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洗聖事的救恩預像聖洗聖事的救恩預像——
諾厄諾厄——人類的繼承人人類的繼承人



《《天主教教理天主教教理》》論「聖洗聖論「聖洗聖
事」事」聖洗是整個基督徒生命的基礎聖洗是整個基督徒生命的基礎，，

進入在聖神內生活之門，以及通進入在聖神內生活之門，以及通
往其他聖事的大門。往其他聖事的大門。藉著聖洗，藉著聖洗，
我們從罪惡中獲得解救，重生為我們從罪惡中獲得解救，重生為
天主的子女天主的子女，成為基督的肢體，，成為基督的肢體，
加入教會，並分擔她的使命：「加入教會，並分擔她的使命：「
聖洗是在聖言中，藉著水而重生聖洗是在聖言中，藉著水而重生
的聖事。」的聖事。」



《《天主教教理天主教教理》》論「聖洗聖論「聖洗聖
事」事」

我們根據這聖事的主要儀式，稱我們根據這聖事的主要儀式，稱
它為它為聖洗聖洗：施洗含有「：施洗含有「沒入水中沒入水中
」、「」、「浸入水中浸入水中」的意思；「浸」的意思；「浸
入」水中象徵慕道者被埋葬於基入」水中象徵慕道者被埋葬於基
督的死亡中，又藉著與祂一起復督的死亡中，又藉著與祂一起復
活，從死亡中出來，成為新的受活，從死亡中出來，成為新的受
造物。造物。



古代教會的洗禮池古代教會的洗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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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教會的洗禮池今日教會的洗禮池



洗禮的過程的象徵意義洗禮的過程的象徵意義
走進水中帶有死亡的象徵意義走進水中帶有死亡的象徵意義
，在這個象徵的背後，則是，在這個象徵的背後，則是充充
滿破壞力和毀滅力的洪水滿破壞力和毀滅力的洪水。。
在古人的想法，海洋被視為整在古人的想法，海洋被視為整
個宇宙，即地球的威脅：個宇宙，即地球的威脅：上古上古
洪水能夠淹沒一切生命洪水能夠淹沒一切生命。。



祝福洗禮用的水（復活節）祝福洗禮用的水（復活節）

天主，天主，你曾傾出洪水，洗滌世你曾傾出洪水，洗滌世
界的罪污，預示重生界的罪污，預示重生。你藉同。你藉同
一水的奧蹟，一水的奧蹟，消滅罪惡，開展消滅罪惡，開展
人的聖潔生活人的聖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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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作為河流，水又作為河流，水又
是生命的象徵是生命的象徵。。
約旦河是孕育生命的水源。約旦河是孕育生命的水源。
因此，因此，洗禮的意義在於潔洗禮的意義在於潔
淨、脫離過去壓著生命的重淨、脫離過去壓著生命的重
擔和使生命脫軌的污穢擔和使生命脫軌的污穢，並，並
重獲自由重獲自由——即重新開始，也即重新開始，也
表示：表示：死亡和復活死亡和復活。。



天主，你使亞巴郎的子孫，乾腳走天主，你使亞巴郎的子孫，乾腳走
過紅海，擺脫了法郎的奴役；你以過紅海，擺脫了法郎的奴役；你以
這被解救的民族，預示由洗禮所產這被解救的民族，預示由洗禮所產
生的子民。生的子民。…………

願聖神向這些水，傾注你唯一聖子願聖神向這些水，傾注你唯一聖子
的恩寵，使按照你的肖像所創造的的恩寵，使按照你的肖像所創造的
人，人，在聖洗聖事中，滌除往日生活在聖洗聖事中，滌除往日生活
的污穢，能由水及聖神再生，成為的污穢，能由水及聖神再生，成為
你新生的子女你新生的子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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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覆手，以右手接觸水面：主祭覆手，以右手接觸水面：

