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度

讀經計劃

創世記「虹必現在雲中，我看見，就要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創 9:16)
今個月我們會細閱關於挪亞的事蹟，相信大家都聽過挪亞這個名字，對方舟亦不會感到
陌生。不知道挪亞給你什麼的印象？他的經歷又怎樣幫助你認識上帝？
────────────────────────────────────────────────────
第一週 (4 月 27 日至 5 月 2 日) : 第六章 1 節至第七章 5 節
人類墮落，神吩咐挪亞製造方舟。
釋經節錄：
6:2
神的兒子到底指誰呢？通常有以下幾種說法：
1. 塞特的後代：持這種說法的人指出，塞特的後代就是神所揀選的人類，與
該隱的後代相對。
「人的女子」則被視為屬該隱的後代。不過，舊約從未把
塞特的後代與神的兒子等同。
2. 王室的領袖：
「神的兒子」在古近東的文化常指王室的領袖，特別指君王。
然而，此種說法並不能解釋君王與女子所生的後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
的人。
3. 墮落的天使：此種說法的可能性最大。舊約有多處都把「神的兒子」稱為
神的使者---天使 (伯 1:6，伯 2:1，伯 38:7，詩 29:1，詩 89:6，但 3:25)，彼
後 2:4-14 也有提及此說法。
在舊約，
「看見就取來」語帶貶意，常指負面行為，特別是越軌的行動。例如
夏娃當初看見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好作食物，就取來吃(創 3:6)。
6:3
「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原文是「我的靈就不永遠與他相爭」；神差遣
聖靈來與人相爭(加 5:17)，要感動人隨靈而行。但人若執意行肉體的事，而成
了屬乎肉體的，神的靈就不長久一直與人相爭，而任憑人放縱肉體的情慾(羅
1:24)。
「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這是給世人一百二十年的寬限時間，才要
施行審判。
6:4
「偉人」原文「拿非林」
，是一種身材魁偉的巨人(民 13:33)，他們是違反神所
定規「各從其類」(創 1:22、24)的原則而產生的混種，使人變質而有了邪靈的
性質。
6:5
「思想」在希伯來文是「籌算」的意思，這字同樣用於神對亞當的塑造 (創 2:7)，
神造人是經過精心設計的，而人用神所精心設計的頭腦來思想惡。
6:6
這裏的「後悔」
，並未含「早知如此，悔不當初」的意思，因為神是全知的。
神因見到人的罪惡，而憂傷、難過。
人的墮落，不是出於神的本意，因為神造人的目的，原是要人彰顯神，並代表
神在地上執掌權柄(創 1:26-27)。
6:9
「完全人」意即對神存著完全的心，指挪亞以全心或專心倚靠神、愛神。此處
並不是說挪亞毫無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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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透光處是在方舟上邊的；這樣，人在方舟裏，看不見四圍洶湧的波濤，而專一
仰望天上的神。

思考問題：
1. 當亞當和夏娃犯罪後，神主動尋找他們。在這一章中，神看見人的惡後，就後悔憂傷。
人得罪了神，為什麼神有這樣的反應？
2. 神要以洪水毀滅世界，但要拯救挪亞。為什麼神要挪亞花那麼長的時間製造方舟，而
不直接給予一隻方舟挪亞？
3. 試想像當挪亞製造方舟時，其他人經過看到他的行徑時會有什麼反應？挪亞會告訴他
們神的審判嗎？他們會相信真的有洪水來臨嗎？
4. 神有給予機會讓人悔改嗎？當你軟弱犯罪時，神的懲罰是即時臨到，還是給你機會改
過？

第二週 (5 月 3 日至 9 日)：第七章 6 節至第七章 24 節
洪水氾濫。
釋經節錄：
7:6
「瑪土撒拉」字義是「到他死時必要施行」
，或「在他死時將有大事發生」
。瑪
土撒拉一百八十七歲生拉麥(5:25)，拉麥一百八十二歲生挪亞(5:28)，挪亞六百
歲時洪水氾濫全地，三個數目加起來正好九百六十九年，也就是瑪土撒拉死的
那一年。所以有人說本節乃是「瑪土撒拉」字義豫言的應驗。
7:7
當挪亞一家人進入方舟時，還沒有洪水，所以他們乃是相信神的話。過了七天，
洪水才氾濫在地上(7:10)
7:11 「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或指地下水湧上來，或指海床升高導致海水倒灌。
7:12 「四十」在聖經裡表徵試探、試煉和苦難，例如以色列人在曠野時，探子進入
迦南地窺探四十天(民 13:25)、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四十年(民 14:33-34)、以利
亞不吃不喝走了四十晝夜(王上 19:8)、耶穌在曠野四十晝夜受魔鬼試探(太
4:1-2)。
7:19 要知道，當時人心目中的「天下」，並不是現在我們所認識的全世界(參創
41:56-57)。洪水是否淹沒全球，我們不知道。我們所能肯定的是，除了挪亞一
家八口以外，當時的全人類，以及地上和空中凡有血肉的生命(水族除外)，全
都滅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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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耶和華把挪亞關在方舟裡(7:16)，表面上神好像是在懲罰挪亞，把他困著。實際上，
神是在保護挪亞免受出面的狂風暴雨吹打。在人的經歷中，有時看似神容讓困難的處
境臨到我們當中，但這可能就是神在保護我們、拯救我們的時候。你有這樣的經歷嗎？
2. 試想像一下挪亞在方舟內的日子是怎樣過的？他知道洪水何時會退去嗎？日復夜、夜
復日的等待，洪水仍未退去，而神亦沒有新的指示，如果你是挪亞，你的心情會是怎
樣？「等待」從來都不容易，但卻是我們需要去學習的。

