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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人物──新約預像 

「這亞當原是那未來亞當的預像」（羅 5:14） 
2019-08-24/09-04	 

李子忠 
  

預像論 
聖經用希臘文 τύπος typos 一字，原有「打模」、「打印」之意，引伸許多意義，可以

指「式樣」（出 25:40；宗 7:44；希 8:5），或指「模範」（弟前 4:12；得前 1:7；伯

前 5:3；鐸 2:7）或「規範」（羅 6:17）和「鑑戒」（格前 10:5-11）。也可指「表樣」

（斐 3:17）或「榜樣」（得後 3:9）。以上各項意義，都屬於人倫範圍。 
 
然而，羅 5:14「這亞當原是那未來亞當的預像（typos）」，這裡所用的「預像」一

字，顯然是另有一種意義：亞當第一預表亞當第二——基督；一個歷史上的人物——
第一個亞當，預像另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亞當第二，基督。同樣，按聖保祿的見

解，以民在梅瑟領導下，經過曠野往許地去這事，同樣也是新約時代天主的選民，在

基督領導下，往真實的福地——天父的家鄉去的事的預像（格前 10:1-11）。像這樣的

預像，在《希伯來書》中尤其不少。大概可說，按羅、格、希三書，預像乃是一人物

或一事實，由於天主的措置，預示未來另一人物或另一事實。 
 
新舊約的關係 
基督徒一向視舊約經書與新約經書，同為天主的啟示。「舊約的計劃最主要的是預作

安排，即為準備、預告（參閱路 24:44; 若 5:39; 伯前 1:10），並以種種預像，預示普

世的救主基督及默西亞王國的將臨（參閱格前 10:11）。……新舊約諸書的默感者及作

者——天主如此明智地安排，使得新約隱藏於舊約裏，舊約顯露於新約中（Lat: novum 
in vetere lateret et in novo vetus pateret）。因為基督雖然用自己的血建立了新約（參閱

路 22:20; 格前 11:25），但是舊約經書在福音的宣講中，全部被接受了，並在新約中

獲得且彰明自身完整的意義（參閱瑪 5:17; 路 24:27; 羅 16:25-26; 格後 3:14-16），反過

來說，舊約亦光照並解釋新約」（參看梵二《啟示示憲章》15-16）。 
  
新舊兩約彼此既隱藏又顯露的關係，可以透過不同方式而存在，包括典故、預像、預

言等。 
1）典故（allusion）：引用古代故事和有來歷的詞語表明事理；如引用成

語作類比。 
 2）預像（typology）：以舊約人物、事件或制度，作為新約人物、事件

或制度的預示或預兆；如瑪納⟶聖體、依撒格／約納／梅瑟⟶耶穌、

過紅海⟶洗禮等。 
3）預言（prophecy）：天主透過（a）言語（出 3:4-22；撒上 3:4-14; 9:15-

17）、（b）夢境（戶 12:6）、（c）神視（則 37），把自己的旨意啟

示給先知，叫他們預告將要發生的事：貞女懷孕生子、耶京毀滅、充

軍回國等。 
  

教會初期為回應猶太人否認基督是舊約的滿全，並為駁斥馬西翁（Marcion）否認舊約

是基督徒聖經一部分的異端，大多採用「預像」的講法。教父們認為，當舊約經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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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講論基督時，它們是以預像來預示他和其他新約事物。預像論尤其適用於解釋舊

