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人物男性篇之一 

耶穌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可一15） 
 

「耶和華啊，求祢將祢的道指教我；我要照祢的真理行；求祢使我專心敬畏祢的名！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稱讚祢；我要榮耀祢的名，直到永遠。」(詩八十六11-12) 

 
「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那驕傲、狂妄，並惡道，以及乖謬的口，都為我所恨

惡。」(箴八13) 
 
  



人类始祖-亞當 
• 耶和華神在創造了萬物之後，最後，

但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創造人類。
神用地上的泥土，照著自己的形像、
按著神的樣子造了人。但是和創造
其他的動物不一樣的地方，耶和華
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
在他的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
人，名叫亞當。（創二7) 

• 「亞當」原文是「被造」或「從土
而出」的意思。他是聖經中的第一
個人，是人類的始祖。他是上帝創
造的極致，並且安置在上帝精心設
計的樂園裡，享有上帝的同在，負
責管理其他的受造物。 

• 成就：世上第一位動物學家──為動
物命名。 

• 人類的始祖。世上第一位景觀設計
師，為上帝照顧管理伊甸園. 

• 第一個照著上帝形像被造的人，也
是第一個享有上帝與人關係的人。 
  
 

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他
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創世記3:12  

在上帝造夏娃之前，上帝早已給予亞當自
由自在的在伊甸園中的權利，並且賦予他
管理照顧園子的責任，然而有一棵樹是被
禁止的，就是分別善惡樹。亞當一定把這
規則全部告訴了夏娃，但是當撒但引誘她
時，她還是決定吃了這禁果，並且也叫亞
當吃了。就在這一刻，當人類 第一個家庭

裏不服從的夫妻吃了禁果，所有的受造之
物都落入死亡的刑罰裏。 

 

 

他們的悖逆，他們失去許多權利，被逐出美麗
的伊甸園，因著罪與上帝隔絕，破壞了上帝創
造的完美。 



该隐第一個殺人犯(一) 

• 亞當的妻子夏娃懷了孕，生了一個兒子。她說：
「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故取名為該隱。
创世记 4:1-12 

•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
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耶和華對該隱說：
‚你兄弟亞伯在哪裡？‛他說：‚我不知道！我
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耶和華說：‚你做了什
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 

• 该隐的行为是信徒的鉴戒 

•  l．偽善--他比亞伯先獻祭，似乎更熱心，其實只
有外表，毫無實意。 
2．嫉妒--不喜悅別人比自己好(約壹3:12)，“嫉妒
是骨中的朽爛”(箴14:30)。 
3．自私--他的獻祭是自私的，敬神只為自己的好
處，否則只要是神喜歡，就不在乎是否自己使神
喜歡，抑或別人使神喜歡，都以為美了；但他卻
不是這樣。 
4．發怒(創4:5)--他得不著自己所想望的就向神發
怒，許多信徒也是這樣。 
5．硬心(創4:7)--神詢問他為什麼發怒，無非要使
他改知罪，但他卻無動於衷。 
6．不自省 悔改--他完全不省察他的祭物何以不蒙
悅納，只遷怒于亞伯。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
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
他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他。
（創四7） 

有一日，該隱拿地裡的出
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亞
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
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
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只
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
臉色。(創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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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隐第一個殺人犯(二) 

• 7．兇惡(創4:8)--欺負誠實、良善、虔
誠的人。無故地打亞伯，又把他殺了，
所殺的又是自己的親兄弟，是完全沒
有觸犯他的亞伯。他代表一切假信徒，
無故地迫害誠實的真信徒。 

• 8．陰險(創4:8)--他一面與兄弟說話，
一面把他殺了，如約押殺亞瑪撤一樣
卑鄙(撒下20:9)。 

•  9．說謊(創4:9)--殺了兄弟還說不知道。 
10．狂傲(创 4:9)--向神强嘴，完全不怕
神，似乎嫌神多管闲事。 

• 11，掩罪--極力推諉自己的罪，但他口
中所說的，不能演示他手中所做的。 

• 12．怨責神(創4:9)表示了在責怪神對
他不公平，也不應再來向他追問殺亞
伯的事。其實若要怪責神的話，亞伯
比他有更充足的理由。沒有信心的人
必有許多怨責別人的話 

