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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揀選與救恩 

創世記四至十一章 

 

第三課是救恩跟揀選，我們要從創世記四章讀到十一章。 

講授大綱 

(一) 罪和義的後裔：創世記四至五章 

(二) 洪水和方舟：創世記六至九章 

(三) 審判和揀選：創世記十至十一章 

在這一次的課程裏面我們分三大部分，創世記四到五章，是罪和義的後裔；六到九章是洪

水和方舟；十到十一章是審判和揀選，這是第三課的大綱。 

 

內容重點 

(一) 罪和義的後裔：創世記四至五章 

自從人──亞當夏娃違背了神的話，聽從誘惑，滿足了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要求以後，罪就

進入人性。我們可以分三個角度來看： 

 

1. 罪進入了人心， 進入家庭， 進入社會， 進入世界. 

創世記四章 1－15 節： 家庭犯罪－－－該隱殺亞伯－－－-   第一宗謀殺案 

創世記四章 16－24 節：  社會犯罪－－－拉麥殘暴多妻－－－第一宗多妻案 

創世記四章 17－22 節：文明與罪惡的結合－自古至今不變的現象－兇殺和色情牽手 

（創世記六章 1－12 節：世界犯罪－－－惡的思想， 壞的行為） 

創世記四 25－26 簡述這個第一家庭的重建－－－塞特和以挪士  

 

從四到五章你看到，罪進入人心、進入家庭、進入社會、進入世界。這幾個範圍，慢

慢出現在第四章一直到十一章這個篇幅裏面。其實呢，這也是我們在今天世界所看到的。

四章一到十五節，家庭犯罪，該隱殺了亞伯，第一個謀殺案。兄弟手足是何等親情，可是

當利害關係發生衝突的時候，罪就進入這個家庭，家庭犯罪。四章的十六到二十四節呢，

社會犯罪，怎麼講社會犯罪呢？拉麥非常殘暴，多妻，聖經裏面用什麼來代表社會犯罪

呢？一個多妻的社會。在拉麥的家庭裏面出現多妻。四章十七到二十二節講到文明跟罪惡

結合的時候就產生了兇殺、色情。我們覺得創世記是那麼古老的社會，其實當我們把創世

記跟現在的社會作一個對照的時候，是一個樣子的。色情、兇殺進入社會，這是社會犯

罪。六章一到十二節，講到世界犯罪，它特別用兩個思想來表達當時的那個世界：惡的思

想，人的心是惡的，所以思想也惡；還有呢，行為是敗壞的。罪進入人的心，進入家庭，

進入社會，進入世界，其實這就是第三章墮落帶來的連續性發展。 

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節，簡述了這第一個家庭的重建。剛才我們提到，亞當的後裔分

兩條脈絡，一個是屬肉體的，該隱的；一個是屬神的，神所揀選的亞伯。四章二十五到二

十六節，簡述這個家庭的重建。因為該隱殺了亞伯，所以如果要把屬神、神所喜悅的這個

脈絡建立起來，就要出現這個塞特、以挪士。在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節，塞特和以挪士的

出生，你會不會發覺很奇怪，第四章講到塞特、以挪士出生之後呢，很明顯的把這兩條

線，重新敍說一遍，請你看一下，第四章，十四節，該隱那條線呢是離開神的面的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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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他們離開神的面，自己以人為中心的存活。而重建的家庭，就是塞特跟以挪士出生的

時候，這個家庭就變成一個求告耶和華名的家庭。這就形成了決然分歧的兩條線，這兩條

線分歧之後呢，第五章出現一個全新的記錄。 

 

2. 創世記五章 1－20 節： 亞當的家譜 

創世記五章21－32節： 從以諾到挪亞   

第五章其實是回到創世記第一章，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創世記第一章不是講亞當、

夏娃被造嗎？第五章重新回到亞當，可見這個離開神的面的這條線，跟屬神的、求告神的

這條線有一種清楚的劃分。所以四章跟五章，是很重要的一個劃分的。在五章開始，我們

來找到這個脈絡。五章第一節，你看它重新在講神照著自己的樣式造人，這豈不是一章二

十六節嗎？神照著自己的樣式、形像造人，所以這個是義的後裔。五章之後就出現第六

章，就是講到神的兒子，跟人的女子。六章第一節，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們美貌，大

家對這個都很有興趣，究竟這是什麼一回事，為什麼會有神的兒子跟人的女子之分呢？當

然也有很多的解釋法了，可是如果我們順著聖經這個大的脈絡來思考，第四章分開了這兩

條線，第五章重新回到亞當這條線。 

 

3. 罪的後裔和義的後裔 

＊ 該隱和他的後裔是一些[離開耶和華的面]的群眾(4：16) 

