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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督教預表論神學（Christian typology），為基督教傳統解經學的一支。《舊

約》記載的人事物為《新約》耶穌一生救恩史的預告、預表為其命題所在。誠如

西方哲人奧古斯丁的千古名言：「新約隱於舊約，舊約顯於新約」所示。本論文

以 1310 年至 1320 年間編纂成書，今收藏於奧地利聖弗里安修道院圖書館

（Stiftsbibliothek，St. Florian，cod. III 207）古卷帙《貧窮人聖經》（Biblia pauperum）

當中，有關耶穌復活升天等 8 則敘事單元：『耶穌復活圖』、『三位瑪利亞參拜

聖墓』、『勿觸碰我』、『向門徒顯現』、『多湯的疑惑』、『耶穌昇天圖』、

『聖靈降臨』、『聖母之死』等為考察對象，從事有關其冊頁上 1 幅《新約》耶

穌生平敘事圖，排比並置 2 幅《舊約》敘事圖像，其底層內在互動關係的探討，

並依類比學概念，來做取徑觀視焦點 

 

 

 

 

【關鍵詞】預表論神學、《貧窮人聖經》、中世紀手抄繪本、耶穌生平事蹟圖像、 

      類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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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淵遠流長的基督教信仰歷經兩個千禧年，屹立不墜。拿撒勒的耶穌道成肉

身，拯救世人受難犧牲，無遠弗界地，感召跨時空地域信徒，成為普世信仰價值

之一。 

 

    本論文關注主題，基督教預表論神學（Christian typology），為基督教傳統

釋經學一支。《舊約》聖經記載的人事物，為《新約》聖經耶穌一生救恩史的預

告、預表，為其基本命題所在。誠如西方哲人奧古斯丁千古名言：「新約隱於舊

約，舊約顯於新約」（Novum Testamentum in Vetere latet, et in Novo Vetus patet）

所示。 

 

    對於接合《舊約》與《新約》提出重要貢獻的預表論神學，奠基於基督教早

期教父時期。聖經裡面的字、詞、以及意象分析以外，早期基督教教父投注大量

精力，在建構上帝整體的救恩計劃上。就此，視《舊約》聖經與《新約》聖經為

一體兩面的預表論思想，為其「 重要的詮釋策略」。（the most important 

interpretative strategy）如《聖化的視域：早期基督教聖經詮釋導論》（Sanctified 

Vision: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兩位作者，就

基督教早期教父如何運用預表論寫道： 

 

「它讓他們得以發展⼀種統⼀新約與舊約的閱讀⽅式，並提供⼀個途徑，讓

基督徒的實踐與經驗，嵌⼊結構化、環繞在中⼼⼈物耶穌⾝上的聖經全書系

統裡。也因此，預表論的詮釋，⼗分正確地，在基督教早期被視為是最重要

的詮釋策略。難以想像，沒有預表論，教⽗時期的神學，跟定義⽀撐基督教

的正統觀得以存在1。」（O’Keefe & Reno，2005，69） 

                                                
1  引言原文：It allowed them to develop a unified reading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as well as 
provided a means to bring Christian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into the structured economy of the 
scripture, all drawing upon the central figure of Christ. For this reason,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is 
rightly view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pretative strategy of Early Christianity. Without typology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patristic theology and the concept of Christian orthodoxy it defined and supported 
as existing at all.）（O’Keefe & Reno，20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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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漫長書寫、編纂、翻譯、流傳、以及後正典化的《舊約》與《新約》兩

部經典，合體為一的預表論詮釋作習，建立在《舊約》與《新約》「前者的事件

或人物不單示意(signifies)自身，也示意後者；而後者包含前者，且使之應驗。」

這是 20 世紀中葉，文學理論家奧爾巴對之 早的闡說。（Auerbach, 1953/1984, 53）

《舊約》中的人事物被視為原型（type），耶穌生平事蹟則為其對範（anti-type），

兩者如金屬打鑄般扣合為一，形成前者預表後者的結構，此為預表論示意系統上

重要的特色。然而，遲至 13 世紀，中古視覺藝術學者 Wolfgang Kamp，在研

究哥德式建築彩色玻璃窗時發現，預表論神學原本從《舊約》與《新約》兩端衍

生的結構，有著重大轉變。不單宗教傳奇、神話、自然史、日常生活的現實，採

以類此物（Analogon）概念的方式，跟聖經文本做配對，甚至為了產出預告性意

義，非聖經的文本，也可兩端做並置與共構。（Kemp，1987，106）此一發現，

一方面反映及至中古時期，預表論神學廣為周知，其原型與對範裡面內容物，離

開聖經文本的框架；另一方面，則顯示其底層的類比配對思維模式（pattern of 

thought）受到認知，且轉換做其他用途與發揮的需求誕生。 

 

    具有西歐中古 13 至 14 世紀間，三大預表論神學代表作之一的《貧窮人聖經》

（Biblia pauperum），以耶穌基督一生救恩史（Heilsgeschichte）為主題，收錄其

生平事蹟，自聖靈受孕、經公開宣教、受難犧生、至復活升天，計 34 至 40 則不

等的敘事單元。在今天傳世 60 餘冊的《貧窮人聖經》手抄古帙當中，有關耶穌

神學知識的鋪設，主要且一致地，透過一幅《新約》耶穌圖像，跟左右兩幅《舊

約》敘述圖像，並置來做鋪設與闡釋。在這個跨《新約》與《舊約》一共 3 幅的

圖像敘事結構中，預表論神學的概念，經常是透過類比的手法。這跟哥德式建築

彩色玻璃窗進入非聖經文本滲入的活潑自主性的表現特色，雖然不一，但仍透

露，《舊約》敘事圖像，已無法全面承載，做為《新約》耶穌生平事蹟的預告或

預表的基本功能。（羊文漪，2011） 

 

    本論文以今藏於奧地利聖弗里安修道院圖書館（Stiftsbibliothek St. Florian）

的《貧窮人聖經》（編號 Cod.III 207），關涉耶穌復活升天的 8 則敘事單元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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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客體2，並從類比學（analogy）角度來考察其預表論神學的設置模組，也便是

在示意系統上的議題，還考察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卷帙中，2 幅《舊約》圖

像與 1 幅《新約》耶穌生平敘事圖，其並置的模組依據所在。 

 

1959 年，奧地利學者 Gerhardt Schmidt 在《14 世紀貧窮人聖經》（Armenbibeln 

des vierzehnten Jahrhundert）一書中，根據古卷帙大量的比對，就《新約》與《舊

約》圖像的並置，提出 4 類型的互動模組：包括情境韻（Situationsreime）、意

義 韻 （ Bedeutungsreime ） 、 象 徵 韻 （ Symbolreime ） 、 以 及 應 驗 平 行 韻

（Erfuellungsparallelismus）（Schmidt，1959，109-110；1962，34）。不過，Gerhardt 

Schmidt 此一分類結構，並不理想，因除了情境韻之外，其餘 3 個模組，歸列其

項下的，為數十分有限，僅各含 2、3、及一組，頗難有效的進行分類3。而另一

方面，該學者所提的情境韻，實則根據類比學概念而來，因而有必要化繁為簡，

本文聚焦以類比學做為觀視取徑的依歸。 

 

具有普世性的類比思維，透過一物一事，跟其他至少一事一物的類比，理解

聯接事物、擴充記憶、提升溝通效度，而且足可開發視域與創見，不單普遍見於

日常生活，也深植過去文學、哲學、科學、神學、甚各種學門範疇中4。它跟人

                                                
2  聖弗里安修院圖書館藏《貧窮人聖經》（編號 Cod.III 207），全卷帙業經薩爾茲堡大學中古

與近代圖檔庫（REAlonline）數位化，參該網站首頁左欄 Institution 項下 St. Florian（Stiftsbibliothek）

網頁：http://tethys.imareal.sbg.ac.at/realonline/（ 後瀏覽日期：2017/05/13） 
3  奧地利學者 Gerhardt Schmidt 在《14 世紀貧窮人聖經》該書中，所提 4 類型互動模組如下：

情境韻指《新約》與《舊約》兩端圖像，在外觀上具相似性（äußerer Ähnlichkeit）、視覺上具類

比效力的（ optisch wirksamen Analogie）。意義韻指《新約》與《舊約》兩端圖像，並非完全訴

諸在於視覺（ weniger augenfällig），而是神學意義上（ theologische Deutung），兩者雷同相似。

包含『疑惑的多瑪』及『耶穌復活圖』兩敘事單元。象徵韻指《舊約》端圖像，本身具有救贖意

義（heilsgeschichtlichen Sinn）及超自然神跡性格（übernatürlichen Charakter）的象徵性圖，來跟

《新約》圖像互動者。包括有『基甸與羊毛圖』、『火荆棘』、『亞倫的發芽杖』3 幅《舊約》

圖像。 後應驗平行韻，則指包含預告及之後應驗的《舊約》端圖像，全《貧窮人聖經》惟僅有

啟首『聖告圖』敘事單元一範例。參見 Schmidt（1959），頁 109-110。 
4  關於類比學一詞解釋，參見國家教育研究院彙編「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所列

資源及跨領域連結。如在類比（analogy）詞條下，兩作者寫道：「類比在文學、科學、邏輯乃至

神學中都經常應用。文學中，用類比在使說明事項的性質能為讀者深刻的了解，擴大想像空間。

科學中，類比的使用在提供研究及努力的方向；因為用一事物來說明另一有相同點之事物時，科

學家可視兩項事物之間的相同處為推論的起點，用來了解那不為人所熟知的事物。邏輯中，類比

用在說明關係的相似性。但常指外在的相似，如兩個或多個事物的共同之處。在西方的神學中，

常用類比來說明上帝所具有的性質。」在該資源網的類比法（analogy method）詞條下，亦釋義到：

「類比研究法最大優點是選定一種較易觀測或確知的自然物理現象，模擬另一種較難以觀測或試

驗的研究現象，不但簡化試驗研究的複雜度，同時有助於研究者進行研究推論與解釋，並加速研

究成果的發現。但類比法也有缺點，如果研究者選定不佳或錯誤類比模式或對象時，將阻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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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心理認知情狀緊密相連，而基督教預表論神學，相當程度，可說源自於類比

性思考的方法論，亦自《舊約》聖經寶典中，截取跟耶穌基督生平有關的片段訊

息，在意向性聯接下，產出深刻、憾動人心的重大意義。而此一取徑類比學的觀

視，可揭示其並置操作示意手法，不失為一考察嘗試途徑。 

 

1310 年前後成書的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5，為今 60 餘冊傳世手抄繪本當

中 古老的卷帙。全帙收錄耶穌生平事蹟 34 則敘事單元，計 4 大組群，包含一、

童年時期（8 則敘事）、二、耶穌領洗宣教（5 則敘事）、三、耶穌受難犧牲（13

則敘事）以及四、耶穌復活升天（8 則敘事），堪稱完備。本論文以聖弗里安《貧

窮人聖經》第四、亦 後一組群，亦有關耶穌復活升天的 8 則敘事冊頁單元：『耶

穌復活圖』、『三位瑪利亞參拜聖墓』、『勿觸碰我』、『向門徒顯現』、『疑

惑的多瑪』、『耶穌昇天圖』、『聖靈降臨』、『聖母之死』等為考察對象，從

事有關其冊頁上 1 幅《新約》耶穌生平敘事圖排比並置 2 幅《舊約》敘事圖，內

在互動關係探究，並依類比學的概念，來做取徑觀視的焦點6。然此一切面，將

嵌入聖弗里安耶穌復活升天的 8 則敘事單元，本身材料完整的介述，以及細部評

介處理的優先性上。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古帙，以圖文混搭編纂成書，與今傳世其它抄本的

編排、設計規式一致。在每冊頁單元上，計收納共 6 群組的圖文元素：一、3 幅

                                                                                                                                       
者後續研究的推論。」 上 引 資 料 ， 參 見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5488/?index=9 、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726/。( 後瀏覽日：2018/06/01) 
5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全書 24 X 33.5 公分冊頁尺幅，以中古拉丁文尖字體（Franktur），

含黑、紅、褐 3 色，抄繕繪製於羊皮紙上。每頁含上下兩則敘事，做正反雙面使用，全書 34 則

耶穌生平敘事，集中於 9 冊頁中。另，筆者前就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卷帙中，童年時期、耶

穌領洗宣教、耶穌受難犧牲等 3 組群，業做相關考察，參文尾書目所列。於本文中，若非必要，

有關文獻探討、冊頁形制變遷、視覺解經、《舊約》文本的去/再脈絡化、跟基督神學知識後製

作等議題，不再複述。 
6  有關耶穌復活升天 早記載，出自《新約》〈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及 4 大福音等書