上主，願聖神的德能，藉你的上主，願聖神的德能，藉你的
聖子，充滿這水泉，聖子，充滿這水泉，使所有藉使所有藉
洗禮歸於死亡、與基督同葬的洗禮歸於死亡、與基督同葬的
人，也與基督一起復活，獲得人，也與基督一起復活，獲得
新生。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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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理天主教教理》》論「聖洗聖論「聖洗聖
事」事」

《《天主教教理天主教教理》》根據這篇經文根據這篇經文
，把創世之初的大水，，把創世之初的大水，拯救了拯救了
諾厄一家的方舟諾厄一家的方舟，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在
梅瑟率領下走過紅海，以及後梅瑟率領下走過紅海，以及後
來在若蘇厄的領導下走過約旦來在若蘇厄的領導下走過約旦
河，指作河，指作聖洗聖事在舊約聖經聖洗聖事在舊約聖經
中的預像中的預像。。



《《天主教教理天主教教理》》論「聖洗聖論「聖洗聖
事」事」

#1218 #1218 從創世之初，從創世之初，水水這平凡這平凡
而令人贊嘆的受造物，便是而令人贊嘆的受造物，便是生生
命和富饒的源泉命和富饒的源泉。聖經把它看。聖經把它看
作為天主聖神的棲息之所，說作為天主聖神的棲息之所，說
︰︰「創世之初天主「創世之初天主 聖神已運行聖神已運行
在大水之上，使大水含有聖化在大水之上，使大水含有聖化
的能力。」的能力。」



《《天主教教理天主教教理》》論「聖洗聖論「聖洗聖
事」事」

#1219 #1219 教會又把諾厄的方舟看教會又把諾厄的方舟看
作聖洗聖事的救恩預像，作聖洗聖事的救恩預像，因為因為
藉著它，有些人救得了生命藉著它，有些人救得了生命。。



《《天主教教理天主教教理》》論「聖洗聖論「聖洗聖
事」事」

#1220 #1220 如果說泉水是生命的象徵如果說泉水是生命的象徵
，那麼，那麼海水則意味著死亡海水則意味著死亡。所以。所以
，水也可以表示十字架的奧秘。，水也可以表示十字架的奧秘。
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水這個象徵告訴我們水這個象徵告訴我們
領聖洗就是和基督一同死並一同領聖洗就是和基督一同死並一同
復活復活。。
#1223 #1223 一總在舊約中的預像都在一總在舊約中的預像都在
耶穌基督身上應驗了。耶穌基督身上應驗了。



洪水前亞當的後代洪水前亞當的後代
從亞當和厄娃被逐出樂園起，人從亞當和厄娃被逐出樂園起，人
雖然失去了永生的福份，進入了雖然失去了永生的福份，進入了
罪帶來的咒詛，但是罪帶來的咒詛，但是天主並沒有天主並沒有
放棄祂所賜予生命的人放棄祂所賜予生命的人。從亞當。從亞當
到他的第十代子孫代表的名字裡到他的第十代子孫代表的名字裡
，有人發現把它們放在一起，就，有人發現把它們放在一起，就
成為一個特殊的信息。成為一個特殊的信息。



亞當亞當——人人
舍特舍特——被注定被注定
厄諾士厄諾士——不免一死的不免一死的
刻南刻南——悲哀悲哀
瑪拉肋耳瑪拉肋耳——當受讚美當受讚美
的天主的天主
耶勒得耶勒得——將要降臨將要降臨
哈諾客哈諾客——教導教導
默突舍拉默突舍拉——他的死將他的死將
帶給帶給
拉默客拉默客——絕望的絕望的
諾厄諾厄——安慰、安息安慰、安息