約中難以理解的經文，或涉及基督徒摒棄的猶太法律和典章制度，尤其是那些看似與

基督信仰相反或矛盾者。 
  
教會相信聖經為首的作者——天主聖神，使包括在舊約內的一些重要人物或事實，含

有預像性。由於聖經具有這種預像的意義，教父以這種預像意義來解釋聖經，原沒有

什麼可奇處；但無可否認，教父有時也有過於應用預像釋義的情況。 
  
綜觀上述討論，我們可以說新舊約的預像關係，必然抱括二者相類似的地方，但亦有

超越的地方：新約並不重複舊約中的事物，而是使之達致圓滿或完全實現。怎樣知道

一些舊約的人物和事實，是新約人物和事實的預像？我們的答覆是，由聖經本身及教

會古老普遍的傳授。聖經本身對此作證，例如先知把伊甸的喜樂和平安，視為默西亞

時代的和平與幸福的預像（請比較創 2:4-25 及歐 2:21-25；亞 9:13；則 34:26）。原祖

亞當管治一切動物（創 2:20），在默西亞時代，野獸也要馴服於人（則 34:25），彼此

和睦相處（依 11:6）。則 47:7-12 將新耶路撒冷，默西亞王國的首都，描寫得有如一

個新的樂園。這種預像性也貫徹猶太偽經，如巴路克默示錄、哈諾客、肋未遺囑等；

連在新約內的聖若望默示錄及聖依肋利所提及的「長老遺言」中，亦可見到。 
  
諾厄時代的洪水（創 6-9）在舊約就已視為天主未來作為的預像，見依 24:1-6; 28:14-18
等。天主未來的作為，不但是屬於刑罰，可也是屬於慈憫，如同在洪水時代一樣（見

依 54:8-10）。按照聖詠，諾厄獲救於洪水，以民在梅瑟領導下獲救於埃及，也是天主

將來會拯救自己選民的預像（見詠 46; 74:12-14；參見依 51:9-10；德 44:17-19；至於

新約見瑪 24:37-39；伯前 3:18-21；伯後 3:3-10）。 
  
亞巴郎祭獻依撒格（創 22），也含有預像的意義（見若 3:16；羅 8:32；希 11:17-
20）。聖教會的教父和聖師，很愛將祭獻依撒格作為耶穌祭獻的預像，如偽經巴爾納

伯書（7:3）、依肋內（Adv. Haer. IV 5, 4）、戴都良（Adv. Marc. III 18; Adv. Jud. 
10）、猶思定（Dial. XI2. 3）、聖西彼廉、聖依拉利、聖亞大納修、金口聖若望、德

奧多勒及聖多瑪斯等。 
  
以民出埃及、過紅海、立盟約、四十年漂流曠野等等事蹟，按全部聖經，即舊新二

約，都是未來更偉大的事蹟的預像。歐 2:14,15 描寫默西亞時代，有比昔日以民在曠野

懷著熱忱追隨自己的天主、雅威（參見歐 8:13; 12:9,10; 13:4）。依撒意亞同樣利用出

離埃及事，來描述默西亞時代（見出 13:21 對依 4:5; 11:15; 43:16-21）。為依撒意亞新

「出谷」事且與出離巴比倫充軍之地相似，甚或遠遠超過第一次「出谷」（見出

17:6 對依 48:21, 22; 49:10; 52:12）；出離埃及時「急迫離開埃及」（出 12:39），出離

充軍地時，「不必慌張，更不必奔逃，因為上主要走在你們前面，以色列的天主將作

你們的後盾」（依 52:12；參見耶 23:7,8；則 20:33；米 5:9 等）。（關於新約要超過

舊約，見耶 31:31-33；希 8:6-13） 
  
新約更將「出谷」作預像切實貼合在默西亞身上（見歐 11:1 對瑪 2:15；依 40:3 對瑪

3:3；出 23:20；拉 3:1 對瑪 11:10）。耶穌領洗後，聖神領他至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 瑪 4:1 ） ， 就 如 昔 日 以 民 四 十 年 之 久 在 曠 野 受 試 探 （ 出 17:1 ； 申 4:3; 6:16; 
8:15,16）。再者，耶穌四十日在曠野禁食，表現自己是「第二個梅瑟」和「誠實的以

色列」：如同梅瑟是立法者，耶穌亦然；是以民的拯救者，耶穌更是（出 20；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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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梅瑟曾選立了七十位長老（戶 11:16），耶穌也選取了七十位門徒，治理新以色