• 13．怕死(創4:14)---當時雖然沒有什麼
人在地上，他仍作賊心虛，怕人殺他。 

 

神对该隐的刑罚比亚当更重得多，神
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对该隐则说:"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对
亚当说:"你必终身劳劳，才能从地里
得吃的。"而对该隐却是说:"你种地，

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
上。"(创4:11-32) 

雖然該隱是一個險惡的罪人， 神對他也不
失信。“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

（創4:15）這記號是什麽，我們無法知道，

總之是能使當時代的人看見就不會殺他的記
號。該隱用自己的兒子的名作所建之城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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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第一位殉道者一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上帝，比該隱所獻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上帝指著他禮物
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信仍舊說話。
（來十一4） 

亞伯是第二個出生到世界的人，但他卻是第一個
順服上帝的人。我們對他的認識僅限於：他的父
母是亞當和夏娃；他是個牧羊人；他所獻的祭蒙
上帝悅納；以及他短暫的人生結束於嫉妒的哥哥
該隱的手中。 

 亞伯是牧羊的"，牧羊是為祭祀神，事奉神。
亞伯的祭用神所喜悅的祭牲是用最好的祭牲--

"羊群中頭生的"是最強壯的，"羊的脂油"是羊

最肥的部分。是存謙讓的心而獻一一在此先
記該隱獻祭，以後亞伯才獻祭。是流血的祭--

他是照神的方法和意思來獻 

 是神所看中的--"耶和華看了亞

伯和他的和他的供物，該供物，
只是看不中該隱隱就大大的發
怒，變了臉色。"(創四4-5) 

二) 亞伯的行為是信徒的榜樣 

 

1．有信心(來11:4)--照所信的獻祭，
信心與行為並行，並不憑眼見。 

2．知罪--獻祭表明他自知有罪。 

3．敬兄長--沒有與該隱爭先，尊敬
他的惡哥哥。 

4．誠心求神的喜悅--只要神喜悅，
便不計較該隱的怨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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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第一位殉道者二 

 
5．明白神的旨意--他所行的合乎神旨，可見他

明白神的旨意。 

6．被罵不還口--本段中未記亞伯說過一句話；
該隱罵他不還口，打他不還手，像主那樣馴
良，不因人犯罪而自己也犯罪。 

7．殉道--基督在世時曾稱讚亞伯為殉道之義人，
他是第一個抵擋罪惡到流血地步的人，雖然
把他殺害，也不能使他犯罪。 

8．等候神為他伸冤(羅12:19)--他不敢憑自己報
復，因他知道神是公義的神，所以等候神為
他申冤。我們若能夠在許多不平的待遇中，
讓神為我們申辯，也必得著好的結果。注意:
他在生時並未見神為他伸冤，乃憑信心死去。 

9．殉道的血是歷代受苦信徒的安慰--亞伯雖然
死了，卻破神稱為義，又得神為他伸冤。他
殉道的見證並末停止說話。至今仍使無數人
得到鼓勵和安慰。 

 
 

是存信心而献--"亚伯因着信，献

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
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
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
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来 11:4)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Rom_12.php?section=19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Rom_12.php?section=19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Heb_11.php?section=4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Heb_11.php?section=4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Heb_11.php?section=4


塞特──替代的人 
塞特這名字是‚代替‛的意思 

 亞當又與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
個兒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說，
神另給我立了一個兒子代替亞伯
，因為該隱殺了他。塞特也生了
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時
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創四
25─26) 

因為他是神賜給夏娃取代她所失
去的兒子亞伯。代替敬虔的亞伯
是極其吃力的任務，尤其要一個
弟弟去代替；但塞特卻克盡厥職
，以至他兒子的出生，代表世上
一個信心族類的重現。神容許亞
伯死去，又再預備另一位來接替
，借此將 自己表明出來。塞特是
每一位蒙召、繼承神年長僕人的
青年弟兄的激勵︰他們不是要為
自己留名，乃是被召去帶進一班
對神有活潑信心的人。 

地點：伊甸園外 

職業：可能繼承亞當的職業。   
912歲 

親屬：父母──亞當和夏娃。哥哥──該
隱、亞伯。兒子──以挪士，和其他兒
女。 

成就：是上帝給亞當另立的一個兒子
代替亞伯。也是人類屬靈支派的先祖. 