洪水前亞當的後代洪水前亞當的後代
把這十個人名的意思串連起來，就把這十個人名的意思串連起來，就
是：「是：「人是注定不免一死的，這是人是注定不免一死的，這是
何等的悲哀。然而，當受讚美的天何等的悲哀。然而，當受讚美的天
主將要降臨，教導我們，祂的死亡主將要降臨，教導我們，祂的死亡
將帶給絕望的人安慰。將帶給絕望的人安慰。」」
這些名字串成的信息，寫出了人的這些名字串成的信息，寫出了人的
悲哀和天主的慈悲，人的絕望和天悲哀和天主的慈悲，人的絕望和天
主賜下的希望。主賜下的希望。



拉默客拉默客——諾厄諾厄
「拉默客一百八十二歲時，生了一「拉默客一百八十二歲時，生了一
個兒子，給他起名叫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諾厄諾厄說：「說：「這這
孩子要使我們在上主詛咒的地上，孩子要使我們在上主詛咒的地上，
在我們做的工作和勞苦上，獲得欣在我們做的工作和勞苦上，獲得欣
慰！慰！」」
默想：天主在諾厄身上有什麼計劃？默想：天主在諾厄身上有什麼計劃？
天主在你我身上又有怎樣的計劃？天主在你我身上又有怎樣的計劃？天天
主會不會透過你和我，去安慰別人在主會不會透過你和我，去安慰別人在
世上感到的勞苦和絕望？世上感到的勞苦和絕望？



諾厄諾厄
「「上主見人在地上的罪惡重大，人上主見人在地上的罪惡重大，人
心天天所思念的無非是邪惡心天天所思念的無非是邪惡；上主；上主
遂遂後悔後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
痛。上主於是說：痛。上主於是說：『『我要將我所造我要將我所造
的人，連人帶野獸、爬蟲和天空的的人，連人帶野獸、爬蟲和天空的
飛鳥，都由地面上消滅，因為我後飛鳥，都由地面上消滅，因為我後
悔造了他們。悔造了他們。』』惟有諾厄在上主眼惟有諾厄在上主眼
中蒙受恩愛。中蒙受恩愛。」（創」（創6:56:5--88））



諾厄諾厄
「天主見大地已敗壞，因為凡有血「天主見大地已敗壞，因為凡有血
肉的人，品行在地上全敗壞了」（肉的人，品行在地上全敗壞了」（
創創6:126:12））
天主希望有一個新的開始。雖然這天主希望有一個新的開始。雖然這
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
祂看到有個人與眾不同，就是諾厄祂看到有個人與眾不同，就是諾厄
。「諾厄。「諾厄…………惟一惟一正義齊全正義齊全的人，的人，
常同天主往來常同天主往來。」（創。」（創6:96:9））



令諾厄造方舟、立約令諾厄造方舟、立約
「我已決定要結果一切有血肉的人，「我已決定要結果一切有血肉的人，
因為他們使大地充滿了強暴，我要將因為他們使大地充滿了強暴，我要將
他們由大地上消滅。」（創他們由大地上消滅。」（創6:136:13））

「看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氾濫，消滅天「看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氾濫，消滅天
下一切有生氣的血肉；凡地上所有的下一切有生氣的血肉；凡地上所有的
都要滅亡。都要滅亡。但我要與你立約但我要與你立約，你以及，你以及
你的兒子、妻子和兒媳，要與你一同你的兒子、妻子和兒媳，要與你一同
進入方舟。」（創進入方舟。」（創6:176:17--1818））



令諾厄造方舟、立約令諾厄造方舟、立約
「你要由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帶「你要由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帶
一對，即一對，即一公一母一公一母，進入方舟，與你，進入方舟，與你
一同生活」（創一同生活」（創6:196:19））

天主執意保留諾厄一家和各種一公一天主執意保留諾厄一家和各種一公一
母的生物。哈諾客與天主同行，天主母的生物。哈諾客與天主同行，天主
把他提去；諾厄也與天主同行，但是把他提去；諾厄也與天主同行，但是
天主把做方舟的任務交給他和他的家天主把做方舟的任務交給他和他的家
人。可見人。可見天主對每個與祂同行的人都天主對每個與祂同行的人都
有不同的旨意和帶領有不同的旨意和帶領。。