列十二支派（路 10:1）。 
  
較諸觀福音，若望福音更愛把耶穌呈現為遠超舊者的新梅瑟；天主藉耶穌在新約所作

的事，遠超過藉梅瑟在舊約所作的事：昔日在曠野中天主住在帳幕內，如今天主的

「聖言」永遠留在耶穌內，藉耶穌而留在新以色列子民內，因為耶穌是天主的真實的

帳幕，真實的聖殿（若 1:1-18 // 出 40:36），懸在竿上治愈人民致命傷的銅蛇，是令人

出死入生、懸於苦架上的耶穌的預像（若 3:14 // 戶 21:8, 9）；天主給在曠野的選民降

下的「瑪納」，是耶穌將自己的體血賜給新選民作飲食的神糧的預像（若 6:31,59 // 出

16:13,21）；逾越節羔羊是耶穌自作犧牲的預像（若 18:28; 19:36 // 出 12:6,46）等。

（關於「出谷」其他的預像性，參見格前 10:1-13；伯前 1:13-2:10；希 3:3-5; 8:5-7,12; 
9:11-12; 12:19-24） 
  
亞當是基督的預像：基督的恩賜遠超過亞當的遺禍（羅 5:12-21） 
按聖保祿的意見，原祖亞當是未來的亞當——默西亞的預像（typos 羅 5:14-21；格前

15:20, 45,48；哥 3:9,10；弗 4:24）。 
  
12 故此，就如罪惡藉著一人進入了世界，死亡藉著罪惡也進入了世界；這樣死亡就殃

及了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成義也是如此──	 13 沒有法律之前，罪惡已經在世

界上；但因沒有法律，罪惡本不應算為罪惡。14 但從亞當[1]起，直到梅瑟，死亡卻作

了王，連那些沒有像亞當一樣違法犯罪的人，也屬它權下：這亞當原是那未來亞當

的預像（Gk: τύπος typos）。 
15但恩寵決不是過犯所能比的，因為如果因一人的過犯大眾都死了；那麼，天主的恩

寵和那因耶穌基督一人的恩寵所施與的恩惠，更要豐富地洋溢到大眾身上。16這恩惠

的效果，也不是那因一人犯罪的結果所能比的，因為審判固然是由於一人的過犯而

來，被判定罪；但恩賜卻使人在犯了許多過犯之後，獲得成義。17 如果因一人的過

犯，死亡就因那一人作了王；那麼，那些豐富地蒙受了恩寵和正義恩惠的人，更要藉

著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為王了。 
18這樣看來：就如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被定了罪；同樣，也因一人的正義行為，眾

人也都獲得了正義和生命。19正如因一人的悖逆，大眾都成了罪人；同樣，因一人的

服從，大眾都成了義人。20法律本是後加的，是為增多過犯；但是罪惡在那裡越多，

恩寵在那裡也越格外豐富，21以致罪惡怎樣藉死亡為王，恩寵也怎樣藉正義而為王，

使人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獲得永生。 
  
格前 15:21-22 
因為死亡既因一人而來，死者的復活也因一人而來；就如在亞當內，眾人都死了，照

樣，在基督內，眾人都要復活。 
  
為什麼「一切人都犯了罪，都缺乏了天主的光榮」呢（羅 3:23）？這是因為人類原祖

犯了罪，因而殃及全部的後裔。為什麼凡是信仰天主和耶穌的人，不分猶太人和外邦

人，都能獲得成義、都能與天主和好呢（羅 3:24-26; 5:1-11 ）？這是因為天主立自己

的聖子耶穌作為人類的贖罪祭（3:25 ）。 

 
[1] 亞當＝人  םדא  Adam < 土、地 המדא  Adamah < 紅色 םודא  A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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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指出亞當和基督是兩個時代不同的首領：亞當是舊時代的，即死亡時代的首領；

基督是新時代，即生命時代的首領。5:12 說：因為人類因著他們的首領亞當的罪過也

染了罪過，因而「死亡藉著罪惡」也進入了世界，即是說：全人類都必須死亡。然

而，因著新時代的人類首領耶穌，成義和成義所包含的一切恩賜——救恩，也進入了

世界，即全人類得沾了救恩。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一句（5:12）該怎樣解釋呢？亞當死了，因為他犯了天主的禁

