，死在上主手中！
你們領我們到曠野來，是想叫我們全會眾都餓死嗎？」
上主對梅瑟說：「看，我要從天上，給你們降下食物；百姓要每天
出去，拾取當日所需要的，為試探他們，是否遵行我的法律。我聽
見了以色列子民的怨言。你給他們說：黃昏的時候，你們要有肉吃；
早晨要有食物吃飽。這樣，你們就知道，我是上主，你們的天主。」
到了晚上，有鵪鶉飛來，遮蓋了營幕；到了早晨，營幕四周落了一
層露水。露水蒸發之後，在曠野的地面上，留下稀薄的碎屑，稀薄
得好像地上的霜。以色列子民一見，就彼此問說：「這是什麼？」
原來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梅瑟告訴他們說：「這是上主賜給你們
吃的食物。」
［31以色列家給這食物取名叫〈瑪納〉］

答唱詠 詠78:3-4, 23-24, 25,54

【答】：上主賜給了他們天上的食糧。（詠78:24）
領：凡我們所見所聞的，及我們祖先傳報給我們的，我們都不願

隱瞞他們的子孫，且要將上主的光榮和威能，以及他所施行的
奇蹟傳報給後代眾生。【答】

領：上主命令雲彩降下，並開啟了上天之門，給他們降下瑪納，
飽飫他們；上主賜給了他們天上的食糧。【答】

領：世人可以享受天使的食糧；上主賜下食物，飽飫他們。上主
引領他們，進入他的聖地，到他右手所贏得的山區。【答】



34 他們便說：「主！你就把這樣的食糧常常賜給我們吧！」
35 耶穌回答說：「我就是生命的食糧；
到我這裡來的，永不會飢餓；信從我的，總不會渴。

36 但是，我向你們說過：你們看見了我，仍然不信。
37 凡父交給我的，必到我這裡來；
而到我這裡來的，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



38 因為我從天降下，不是為執行我的旨意，
而是為執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

39 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就是：凡他交給我的，
叫我連一個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還要使他復活，

40 因為這是我父的旨意：
凡看見子，並信從子的，必獲得永生；
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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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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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49:3 他對我說：
你是我的僕人，是我驕矜的「以色列」。

詠2:7 我要傳報上主的聖旨：
上主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47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信從的人，必得永生。
48 我是生命的食糧。
49 你們的祖先在曠野中吃過『瑪納』，卻死了；
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誰吃了，就不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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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人怎麼能把他的肉，賜給我們吃呢？」
53 耶穌向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

54 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復活，
55 因為我的肉，是真實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實的飲料。
56 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



57 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
我因父而生活；
照樣，那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而生活。

58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
不像祖先吃了『瑪納』
仍然死了；
誰吃這食糧，必要
生活直到永遠。」

59 這些話是耶穌在葛法翁會堂
教訓人時說的。









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毁，
祭獻停止。
充軍巴比倫的以色列民唯有在安息日
聚會、讀經、祈禱。這些聚會點後來
稱為「會堂」，由充軍期間開始，
後來他們回國重建耶路撒冷聖殿，
恢復祭獻，會堂則在各地猶太人社區
繼續發展，直到今日。



60 他的門徒中有許多聽了，便說：
「這話生硬，誰能聽得下去呢？」

61 耶穌自知他的門徒對這話竊竊私議，
便向他們說：「這話使你們起反感嗎？

62 那麼，如果你們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
所在的地方去，將怎樣呢？

63 使生活的是神，肉一無所用；
我給你們所講論的話，
就是神，就是生命。

64 但你們中間有些人，卻不相信。」
原來，耶穌從起頭就知道那些人不信，
和誰要出賣他。

若1:51「你們要看見天開，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來。」



65 所以他又說：「為此，我對你們說過：除非蒙父恩賜的，誰也不能到我這裡來。」
66 從此，他的門徒中有許多人退去了，不再同他往來。
67 於是耶穌向那十二人說：「難道你們也願走嗎？」
68 西滿伯多祿回答說：「主！惟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
69 我們相信，而且已知道你是天主的聖者。」



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

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

我是生命的食糧。

拿起 分給祝謝



香港將軍澳聖安德肋堂彩繪玻璃,2011年

看，這是盟約的血，
是上主本著這一切話
同你們訂立的約。

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
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

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
我是生命的食糧。



Viaticum
臨終聖體
天路行糧



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復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