諾厄可以建造好方舟，他的家人功不可諾厄可以建造好方舟，他的家人功不可
沒，因為這是一個沒，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同心的家庭非常同心的家庭。不。不
單諾厄與天主同行，他的家人也與天主單諾厄與天主同行，他的家人也與天主
同行。同行。
「「『『你還應帶上各種吃用的食物，貯存你還應帶上各種吃用的食物，貯存
起來，作你和他們的食物。起來，作你和他們的食物。』』諾厄全照諾厄全照
辦了；天主怎樣吩咐了他，他就怎樣做辦了；天主怎樣吩咐了他，他就怎樣做
了。」（創了。」（創6:216:21--2222）這是諾厄和其他）這是諾厄和其他
人不同之處，人不同之處，完全相信和服從完全相信和服從，天主就，天主就
是要保全這樣的人。是要保全這樣的人。



「因著「因著信德信德，諾厄對尚未見的事得，諾厄對尚未見的事得
了啟示，懷着敬畏製造了方舟，為了啟示，懷着敬畏製造了方舟，為
救自己的家庭；因著信德，他定了救自己的家庭；因著信德，他定了
世界的罪，且成了由信德得正義的世界的罪，且成了由信德得正義的
承繼者。」（希承繼者。」（希11:711:7））
諾厄相信天主的話比一切都更真實諾厄相信天主的話比一切都更真實
可靠。他認定天主的能力，認定天可靠。他認定天主的能力，認定天
主掌管一切，天主就向他啟示未見主掌管一切，天主就向他啟示未見
的事，即洪水滅世。的事，即洪水滅世。



天主的慈悲天主的慈悲
「既然沒有寬免古時的世界，曾引來洪「既然沒有寬免古時的世界，曾引來洪
水淹滅了惡人的世界，只水淹滅了惡人的世界，只保存了宣講正保存了宣講正
義的諾厄一家八口義的諾厄一家八口」（伯後」（伯後2:52:5））
這是天主給他的賞賜：全家得救，甚至這是天主給他的賞賜：全家得救，甚至
那些動物，都因他而得救。那些動物，都因他而得救。
諾厄在得知天主的計劃之後，曾用了很諾厄在得知天主的計劃之後，曾用了很
多時間去勸人悔改歸向天主。「諾厄多時間去勸人悔改歸向天主。「諾厄五五
百歲百歲時，生了閃、含和耶斐特。」（創時，生了閃、含和耶斐特。」（創
5:325:32）「當洪水在地上氾濫時，諾厄已）「當洪水在地上氾濫時，諾厄已
六百歲六百歲。」（創。」（創7:67:6））



天主的慈悲天主的慈悲
在這一百年中，諾厄一家造好了方舟。在這一百年中，諾厄一家造好了方舟。
天主的時間迫在眉睫，但是天主的時間迫在眉睫，但是祂依然給人祂依然給人
一個機會一個機會，祂宣告：「，祂宣告：「還有七還有七天，我要天，我要
在地上降雨四十天四十夜，消滅我在地在地上降雨四十天四十夜，消滅我在地
面上所造的一切生物。」（創面上所造的一切生物。」（創7:47:4））
天主是否很矛盾？天主是否很矛盾？是有很大的矛盾，因是有很大的矛盾，因
為為天主的愛天主的愛不忍見人毀滅，祂仍然不忍見人毀滅，祂仍然抱著抱著
一絲的希望一絲的希望。當然，在最後的七天，依。當然，在最後的七天，依
然沒有人相信諾厄的規勸。然沒有人相信諾厄的規勸。