令。但是亞當的後裔沒有一個例外，都像亞當那樣死去了﹔這是為甚麼原因呢？保祿

的答覆是：「因為眾人都犯了罪，」亦即「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被定了罪」

（5:18），又是「因一人的悖逆，大眾都成了罪人」（5:19）。由此可知，既然所有的

人都有死了，全因他們都是亞當的後裔。因此歸納說：亞當的罪惡也傳染了自己所有

的後裔，使他們都被判為該死的罪犯：這就是教會自初興以來所說的「原罪」。 
  
「這亞當原是那未來亞當的預像」這句話（5:14），不外是說：亞當按本性界來說，

是人類的首領，也就其為首領來說，他預兆未來的第二位亞當；這第二位亞當將在超

性界，做人類新時代的首領。 
  
5:15,16,17 三節內保祿一連三次把亞當與基督對比。他之所以設立這種對比的理由，是

因為這兩位人類的首領：一位給人類帶來了不幸，一位帶來了幸福。第一位首領亞當

帶來了罪惡和死亡；第二位首領基督帶來了恩寵和生命。 
 
  
要明瞭這種對比法，先該知道保祿對死亡和罪惡的涵意。他把死亡和罪惡人格化了：

死亡好像一個暴君（格前 15:55），罪惡好像是是一個頗大的惡勢力，它叫「死亡」如

暴君一樣宰治人類。 
  
5:15 講論世人因耶穌所獲得的恩寵，遠遠超過亞當給人帶來的害處——死亡。雖然保

祿還沒明明說出，但由他的這種肯定的說法，我們可以邏輯地推論出，耶穌帶來的恩

寵勝過死亡。「死亡」不但指靈魂的死亡，且也指肉身的死亡。耶穌的恩寵使我們的

靈魂復活，得與天主和好，也要使我們的肉身將來和他自己一樣，從死中復活

（8:11）。 
  
5:16 重申：耶穌的恩寵超過亞當罪過的遺毒——靈魂和肉身的死亡。「恩惠」一詞無

疑地指示耶穌救贖人類的大工程。保祿叫我們明白亞當所為和耶穌所為，一是原罪，

一是救贖：二者具有天壤之別。他因而推論說：因一個人的罪過，天主審判一切人有

罪；然而天主及至「時期一滿」（迦 4:4）便派了他的的聖子降來救世，不但補贖工程

全是為反對亞當罪過的遺毒，因為耶穌的救贖是使人「獲得成義」。 
  
5:17 此節的意思是「因亞當的過犯，死亡作了王﹔同樣因基督的恩寵，生命也作了

王。」保祿具體地指出受生命恩惠的人：誰蒙受這恩惠，誰就作王。蒙受這恩惠的人

就是成義的人。   
  
聖多瑪斯秉承這思想，在他撰寫的聖體頌指出：「這奧蹟在古時已有象徵的史跡：被

獻 作 祭 品 的 依 撒 格 ， 被 宰 殺 的 巴 斯 卦 羔 羊 ， 及 賜 給 我 們 祖 先 的 瑪 納 in figú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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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esignátur, cum Isáac immolátur, agnus Paschae deputátur, datur manna pátribus」（參看

Lauda Sion Salvatórem），又說：「古教舊禮已成陳跡，新約禮儀繼聖功 et antíquum 
documéntum novo cedat rítui」（參看 Pange lingua）。 
  
厄娃是教會和瑪利亞的預像 

亞當既是默西亞的預像，厄娃自然是聖教會的預像（弗 5:21,32；參見創 2:24 和雅

歌）。聖保祿注重第一個亞當和第二個亞當——基督；聖若望在他的《默示錄》內特

別暗示伊甸樂園真正實現在聖教會內（22:1,2；參見 2:7; 22:14-19）。聖教會初期的教

父和歷代的聖師，用預像論來解釋樂園、亞當和厄娃的預像性，並不是憑自己的想

像，而是依據聖經及一些從宗徒們和宗徒弟子一脈相承的傳授。如果沒有這些傳授，

就很難解釋何以聖猶思定、聖依肋內、戴都良、聖安博等，敢肯定厄娃是聖母瑪利亞

的預像，就如亞當是耶穌基督的預像。《希伯來書》的作者，多次也按照埃及亞歷山

大城淮羅的預像論來解釋舊約，亞歷山大神學派大師，如龐特諾、克肋孟、奧利振，

以及後學聖師安博等也接受這解釋。 
  
耶路撒冷的熙雍山上的聖母安眠堂的地下小堂，有一座聖母安眠像，上面有鑲以馬賽

克的華蓋，中央是耶穌像，周圍有六位舊約女性，她們都是聖母瑪利亞的預像，包

括：厄娃、米黎盎、雅厄耳、友弟德、盧德、艾斯德爾，她們都與瑪利亞參與救贖工

程的角色有關，成了瑪利亞的預像。 
 

 
耶路撒冷聖母安眠堂地下小堂的聖母安眠像上的華蓋 

  
 《天主教教理》論預像： 
128. 教會遠自宗徒時代及其後在聖傳中，就不斷地透過預象法，強調新舊兩約在上主

計畫中的一體性。在舊約的天主工程中，這預象法使人認出時期圓滿時，天主在其降

生成人的聖子身上所完成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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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因此，基督徒要在死而復活的基督光照下去閱讀舊約。預象法的閱讀披露了舊約