1.從塞特的後裔中，我們能確定他是一

位敬虔愛上帝的人，也是一位時常求
告耶和華名的人。 

2.塞特是上帝所親自設立的，為了代替

被殺的亞伯。完成上帝救贖的計劃。
在我們的生命中，即使亞伯被殺，仍
然有塞特（神的恩典）的代替。 

 

 



該隱的第七代孫拉麥 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
麥，必遭報七十七倍。”
（創4：24） 

這意思就是該隱無故殺他的
兄弟尚且能得到 神的應許
───“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

倍”的保證；這樣，他自己
既因被人傷害而殺人（有理
由而殺人），就更可以不必
為殺了人而憂慮自身的安全
了。這些話表露他頑惡、詭
詐、剛硬、不服 神的心，
比該隱更甚。 神這樣應許
該隱，乃因 神並未要刑罰
該隱立即受死，只罰他“流
離飄蕩”。所以 神給該隱
這種保證，顯明他的信實，
並使他有可悔改改的機會，
卻絕不是表示 神也袒護或
姑息人的罪惡。但拉麥卻巧
妙地引用 神向該隱所顯出
的信實恩慈的例子，作為自
己犯罪的辯護。 

 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去住在伊芳甸東邊挪
得之地。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
生了以諾，……以諾生以拿，以拿生米戶雅利
，米戶雅利生瑪土撒利，瑪土撒利生拉麥。 

該隱的第七代孫拉麥娶了兩個妻子 

神‘起初’的旨意，一夫多妻制或隨意與妻
子離異，都不是 神的旨意。在此拉麥卻開
了一個先例，成為多妻的‘祖師’（創4：19
）。這顯示人類罪惡的種類和犯罪的方式，
也不斷增添而‘日新月異’拉麥娶了兩個妻
，一個名叫亞大，一個名叫洗拉。……洗拉又
生了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 

拉麥的狂妄自大 
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大，洗拉，聽我的
聲音，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話語，壯年人傷
我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
；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麥，必遭報七
十七倍。(創四16～24)拉麥‚殺了‛、‚害了
‛自己的子侄親屬，並不以為恥，反而向妻
子誇耀自己的能力，以自己能在惡事上聰明
（羅16：19）而自喜，這也正是現今世人所
表現的心態。 



 
以諾──與神同行的人(一) 
 • 他又與創世紀第四章中的拉麥，同是亞當的第七代孫 

• 什麼時候開始與神同行 

 以諾是在生瑪土撒拉以後才與神同行(5:22)。何以他在生
瑪土撒拉之後，在靈性上會有這樣大的改變?諒必在
他生瑪土撒拉時得著某些啟示，使他的生活與前大大
不同。照他給瑪土撒拉所取的名字可略窺端倪，瑪土
撒拉意即到死時審判就到。瑪土撒拉共活九百六十九
歲，一百八十七歲生拉麥、三百六十九歲得孫子挪亞
，挪亞六百歲洪水來到，剛是瑪土撒拉死的時候。這
樣，大概以諾生瑪土撒拉時得到啟示，知道瑪土撒拉
於是動了敬畏的心，而改變他的生活，與神同行死時
神的審判就臨到。 
與神同行了多久? 
   他與神同行了三百年，他一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
但其中大約六分之五的時間，都是與神同行的。從他
開始與神同行的時候起，直到被神‚取去‛，這種關
係從未間斷過。他像保羅一樣，不但開始跑，而且‚
跑盡了‛當跑的路。這三百年也表示他並不是在瑪土
撒拉將死時或稍長時才與神同行，乃是在一生下瑪土
撒拉之後就開始，即是他-得到神的啟示之後，便立
刻開始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以諾與神同行，證明他是: 

   1．常與神同心，因若不
同心就不能同行(摩3:3)。 

   2．常求神的喜悅，以神
為樂為友(來11:5；路1:46-

47:約15:15) 