卷。各書卷對之記載描述然不一。西方學界因而長期投注研究探討之，惟至今共識待凝聚中。當

中對焦主要議題之一，在於各別書卷成書時序先後，以及其互文關係的排序上，俾利釐清有關耶

穌復活升天， 早何時何人啟始書寫、之後滋生及增長一路發展歷程。就信仰端上看，耶穌復活

與升天為基督教基本教義與核心的信理所在，固著無可動搖。本論文雖歸視覺藝術，旁涉基督教

預表論神學面向考察，但就此，稍做說明，自有必要。期待國際《新約》研究學界，不久釐清此

一眾所關心但錯綜複雜議題，方得公允待之。2015 年「國際基督教起源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Christian Origins）舉辦研討會後論文集中，Mogens Müller 及 Heike Omerzu 兩位編者

的後者，於該書導論中，針對過去兩百年來 4 大福音撰就成書研究成果與爭議點，做了綜理以及

回顧，收納書目夥眾，提出供參。見 Omerzu，（2018），頁 1 - 12。 另，本文下面除預表論神學

區塊，餘將依基督教正統《新約》福音觀點進行書寫，讀者見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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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兩約敘事圖（1 幅耶穌生平主圖像、二、2 幅《舊約》預表圖）、三、3 則勾

勒 3 幅敘事圖題旨的短詩句、四、2 則就 3 幅敘事圖其間的預表論神學關係所做

闡釋的頌經文、五、4 則《舊約》摘引文、以及六、4 位《舊約》先知半身像。

全卷帙圖文組織配備，計含 7 圖 9 文，可說周密及繁複，見證《貧窮人聖經》另

名「圖解聖經」（picture Bible），流通於多瑙河德語區修道院之間，做為一耶

穌基督救世福音知識傳遞本身教科書的本色。 

 

1、『耶穌復活圖』 

 

圖一：『耶穌復活圖』冊頁單元（左側『參孫肩扛迦薩城門』、右側『約拿從鯨腹吐出』），聖

弗里安《貧窮人聖經》（St. Florian，Stiftsbibliothek；cod. III 207 ; fol. 8r）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以 34 則耶穌生平事蹟圖，來宣講耶穌一生救恩史。

本冊頁主題「復活」（RESURRECCIO） ，如繕寫在環圈的正上方，刻劃耶穌

十字架刑、入殮安葬 3 天後復活的經過。 

 

    針對這段出自《新約》福音書記載的神蹟，聖弗里安冊頁上，透過並置中央

3 幅敘事圖，來做視覺的處理。中央環圈內的『耶穌復活圖』（Auferstehung des 

Herrn，Resurrection）為冊頁主要的敘事圖（馬太 28：1-10；馬可 16：1-8；路

加 24：1-9；約翰 20：1-10），左右採集自《舊約》〈士師記〉與〈約拿書〉兩

書卷的，為左側『參孫肩扛迦薩城門』（Simson mit den Toren von Gaza，Sa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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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rs down the Gates of Gaza）（士師 16：2-3）以及『約拿從鯨腹吐出』（Jona wird 

vom Walfisch ausgespien，Jonas is released from the Whale）（約拿 2：10）兩預表

論敘事性圖像。 

 

    參孫與約拿，兩位《舊約》著名的大英雄與先知，配置在耶穌復活主圖兩側，

有其底層互動連動關係。參森為〈士師記〉書卷中記載的 12 位士師之一，蒙天

主所揀選，來拯救以色列人免於異邦的侵略與壓迫。出自《舊約》〈約拿書〉中

的小先知約拿，則因為天主澤被異邦尼尼微人的恩典與寬容，是授命由他所實踐

而來。這兩位《舊約》人士，在聖弗里安冊頁上，跟『耶穌復活圖』並排露出，

主要基於在他們生命軌跡中特定的事蹟，與耶穌入殮後第三天的復活，有著直接

及間接的類比關係。下就 3 幅敘事圖先做一視覺上的閱讀。 

 

    冊頁上中央環圈的『耶穌復活圖』，勾勒耶穌自棺墎大步邁出，戰勝死亡的

復活景緻。頭戴聖十字圈的耶穌，以正面、莊嚴的聖容做表現。對稱伸開的左右

雙手，一手做賜福眾生狀，一手拿著十字旌旗，亦稱「勝利十字架」（triumphal 

cross，Crux longa）旌旗，搭配雙腳跨越棺槨，一在內一在外的表現，見證耶穌

凱旋勝利、征服死亡的意義。在前方下部以及棺槨左側，各有一名守墓士兵昏睡

的造形模樣，他們對耶穌的復活無所知覺，指涉耶穌復活本身的奧秘色彩。在棺

槨一旁，還有一塊傾斜豎立的棺槨板，這是神界天使降臨的傑作。一如經書記載：

「因為有主的一個使者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開。」（馬太 28：2）在『耶穌復

活圖』中並未遺漏，就此做了處理及表現。冊頁上方的短詩句，也就此做表述：

「耶穌推開巨石，從深鎖的墓穴中出來。」（QUEM SAXUM TEXIT INGENS TUMULUM 

CHRISTUS EXIT.） 

 

    在冊頁左方『參孫肩扛迦薩城門』一圖中，年輕俊秀、長髮披肩的是《舊約》

大力士參孫。在耶穌『下降地獄』之前冊頁單元上，參森著名的徒手撕裂幼獅，

曾做過處理。在這一則敘事中，參森生平中一段神奇逃亡事蹟，則為主題。在冊

頁左側的圖像上，體姿壯碩魁梧高大的參孫一人在左，他肩上扛著兩扇鑲有鐵片

的城門，以雙手托住，在月夜風黑中，奮勇闖關，逃離迦薩。如經書所記載：「參

孫睡到半夜，在半夜起來，抓住城門的門扇和兩個門框，把它們和門閂一起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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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扛在肩上，抬到希伯崙前面的山頂上。」（士師 16：3）原來這一回，參森

遭宿敵非利士人團團圍住，欲除之為快，如他們說：「等到天一亮我們就殺他。」

（士師 16：2）故而漏夜逃亡，參森躲過一劫。除了主角參森外，冊頁上細緻地，

還安排兩個場景。其一是中景設置一座城牆高樓，一位手持長劍盾牌披甲的非利

士士兵持大刀藏身其中，勾勒參孫遭捕殺的險惡環境。其二則是參孫腳邊有一座

齒狀城垛的刻劃，則暗示參孫不費吹灰之力，躍牆離去的情景。一身力大無窮的

參森，擁有來自神賜的力量，出自他的頭髮。在圖像上，參孫垂胸及隨風飄逸的

兩肩捲髮，為對此的再現。尤其下半身衣袍及膝，露出孔武有力、結實的腿，也

見證他拯救族人的英姿。上方文本短詩句就此寫到：「為眾人所圍住，參孫扛著

城門脫身而去。」（OBSESSUS TURBIS SAMPSON VALVAS TULIT URBIS.）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冊頁上跟『耶穌復活圖』並置，右側第 3 幅敘事圖

像『約拿從鯨腹吐出』，刻劃約拿授受於天主，往尼尼微傳道，卻違反神旨，登

船遠走他鄉，不幸遭到暴風雨襲擊，被同行者拋下大海餵食鯨魚。然三天三夜後，

約拿向神懺悔、求救下：「耶和華吩咐那魚，魚就把約拿吐在陸地上。」（約拿

2：10）這段出自《舊約》〈約拿書〉卷的經過，在基督教古羅馬地下墓穴壁畫

上，受歡迎。冊頁上的圖像，是以一條巨型鯨魚、一株橡樹、以及約拿一身裸露，

跨坐在鯨魚上方，來做視覺表現。居中的約拿，造形處理不俗，在冊頁圖上，一

手輕觸鯨魚嘴尖，一手握著象徵復活的茂密生命橡樹樹幹，全身後仰側首、軀幹

筆直、至下半身側坐曲腿的姿態，線條流暢，富有變化，特別體姿跟橡樹頂端搖

曳偏左的枝葉，樹幹彎曲蜿蜒而下，兩相呼應。此外，鯨魚頭部的特寫表現，筆

直向上升的動勢，兩絡魚鱭，眼部睫毛嘴髭額下，擬人化的表現十分生動。「這

是意表耶穌從墓穴中的復活。」（DE TUMULO CHRISTE SURGENTEM DENOTAT ISTE.）

如上方短詩句就這幅『約拿從鯨腹吐出』圖像的意涵寫到。 

 

    從上面 3 幅敘事圖像勾勒可知，參孫、耶穌基督與約拿，他們共置並排出列，

顯見的，是建立在復活主題的共同基礎上。對此，冊頁上方頌經文如此解說： 

 

「⼠師記中記載到，參孫半夜醒來，以天使賜予的⼒量拆下兩個銅⾨，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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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上離開城市。參孫是耶穌的預表，耶穌三天後在半夜起來，推開墓⽳巨⽯，

離開棺槨，他復活了7。」 

 

「約拿書中記載到，約拿在鯨⿂腹中三天三夜後，被吐出到陸地上。約拿是

耶穌的預表，三天三夜後耶穌復活了8。」 

 

上面兩則頌經文本，提及預表論神學概念，當中『耶穌復活圖』與其右側《舊約》

『約拿從鯨腹吐出』一圖，兩者呼應互動關係，如《新約》〈馬太福音〉的記載：

「約拿三⽇三夜在⼤⿂肚腹中，同樣，⼈⼦也要三⽇三夜在地裏⾯9。」（馬太

12：40）出自耶穌之口，由〈馬太福音〉轉述，預表論格式相當工整。『耶穌復

活圖』與其左側『參孫肩扛迦薩城門』一圖的銜接與並置，相對預告、預表的成

份意味為弱。因參孫漏夜拆下城門，順利逃離了非利士人的魔爪，在鬼門關前走

一遭，並未直接涉入死亡的議題。做一細觀之下，參孫“拆下兩個銅門，扛在肩

上”的脫困，跟耶穌“推開墓穴巨石”，則是兩圖並置及類比的基礎。6 世紀末教宗

聖額我略一世（Pope Saint Gregory I，590 – 604，任期）即曾表示，參孫扛著城

門一路來到希伯崙的山頂，便意表著耶穌的升天。非利士人圍困參孫的迦薩城，

依聖額我略一世之見，它若不意表地獄，還有什麼其他的含意10？換言之，『耶

穌復活圖』跟『參孫肩扛迦薩城門』兩圖的連接，其預表含意，仍通過延伸閱讀

                                                
7  Legitur de Samsone in libro iudicum, quod ipse media nocte surrexit portasque civitatis ereas ambas 
sua fortitudine deiecit et extra civitatem secum detulit. Sampson Christum significat, qui media nocte 
de sepulchro resurgens portasque sepulchri, hoc est lapidem, quem ipse de sepulchro eiecit et liber inde 
exivit. 
8  Legitur de Jona propheta, quod cum fuisset in pisce tribus diebus et tribus noctibus, piscis eum 
exspuit super aridum. Jonas, qui post tres dies de pisce exivit, Christum nobis significabat, qui post tres 
dies de sepulchro resurrexit. 
9  此段經過僅載於〈馬太福音〉中。〈馬可福音〉就此經過寫到：法利賽人「要求他從天上顯

個神蹟給他們看，想要試探他。耶穌心裏深深嘆息，說：「這世代為甚麼求神蹟呢？我實在告訴
你們，沒有神蹟給這世代看。」（馬可 8：11-13）另〈路加福音〉則記載：「當眾人越來越擁

擠的時候，耶穌說：「這世代是一個邪惡的世代。他們求看神蹟，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

神蹟給他們看了。約拿怎樣為尼尼微人成了神蹟，人子也要照樣為這世代的人成為神蹟。」（路

加 11：29-30） 
10  此段參森跟耶穌預表論神學的闡述，參見《跟聖額我略一世一同閱讀福音書：講道篇 21-26》

（Reading the Gospels with Gregory the Great: Homilies on the Gospels, 21-26）一書，第 21 篇講道

篇，頁 15 – 16、29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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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森登頂與耶穌升天）與比喻而來（圍困如進入地獄）。經由如此解碼，《舊

約》英雄參孫及小先知約拿兩人生平特定事蹟圖像，並置於『耶穌復活圖』兩側，

產出跨新、舊兩約，穿越時空預表論神學的知識。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除了 3 幅預表論圖像的展開之外，冊頁上另編排、

設置中央環圈外側，四位先知半身像，依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分為大衛王、

小先知何西阿、以色列先祖之一雅各、跟小先知西番雅等人。他們手中各拿著一

幅字捲軸，上面抄繕出自他們書卷，〈詩篇〉、〈何西阿書〉、〈創世記〉、〈西番雅〉

的經文，異口同聲說到： 

 

「主像世⼈睡醒。」 (EXULTAVIT COR MEU (M) IN D(OMI)N))   （詩篇

78：65） 

 

「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 (IN DIE TERCIA SUSCITABIT NOS (. . . )  

（何西阿 6：2） 

 

「猶⼤是個⼩獅⼦，我兒啊!」(CATULUS LEONIS IUDA FILIUS M 

(EU)S)  （創世紀 49：9） 

 