第三週 (5 月 10 日至 16 日)： 第八章 1 節至第八章 19 節
洪水退去。
釋經節錄：
8:1
「神叫風吹地，水勢漸落」和創 1:2「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情景相似，故此
處含有重新創造的意味；創 1:2 以後是描述天地復造的情節，而第八、九兩章，
是描述地上一個新的開始。
8:4
「七月」迦南地稱做「亞筆月」
，以色列人於出埃及時改為正月(出 12:2；13:4)；
當月的十四日就是逾越節(出 12:6)。
「亞拉臘山」在亞美尼亞和土耳其的交界地帶。「山」字原文是複數的，因此
並不是指最高的山峰，這裏的意思是說，方舟停在亞拉臘一帶峰嶺上。
8:11 橄欖樹不生長於高處，對挪亞來說，這片新葉子表示水已從地上退了多日，橄
欖樹才有足夠時間重新發芽長葉。世人流行以一隻鴿子，口啣橄欖枝，做為和
平的記號，就是源出本節聖經。
8:14 洪水開始於「二月十七日」(創 7:11)，故至此剛好過了一年又十天。
8:16 注意挪亞一家人「進入方舟」是出於神的話(創 7:1)；如今，「可以出方舟」也
出於神的話。挪亞早在正月初一日便看見地已經乾了(8:12)，但他仍在方舟裏
等待了五十多天，不肯擅自出來。
「出」字原文是「出去」(go out)，不是「出來」(come out)；有人說這暗示神
自己也進到方舟裏面，且一直與挪亞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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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的強烈對稱性
在有關洪水的紀錄中，經文顯示出強烈的對稱性：
A. 神和挪亞立約 (6:18)
B. 挪亞和他的家人及動物進入方舟 (7:1)
C. 挪亞 600 歲 (7:11)
D. 洪水泛濫在地上 40 天 (:17)
E. 水勢浩大，在地上共 150 天 (7:24)
E.’ 過了 150 天，水就漸消 (8:3)
D.’ 過了 40 天，挪亞開了方舟的窗戶 (8:6)
C.’ 挪亞 601 歲 (8:13)
B.’ 挪亞和他的家人及動物出方舟 (8:16)
A.’ 神和挪亞立約 (9:9)
這種「三文治」式的格式，代表著整段經文所強調的訊息就是在最中心的位置，即 7:24
和 8:3 之間的經文，即是 8:1-2：
「上帝記念挪亞和挪亞方舟裡的一切獸牲畜。上帝使風
吹地，水勢漸落。深淵的泉源和天上的窗戶都關閉了，雨不再從天降下。」在洪水氾濫
的日子，挪亞和他的家人只有等待，但這並不代表神忘記了他們和方舟內動物。上帝記
念他們，拯救他們，使洪水退去。
「顧念」和「拯救」就是這段經文所要帶出的訊息。
思考問題：
1. 你試過在困境中懷疑神是否已忘記你嗎？挪亞在困境中的盼望從何而來？你從他的
身上學習到什麼？
2. 在離開方舟後，神要人和其他動物在地上多多滋生、生養眾多。神不擔心會歷史重
演、人再「終日思想的盡都是惡」嗎？為什麼仍要人繼續繁衍下去？

第四週 (5 月 17 日至 23 日)： 第八章 20 節至九章 17 節
神與挪亞立約。
釋經節錄：
8:20 一般人通常有兩大毛病：1. 蒙恩而不知感恩(路 17:11-19)；2. 容易傾向於神所
施恩的工具(例如方舟)，而漠視了施恩的神。但挪亞在這裡是築壇向神感恩。
8:21 「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是上一句話的說明：由於人的敗壞是與生俱來的天
性，即使一再地施以懲治，仍不能改變「罪人會犯罪」的事實。
9:1
這裡表明神對人的心意並沒有改變(創 1:28)。
「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意即神仍願意人在地上彰顯祂的榮耀。
「遍滿了地」注意不是聚居某些地方，而是遍佈全地；神的意思是要人分散到
世界各地(參閱創十一章，那裏人故意違抗神這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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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9:3
9:4
9:5
9:6
9:9
9:11