   3．常與神同在，不離左
右(詩16:8-9) 

   4．常過聖潔生活，行神
旨意(帖前4:3)。 

   5．常跟從神的引導(羅
8:5-8；加5:25)，不行已路。 

 

 



 
以諾──与神同行的人(二) 

 • 怎樣藉信心與神同行 
   他因著信與神同行，但並沒有看
見他所信的，像許多信心偉人一樣
，存著信心離開這世界。在此說他
‚與神同行，並且生兒養女‛，可
見他並非離了這物質的世界、到看
見神的靈界中與神同行，乃是藉著
信心活在世上與神同行，他更沒有
以同行為理由，不生兒養女，盡丈
夫和父親的責任。反之，他也沒有
以他仍要盡人所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為理由，而不與神同行，過聖潔的
生活。 
蒙神悅納的歲月 
   他在本章的人物中，是活得最短
日子的。但他的日子卻最為神所喜
悅。舊約中只有他和以利亞二人是
未見死而被接到神那裡的(王下2:11)
。可見一個人在世上活的年日短少
，未必就是沒有福氣，最重要是在
世的年日，是否可被神所紀念，離
世以後，是否到神那裡去。 

 

• 第-個先知 
   他是舊約中第-個先知。按猶大書十四
、十五節說:“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
些人說:‘看哪!主帶著他的幹萬聖者降臨
，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切不
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
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愎話。
可見他是第一個先知，得到很大的啟示
，他所預言的事，關乎主耶穌第二次降
臨的情形，與主耶穌(太25:31-32)以及使
徒的預言(帖前4:14；啟1:7，19:11-21相
合。可見在他與神同行的三百年中，也
曾像挪亞那樣傳道，警告當時代那些不
敬虔的人，將要受神的審判。與神同行
不僅包括生活聖潔，也包括工作上的忠
心。 

 



 
瑪土撒拉─世上最長壽的人 
 • 長壽一直是人類追求的目標，更是中國人

視為福氣的象徵，聖經所記載人類壽命最
長的一個人，就是瑪土撒拉，共活了九百
六十九歲。他是以諾的兒子，挪亞的祖父
。瑪土撒拉的意思是「他去以後就必來到
。」這正說明，在以諾的時代上帝已告訴
他洪水的審判即將來到。 
  瑪土撒拉生拉麥之後又活了782年（
創五26），而拉麥生挪亞時年182歲（創
五28），挪亞600歲時洪水就來臨（創七
11），也就是說瑪土撒拉去逝之時，正是
洪水審判之日。 
 聖經記載古時的先祖都是長壽的，由於
當時尚未有文字的記錄，長壽就能幫助保
存關於上帝和事奉上帝的知識。在洪水之
前人類平均壽數是約九百歲，洪水以後到
亞伯蘭的時代降到二百餘歲（創十一10，
32），到後來一般則不足百歲。人類普遍
短壽可能跟天氣變化、環境污染和戰爭疾
病有關，但真正的原因卻是受到罪惡逐漸
加深影響的結果。 
 

「玛土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
死了。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
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
：『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
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
，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创世记5:27-29) 

地點：伊甸園外 
職業：農夫     
親屬：父親──以諾。兒子──拉麥。 
成就：世上最長壽的人。 
   他的名字提醒世人上帝的審
判即將來到。 
   他和挪亞的兒子閃同時在世
約100年。（創五25 32） 
 

 



挪亞(一)挪亚的时代 
• 挪亞的時代 

创6：5-6：“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

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
到一百二十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
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笫6，7節說：「於
是，耶和華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耶和
華說：『我要把我創造的人，從地上消滅；無
論是人或牲畜，是昆蟲或是天空的飛鳥，我都
要消滅，因為我後悔造了他們。 

• 挪亞的為人 

聖經形容「挪亞是個義人，是當時一個完全人。
挪亞和神同行」创6：9）挪亞時代的世界罪惡
滿盈，只有挪亞一人記念上帝的創造、美善與
祂的愛。「挪亞」原文的意思為「安慰」或「
安息」的意思。他的曾祖父以諾與上帝同行，
祖父瑪土撒拉是有史以來最長命的人（969歲
），而他的父親拉麥也是個敬虔人，以至挪亞
能在污泥的世代中而不染。（創六8） 
 