「待我復活，列邦⼀⼀群聚11。」（IN DIE RESURRECC (I)ONIS MEE C 

(ON)GREBABO GE (N)TES) （西番雅 3：8） 

 

                                                
11  小先知西番雅此句字捲軸引言出自〈西番雅書〉3 章 8 節，合和版中譯：「你們要等候我，直

到我興起作證的日子；因為我已定意招聚列邦，聚集列國。」思高版中譯：「你們等待我──上主
的斷語──等到我起來作證的一天，因為我已決定聚集萬民，召集列國。」（索福尼亞 3:8）此二

中譯版本，與聖弗里安卷帙據武加大版抄繕內文不一，此句引言筆者循後者中譯，特做說明。 



            預表論神學與類比學的運用：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耶穌復活升天 8 則敘事圖像 

 45 

    這四句摘引自《舊約》的文本，並不具有預表論神學的含意，主要聚焦對象

在耶穌復活上，包含下面幾個基督神學的補述及闡明。其一是〈詩篇〉的引言，

從睡夢中醒來，意表十字架刑入土後，耶穌並未死去，只是「氣斷了」，如福音

所記載，也一如耶穌救活拉撒路，顯神蹟時稍早說的：「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約翰 11：11）其二是何阿西與西番雅兩位小先知的引文：“第三

天他必使我們興起”與“待我復活，列邦一一群聚”，為對未來應許的榮景的勾勒，

耶穌復活及升天後世界藍圖的刻劃。這裡所包含的預告及應許，啟自於耶穌復

活，再走向未來，向世界宣告福音，為宗教信仰本身運作機制，與正規的、從過

去來到耶穌生平事蹟的傳統預表論神學不一，此處做一釐清。 後，摘引自〈創

世記〉雅各的引文：“猶大是隻小獅子，我兒啊!”則具正名之意，傳達耶穌族譜

相承的脈絡。因在雅各後代十二以色列族群中，蒙受恩典的是猶大，經耶西、大

衛王、所羅門，下降及至瑪麗亞，產下的便是聖靈受孕的主耶穌基督。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本冊頁，宣講耶穌十字架刑後，聖體入殮三天後復

活的經過。藉由兩幅《舊約》圖像左右的並置，以及頌經文、跟先知摘引文含人

物像的鋪陳，共含 3 序列意義的展開。（在）它們 7 圖 9 文，共襄盛舉，闡揚發

宏下，為耶穌基督生平事蹟中，有關「復活」，這個對於基督教有著重大意義的

情節，做出完滿與周全的表述。 

 

2、『三位瑪利亞參拜聖墓』 

 
圖二：『三位瑪利亞參拜聖墓』冊頁單元（左側『呂便覓尋約瑟』、右側『覓新郎』），聖弗里

安《貧窮人聖經》（St. Florian，Stiftsbibliothek；cod. III 207 ; fol. 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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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耶穌入殮第三天復活，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接著在本冊頁敘述 3 名虔

敬婦女，前往參拜聖墓，卻撲空的經過。冊頁中央環圈以「參拜聖墓」（VISITATIO 

SEPULCHRI）做為冊頁主題名，視覺藝術慣稱為『三位瑪利亞參拜聖墓』（Drei 

Marian am Grab Christi，Three Marias at the Tomb），如於 4 大福音所載。（馬

太 28：1 -10；馬可 16：1 -8；路加 24：1 -9；約翰 20：1-10）揀選安頓在耶穌主

圖兩側的，分別是取自《舊約》〈創世記〉的『呂便覓尋約瑟』（Ruben Sucht Josef，

Reuben Looking for Joseph）（創 42：21 - 22），以及取自〈雅歌〉的『覓新郎』

（Braut Sucht den Braeutigam，The Bride looking for the Bridegroom）（雅歌 3：3），

這 3 幅冊頁上敘事性圖像，分享對於耶穌尋尋覓覓、追思的主題。 

 

    根據《新約》福音記載所繪的『三位瑪利亞參拜聖墓』一圖，安頓在中央環

圈內的畫幅空間裡，主題刻劃耶穌身邊三位虔敬，皆名為瑪利亞的婦女，在耶穌

入殮第七天安息日時，相約帶著香膏祭品來到聖墓參拜，準備為耶穌施抹膏脂、

祀拜的情景經過。這三位瑪利亞的身份，在《新約》福音中記載不同。除了〈約

翰福音〉，其餘 3 大福音皆寫到，她們是抹大拉的馬利亞、雅各的母親馬利亞，

和撒羅默三位婦人；不過後世則一致主張，聖母瑪利亞也一同前往，因而在安息

日參拜聖墓的共有三位瑪利亞，如圖像名所示。 

 

    三位瑪利亞不過來到聖墓，卻見墓穴已開，如經書所載，「抬頭一看，看見

石頭已經滾開了，原來那石頭很大。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年輕人坐在右邊，

穿著白袍，就很驚奇。」（馬可 16：4-5）這段記載，是冊頁主圖像捕捉、刻劃的

情景。居於畫幅中央的是聖墓棺槨，以工整的橫向水平放置，3 名婦女位在其後

的左側。她們手中拿著備妥的油膏罐，一字排開，頭上皆未配備聖光圈。唯一戴

著聖圈的是坐在棺槨上，身穿一襲白衣的天使，翹蹬著腳，張開身上的羽翅，身

份十分醒目。一手指向空棺，另一手伸出，天使跟她們說道：「不要驚慌！你們

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他的地

方。』」（馬可 16：6）居中四方形棺墓微開，露出一角的袍衣，暗示人去棺空後，

耶穌的復活。如冊頁上方短詩句寫到：「主！你的復活，靈驗天使的話。」（HAEC 

PIA VOTA GERIT, DUM SPONSUM SEDULA QUA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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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冊頁『三位瑪利亞參拜聖墓』主敘事圖左右的兩側，《貧窮人聖經》截取

兩幅《舊約》圖像做搭配。左圖為『呂便覓尋約瑟』，刻劃雅各的么兒約瑟被賣

到埃及，兄長呂便（RUBEN）四處尋找他的經過。右圖為『覓新郎』，則描繪

新娘（SPONSA）四處尋尋覓覓找心上人的情景，屬於基督教新娘神學中，信徒

找尋新郎，亦耶穌基督的景緻。 

 

    這兩幅取自《舊約》的預表性圖像，在視覺上，是以對話的方式一人面對多

人來做呈現，呼應『三位瑪利亞參拜聖墓』主圖中，天使跟與三名婦女對話的構

圖模組。在冊頁上這兩幅《舊約》圖像，也各嵌入一條長條形字捲軸，以便於闡

述事件的旨趣。 

 

    在『呂便覓尋約瑟』一圖場景上，約瑟的哥哥呂便一人站在左邊，約瑟其餘

弟兄六人集中在右邊，兩端立場判然若立。儘管呂便無法制止兄弟們將約瑟投入

井中，但約瑟在遭到陷害後，呂便義正言辭的曾說：「我們在弟弟身上實在犯了

罪。[在]他哀求我們的時候。」（PECCAVIMUS IN FRATREM NOSTRUM, DUM 

DEPRECARETUR NOS）（創 42：21）一如他手中字捲軸上所寫，對此，上方短詩句

也說：「呂便憂心弟弟的喪亡。」（Ruben sublatum puerum timet esse necatum.）。

同樣，在右側『覓新郎』一圖上，一位尊貴典雅的婦人，兀自面對一組身披盔甲、

手持盾牌及握長矛的衛士團，她到處尋覓新郎不可得，因而向路上遇到的衛士問

道：「你們看見我心愛的嗎？」（Num quem diligit anima mea (vidistis)）（雅歌 3：

3）如她手中所持字捲軸上所寫。這位貴婦尋覓新郎的心意堅定，因為在上方短

詩句寫到「她虔敬許諾，尋找新郎。」（QUOD VIVAS, CHRISTE, CERTUM DOCET 

ANGELUS ISTE） 

 

    針對環圈主圖像『三位瑪利亞參拜聖墓』，跟《舊約》『呂便覓尋約瑟』與

『覓新郎』兩圖的關係，冊頁上方兩則頌經文，如此寫到：  

 

「我們在創世記讀到，呂便過來找弟弟約瑟，但井坑中四處不⾒，憂⼼忡忡

呂便跟弟弟們說到：「童⼦沒有了。我往哪裡去才好呢？」呂便是抹⼤拉的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五期                                                               

 48 

瑪利亞的預表。傷慟的抹⼤拉瑪利亞在墓⽳尋覓耶穌，直到天使告知耶穌的

復活，蒙恩的她，才之後得以⾒到耶穌12。」 

「我們在雅歌中讀到，新娘憂⼼四處尋覓愛⼈時說：「我尋覓⼼愛的⼈；我

尋覓，卻沒找著。」新娘是抹⼤拉的瑪利亞的預表，她在墓⽳四處找尋⼼愛

的耶穌，後來在花園才⾒到他13。」 

 

由上這兩則頌經文闡釋可知，聖弗里安本敘事單元的聚焦對象不在耶穌本尊身

上，而是抹大拉的瑪利亞。她是兩幅《舊約》圖像訴求的主要對象，既是“呂便”

的預表、也是“新娘”的預表。而此一表述，主要建立在針對特定人物鍥而不捨的

追尋上。另一方面，從預表論的預告或應驗概念看，抹大拉的瑪利亞跟呂便/新

娘的關係，相對更接近類比（跟呂便）及楷模（新娘），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追

隨耶穌的抹大拉的瑪利亞，本身為信徒的身份，循此，聖弗里安本單元，敘事對

象十分獨特地，從耶穌移轉至使徒/信徒身上，反映聖弗里安編纂者的因地制宜，

面對預表論神學的運用，採取開放性態度。基督教傳統新娘神學，強調信徒與救

世主之間的盟約，一如夫妻婚約的關係，在本冊頁上，對此不僅有一可見化的表

述，同時，我們也可說，凸顯抹大拉的瑪利亞的原由之一，在新娘神學上，是從

道德角度出發以及做鋪設的。 

 

    安頓在中央環圈外側 4 位《舊經》著名先知，上面兩位是尊榮的以賽亞與大

衛王，下方兩位雖未謄寫他們身份名字，但依手中他們所拿的字捲軸文本可知，

他們分別是小先知彌迦、跟以色列 12 大族首腦的雅各。他們字捲軸上的摘引文

如此寫到：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以賽 55：6） (QUERITE DO (MINU)M 

                                                
12  Legitur in Genesi, quod Ruben venit et quaesivit Joseph in cysterna, quem cum non invenisset, 
turbatus erat nimis et ad fratres suos ait: puer non comparet et ego quo ibo? Ruben iste Mariam 
Magdalenam significat, quae cum dolore Christum in sepulchro quaesivit, cum autem ab angelo 
responsum accepisset quod a mortuis surrexisset, ipsum postmodo videre meruit. 
13  In canticis de ipsa sponsa dicitur, quod quaerendo suum dilectum turbata ait: quaesivi quem diligit 
anima mea, quaesivi illum et non inveni. Haec sponsa figuram gerit Mariae Magdalenae, quae suum 
dilectum, id est Christum, in tumulo quaesivit et postea in horto vi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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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M) I (N) VENIRI POTEST)     

 

「我要仰望耶和華。」（彌迦 7：7） (EGO AUT (EM) AD D (OMI)N (U)M 

ASPICIAM)  ADTENDITE AD PETRAM VN DCISSI ESTIS 

 

「願尋求耶和華的⼈⼼中歡喜。」（詩篇 104：3） (LETET (UR) COR Q 

(UE)RENCIU (M) DOMINU (M))    

 

「耶和華啊，我等候你的救恩。」（創 49：18） (SALUTARE TUU (M) 

EXPECTATO DOMINE)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編纂者在此具體而微，集結 4 則《舊經》引言，也從信

徒觀視點、及感性角度出發，來做言說，共同為『三位瑪利亞參拜聖墓』本冊頁

主圖像題旨，亦耶穌離開人世間後，信徒對他內心深處的認同、渴望重逢、期待

救贖的殷切之心，做了虔敬、深邃的表述。 

 

3、『勿觸碰我』 

 
圖三：『勿觸碰我』冊頁單元（左側『探視但以理』、右側『覓獲新郎』），聖弗里安《貧窮人

聖經》（St. Florian，Stiftsbibliothek；cod. III 207 ; fol. 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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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生平事蹟從復活到升天這段期間，曾經多次顯現在信徒面前。這段亦稱

「耶穌復活顯現」（Resurrection appearances of Jesus）的經過，聖弗里安《貧窮

人聖經》一共運用 4 則冊頁單元來做處理，重視萬分。因如基督教哲人使徒保羅

說：「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就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14。」（哥

林前 15：14） 

 