天主的慈悲天主的慈悲
天主是在極其痛心之下把祂所認為天主是在極其痛心之下把祂所認為
「好」的世界毀滅。然而，「好」的世界毀滅。然而，祂的毀祂的毀
滅是為了新的創造滅是為了新的創造；祂保存了諾厄；祂保存了諾厄
一家和少量地上的生物，暗示天主一家和少量地上的生物，暗示天主
是有祂的計劃的。是有祂的計劃的。
由一個義人，天主就保存人類的命由一個義人，天主就保存人類的命
脈，暗示將來天主也要藉另一個脈，暗示將來天主也要藉另一個
人人——耶穌基督的義行拯救人類的敗耶穌基督的義行拯救人類的敗
壞。壞。



天主的慈悲天主的慈悲
「凡有血肉的，都是一公一母地進了方「凡有血肉的，都是一公一母地進了方
舟，如天主對諾厄所吩咐的。舟，如天主對諾厄所吩咐的。隨後上主隨後上主
關了門。關了門。」（創」（創7:167:16））

天主就把他們關在方舟裡頭。不是諾厄天主就把他們關在方舟裡頭。不是諾厄
關門，而是天主親自從外面把門關上，關門，而是天主親自從外面把門關上，
其他人不再有機會了。諾厄也無法打開其他人不再有機會了。諾厄也無法打開
那門。救恩的計劃是天主制訂的，一旦那門。救恩的計劃是天主制訂的，一旦
拒絕，錯過機會，就無法進去救恩之舟拒絕，錯過機會，就無法進去救恩之舟
了。了。



洪水退卻洪水退卻
「「天主想起了諾厄和同他在方舟內的一切天主想起了諾厄和同他在方舟內的一切
野獸和牲畜野獸和牲畜，遂使風吹過大地，水漸漸退，遂使風吹過大地，水漸漸退
落」（創落」（創8:18:1））
從洪水泛濫開始到諾厄離開方舟，期間天從洪水泛濫開始到諾厄離開方舟，期間天
主沒有說話。諾厄必須耐心等待，為他是主沒有說話。諾厄必須耐心等待，為他是
一種考驗。無論在驚濤駭浪，抑或風平浪一種考驗。無論在驚濤駭浪，抑或風平浪
靜，天主一直沒有說話，其實祂並沒有忘靜，天主一直沒有說話，其實祂並沒有忘
記他們。如果在我們的生命中有一段時間記他們。如果在我們的生命中有一段時間
沒有聽到天主的聲音，可以從諾厄身上學沒有聽到天主的聲音，可以從諾厄身上學
習：習：天主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天主永遠不會忘記我們。。



諾厄是一位很有耐性的人，他和他的家諾厄是一位很有耐性的人，他和他的家
人在方舟裡已經過了超過半年的時間，人在方舟裡已經過了超過半年的時間，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阿辣辣特山上「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阿辣辣特山上
。。……十月一日，許多山頂都露出來。」十月一日，許多山頂都露出來。」
（創（創8:4,58:4,5））
諾厄在方舟內可以觀察外面的世界。但諾厄在方舟內可以觀察外面的世界。但
是，他沒有急於打開窗戶，過了是，他沒有急於打開窗戶，過了4040天才天才
放烏鴉出去測試水是否退去。放烏鴉出去測試水是否退去。
諾厄諾厄601601歲，正月初一，「諾厄就撤開歲，正月初一，「諾厄就撤開
方舟的頂觀望，看見地面已乾。」方舟的頂觀望，看見地面已乾。」(13)(13)



洪水退卻洪水退卻
諾厄先後放出烏鴉和鴿子到外面。烏鴉不諾厄先後放出烏鴉和鴿子到外面。烏鴉不
像鴿子有方向感，飛出去就不懂得飛回來像鴿子有方向感，飛出去就不懂得飛回來
。第二次放出去的鴿子飛回來，嘴裡含著。第二次放出去的鴿子飛回來，嘴裡含著
一根綠的橄欖樹枝，表示這是洪水後新長一根綠的橄欖樹枝，表示這是洪水後新長
出來的葉。最後等到地都乾了，天主就叫出來的葉。最後等到地都乾了，天主就叫
諾厄一家出方舟。第諾厄一家出方舟。第1313節和第節和第1414節先後有節先後有
兩個「乾」字，第兩個「乾」字，第1313節的「乾」字，指地節的「乾」字，指地
面上無積水，第面上無積水，第1414節的「乾」字，則指全節的「乾」字，則指全
地乾透。地乾透。