 

所以祂「對挪亞說：『在我
面前全人類的盡頭已經來到，
因為地上由於他們的緣故滿
了強暴。看哪，我要把他們
和世界一起毀滅。』又說 

「看哪，我要使洪水臨到地
上，消滅天下的生物，就是
有生氣的活物；在地上的都
必定要死【创6：3】  

 



挪亞(二)受命造方舟 
创7:1「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全家都要進入方舟，

因為在這世代中，我見只有你在我面前是個義人。凡
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七公七母；不潔淨的畜類，你要
帶一公一母空中的飛鳥也要帶七公七母，可以留種，
活在全地上； 因為再過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
晝夜，把我所造的各種活物都從地上除滅。」 他和
太太有三個兒子，三個媳婦，正如中文字「船」拆開
來就是一「舟」上有「八口」，正是方舟裡有挪亞一
家八口。 

• 一、他是完全人，二、他與神同行，三、上帝吩咐他
的，他都照樣行（六22b）7:5也說：「挪亞就照著耶
和華吩咐他的一切作了。」挪亞開始了另一個階段的
生活，就是造方舟。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神說方
舟要‚長300肘，寬50肘，高30肘”。“肘”，等於
0.5米，所以這個方舟是：長150米，寬25米，高15米
。相當於現在的一棟長長的三層大樓。雖然人類已經
墮落到上帝無法忍受的程度,但上帝仍顧念那世代的
人，給他們一百二十年悔改的機會。挪亞代領全家人
開始造方舟，邊造邊勸告人們應當悔改，洪水馬上就
來了。他們嬉戲說：‚好好的那來的洪水，你道說說
看。怪累的你造這麼個怪傢伙幹嘛？‛人們不理挪亞
傳給他們的福音，仍然吃喝玩樂、盡情享受花天酒地
、醉生夢死的生活。 

地點：聖經並未記載這些人定
居之地離伊甸園有多遠。 

職業：農夫、造船家、傳道人   
950歲 

親屬：祖父──瑪土撒拉。父親
──拉麥。兒子──閃、含、雅弗。 

成就：在洪水中唯一存活的家
庭。是一位耐心、恆心和順服
的人。歷史上第一位造船家。 

 



 
挪亞(三)──進方舟得存活 

 路加福音17:7主耶穌以挪亞時代為例子，說明人子來臨的

情景：「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
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到挪亞進方舟
的那日」為分界線，以前的日子（約120年）是上帝恩待

人類的時間。藉著挪亞，向世人預告將有洪水來臨，也藉
著挪亞造方舟，為他們預備拯救的方法。但是直到那日，
只有挪亞一家八口，以及各種野獸、牲畜、昆蟲、禽鳥進
入方舟，得以存活。因為當時的人類拒絕上帝所為他們預
備的救恩。 

  當恩典的機會結束時，上帝親自把門關上（創7:16），
洪水氾濫在地四十天，水往上漲，1、大淵的泉源都裂開，

就是地底下的水噴上來，排山倒海、淹蓋地面。希伯來人
認為地球漂浮在大水上，下面是大水就稱大淵（創一：2，
彼後三：5）。2、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希伯來人的宇宙

觀認為天空上面也滿了水。天空如同盛裝大水的池塘（創
一：6/8，詩104：3，148：4）。現在好像開了水閘，由

於這兩個大水的來源敞開結果，就是降大雨（原文是暴雨）
四十晝夜，造成滅世的災難，叫人一想起就不寒而栗.那些

人倉皇奔走，來叩挪亞的門，但是上帝的門「開了就沒人
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啟三7），我們「總要趁
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來3:13）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
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
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
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
改。」（彼得後書3:9） 