    聖弗里安卷帙收錄計 4 則「耶穌復活顯現」的敘事，為首的第一則是『三位

瑪利亞參拜聖墓』，如前上一則冊頁所述。接著的 3 則，為耶穌分別向抹大拉的

瑪利亞、向諸眾門徒、以及向門徒湯瑪士的顯現。本冊頁單元為耶穌「向抹大拉

的瑪利亞顯現」（APARICIO MARIE MAGDALENE），如繕寫在雙環圈中，視

覺圖像慣稱為『勿觸碰我』（Noli me tangere, Erscheinung vor Maria Magdalena，

Christ appears to Mary Magdalene in the Garden），取其耶穌未升天前，不得觸碰

之意。（約翰 20：15-17） 

 

    在中央環圈『勿觸碰我』耶穌主圖像的兩側，聖弗里安卷帙在《舊約》預表

圖像位置上，擇取『探視但以理』（Daniel in der Loewengrube，The King of Babylon 

visits Daniel）（但以理 6：19 - 24）跟『覓獲新郎』（Braut findet den Braeutigam，

The Daughter of Sion discovers her Spouse）（雅歌 3：4）兩幅敘事性圖像。它們

跟主圖的配置關係，預表預告的色彩也並不濃厚。 

 

    描繪耶穌復活之後，向抹大拉的瑪利亞顯現的『勿觸碰我』主圖，刻劃抹大

拉的瑪利亞在參拜聖墓後，四處尋找耶穌聖體的情景。先是遇到天使，看到她淚

流滿面，便問她為何哭泣，後來耶穌便向她顯現。抹大拉的瑪利亞起先並未認出

是主耶穌，而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裏，我

去把他移回來。」（約翰 20：15）在冊頁圖像表現處理上，一身長袍及地，外罩

頭巾，恭敬曲膝跪在地上，是右邊的抹大拉的瑪利亞。左邊為手握十字架權杖以

                                                
14  耶穌的復活易言之，對於基督教傳統信仰致為重要。如奉為圭臬的《信經》中不可動搖寫到：

「我信肉身的復活。」保羅做為基督教 初涉入耶穌復活議題的作者，他在同書卷 35 到 57 節中，

進一步詮釋到生與死，對於復活，他說：「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哥林前 15：44）。此一源

自古希臘相信靈魂不朽的觀點，為他所吸納；惟在教會機制之後發展下，有了轉變。（Freed，

2005，82 ）另參 Craig A. Evan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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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勝利旌旗的耶穌，威嚴神色，向抹大拉的瑪利亞說：「你別拉住我不放，因為

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裏。」（約翰 20：17）這是『勿觸碰我』一圖畫面捕捉的時刻。

耶穌接著便令抹大拉的瑪利亞：「你到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我要升上去見我

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約翰 20：17）抹大拉的瑪

利亞於是這才放下愁容，以見證人身份，將看到主的經過，通報給其他門徒知曉。

在中央環圈上方，短詩句寫到：「基督啊，你向虔誠的瑪利亞現身。」（TE 

MOSTRANDO PIAM SOLARIS CHRISTE MARIAM）為『勿觸碰我』一圖主題，做精簡如

實的描述。 

 

    編排設在冊頁主圖像『勿觸碰我』兩邊的《舊約》圖像，是『探視但以理』

與『覓獲新郎』。前者刻劃擁有解夢異稟的但以理，因受讒言所害身陷獅穴。經

書記載到，他的主子尼布甲尼撒王（NABUCHODONOSOR）十分掛念15，因而

在第二天一早前來探視，發現但以理一身完好無缺，因為他說：「我的天主曾打

發他的天使閉住獅子的口，一點沒有傷害我。」（但以理 6：23）在畫面上，尼

布甲尼撒國王尊容的外觀，頭戴王冠，一身皇袍及地，自左邊進入畫幅。畫面中

間為鑲著鐵栓的高聳建築，以示意牢獄。右邊先知但以理，則以筆直站姿處理表

現。頭上戴著祭司冠，鑲嵌寶石，地位十分顯赫。他抬頭望著自天而降的一名展

翅小天使，雙手拎著生命活泉的圓壺，前來救援。但以理腳下還有三頭小獅子，

簇擁一團，咧齒張口，卻不具任何威嚇力。圖像上這一上一下兩個物件為辨識物，

清楚地交付但以理脫離險境的前因後果。在上方的短詩句中寫到：「王心歡喜，

因他活著。」（REX IOCUNDATUR HUNC UT VIVUM SPECULATUR.）而頌經文，則針

對這件《舊約》『探視但以理』圖像，跟耶穌主圖像『勿觸碰我』的關係，做進

一步的闡說： 

 

「我們在但以理書中讀到，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拋丟進獅⽳後，第⼆天⼀

⼤早來到獅⽳探視。看到但以理完好未受損傷，⼗分的欣喜。尼布甲尼撒王

                                                
15  根據經書所載，前往獄中探視先知但以理的異邦國王非尼布甲尼撒，而是波斯王朝大烏利國

王。參〈但以理〉書 6 章 19-24 節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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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抹⼤拉的瑪利亞的預表。她在清早參拜聖墓，知獲耶穌復活，也無⽐歡⼼。

但以理則是耶穌的預表16。」 

 

    《舊約》著名先知但以理自小為一名人質，在新巴比倫宮中長大。因釋夢異

稟受到國王賞視而崛起，擢昇居大位，但也因此遭到妒忌，被陷落投入獅穴中。

上引頌經文所提“但以理則是耶穌的預表”，為一頗為典型的預表論案例。儘管但

以理獅穴脫身未死的這段故事，跟前『耶穌的復活』並置，比現前『勿觸碰我』

的並排設置更為貼切。因為早在基督教早期地下墓穴壁畫中，但以理獅穴脫身，

與『約拿從鯨腹吐出』，共同視為是對耶穌復活的預表。不過據經書所載，此事

發生在竄位繼承者波斯王朝大烏利王之時，聖弗里安抄本在此以尼布甲尼撒王替

換有所偏移，稍做一提。 

 

    設置在中央環圈右側的『覓獲新郎』一圖像，則與上面冊頁單元『覓新郎』

連動，需要合併來看。這兩幅圖，咸採擬人化象徵的手法做表現，皆出自據傳由

所羅門王所撰的〈雅歌〉書卷的記載。在圖像上，再現一位新娘（SPONSA）與

一位新郎（SPONSUS）遇合的景緻，新娘新郎兩人彼此對望，微向後仰的上身，

跟頭部前傾形成一曲線，體姿動作，兩人彼此呼應也對稱，傳遞欲迎還拒的細緻

情景。尤其新娘外觀十分的尊貴，身綴胸飾頭戴頸帽，為中古宮廷婦女裝扮造形。

她手中字捲軸上寫著：「我拉住他不放。」（Tenui nec dimittam）上方短詩句文

本也寫到：「她找到愛人，為盼望的新郎喜出望外。」（SPONSO QUAESITO FRUITUR 

IAM SPONSA CUPITO.）將新娘對新郎的敬畏及愛慕之情表露無遺。 

 

    在冊頁上方的頌經文，進一步就『覓獲新郎』跟主圖『勿觸碰我』的互動關

係做了闡釋，它寫道： 

 

「我們在雅歌書中讀到，新娘找著她的新郎時雀躍道：「我找到⼼愛的⼈，

                                                
16  Legitur in Daniele, quod, cum propheta Danyel missus fuisset in lacum leonum, ut eum leones 
occiderent, mane facto rex venit ad lacum ad danyelem, ut videret, si adhuc viveret, quem cum videret 
vivere, gavisus est. Rex enim iste Mariam Magdalenam demonstrat, quae mane veniens ad 
monumentum et postea dominum suum videns, quod a mortuis surrexisset, gavisa est valde. Danyel 
autem Christum figura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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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說：我握緊他，不再鬆⼿。」這個新娘是抹⼤拉的瑪利亞，她找著她的

新郎，⼼愛的耶穌，之後想拉住他不放。但耶穌對她說：不要觸碰我，我還

沒升天⾒到⽗王17。」 

 

這一則頌經文，從基督教新娘神學（Bridel theology），亦稱神秘婚禮（Mystic 

marriage）的角度論述，凸顯抹大拉的瑪利亞親眼看到耶穌後的雀躍與高興，也

與前一冊頁『覓新郎』圖像單元一樣，對焦訴求對象，是抹大拉的瑪利亞，並非

耶穌。『覓獲新郎』跟『勿觸碰我』主圖的並置，易言之，建立在類比的情境之

下，初始的殷切尋找，以及 終的尋覓找到，這跟預表論中的預告及應驗自無任

何直接的關係。做為耶穌復活後回到人間的第一位顯現對象，抹大拉的瑪利亞見

證人，可說跨生死界的重逢，意義自然非比尋常。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冊頁上，中央環圈外側先知為大衛王、哈拿、以賽

亞等人，他們手中的字捲軸，援引自〈詩篇〉、〈撒母耳〉、〈以賽亞〉等書卷經文，

依左上、左下、右上分別寫到： 

 

「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NON DE (RE)LINQ (UEN)S Q (UE)RENTES 

TE DOMINE）（詩篇 9：10） 

 

「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EXULTAVIT COR MEU (M) IN D (OMI)NO）

（撒母上 2：1）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GAUDENS GAUDEBO IN DOMINO）（以賽亞

61：10）   

 

這 3 句摘引文，屬針對人神關係感性的描述。〈詩篇〉的引言，強調神對子民信

徒盟約的承諾，如經文寫：「耶和華啊，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有離棄

                                                
17  In Canticis legitur, quod sponsa, cum suum dilectum invenisset, dixit: Inveni quem diligit anima 
mea. Et iterum dicit: Tenui eum nec dimittam etc. Sponsa haec enim Mariam Magdalenam significat, 
quae sponsum suum, id est Christum suum videns eum tenere voluit, cum sibi taliter respondit: Nolite 
me tangere. Nondum enim ascendi ad pat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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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你的人。」（詩篇 9：10）。後面兩句，則為〈撒母耳〉書中撒母耳的母親哈

拿對神賜子感恩的祈禱18、以及先知以賽亞對於天主的頌讚獻詞，共同為抹大拉

的瑪利亞親身體驗並目睹耶穌重返人間的喜悅，做了上層結構，對於天主恩典精

心安排祝頌的感念及滿懷歡喜。 

 

    綜上述，聖弗里安本冊頁，關涉預表論結構區塊，至少有兩類：其一是在『探

視但以理』敘事圖上。遭嫉羨陷身獅穴而不死的先知但以理，為耶穌復活的原型，

可視為預表。其二是尼布甲尼微王對於但以理奇蹟生還的喜悅，如抹大拉的瑪利

亞四處尋覓下，滿心歡喜與耶穌重逢，這非預表，而是跨新舊兩約，找尋與覓得

相同情境上的類比。儘管聖弗里安冊頁主圖『勿觸碰我』核心的旨趣在於，耶穌

升天前，不得觸碰，“因為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裏”，兩幅《舊約》圖像然未就此著

墨，反而是從信徒的角度，引進《舊約》〈雅歌〉書卷的新娘神學，來烘托追隨

耶穌的重要及 後覓得滿懷歡喜的回饋上。 

 

4、『向門徒顯現』 

 
圖四：『向門徒顯現』冊頁單元（左側『約瑟與兄弟相認』、右側『浪子回頭』），聖弗里安《貧

窮人聖經》（St. Florian，Stiftsbibliothek；cod. III 207 ; fol. 8v） 
                                                
18  這句摘引文出自《舊約》〈撒母耳〉上記載的哈拿之口。哈拿是油膏大衛王，大祭司撒母耳

的母親。惟環圈左下勾繪人像非為女性，表現的並非是哈拿，此做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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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弗里安卷帙本冊頁的主題為：『向門徒顯現』（apparitio post resurrectionem，

Erscheinung nach der Āuserstehung，Jesus Appears to the Disciples）（馬可 16：14 - 20、

路加 24：36 - 49），設置於中央環圈內。的主圖像，左右兩側《舊約》圖像分為：

『約瑟與兄弟相認』（Joseph machte sich bekannt，Joseph made himself known）（創

世紀 45：1 - 15）以及著名的『浪子回頭』（Die Rückkehr des verlorenen Sohnes，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路加 15：11 - 32） 

 

    這 3 幅敘事圖的並置，建立在耶穌死而復生重返人間，此一超自然也頗罕人

聽聞的神跡上。在冊頁環圈主圖像上，耶穌正面站姿居中，戴著雙十字聖光圈，

莊嚴、凜然的聖容不可侵犯。左右隨伺門徒各有兩人，也是一襲及地長袍，目光

一致聚焦在耶穌身上，流露詫異眼神，舉手投足之間，彷彿稱奇徵問道，眼前果

真是耶穌基督本尊。筆直居中挺身而站的耶穌，不為所動，以賜福眾生的手勢，

屹立不動，顯現於世人眼前。全圖在動靜之間構圖，以及人物差異性姿勢勾勒下，

將此一不易處理的異象神跡，做了細緻的人物表情刻劃。在上方一行短詩句中，

也擲地有聲的寫到：「基督，榮耀復活，向門徒顯現。」（HIIS JESUS APPARET, 

SURGENTIS GLORIA DARET.） 

 

