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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誠心的敬拜
上帝。其他的人
卻都憎恨以及違
背上帝。 



有一天，上帝對挪亞 
說︰ “人類的終局 
到了，我要把他們跟 
大地一起毀掉，惟有 
              你和你 
              全家人 
            必不得除滅。” 



上帝警告挪亞說︰ 
“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濫， 
   淹沒地上一切的生物。 



你要為自己用柏木建造一隻 
方舟，你和你的妻兒媳婦都 
    可以一同進方舟。 



還有凡有血肉的活物，你要 
把雌雄一對一對地帶進方舟， 
  保存牠們的生命。”凡上 
    帝所吩咐的，挪亞就照 
       樣行了。 



當別人看到 
挪亞在陸地上 

建造一 
隻大方 

 
舟， 

他們就 
嘲笑他。但是 
挪亞卻不斷的 
工作。 



他同時也告訴 
他們上帝的 

計劃， 
 
 

但是沒 
有人留心 

聽他所說的。 



挪亞有極大的信
心。他深信上帝
將會守諾言。 



不久後方舟造好
了，挪亞便準備
把大量的食物貯

存在方舟裡。 



接著下來，挪亞便把各種的 
     動物帶上方舟。 



上帝聚攏了各種飛鳥、牲畜和爬行 
     的動物，... 



... 按種類每樣一對地帶進方舟去， 
       保存牠們的生命。 



也許當眾人看到挪亞把動物帶 
入方舟時，他們便辱罵他。 
他們沒有悔改， 
也沒有進入方舟。 



正當那日， 
挪亞和他三 
個兒子閃、 
含、雅弗， 

         並挪亞的妻子 
         和三個兒婦， 
         都進入方舟。 



他們和 
百獸，各 
從其類， 

昆蟲和禽鳥 
都進入方舟。 

神就把方舟的門關上。 



雨就傾盆地倒在
地上，有四十晝

夜之久。 



                  洪
水淹沒了城 

市和村莊。水不斷地 
往上漲，最後，水面比
山嶺還要高。 



在陸地上所有用鼻孔呼
吸的生靈全都死了。 



水不斷地往上漲，
把方舟也漂了起來。
洪水來時勢洶，淹
蓋大地， 
方舟卻安穩地漂 
浮在水面上。 



洪水淹蓋大地有五個月後，
上帝就使強風吹掃大地， 
   水便逐漸消退了。 



方舟終於停擱在亞拉臘山上。
挪亞在方舟裡等候洪 
       水消退有四十 
          天之久。 



過了四十天，挪亞打開方舟的窗子， 
放出一隻烏鴉和一隻鴿子。 
可惜遍地仍然是水， 
鴿子找不到歇足的地方， 
就只有飛回方舟來了。 



       又過了七天， 
       挪亞再把鴿子放 

  出去。到了黃昏， 
       鴿子飛回來， 
       嘴裡銜著一塊剛 
      扯下來的橄欖葉。 



  再過了七天， 
  他又放出鴿子， 
這一次，鴿子再不
回來了，挪亞便知
道水都已經退了。 



上帝吩咐挪亞和他的全
家人都可以出方舟了。 



於是，他們把方舟裡所有的 
野獸、爬行的動物、飛鳥， 
                     都按著種類帶 
                         出了方舟。 



挪亞築了一座壇，               把各種神認 
為潔淨的動 
物和雀鳥焚 

燒獻給上帝。 



上帝便 
跟挪亞立約， 
祂再不因為人 
的罪讓洪水毀 
滅大地。 
 
            上帝把彩虹 
            放在雲端， 
          作為祂跟大 
        地立約的標記。 



上帝賜福給 
挪亞和他的兒子， 
他們生養眾多， 
使地上人口昌盛， 
       遍佈地面。 



洪水泛濫 
 

這故事是取自於聖經，那就是上帝的話語 
 

創世記第六至第十章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 
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節 



終止 



神知道我們每人都做錯事，神稱這為罪。
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價乃是死。 

 
然而神卻非常愛你，他甚至把自己 
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都賜給了你， 

使他擔當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擔當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從死裡復活的耶穌, 
才能得救。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你可以作這樣
的禱告：“神啊，我知道我是個罪人。 

我相信耶穌替我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耶穌為我流血、受死、埋葬和復活。 

我現在願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謝你赦免了我的罪， 

賜給我救恩和永生。阿們。”   
你只有藉著對神話語和救恩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為了使你靈性長進， 

你每天應當  
（1）禱告 --- 你對神說話。 

   （2）讀 聖經 --- 神向你說話。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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