 
挪亞(四)─出方舟築祭壇 

 • 方舟裏住了一年零十天之後，才從船裏
出來。挪亞完全遵照上帝的指示行動，
上帝叫他進入方舟，他就進入，叫他出
來，他就出來。（創八16） 
  挪亞出方舟，表示被罪惡腐化的舊
世界已經結束，人類的歷史有了一個嶄
新的開始。挪亞出方舟後所做的第一件
事是：「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創
八20）挪亞以建造祭壇為首要工作，以
獻祭開始新歷史。 
  挪亞的第二個工作──建造祭壇，比
第一個工作──建造方舟，更重要且更有
意義。挪亞建造祭壇完全是自己的想法
和決定。為對上帝的施恩照顧表示感謝
，而感恩的價值在於自動自發，甘心樂
意的心意和表現。（羅十二1） 
  挪亞得蒙上帝喜悅在於兩件事情：
第一，他一出方舟就築壇獻祭，把建造
祭壇的工作放在首位。第二，挪亞所奉
獻的祭物是遵照禮儀，將潔淨的祭物獻
為燔祭，他所獻上的其實正是他自己。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
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創八20） 



 
挪亞(五)─彩虹之約 

 • 聖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上帝與人立
約，它是全部聖經的核心。上帝與挪
亞一共立過二個約。第一個約是創世
記六章18～22節。第二個約是在洪水
之後，上帝與挪亞一家立約：「凡有
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
洪水毀壞地了。」（創九11）並且用
天上的虹作為立約的憑據。這一個約
又稱為永約。 
  挪亞在當時是一個義人，他在一
個黑暗世代中，以他的信心烘托出那
世代的不信，以他的義行顯出那世代
的不義，最可貴的是他所獻的馨香之
祭，使得上帝決意不再毀滅人和地。
上帝以彩虹為記，與地上各種活物立
了一個永約。雖然人類常常違約，可
是上帝從來沒有違過約。即使如此，
上帝仍以立約的愛，使毀約之人重新
悔改，再返回約的裡面，這就是福音
了。 

 

虹必現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記念我與地
上各種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創九
16） 



 
挪亞(六)─醉酒的陷阱 

 
• 有一天，一個值得信靠和愛戴的人,完全暴露了他的

缺點時，我們的偶像粉碎了。若你在創世記第六章
中見到義人挪亞，絕對料想不到他會在第九章中酩
酊大醉。 

• 上帝為何不以方舟泊於乾地上，挪亞為上帝築壇獻
祭作為故事的結局？祂為何不留下一幅挪亞與家人
圓滿的畫面？我們希望自己的英雄能永遠於顛峰狀
態，然而這並非上帝處理傳記的方式，祂敘述事實
的真相。對聖經人物的缺點，絲毫不加掩飾，這更
使我們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 

• 有一天,挪亞因醉酒陷入罪中。他的一項行為，在家
人的生命中開始孳生其他罪來。老練的聖徒可能在
暮年時跌倒,這是一件多麼發人深省的事！醉酒與放
肆往往如影隨形,這是聖經中醉酒的第一個實例。發
生在挪亞身上的事，也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而罪
的結果也連累了他的下一代,因為罪是不會孤獨無伴
的. 

• 挪亞經歷這件事後,又活了三百五十年。這段時間足
以讓他看見迦南身上的咒詛發生效力。我們相信後
來挪亞已經回復與上帝的美好關係,並蒙赦免.（希
11:7）但他因罪所產生的結果,永遠無法於今世除去
含因著不尊重父親而遭受咒詛，連帶影響後代子孫
。 

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
园，他喝了园中的酒迦南的父亲
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
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
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
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
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
知道小儿子向他所作的事，就
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
作奴仆的奴仆。双说:"耶和华闪

的神是应当称颂了，愿迦南作闪
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
住在闪的帐棚里，又愿迦南作他
的奴仆便醉了。在帐棚里赤着身
子。(创9:20-27) 

 