    在冊頁左圖『約瑟與兄弟相認』一作上，刻劃雅各失去愛子約瑟，一人顯赫

碩大的站在右側，在他的面前，是他 10 個哥哥，四列式排開，正向他跪拜在地。

原來因妒忌約瑟，哥哥們將他賣到埃及，惟因天主安排，約瑟擁有釋夢異稟，為

法老一一開示，七年豐收七年饑饉，之後擢拔於萬人之上。哥哥們則是因家鄉饑

荒，無以為繼，便來到埃及購糧，不意與約瑟重逢。此時兄弟兩造的身份地位懸

殊，約瑟數度試探後，終於揭露自己的身份說：「我是你們賣到埃及的弟弟。」

（EGO SUM FR(ATER) VEST(ER) IUNIOR, QUEM VENDIDISTIS IN EGYPTUM.），如約瑟手

中拿的筆直字捲軸上所寫（創世紀 45：4），戲劇性地為兄弟倏忽相隔十年重逢，

寫下 佳註腳。在上方短詩句上也寫到：「原折磨他的，現被他寬待。」（QUOS 

VEXAT PRIDEM, BLANDITUR FRATRIBUS IDEM.）以德報怨，約瑟原諒了兄長們。 

 

    聖弗里安抄本本冊頁右側的『浪子回頭』，亦稱「浪蕩子」的歸來（The prodi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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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跟耶穌宣道時期，迷途羔羊、遺失的錢幣，共同組成有關失而復得，耶

穌三大著名比喻故事之一，處理主題在於合解、懺悔、寬恕與慈愛上。在敘事圖

上，年輕浪蕩的兒子在右，揮霍殆盡後返家，雙手交錯身前，心知肚明，犯下罪

過。一前一後父母出來相迎，不計前嫌的父親，伸出雙手將他擁入懷中，流露寬

大為懷的仁慈。後方的母親也欣慰萬分，一幕溫馨感人的場景。父親摟抱兒子的

左手中，握持著一幅字捲軸，上面寫到：「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PA(TER) PECCAVI IN CELUM CORAM TE.）這是兒子跟父親懺悔所說的話。在『浪

子回頭』上方短詩句，也寫到：「淚流滿面的父親迎接他，為迷途歸返的兒子，

喜出望外。」（FLENS AMPLEXATUR NATUM PATER ET VENERATUR.） 

 

    冊頁上跨《新約》《舊約》3 幅敘事性圖像，由左至右為『約瑟與兄弟相認』、

『向門徒顯現』、以及『浪子回頭』。它們以中央耶穌『向門徒顯現』主圖為論

述焦點，兩則頌經文依序寫到： 

 

「我們在創世紀第 45 章讀到，約瑟看到哥哥們認不出他，⼿無⾜措嚇壞了，

約瑟便安慰他們說：我是約瑟，你們的弟弟，不要害怕。約瑟是耶穌的預表。

耶穌復活後顯現於⾨徒前，安慰他們說道：不要害怕，是我19。」  

 

「我們在福⾳書中讀到，⼀位富⼈的兒⼦跟⽗親說：屬於我的給我。⽗親便

都給了他。拿到分得的遺產，兒⼦離家揮霍殆盡，便返家中。⽗親全⼼全意

收留他、安慰他。這⼀位慈祥的⽗親，預表主耶穌基督，眾⾨徒是他的兒⼦。

耶穌在復活後向他們顯現，安慰說：不要害怕，是我20。」 

                                                
19  Legitur in Genesi, quod Joseph, cum vidisset fratres suos terrore concussos et multum timerent et 
ignorarent quod Joseph esset, dixit: Ego sum Joseph frater vester, nolite timere, et consolatus est eos. 
Joseph Christum figurabat, qui post resurrectionem suam discipulis suis existentibus apparuit et eos 
aliquando consolatus est dicens: Ego sum, nolite timere. 
20  In Evangelio legitur, quod, cum filius cuiusdam divitis ad patrem dixisset, ut sibi partem hereditatis 
traderet et pater sibi tradidisset et ipse abisset, totam hereditatem consumpsit, et post hoc ad patrem 
reversus pater eum benigne recepit et consolabatur. Ipse enim pius pater significat illum patrem 
celestem, scilicet Christum, qui ad suos filios, id est apostolos, veniens eos de morte sua consolatus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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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闡說可知，中央環圈『向門徒顯現』主圖與『約瑟與兄弟相認』跟『浪子回

頭』兩圖關係，如頌經文所寫：“約瑟是耶穌的預表”（前者）、“慈祥的父親預

表主耶穌基督”（後者）建立在預表神學上。不過，細做釐析，它們的預表論的

結構相對鬆散，反而像是類比。約瑟的哥哥們“認不出他，手無足措嚇壞了”；耶

穌向門徒顯現說道：“不要害怕，是我”。『浪子回頭』跟『向門徒顯現』主圖兩

者關係，無法構成為預表，主要原因並非是那位收容迷途歸返的浪蕩子的父親，

他做為耶穌預表，適宜性與否的問題，而是『浪子回頭』一圖所刻劃、描述的經

過，來自耶穌本尊公開宣道的時期，它的文本截取自《新約》21，而非《舊約》。

這跟正規預表論跨兩約的結構截然不一。 

 

     聖弗里安冊頁循慣例，在中央環圈外側 4 角，設置 4 位先知的半身像，他

們分為大衛王、所羅門、以賽亞與以西結，也是《舊約》顯耀知名標竿型人士。

他們如見證人一般，守護著環圈中央耶穌復活後顯現的景緻，手中持有的字捲軸

經文，也進一步做意涵內容的延伸加值。先左後右、先上後下，字捲軸上如此寫

到：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悅。」（ADIMPLEBIT ME LAETITIA CUM VULTU TUO.） （詩

篇 16：11） 

 

「追想自己是從哪塊磐石鑿出。」（ADTENDITE AD PATREM, UNDE DECISI ESTIS.）

（以賽亞 51：1） 

 

「對上主不失信的，上主必向他顯示22。」（APPARET QUI FIDEM HABENT IN 

ILLUM.）（智慧 1：2） 

   

「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ECCE EGO IPSE REQUIRAM OVES.）（以西

                                                                                                                                       
et suam resurrectionem eis manifestavit. 
21  耶穌這則著名寓言， 後提及復活的概念，如長子見父親如此寬容弟弟心有不平，而父親對

他說：『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你這個弟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

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慶祝。』（路加 15：31 - 32）提出供參。 
22  合和版聖經並未收納〈智慧篇〉，此句中譯取自思高中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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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34：11） 

 

這 4 句《舊約》書卷引言，主要歸屬於信與義跟道德上的教誨為多。傳大衛王〈詩

篇〉摘引句，上下文為：「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悅。」

（詩篇 16：11）鑲嵌在中央環圈『向門徒顯現』主圖一旁，額外勾勒出門徒與

耶穌重逢的喜悅歡心之情。傳所羅門王所寫〈智慧書〉的引句，則也經再脈絡化，

揭示惟信義者榮寵，將見天主的聖容，一如主圖像所示，也為 4 句摘引文中，具

有一般性宗教預言色彩的文句。先知以賽亞與以西結的兩引句，編排置放在『浪

子回頭』一圖的上下，十分貼切。前者表述引水思源，後者將浪子知徒迷返，回

歸於天主的啟示。而且，在意義產出的第二個序列上，可與耶穌連接，因為不論

“磐石”或是“我的羊”，咸與聖父跟聖子有關。 

 

    聖弗里安卷帙本冊頁，以耶穌復活後向世間門徒顯現為主題，進行多層面的

表述。既是對從棺墓中復活的耶穌神跡，此一超自然現象賦予認知，如兩則頌經

文中咸強調：“不要害怕，是我”。『約瑟與兄弟相認』跟『浪子回頭』兩幅敘事

圖像，則從對天主與耶穌的慈悲及恩典著手，闡揚 終信義的重要。然就預表論

跨兩約的結構而言，中央環圈『向門徒顯現』主圖，跟左右兩圖的關係，主要建

立在相認、與如親情般的慈愛類比上。 

 

5、『疑惑的多瑪』 

 
圖五：『疑惑的多瑪』冊頁單元（左側『天使向基甸顯現』、右側『雅各與天使摔跤』），聖弗

里安《貧窮人聖經》（St. Florian，Stiftsbibliothek；cod. III 207 ; fol. 9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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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本冊頁主題是「耶穌復活顯現」4 則敘事單元中的

後一則，也是視覺藝術史上一般慣稱的『疑惑的多瑪』（Ungläubiger Thomas，

Doubting Thomas）（約翰 20：24 - 29），配置在此圖左右兩側《舊約》圖像為『天

使向基甸顯現』（Gideon und der Engel，An Angel appears to Gedeon）（士師 6：

11-14）與『雅各與天使摔跤』（Jacob ringt mit dem Engel，Jacob Wrestles with the 

Angel）（創 32：23 - 30）兩著名敘事圖。位在環圈外側有 4 位《舊約》先知，分

為以賽亞、耶利米、以及西番雅等。全冊頁闡釋耶穌復活經受質疑，以及因信得

義的經過。 

 

根據 4 大福音中，成書 晚〈約翰福音〉記載的這段經過，刻劃耶穌復活顯

現給門徒之時，因門徒多瑪錯過，便心生疑慮說：「除非我看見他手上的釘痕，

用我的指頭探入那釘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絕不信。」（約翰 20：25）

過了 8 天，耶穌獲悉後，則向多瑪顯現，並跟他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

看看我的手；把你的手伸過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約翰 20：

27）在冊頁環圈上方，寫到「顯示傷痕」（Ostensio vulnerum），直接勾勒本冊頁

主題。 

 

不同於前冊頁『勿觸碰我』中，耶穌拒絕抹大拉的瑪利亞的近身接觸，“因

為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裏”。聖弗里安帙本冊頁『疑惑的多瑪』一圖上，則是耶穌

敞開身子，讓多瑪“探入我的肋旁”刺痕中。因為「啊基督！讓你觸摸，使你信他。」

（TE PATERIS, CHRISTE, PALPARI CREDAT UT ISTE.）如上方短詩句所寫。在視覺圖像

『疑惑的多瑪』主圖上，我們看到耶穌及兩位使徒，共三人站在一座城門口前。

耶穌在右，英挺身姿，筆直而站，坦然地高高舉起右手。他的面前為老邁長者多

瑪，以側面表現，後尾隨一名年輕伺從，兩人神色頗為曖昧。此時畫面上多瑪伸

出右手，以兩指直搗插入耶穌右腋聖痕，情狀頗殘虐。但耶穌對於眼前的僭越，

毫不在意，反舉手之姿，儼若古羅馬帝王凱旋勝利的樣式。 

 

『疑惑的多瑪』一圖左側，為取材自《舊約》〈士師記〉書卷的『天使向基

甸顯現』。這則有關基甸以寡擊眾潰敗米甸人的英勇事蹟，也跟質疑有關。初始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五期                                                               

 60 

在基甸蒙召時，他接連著兩天要求羊毛沾露的神蹟，方才心悅誠服執行天主所交

託的任務。在冊頁左邊的圖像上，基甸一身軍戎，手持盾牌以及一根長矛，英姿

威風神勇。在他面前，是一位頭戴聖圈的年輕天使，雙肩配上羽翼，十分俊秀，

也透過一襲筆直及地長衫的處理，具神威外觀。這時天使伸出右手，做傳達神的

旨諭狀，左手則拿著一條長形的字捲軸，上寫到：「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

同在！」（Dominus tecum virorum fortissime）（士師 6：12）基甸（GEDEON）

與天使（ANGELUS）的名字，抄錄在他們上方，特別交待了他們的身份。畫幅

上方的短詩句寫到：「基甸受到天使的鼓舞，無所懼。」（ANGELUS HORTATUR 

GEDEON, NE QUID VEREATUR.）表明基甸接受徵召，無所畏懼地投入拯救族人的戰

事。 

    『天使向基甸顯現』跟環圈主圖『疑惑的多瑪』的互動關係，在上方頌經文

中，做了仔細的刻劃，它如此寫到： 

 

「我們在⼠師記中讀到，天使來到基甸⾯前，跟他說：⼤能的勇⼠啊，耶和

華與你同在！基甸便接受也完成拯救以⾊列的任務。他是使徒多瑪的預表。

無所不知⾃天降臨的天使，是耶穌的預表。他堅定多瑪的信⼼說：把你的⼿

伸過來，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23。」 

 