諾厄除了表現出他的耐性外，也諾厄除了表現出他的耐性外，也
表現出他的心思去配合天主的作表現出他的心思去配合天主的作
為。天主曾告訴他：「還有七天為。天主曾告訴他：「還有七天
，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天四十夜，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天四十夜
」」(7:4)(7:4)
他不急於開窗，也不急於每天放他不急於開窗，也不急於每天放
一隻鴿子出去，而是等待了七天一隻鴿子出去，而是等待了七天
，又放出一隻鴿子，前後共三次，又放出一隻鴿子，前後共三次
。。(8:8,10,12)(8:8,10,12)



耐性正是很多人欠缺的性情，聖經中耐性正是很多人欠缺的性情，聖經中
有很多人因為欠缺耐性，而破壞了天有很多人因為欠缺耐性，而破壞了天
主的工作。主的工作。
例如：亞巴郎的妻子撒辣沒有等候天例如：亞巴郎的妻子撒辣沒有等候天
主，想用人為的方法解決沒有子嗣的主，想用人為的方法解決沒有子嗣的
問題，結果令家庭失和，最後要把哈問題，結果令家庭失和，最後要把哈
加爾和依市瑪耳趕走。加爾和依市瑪耳趕走。((創創21:14)21:14)
諾厄等候天主的吩咐。諾厄等候天主的吩咐。終於，天主對終於，天主對
他說話，吩咐他出方舟，他便和船上他說話，吩咐他出方舟，他便和船上
所有的生物離開方舟。所有的生物離開方舟。



洪水退卻洪水退卻
諾厄離開方舟後第一件事是「給上主築諾厄離開方舟後第一件事是「給上主築
了一座祭壇」，奉獻全燔祭；全燔祭就了一座祭壇」，奉獻全燔祭；全燔祭就
是將全部祭物用火燒盡。這種全心全意是將全部祭物用火燒盡。這種全心全意
的祭獻祭，蒙天主悅納。天主許諾：「的祭獻祭，蒙天主悅納。天主許諾：「
我再不為人的緣故咒罵大地我再不為人的緣故咒罵大地，因為人心，因為人心
的思念從小就邪惡；的思念從小就邪惡；我也再不照我所作我也再不照我所作
的打擊一切生物了的打擊一切生物了，只願大地存在之日，只願大地存在之日
，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循環不息。」，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循環不息。」



立約立約
「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以「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以
後決不再受洪水湮滅，再沒有洪水後決不再受洪水湮滅，再沒有洪水
來毀滅大地。」來毀滅大地。」
天主說：「這是我在我與你們以及天主說：「這是我在我與你們以及
同你們在一起的一切生物之間，立同你們在一起的一切生物之間，立
約的永遠標記：約的永遠標記：我把虹霓放在雲間我把虹霓放在雲間
，作我與大地之間立約的標記，作我與大地之間立約的標記。」。」
（創（創9:119:11--1313））



諾厄諾厄

反省：諾厄的名字有「安慰」的意思反省：諾厄的名字有「安慰」的意思
，在一片漆黑敗壞中，只有諾厄使天，在一片漆黑敗壞中，只有諾厄使天
主得到安慰，於是天主就降福他。主得到安慰，於是天主就降福他。

在今天的世代，跟當時一樣敗壞，令在今天的世代，跟當時一樣敗壞，令
天主難過，天主的諾厄在哪裡呢？天主難過，天主的諾厄在哪裡呢？
今天有沒有人能使天主得到安慰呢？今天有沒有人能使天主得到安慰呢？
我們能不能成為現代的諾厄呢？我們能不能成為現代的諾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