9:12

「都必驚恐，懼怕你們」
：洪水之後，動物不再像樂園時那樣的與人和諧共存
了，可能要等到彌賽亞再來的日子，才能恢復彼此無害的景象(賽 11:6-9)。
從此神才准許人以動物為食物(創 1:29；申 12:15；提前 4:3-4)。
神不准人吃血，意思是要人珍惜、尊重生命。
這裡一方面表明神看重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也表明惟獨神握有生命的主權，祂
必追討殺人者的罪。
這裡是「質」與「量」兼顧；9:1 的「遍滿了地」則似乎專指「量」而言。
「你們和你們的後裔」即指全體人類，並且延伸到世世代代。
從此以後，所有的水災只在局部地區發生，不再泛濫全地了。
本節只是說，神不再用洪水毀壞地，並沒有說祂不會再毀壞地；神將來要改用
烈火來燒盡地和其上的物(彼後 3:10)。
「永約」表明此約的永久性，是不會受任何情況的影響而廢除或更改的。

思考問題：
1. 在 9:8-17 中，神和誰立約？「約」是雙方互相同意締結的一種關係，有約束力，有
一定履行的義務。在這次立約中，神有要求人達到什麼條件，才不再以洪水滅地嗎？
實際上，人並無守約的能力，故神與人立約，乃是神對人的賞賜；祂甘願降卑自己，
置祂自己於受約束的地位。你試過與神立約，或向神許下某些承諾嗎？
2. 神以什麼作為立約的記號？為什麼神要設立記號？是因為神可能會忘記自己所立的
約嗎？

第五週 (5 月 24 日至 30 日)： 第九章 18 節至第十一章 32 節
挪亞的後裔及巴別塔
釋經節錄：
9:18 當時在地上的人，除了挪亞一家八口之外，全都被洪水淹滅，所以他們是代表
新人類的開始。
9:19 這節說出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乃是挪亞一家人的後裔：亞洲人多是閃的後裔，非
洲人多是含的後裔，歐洲人多是雅弗的後裔。
9:21 「赤著身子」是羞辱的意思(創 3:7、10；利 18:6-18)，挪亞赤著身子，表示他
在人面前顯露出自己的羞恥來。
9:22 據猶太人的傳說，是迦南先看見祖父挪亞赤身露體，他去告訴父親含，隨後才
由含去告訴他的兄弟，故挪亞咒詛迦南(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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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後來揀選閃的後裔亞伯拉罕，故稱為「耶和華閃的神」
。
「願迦南作閃的奴僕」是豫言迦南人後來要作以色列人的奴僕(書 16:10；王上
9:20-21)。
10:4 有聖經學者說「以利沙」是義大利人的始祖、
「他施」是西班牙人的始祖、
「基
提」是塞浦路斯人的始祖、而「多單」是希臘人的始祖。
10:9 「英勇的獵戶」形容一個人的性格剽悍。
「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指在神面前嗜殺生靈(包括人口)，有「目中
無神」的意味。
11:1 第十章一再的說：「各隨各的方言立國」(創 10:5、20、31)，並且那裏還有一
句話：
「那時人就分地居住」(創 10:25)；本章便是對如何造成上述情形的補充
說明。
11:6 神的意思是說：若不攔阻他們，而讓他們長此下去，他們將來必然會為所欲為，
無惡不作了。
11:7 「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意即不能明白對方所表達的意思；故「言語不通」
亦表明彼此的見解、思想、觀念不能溝通，各說各話，各行其是。
11:10 注意下面這一段閃的家譜，只記「又活了」多少年，並未如塞特的家譜明記各
人死時的年歲，以及「就死了」之結語(創 5:3-31)。他們「活」著的目的，只
是為了「生」某一個人，並且這個人是與生出「亞伯蘭」有關連的；意即這個
家譜裏的人，都是為著神的選召鋪路。
11:26 人類的壽命在洪水之前和在洪水之後有了顯著的變化，由九百多歲急劇地減到
六百歲，再減到四百多歲、二百多歲，最後到一百多歲，這是說明罪惡給人類
帶來了生理和環境生態的改變。
9:26

思考問題：
1. 9:21 描述挪亞犯了什麼錯 (參弗 5:18)？挪亞雖被稱為「完全人」(6:9)，但他也有
不完全的地方，洪水並沒有除去他生命中的罪性。縱然經歷過主耶穌赦罪的恩典，
但我們仍會犯罪。我們應如何避免犯罪？當我們犯罪後應如何面對？
2. 為什麼人要建造巴別塔？為什麼他們不想分散在全地上？現代社會科技發達，高樓
大廈佈滿整個城市，人類縱使分隔異地亦能即時互相通訊，你認為這些發展是不是
和建造巴別塔相似？享受這些科技帶來的方便和與神建立關係是不是互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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