這則頌經文比較隱晦，基甸是“使徒多瑪的預表”，出自基甸受徵召前，也曾質疑

天使，要求眼見為憑的羊毛神跡證據。不過，頌經文未提這段，反是從天使對基

甸的稱呼上著手：“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在！”，則易遮蔽基甸與多瑪兩人

皆提出質疑的類比共通性。唯一可做解釋的是，“耶和華與你同在！”，在聖經中

出現的另一次是報佳音時，天使預告耶穌誕生，向聖母瑪利亞顯現時，也做如此

的開場與頌讚。在聖弗里安卷帙首頁『聖告圖』冊頁單元上，天使報佳音跟基甸

的羊毛奇蹟，確實兩敘事圖像並置呈現。至於天使“是耶穌的預表”，只能從類比

                                                
23  In libro Judicum legitur, quod, cum venisset angelus ad Gedeon et dixit ad eum, dominus tecum, 
virorum fortissime, quod ipse populum israel liberare debebat, sicut et fecit. Gedeon enim apostolum 
Thomam figurabat, ad quem venit angelus magni consilii, scilicet Christus, et eum confortans in fide ait: 
Mitte manum tuam in latus meum et noli esse incredulus, sed fide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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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加以理解。他們都是解開疑惑的行動者。 

     雅各與天使摔跤』這幅位在冊頁環圈右邊的圖像，也十分著稱。它勾繪以

色列 12 支派的始祖雅各與天使摔跤的經過。從深夜到黎明，憑著一股抝執、堅

定不移的信心，雅各終折服天使，甘拜下鋒，也如願以償得到天主的祝福。在冊

頁的圖像上，雅各與一名天使，一左一右，兩人呈角力狀。一頭捲髮的雅各在左，

伸出右手直取天使的胸前，天使則是右手繞住雅各的上身，左手捉住他腰際，腳

下也已踩住雅各的左腳，一付像是勝出絆倒雅各的情景。不過，經書上對此的記

載頗為詳盡：「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摸了他的大腿窩一下。雅各的大腿窩就

在和那人摔跤的時候扭了。、、、[但之後]，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

讓你走。」那人說：「你叫甚麼名字？」他說：「雅各。」那人說：「你的名字不

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和人較力，都得勝了。」」（創 32：25 - 28）

圖像上，兩人雙目交會，雅各流露狡黠目光，彷彿有意相讓，因知自己將取得天

主的祝福。圖像上方的短詩句，就此綜括寫到：「雅各與神摔跤，改名為以色列，

因摔跤獲得祝福。」（ISRAEL EST DICTUS LUCTANS JACOB EST BENEDICTUS.） 

 

    在聖弗里安卷帙冊頁上方頌經文中，就環圈主圖『疑惑的多瑪』與『雅各與

天使摔跤』兩圖關係，照例也做了如下的刻劃： 

 

「我們在創世記讀到，雅各見到天使，便捉住他，跟他摔跤，得不到祝福，

不肯鬆手。雅各意表使徒多瑪，天使意表耶穌。多瑪得到祝福，因用手去觸

碰他，為耶穌復活的見證人24。」 

 

『雅各與天使摔跤』與冊頁『疑惑的多瑪』主圖像的關係，建立在《舊約》與《新

約》兩故事的觸覺類比上。雅各近身跟天使肉搏，多瑪伸手探入聖體刺腋傷口，

這是人與神間直接的一手觸接。 

 

    在冊頁環圈外 4 角，各有一位《舊約》手拿字捲軸的先知。左下字捲軸的內

                                                
24  In Genesi legitur, quod, cum angelus venisset ad Jacob, ipse angelum apprehendens cum eo 
luctabatur, donec eum dimist, ubi eum benedixit. Jacob iste Thomam apostolum significat, angelum, 
hoc est Christum tangens benedictionibus, hoc est testificari de sua resurrectione me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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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留白，未做抄錄25，其餘 3 幅捲軸，歸屬以賽亞、耶若米、以及西番雅等先知

所有。他們手拿的字捲軸，依序寫道： 

 

「我看到他的行為，要醫治他，引導他。」（VIDI EUM VIDI ET DIMISI EUM ET 

RE.）（以賽亞 57：18）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回轉歸向你，我們就得以回轉。」（CONVERTE NOS 

DOMINE AD TE ET CONVERTEMUR.）（哀歌 5：21）   

 

「只要你敬畏我，領受訓誨。」（VERUMTAMEN TIMEBIS ME SUSCIPIENS.）（西

番雅 3：7） 

 

這 3 則出自〈以賽亞〉〈耶利米哀歌〉與〈西番雅〉3《舊約》書卷的摘引文，

跟冊頁敘事圖像關係，也未必顯而易見。從上下文的原脈絡看，第一句先知以賽

亞的經文，刻劃天主針對以色列人崇拜偶像所做出的懲罰，然慈祥寬容的天主也

說，只要放棄偶像回心轉意，便「使他和與他一同哀傷的人都得安慰。」（以賽

亞 57：18）環圈右上〈耶若米哀歌〉書卷的摘引文，則為先知為民眾請命於天

主的詩句：「耶和華啊，、、、你為何全然忘記我們？為何長久離棄我們？耶和

華啊，求你使我們回轉歸向你。」（哀歌 5：20 - 21）  至於環圈右下〈西番雅〉

書卷的摘引文，則為耶和華一句口諭：「只要你敬畏我， 領受訓誨； 其住處就

不會照我原先所定的被剪除。」這 3 句引言，咸屬道德訓誡與祈願天主救助的話。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本冊頁為「耶穌復活顯現」4 則敘事單元中 後的

一則。主圖像『疑惑的多瑪』，主要勾勒門徒多瑪對於耶穌復活的質疑，經《舊

約》『天使向基甸顯現』與『雅各與天使摔跤』兩圖搭配與類比下，則有關於信

義的主題得到彰顯。基甸主動要求天主展神跡，為多瑪的先行案例，且得到回應。

雅各因與天使摔跤，透過身體觸覺感知，建立與多瑪伸手入聖體的類比連接，進

而為『疑惑的多瑪』冊頁上，有關耶穌復活顯現的事蹟，拉出神學與有關信義的

深刻課題。 
                                                
25  經與《貧窮人聖經》維也納抄本比對下，此字捲軸內文，或出自〈詩歌〉書卷 86 章 4 節：

「你使你的僕人心靈歡欣。」（Letifica Domine animam servi tui.）參見 Schmidt（1959），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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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耶穌升天圖』 

 
圖六：『耶穌升天圖』冊頁單元（左側『以諾隨主升天圖』、右側『以利亞升天圖』），聖弗里

安《貧窮人聖經》（St. Florian，Stiftsbibliothek；cod. III 207 ; fol. 9r） 
 
 
    聖弗里安卷帙本冊頁主題，是聖體被舉揚升天的經過，亦「主的升天」

（Ascensio domini），如環圈上方所寫，傳統則慣稱為『耶穌升天圖』（Christi 

Himmelfahrt，Ascension of Jesus）（使徒 1：9 – 11；路加 24：50 – 53；馬可 16：

19 - 20）。配置在中央環圈左右兩側的《舊約》預表圖像，是『以諾隨主升天圖』

（Die Entrückung Henochs，Henoch taken to Paradise）（創世 5：22 - 24）以及『以

利亞升天圖』（Die Entrückung Elias，Elias taken up in the Fiery Chariot）（列下 2：

9 –14）。環圈外側 4 位《舊約》先知群，為大衛王、摩西、以賽亞、與彌迦等

人。 

 

    耶穌入殮後 3 天復活，在不同地點向不同信徒顯現，之後到第 40 天，在眾

門徒面前，「耶穌說完這些話，就在他們觀望中，被舉上升，有塊雲彩接了他去，

離開他們的眼界。」（使徒 1：9）這是冊頁中央圓環『耶穌升天圖』表現的場景。

畫幅上，耶穌已高高“被舉上升”，身體懸空，上身淹沒在兩朵雲彩之中，惟膝下

的部位，下垂縐紋袍衣，跟地上留下的鞋具，仍然可見。見證此一幕現身在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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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瑪利亞與左右兩側各 4 位使徒，他們流露驚訝與不捨神情。上方短詩句就此寫

到：「萬聖的耶穌，覓得天堂之星。」（SANCTUS SANCTORUM CHRISTUS PETIT ASTRA 

POLORUM.） 

 

    在中央環圈『耶穌升天圖』的左右兩側，分別是《舊約》中唯二也跨越死界，

尊榮接引升天的以諾及以利亞兩人事蹟。左側的『以諾隨主升天圖』中，視覺表

現以諾及天使兩人間的互動。雙手端捧火燄罐的以諾，位居畫幅中央，上方雲層

中，有伸手出來的一位展翅天使，一把手將以諾的髮根拎起，便「將他提去」。

（創世 5：24）這是天使將以諾環抱其中，接引升天的景緻。以諾是上帝懲罰世

人降大洪水諾亞的曾祖父，根據《次經》所載，後來他成為天堂諸眾天使的總管，

未來身肩督導重任。《新約》中對於以諾隨主升天一事，並不陌生，津津樂道。

（路加 3：37，希伯 11：5，猶太 1：14–15）《舊約》記載到升天前，「以諾共活

了三百六十五歲。」（創世 5：23）上方短詩句頌讚到：「以諾接引上天國。」

（EOCH TRANSLATES CELESTIBUS EST SOCIATUS.） 

 

    冊頁中央環圈右側的『以利亞升天圖』，則是描述大衛統一前，掃羅時期先

知以利亞，經天主榮寵，為火輪車接引升天的景緻。跟他同行的當時，還有衣缽

傳人先知以利沙，便在此時「他們邊走邊說話的時候，看哪，有火馬和火焰車出

現，把二人隔開，以利亞就乘旋風升天去了。」（列下 2：11）以利沙此刻便立

即「拾起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外衣，回去站在約旦河邊。」（列下 2：13）在聖

弗里安冊頁圖像上，畫幅左上，以利亞一人站在一輛方形的四輪騎座上，由一匹

良駒前引，倏忽地便朝天上奔馳而去。前景右下則為以利沙，半跪上揚的身姿，

恭敬的接下以利亞傳世的法衣。全幅構圖細緻，火輪車騎座呈對角斜線、垂直而

落下的以利亞法衣、以利沙因旋風鼓起的衣袍，處理頗為悅目。不過，在人物外

觀表現上，以利亞造形年輕，晚輩的以利沙反是一臉扎鬚，象徵天界永恆的青春。

在『以利亞升天圖』上方短詩句中，就此也做一描述：「以利亞乘火輪車升入天

國。」（CELICUS EFFECTUS ES HELYA PATRA (RECTE: PER AERA) VECTUS.） 

 

    聖弗里安卷帙冊頁這 3 幅敘事圖的主題，分享天主榮寵的 3 位尊貴人士接引

升天的景緻。對此冊頁上方的頌經文也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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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創世記讀到，天主喜愛以諾，引領他上天堂。受到天主喜愛的以諾，

他是耶穌的預表，耶穌受到天⽗⾄⾼無⽐的愛。在眾天使聖樂中，被引領上

天堂26。」 

 

「我們在列王記下讀到，以利亞乘⽕輪⾞升天，他⾼喊：我⽗啊！我⽗啊！

以⾊列的戰⾞騎兵啊！以利亞他是耶穌的預表，以利沙是耶穌⾨徒的預表。

⾨徒看著耶穌昇天，聽耶穌對他們說：我去我⽗那，去你們的⽗那，我去我

天主那、你們天主那27。」 

 

   『耶穌升天圖』、『以諾隨主升天圖』跟『以利亞升天圖』冊頁上 3 敘事圖，

照上頌經文闡述，為兩兩預表論結構的關係，相當工整。以諾跟以利亞這兩位《舊

約》賢士祭司，他們的升天為耶穌升天的預表。此之外，“以利沙是耶穌門徒的

預表”，如第二則頌經文所寫，則屬類比的模組，更為貼切。因其間所訴求的衣

缽繼承關係，就以利亞跟以利沙兩位先知而言，是職權上完整的讓渡，而耶穌的

門徒並無法取而代之，僅為其人間的代言者身份。 

 

    冊頁中央環圈外側 4 位見證人，分別是《舊約》大衛王、小先知彌迦、所羅

門王、以及摩西等 4 人。他們手中字捲軸為其相關《舊約》書卷的引言，上寫道： 

 

「天主上升，有歡呼聲護送28。」（ASCENDIT DEUS IN IUBILATIONE.）（詩篇

                                                
26  In Genesi legitur, quod Enoch deo placuit et translatus est in paradysum, Enoch enim, qui deo 
placuit, Christum figurabat, qui deo patri summe placuit et ideo in paradysum celeste transferri meruit, 
cum enim in die ascensionis eum super omnes choros angelorum exaltavit. 
27  In libro Regum quarto legitur, quod cum helyas propheta in curru igneo tolleretur in celum, 
Helyseus clamabat dicens: Pater mi, pater mi, currus israel et auriga eius. Helyas Christum figurabat, 
quem videntes apostoli, quos helyseus demonstrabat, in celum ascendentem admirati sunt, cum 
Christus eis dixit: Ascendo ad patrem meum et patrem vestrum, deum meum etc. 文尾為一摘引句，參