• 閃是挪亞的長子。當洪水滅世的時候，閃和
他的父親及弟弟一家八口進了方舟而得救。
當時他不但參與了方舟的建造，也親身經歷
了上帝用洪水審判世界的事件。相信他父親
對上帝的信心和順服，必定傳授且深深影響
了他的生命。 
  洪水之後，耶和華賜福給挪亞和他兒子
們，使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上帝對挪
亞的應許和立約，也是對閃所發的。挪亞對
閃的祝福中特別提到，「耶和華閃的上帝」
是應當稱頌的。（創九26）這裏讓我們看到
，挪亞用信心所看到上帝的救贖，要從閃而
出。 
  從閃出來的，有亞述人、敘利亞人、迦
勒底人、和以蘭人。分佈在西亞，處於雅弗
和含的中間。但創世記第十一章中所記載的
閃的後代，卻只有亞法撒一人。他是亞伯拉
罕、以色列和耶穌的祖先。閃的後代是特別
蒙福的，正如挪亞所預言的。他們戰勝了迦
南人（含的後代），上帝又住在他們的帳棚
中，而彌賽亞也是從他們當中出來的。 

 

耶和華閃的上帝是應當稱頌的…。
（創九26） 

1.閃在父親醉酒時，設法給他蓋上

衣服，並且是倒退進去的，由此
看出他的仔細和尊敬的心。當別
人有軟弱時，我們應當設法遮蓋，
而不是挖掘瘡疤或看笑話。 

2.閃必定是個敬虔愛主的人，才配
稱為「耶和華閃的上帝」， 

 
閃─上帝是應當稱頌的 

 



 
含─對父親不敬的人 

 • 有時候不注意生活上的小節，往往會惹
來極大的麻煩。一些小罪若不立刻對付
，也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地步。含在父
親醉酒後，看見父親赤身，不但沒有為
他遮蓋，反而出去說了一些不敬的話。
當日含必定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也作
了一些不該作的事，以致挪亞酒醒了之
後，非常生氣，而咒詛了含的兒子迦南
。 
  他把咒詛放在迦南身上，可能是迦
南先看見告訴了父親；也可能是含羞辱
了父親的名，要迦南受咒詛，來讓做父
親的含嘗到受羞辱的滋味。 
   

• 從含出來的，有早期的巴比倫人、埃及
人、迦南人和別的人。分佈在非洲北部
、巴勒斯坦及阿拉伯曠野。他們發展了
古代的三大文化，但不久就衰落了。直
至現代，含的子孫，即非洲的黑人，一
直都是較軟弱、低下和為奴的，正如挪
亞所預言的。（創九24～27） 

 

迦南的父親含，看見父親赤身，就到外
邊告訴他兩個兄弟。（創九22） 

孝敬父母是上帝所喜悅的，不敬叛逆
卻是上帝所恨惡的。.我們一時的疏

忽和罪惡，往往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含雖是挪亞的次子，卻因自己的罪而
禍及後代。 

 

 

神 說 ： 當 孝 敬 父 母 ； 又 說 ： 咒 

罵 父 母 的 ， 必 治 死 他 。馬 太 福 音 

15:4 

十诫第五诫.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出20:12） 



 
雅弗─被上帝擴張的人 

 • 雅弗是挪亞的小兒子，他隨著父親和
哥哥，在那個不敬虔的世代，為上帝
建造方舟，建築祭壇。他經歷了大洪
水，也看見了上帝的恩典和憐憫。他
承襲了他們的信心和敬虔，成了他們
的好幫手。在父親軟弱的時候，曉得
協助哥哥閃來遮蓋父親的羞辱，因此
深得父親的喜悅。在挪亞對他的祝福
中，可以看出他的祝福是多重的。 
  從雅弗出來的，有西古提人，意
伯里亞人，特拉吉亞人、瑪代人、希
臘人、羅馬人和所有較為近代的人，
如不列顛人、俄羅斯人，日耳曼人等
。他們分佈在歐洲南部，自愛琴海至
裏海一帶。在閃族人得勢之時，這些
人原是寂寂無聞的。如今，他們卻是
世界的主流，在歷史上已得勢二千四
百多年了。正如挪亞所預言的一樣，
他們分佈在全球，以經商和殖民而著
名，而他們也是福音宣教的先鋒。 

 

願上帝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棚
裏，又願迦南作他的奴僕。（創九27） 

1.上帝能使雅弗擴張，上帝也能使

我們擴張。如果我們能忠心活在主
裡面，上帝必能使用我們。 

2.雅弗的後代成為世界福音宣教的

先鋒，在近代史上，看到那些重視
宣教的國家，敬虔的百姓，都成為
上帝祝福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