的無窮內涵。然而不應忘記，它保持著吾主親自重新肯定的啟示的固有價值。因此，

也要在舊約的光照下去閱讀新約。初期的基督徒教理講授經常都是這樣作的。根據一

個古老的說法：「新約隱藏在舊約中，而舊約則顯露在新約中」。 
  
130.預象法指出邁向天主之計畫完成時的那種動力，那時「天主將成為萬物之中的萬

有」（格前 15:28），例如聖祖們的蒙召及出離埃及，並不失落他們在天主計畫中的本

身價值，因為他們同時是該計畫的中途站。 
  
1093. 聖神在聖事的救恩計畫中完成舊約的預象。既然「在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和舊約

中，已經奇妙地妥善準備了」基督的教會，那麼，教會的禮儀保存了舊約中的一些敬

禮的要素，作為其完整和不可取代的部分：主要是宣讀舊約、以聖詠祈禱，及特別是

紀念一些救恩事件及預象，這些事件和預象已在基督奧跡中得以圓滿實現（許諾與盟

約、出谷與逾越、王國與聖殿、充軍與還鄉）。 
  
1094. 有關主的逾越教理講授是依據這個新舊約的彼此協調而建構的，其後的宗徒和教

父也依據此講授教理。這教理講授揭露了一直隱藏在舊約文字之下的基督奧跡。它被稱

為預象法的（typological）教理講授，因為它以預象（figures, types）作出發點，顯示基

督的「新」。這些預象以第一個盟約的事實、言語和象徵，宣告了基督。在真理之神指

導下，以基督為起點，回頭再讀舊約，這些預象的真貌就得到揭曉。正如洪水和諾厄方

舟預示藉聖洗帶來的救恩，雲柱、過紅海亦然；擊石出水是預示基督的屬神恩賜；同

樣，在曠野降下的瑪納則預示聖體聖事——「天上來的真正食糧」（若 6:32）。 
  
教宗聖大額我略對新舊兩約關連的解釋 
聖大額我略（St. Gregory the Great 540-604）在注釋《厄則克耳先知書》時，指出天主

寶座下的四個活物（1:4-14），就是四位福音聖史的象徵。而那些互相套着的輪子

（1:16），就是新約與舊約，它們互相解釋，相輔相成。「那套在輪子中的輪子，就

是在舊約中的新約，因為凡舊約所訂下的，新約就展示出來……所以這輪子套在輪子

中央，蓋新約被包含在舊約當中。正如我們常說的，凡舊約所應許的，新約便展示出

來，舊約隱含地宣告的，新約就公然宣佈出來。所以，舊約預言新約，新約闡釋舊

約。」意大利文藝復興初期的畫家安吉利科（Fra Angelico），把聖大額我略的解釋演

繹在他所畫的三十二幅「銀櫃」版畫上（Armadio degli Argenti 1451-53），以厄則克

耳的輪子闡明新舊約這個相互關係。 
  
這些版畫原為 41 幅，分成四組，兩組各有 9 幅，另兩組各有 12 幅（公審判一畫由兩

幅合成），現存 34 幅（見下頁插圖），保存在意大利佛羅倫斯聖馬爾谷國立博物館

（Museo Nazionale di San Marco）。首 9 幅中的第一幅，描繪厄則克耳神視中所見的

輪子，以及聖大額我略的解釋。畫中央的兩層輪子，外層有 12 位舊約人物（梅瑟、達

味、撒羅滿、依撒格（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厄則克耳、達尼爾、厄斯德拉、米

該亞、約納、岳厄爾、瑪拉基亞），以及來自創 1:1-5 的說話。內層有 8 位新約人物

（若望、瑪竇、馬爾谷、路加、伯多祿、保祿、雅各伯、猶大），以及來自若 1:1-
3 的說話。兩段新舊約經文都是以「在起初……」開始，意謂新舊約互相解釋，舊約

預示新約，新約應驗舊約。繼續的 31 幅版畫，描繪基督生平事蹟，由聖母領報開始，

直至基督的死亡、復活和升天。每幅畫都有一段舊約在上方，一段新約在下方。這構

思反映出聖多瑪斯和聖安多尼諾的神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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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大額我略以新舊約的關連解釋套在輪子中的輪子（則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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