見：「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約翰 20：17） 
28  此摘引文中譯取自思高版（詩篇 47：6），因與武加大古拉丁文版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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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他們的君王⾛在前⾯29。」（ASCENDET REX.）（彌迦 2：13）   

 

「看哪！他穿⼭越嶺⽽來。」（ECCE ISTE VENIT SALIENS IN MONTIBUS.）（雅

歌 2：8） 

 

「如鷹誘引幼雛⾶翔30。」（SICUT AQUILA PROVOCANS AD VOLANDUM.）（申

命 32：11） 

 

    這 4 則字捲軸上的經書摘引句，綜括之，傳遞兩個訊息：一是對於耶穌升天

的頌讚，一是他對子民的眷顧及疼惜跟引導。具體來看，起首第一則（詩篇〉引

言，傳由摩西堂兄可拉後裔所撰，因可拉曾經叛亂，後幡然悔改，後裔子孫銘記

在心，因而頌讚全知萬能天主，如書卷中所載：「天主上升，有歡呼聲護送，上

主騰空，有號角聲相從。你們應歌頌，歌頌我們的天主，你們應歌頌，歌頌我們

的君主。因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你們都應該以詩歌讚揚。」（詩篇 47：6 - 8）

第二則出自小先知彌迦的引言，則勾勒天主對子民的呵護，在前面親自引領，邁

向信義正確的道路。如全句經文寫到：「他們的君王走在他們前面，上主親作他

們的嚮導。」（彌迦 2：13）  〈雅歌〉的經文，則屬新娘神學，是對耶穌殷切

期盼的描述，盼望基督 終的降臨。 後一則，則為摩西臨終前，對以色列人的

諄諄告誡之語。這 4 句先知摘引文，從宗教道德教誨的面向出發，並未涉入預表

論中的預告或預表的闡述。 

 

 

 

                                                
29  此摘引文中譯取自思高版。 
30  思高版及和合版中譯文，經查與武加大古拉丁文版本不竟相同，本引文由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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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聖靈降臨』 

 
圖七：『聖靈降臨』冊頁單元（左側『摩西領授十誡』、右側『以利亞與祭壇天火』），聖弗里

安《貧窮人聖經》（St. Florian，Stiftsbibliothek；cod. III 207 ; fol. 9v）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本冊頁主題為「聖靈降臨」 (Missio sancti spiritus) ，

如繕寫環圈的正上方。3 幅冊頁上並置視覺圖像，為中央環圈內的『聖靈降臨』

（ Pfingsten，The Descent of the Holy Spirit）主圖（使徒 2：1 - 4），以及兩側採

集自《舊約》〈出埃及記〉與〈列王記上〉書卷的『摩西領授十誡』（Moses empfängt 

die zehn Gebote，Moses receiving the tablets）（出埃 24：12）以及『以利亞與祭壇

天火』（Brandopfer des Elija，Fire of heaven consumes the Sacrifice of Eliah）兩圖。

（列上 18：21 - 39）中央環圈外 4 角 4 位先知半身像，分為《舊約》大衛王、以

西結、西拉、約珥等人。此之外，工整繕寫在雙環圈內的文本，為傳由他們所撰

〈詩篇〉、〈以西結書〉、〈智慧篇〉、〈約珥書〉等書卷的 4 則摘引句，一起組成本

冊頁一共 7 圖 9 文的元素。 

 

    聖靈的降臨發生在耶穌升天後的第 10 天。當時，「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

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

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使徒 2：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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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後世公認教會的誕生日，也是聖弗里安冊頁，繼耶穌復活升天後，額外增添

擴充的兩則敘事單元的第一則。 

 

    基督教信仰歷兩千年不墜，教會機制的誕生與運作，扮演重要角色。在冊頁

上，這段具有祕契色彩的重要事件，以手持天堂鑰鎖的使徒彼得，居中為首，左

右齊聚各 5 位門徒做完整處理。正襟危坐的使徒彼得，表情肅穆，雙手握持耶穌

親自交給他的天堂鑰鎖，（馬太 16：19）坐在畫面中央。兩側使徒井然有序，分

坐於左右。《新約》〈使徒行傳〉記載說，“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

們各人頭上”，冊頁上對此略過。但門徒及彼得的正上方，象徵聖靈的聖鴿，則

翩然展翅，自 5 片雲彩中降降，點出此幅作品的主題。誠如上方短詩句所寫：此

刻正是「聖靈佈滿聖人的心」（PECTORA SACRORUM REPLET ALMUM PNEUMA 

VIRORUM.）。 

 

    在聖弗里安主圖『聖靈降臨』兩側，《貧窮人聖經》編者採集『摩西領授十

誡』跟『以利亞與祭壇天火』兩幅《舊約》敘事圖來做搭配並置。『摩西領授十

誡』一圖，家喻戶曉，再現摩西上西奈山領授天主賜予的十誡律法石版。冊頁就

此的表現及刻劃，頗為細緻。在周邊的環境上，數株婀娜多姿、造形不一的草本

花卉，散佈在山際。兩名頭戴丁字帽的猶太人，隱身於山腰，露出上身。一實線

一虛線勾出的兩座山丘，平行彎弧狀，跟十誡律法雙石版造形、以及冊頁頂端天

主背後兩朵齒狀的雲彩，咸遙相對應，處理不俗。做為圖像上意涵的承載者，摩

西一人造形放大處理，以挺身跪姿側首全身做表現。此時，披髮蓄鬚，罩衫長袍

及地的年邁的摩西，他一邊仰首，恭敬有加的看著天主，一邊伸出雙手，接下天

主親手交給他的兩塊十誡石版。在石版上，抄錄了一段銘文，出人意料的，它並

非十誡律法內文，而是截自《新約》〈馬可福音〉一段著稱的經文：「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diliges dominum deum tuu(m) ex toto corde tuo 

et ex t(ot)a an(im)a t(ua).）（馬可 12：30）溢出了這幅《舊約》敘事圖本身的時空

座軸。不過，在上方的短詩句中，則回到主題寫到：「天主的律法，在西奈山交

給摩西。」（LEX EST DIVINA MOYSI DATA VERTICE SYNA.） 

 

  在聖弗里安『聖靈降臨』主圖右側，設置編排嵌入的圖像是『以利亞與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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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火』，也關涉一則神跡顯現的經過。在北國以色列哈拿王朝時，因王后耶洗別

崇奉異教巴力神，因而違綱亂紀，耶和華的先知遭一一剷除。先知以利亞奮不顧

身，因而站出來，挑戰巴力神祭司 450 人。在冊頁圖像上，濃縮精簡的處理，為

先知以利亞一人，跟哈拿王及大臣一老一少，以及一張祭壇桌上一隻獻祭牛犢，

來做表現處理。此時冊頁上，在雲層間，出現天主下諭令的兩根指頭，依經書記

載：「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盡燔祭、木柴、石頭、塵土，又燒乾溝裏的水。」」

（列上 18：38）原來這是一場先知比武的賽事。以利亞與巴力神的先知相約，

在祭壇上獻上牛犢，而「那降火顯應的神，就是神。」（列上 18：24）結果巴力

神的先知，求告一無所動靜，而以利亞祈求神助，天便降下大火，讓「眾民看見

了，就俯伏在地，說：「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列上 18：39）一如上方

文本欄的短詩句寫到：「天降大火，感動眾人歸依」（CELICA FLAMMA VENIT ET 

PLEBIS PECTORA LENIT.） 

    

    《貧窮人聖經》冊頁上，『摩西領授十誡』及『以利亞與祭壇天火』這兩幅

《舊約》圖像，採集安頓在『聖靈降臨』的兩側，循例有其內在互動的關係。冊

頁上方文本區兩則頌經文如下闡釋道： 

 

「我們在創世記讀到，天主對摩西說：上⼭到我這裡來，我要給你律法的兩

塊⽯版。便像摩西獲得銘刻律法的兩塊⽯版，在聖靈節這天，新的律法也銘

刻在⿑聚⼀堂信徒的⼼中31。」 

 

「我們在列王記讀到，先知以利亞架起⽜犢燔祭，放妥薪材，四周圍著群眾，

便向天主⼤聲求助。這時天降⼤⽕，將祭壇祭物燒毀殆盡。全體眾民便就信

                                                
31  Legitur in Exodo, quod Dominus dixit ad Moysen: Ascende ad me in montem et dabo tibi duas 
tabulas testimonii. Sicut Moysi lex fuit data in tabulis lapideis inscriptis, sic in die pentecostes fuit lex 
nova in cordibus fidelium scripta, quando ignis divinus in linguis super credentes in unum congregatos 
appa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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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降⼤⽕，這是聖靈降下⼤⽕的預表，它以⽕耗盡⾨徒⾝上所有的罪32。」 

 

由這兩則頌經文的闡釋可知，冊頁『聖靈降臨』主圖跟『摩西領授十誡』的關係，

建立在兩序列，先是類比、後是神學象徵的譬喻上。天主頒予摩西十誡律法做為

行為圭臬的準則，一如天主賜予耶穌給選民做為救贖，此為前者；後者神學的象

徵，則在摩西代表的舊律法，將為耶穌所開啟的新律法所取代，因為，聖靈降靈

“新的律法也銘刻在齊聚一堂信徒的心中”，指的正是耶穌帶來的救贖福音。就『以

利亞與祭壇天火』跟『聖靈降臨』主圖而言，一如上頌經文所述，“天降大火”

則是它們的接榫點。前者是由耶和華所施行，後者由聖靈所展露，兩者也擁有類

比的基礎。 

 

    在中央環圈外 4 角，《舊約》大衛王、以西結、西拉33（SYRACH）、約珥等

4 位先知現身為見證者。傳由他們所寫的〈詩篇〉、〈以西結書〉、〈智慧篇〉、〈約

珥書〉等 4 書卷，在聖弗里安卷帙編纂者的精心揀選下，摘引了其中各一則金玉

良言，為冊頁『聖靈降臨』主圖像，做為神學上延展的註腳。這 4 句先知的引言

如此寫到： 

 

「因天主說的話，諸天造成。」（V (ER)BO D (OMI)NI CELI FIRMATI SUNT）

（詩篇 33：6） 

 

「我要將我的靈賜與你們⼼中。」（SP (IRITU)M MEU (M) PONAM IN 

MEDIO V (I)RI）（以西結 36：27）   

 

                                                
32  Legitur in libro Regum quarto, quod helyas propheta, cum imposuisset holocaustum bovem unum 
super ligna et circumstante populo invocavit dominum et ignis veniens de celo consumpsit omnia et sic 
populus credidit domino. Iste ignis celicus figurabat illum ignem divinum, qui in die pentecostes venit 
super discipulos et eos purgavit et omnia vicia peccatorum in eis consumpsit. 
33  冊頁上右上先知身旁，加註西拉（SYRACH）之名，不過、此句摘引文出自《舊

約》《智慧篇》，相傳為所羅門王所寫。《舊約》中傳由西拉所寫的，為〈西拉書〉，思

高譯名為《德訓篇》，此二書卷於新教中屬《舊約》次經，做一註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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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靈充滿了世界。」（SP (IRI)T (US) D (OMI)NI REPLEVIT ORBEM 

T (ER)RARUM）（智慧 1：7）   

 

「我要將我的靈充滿我的僕⼈和使⼥。」（SUP (ER) SERVOS MEOS (ET) 

ANCILLAS）（約珥 2：29） 

 

這 4 則《舊約》摘引言，意涵從字面上理解，淺白可懂。惟〈詩篇〉的第一句經

文，意表天主創天造地；其餘 3 則，咸聚焦在『聖靈降臨』主圖的主角，亦聖三

中的聖靈，“充滿了世界”也浸漬於所有人心。這裡基於先知所言，咸出於神的默

示，因而透過去/再脈絡化，以第一人稱表述，一方面烘托聖靈的角色功能所在，

另一方面，凸顯教會立基於聖靈的訊息，進而讓本冊頁完整的足以彰顯教會來源

的正當性。 

 

8、『聖母之死』 

 
圖八：『聖母之死』冊頁單元（左側『巴示拔與所羅門』、右側『以斯帖封后』），聖弗里安《貧

窮人聖經》（St. Florian，Stiftsbibliothek；cod. III 207 ; fol. 9v）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卷帙 後一則敘事單元為『聖母之死』（Tod Mar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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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tion of the Virgin）。（使徒 2：1 - 4）全冊頁揀選配置在環圈內，這幅主圖

像兩側的，為《舊約》〈列王記〉上所載的『巴示拔與所羅門』（Batseba vor Salomon，

Solomon enthrones Bathsabee）（列上 2：19 - 20）以及截自〈以斯帖〉書卷中『以

斯帖封后』（Ester vor Artaxerxes，King Assuerus honors Esther）（以斯 2：15 - 23）

兩幅敘事圖。在中央環圈外 4 角，4 位先知半身像，是《舊約》大衛王、以賽亞、

所羅門王、西拉等。另文本的部份，也有兩則頌經文、3 則短詩句、及 4 則先知

的摘引句，共同組成冊頁上 7 圖 9 文的物件。 

 

    聖母瑪利亞在早期基督教發展史上，身份與地位日益上揚。西元 325 年尼西

亞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Nicea）明訂她「童貞瑪利亞」（Virgin Mary）名銜、

431 年以弗所大公會（The Council of Ephesus）頒定「天主之母」（Theotokos、

God-bearer）、649 年拉特朗大公會（Council of the Lateran）欽定「終身童貞」

（Perpetual Virginity of Mary），這些見證 遲 7 世紀，聖母瑪利亞在基督教信

仰中，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Berceo, 1997；Foskett, 2003） 

 

    誠如早期教父薩拉米斯伊皮法紐（ (Epiphanius of Salamis，c. 315 – 403）所

言，《新約》中對於聖母瑪利亞的辭世經過，雖未做任何記載，不曾提及聖母的

死、或未死，或是有關她的安葬、以及安喪之所。（Tavard，thousand faces of the 

virgin，1996，24）不過，此一留白，在 5 世紀末至 9 世紀末之間，陸續填補，

大量文本出爐。及至中世紀盛期，在《貧窮人聖經》編纂成書前，聖母瑪利亞之

死，由拜占庭藝術進入歐洲，業廣泛露出在手抄彩繪、鑲嵌畫、教堂門楣浮雕等

跨媒材的創作上，其受重視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就聖弗里安本冊頁而言，首先引人注意的是，雙環圈內循照慣例，抄繕冊頁

主題，上寫到：「聖母升天」 (ASSU (M)PC (I)O MARIE)的字樣 ，然環圈內主圖

像，再現的是聖母往生，稍早臨終的場景，兩者有著落差。聖母在圖像上，全身

橫臥床上，裹在長衫衣袍裡，僅露出五官臉部。雙眼緊閉，雙手交叉胸前，已呈

往生狀。左右各有 6 名門徒隨侍在側，搥胸頓足，呈哀悼神情。地面擺著 4 根燭

台，襯托聖潔氣氛。畫面上還有一個不尋常的表現，那是蓄鬚的耶穌單獨居中，

他手中抱擁著一位頭戴冠冕的女童，十分獨特。原來這是聖母靈魂的象徵，依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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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將由耶穌引領升天。如上方短詩句寫到：「聖母瑪利亞與耶穌在天堂重逢。」

（IUNGITUR ASSUMPTA CHRISTO PIA VIRGO MARIA.） 

 

    兩圖採集配置在環圈左右的《舊約》圖像，是『巴示拔與所羅門』及『以斯

帖封后』兩幅預表圖。在構圖設計上，這兩幅敘事圖，咸以皇族尊榮人士，頭戴

冠冕，一男一女，雍容華貴高坐寶座，來做處理。如左側上的『巴示拔與所羅門』

一圖，寶座上坐的是母后巴示拔（BERSABEE）及所羅門王（SALOMON），刻

劃經書所載：「拔示巴去見所羅門王，要為亞多尼雅提說；王起來迎接，向她下

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為王母設一座位，她便坐在王的右邊。」（列上 2：19 - 

20）右側上的『以斯帖封后』一圖，則為以斯帖（HESTER）及亞哈隨魯

（ASSVERUS）國王及皇后兩人，一如經書說：「亞哈隨魯王第七年十月，就是

提別月，以斯帖被引入宮見王。王愛以斯帖過於愛眾女，她在王眼前蒙寵愛比眾

處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她頭上，立她為王后。」（以斯 2：16 - 17）對

此，兩則上方短詩句，如實以告的寫：「前來宮中的母親，所羅門王賜予寶座。」

（IN TRONO MATREM LOCAT SALOMON ADVENIENTEM.），或是「天主跟他的母親，

是亞哈隨魯王跟以斯帖。」（REX DEUS, ET MATER HIC EST ASSWERUS ET HESTER.）

將『巴示拔與所羅門』及『以斯帖封后』兩幅圖的主題，做了描述。 

 

    聖弗里安冊頁上，對於 3 幅敘事圖的彼此互動關係，利用冊頁上方的文本欄

中，寫下兩則頌經文，來做闡述。它們分別寫到： 

 

「我們在列王記上讀到，所羅⾨王的母親巴⽰拔來到宮中，所羅⾨王親⾃下

令，在⾃⼰的王位旁，給母親⼀個寶座。巴⽰拔是榮耀聖母瑪利亞的預表。

在接引升天後，聖母瑪利亞的寶座在所羅⾨王，也便是我們的主耶穌⼀旁34。」 

 

「我們在以斯帖中讀到，亞哈隨魯王在以斯帖來到宮殿中時，尊榮的接待

                                                
34  Legitur in libro Regum quarto, quod, cum Bersabee mater salomonis fuisset ingressa ad eum in 
palatium suum, ipse rex salomon iussit poni matri sue thronum iuxta suum. Bersabee virginem 
gloriosam significat, cuius thronus in die assumptionis positus fuit iuxta verum salomonem, scilicet 
dominum nostrum Jesum Chris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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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讓她坐在⾃⼰的⾝旁。以斯帖皇后是榮耀聖母瑪利亞的預表，亞哈隨魯

王意表耶穌基督。在接引升天後，聖母瑪利亞尊榮的寶座，在天國耶穌的⾝

旁35。」 

 

易言之，上面頌經文一共排比 3 組聖經裡舉足輕重的人士，聖母瑪利亞/耶穌、

巴示拔/所羅門王、以斯帖/亞哈隨魯。後兩組出自於《舊約》、前一組屬於《新約》

人士，對於這樣的並置，頌經文以“預表”的概念來串接，不過，細做觀視，巴示

拔跟以斯帖晉身於寶座上，出自於兩位人間君王的旨意，這跟聖母“尊榮的寶座，

在天國耶穌的身旁”，屬靈的背景及涉入神意，可說層次不一。然從視覺端的閱

讀看，『巴示拔與所羅門』及『以斯帖封后』兩圖，一男一女頭戴冠冕，雍容華

貴並排坐在寶座上，其尊榮身份，如鏡像映照在環圈的主圖上，則顯而易見，反

倒跟冊頁環圈所寫「聖母升天」 ，可做所連接。 

 

    在聖弗里安冊頁雙環圈的外側，卷帙的編者收集《舊約》大衛王、以賽亞、

所羅門王、西拉等 4 位先知半身像。而傳由他們所寫的〈詩篇〉、〈以賽亞書〉、〈雅

歌〉、〈智慧篇〉等書卷，也從中各摘引一句引言，書寫在雙環圈中。這 4 則摘引

文依序如此寫到： 

 

「民中的富⾜⼈也必向你求恩。」（VOLTU (UM) DEP(RE)CABU(N)T(UR) 

OM(N)ES DIVITES.）（詩篇 45：12） 

 

「將獲得黎巴嫩的光華36。」（GL (ORI)A LIBANI DATA ES EI.）（以賽亞

35：2）   

 

                                                
35  Legitur in libro Hester, quod, cum regina Hester venisset ad asswerum in suum palatium, ipse rex 
asswerus eam honorando iuxta se posuit. Hester regina virginem gloriosam significat, quam asswerus, 
id est Christus, in die assumptionis sue in gloria iuxta se collocavit. 
36  此句〈以賽亞〉摘引文，取自思高版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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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上來的，是誰啊37？」（QUE E (ST) ISTA QUE ASCENDIT.）（雅歌 3：

6） 

 

「純潔的後代，在美德的光輝下，多麼美麗38﹗」（Q Q (UAM) PULC (HRA) 

E (ST) CASTA GENERACIO (E)T CARITATE.）（智慧 4：1） 

 

這 4 句揀選自《舊約》的摘引文，採集自不同書卷的內文，所傳遞的聲音一如對

話理論家巴赫汀（Michel Bakhtin）所提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且各自有其

原本的脈絡。〈詩篇〉為一婚宴讚辭，〈以賽亞書〉描述神聖信任之路，〈雅歌〉

刻劃由礦野來的新娘、〈智慧篇〉則是在對義人與惡人排比下，針對前者的讚譽。

然經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編者的裁切重組、以及再脈絡化後，便產生跟『聖

母之死』無縫接合完滿的意象。如針對聖母瑪利亞的慈悲、她的光華奪豔燦爛美

德、以及不排除，對她升天的影射與暗示。 

 

    聖弗里安冊頁本則敘事單元，以聖母之死為主題，配置兩則《舊約》圖像以

及先知引言的安排下，為耶穌的生母瑪利亞做了至高無上的敬意，與尊崇的讚

譽。根據《關於童貞瑪利亞入眠與升天的古代傳統》（Ancient Trad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s Dormition and Assumption）一書作者所寫，有關於瑪利亞之死，在 5、6

世紀之間，出現大量書寫熱潮，它們的描述經過，雖然不一，但共同分享下面幾

個主題：瑪利亞於耶路撒冷辭世、臨終時數名門徒在場、耶穌奉迎母親的靈魂，

以及她的身體或跟靈魂進入到天國。（Shoemaker，2002，2）循此看，聖弗里安

本冊頁環圈內抄繕的「聖母升天」，本身視覺主圖像表現『聖母之死』，還有左右

配置《舊約》『巴示拔與所羅門』及『以斯帖封后』兩圖，傳遞出瑪利亞封后的

訊息，雖然這些訴求重點不一，但提供至少 3 個層面的開放性意涵，則跟 5、6

世紀興起的聖母文本所示，不相違背。 

 

                                                
37  此句〈雅歌〉摘引言，依卷帙拉丁文由筆者自譯。 
38  此句〈智慧篇〉摘引文，取自思高版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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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聖弗里安修道院圖書館珍藏的《貧窮人聖經》手繪抄本，為今傳世 60 餘卷

帙中 古老的一本。完成於西歐中世紀盛期 1310 至 1320 年間，全書收錄 34 則

耶穌生平事蹟圖像單元，集結 34 幅《新約》圖像、68 幅《舊約》圖像、以及 136

則《舊約》書卷引言，洋洋大觀，如微型版圖解聖經。 

  

     本論文以該古卷帙 後 8 則記述耶穌復活升天冊頁為考察對象，除就每一獨

立冊頁 7 圖 9 文，進行描述介述及分析外，也對焦在跨新、舊兩約，計 3 幅敘事

圖像，其預表論神學的互動對話關係上。一方面，我們發現，聖弗里安抄本中 3

幅敘事圖的組織原理，循照古代預表論神學做架設，當中除了《新約》『浪子回

頭』一圖，其餘咸屬 2《舊約》圖配置 1《新約》圖的標準形式模組。另一方面，

從其內容示意機制看，預表論傳統《舊約》圖像為《新約》圖的預告，或《新約》

圖為《舊約》圖像的應驗及實現，此一嚴格的組織樣態，則有鬆綁，未必一陳不

變，照單全收。在 8 則耶穌復活升天的單元中，『約拿從鯨腹吐出』預告『耶穌

復活圖』、『以諾隨主升天圖』預告『耶穌升天圖』跟『以利亞升天圖』預告『耶

穌升天圖』等兩冊頁單元上的 3 例，屬嚴謹的預表論思維的表述及展陳。其餘 6

冊頁的跨兩約並置圖像，則多數反應其底部類比學的概念。像在「耶穌復活顯現」

系列裡的 3 冊頁單元中，跟《新約》『勿觸碰我』、『向門徒顯現』、『疑惑的

多瑪』配置的《舊約》6 幅圖像，主要是透過「尋找」、「覓得」、「相認」3

類比概念，來做榫接的。或者是『聖母之死』單元上，聖母未來天國的加冕封后，

不單提前做了表述，而且是以兩組《舊約》人世間封后敘事，藉視覺類比來做意

象的烘托與示意。 

 

    同樣我們也發現，在《舊約》預表圖像端上，同步雙軌表述的特色。如在『疑

惑的多瑪』跟『聖靈降臨』兩冊頁單元上，配對的 2 幅《舊約》圖像，本身擁有

獨立意涵，各自由不同面向來闡釋《新約》主圖。尤其後者，以「鐫刻、銘印」

類比，將上帝鐫刻十誡石版給予摩西，跟耶穌基督福音，亦“新的律法也銘刻在

齊聚一堂信徒的心中”，兩者透過鐫印，來做相提並論的扣合，周全也完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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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知悉，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手繪抄本，在 後 8 則敘事單元的跨兩

約設計編纂上，其示意機制，屬於狹義的預表論神學概念的實踐，為數量偏低。

這跟《舊約》經文鮮少涉入有關復活後顯現相關議題，應該有關。也因此，在

後 8 則敘事單元中，新律法取代舊律法的神學觀、新娘神學觀，包括屬於《新約》

的『浪子回頭』圖像，進入聖弗里安卷帙中《舊約》的預表位置，便展現預表論

並置模組，充分提供發揮多元表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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