＊ 塞特和以挪士是一些[求告耶和華的名]的群眾(4：26) 

＊ 因此， 創 5：1 的重述實在是澄清另一個新的焦點記述一脈敬畏神、與神建立關

係、活出[形像樣式和自己相似]的人(5：3)，他們是義的後裔 

他們就像以諾，在生兒養女當中與神同行(5：22)；又像挪亞，在罪惡的社會中與神同

行(6：9) 

＊ 而創 6：1 則敘述那些罪的後裔的發展與敗壞，那是一個犯罪的世界，人有惡的思

想、壞的行為(6：5，12) 

 

這個脈絡是一個敬虔的、順服神的，是一個照著神的形像造的的這個脈絡的話，我想這第

六章最自然的解釋，就是：神的兒子就是那個屬神的這一群，人的女子就是那個屬血氣

的、屬人的那一群。在這個結合裏面，就產生罪出來，產生罪，所以你看第六章的第五

節，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的罪惡很大。若是這兩條線或這兩個脈絡一結合，在當時的社會裏

面產生出英武有名的人，可能他們是一些很強壯的人，可能他們是一些很暴力的人，在六

章的第五節之後的描述裏，講到罪進入了世界，思想是罪惡的，行為是敗壞的。六章這個

段落裡，多次的重複講到思想跟行為的敗壞。在這思想行為敗壞的世界裏，神還是看中了

一個人，他的焦點在第九節：「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

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在這個罪惡的社會裏，神找什麼人呢？找一個與神同行的人，

在任何的世代都是這樣子的。充滿罪惡當中，充滿罪惡的世界當中，神還是要尋找，還是

可以尋找到與神同行的這麼一個人。從第四章到第六章，有很多複雜的現象，都用非常簡

化的方式來記錄。罪跟義，罪跟義，這樣子平行的進行。罪惡是普遍的，彌漫在整個社會

的，可是義人呢，也可以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裏面生存，有一個原因就是：與神同行。第六

章第九節，挪亞與神同行。就好像第四章結束的時候說：以挪士跟塞特求告神。求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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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經驗和操練，就讓他們從這個污穢的社會當中脫穎而出，還是保持著跟神之間有一

個非常美好的關係。所以罪跟義的後裔，就是四章、五章，一個很明顯的分界線，你要把

這焦點澄清。 

 

(二) 洪水和方舟 ：創世記六至九章 

1. 創世記六章 1－12 節： 犯罪的世界 

(1) 情慾泛濫 

(2) 暴力橫行：六章 11－13節“敗壞＂、“強暴＂共用 5 次 

(3) 思想敗壞 

 

創世記的六到九章是講洪水和方舟了。從六章的第一到十二節，講到犯罪的世界，六章的

十三到二十二節，講到挪亞造方舟，所以這一章聖經呢，其實是講到罪跟救贖，或者審判

跟救贖。 

創世記六章一到十二節，講到犯罪的世界，當時這個犯罪的世界有三個特徵。我們可以比

較一下，其實跟我們現在這個世界，也是類同的。這特徵是什麼？第一個，情欲氾濫。第

六章，你看到他們隨意挑選人為妻，在神面前敗壞，這個是性的開放，對婚姻制度的挑

戰。神本來設立亞當與夏娃，一夫一妻。可是六章開始的時候，他們隨意挑選為妻，向這

個婚姻制度挑戰的時候，情欲就氾濫了。 

第二，在第六章開始的時候，講到暴力橫行。從十一到十三節看到，敗壞、強暴、出現了

五次，暴力橫行在世界的時候，我想整個社會就混亂了。 

第三個特徵是，思想敗壞，第六章講到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裏面怎麼想，外面就怎麼

行，然後那個結果，就是一個混亂的敗壞的社會。 

所以這個惡是帶三個特徵：第一，情欲氾濫；第二，暴力橫行；第三，思想敗壞。這在現

今世界也是類同的現象。當洪水和方舟這個段落出現的時候，其實我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

一個罪惡的世界。神的審判就會臨到這個罪惡的世界。 

 

＊ 六章 1－1 節：“神的兒子＂和 “人的女子＂有三種見解： 

(1)墮落的天使和人類；  

(2) 王朝的統治者和平民； 

(3) 塞特敬虔的後裔和該隱的後裔 

（從創 4 章罪和義的後裔之思想發展來看， 第(2)的解釋最順乎上下文） 

六章第一到第四節提到，神的兒子，人的女子，我也略略提一下有三種見解。什麼是神的

兒子？什麼是人的女子呢？有人說神的兒子是墮落的天使，人的女子就是人類；所以墮落

的天使和人類結合，這是很接近神話了。我們在神話故事裏面看到很多這種現象，那靈界

跟人類界怎麼結合，這是一個很特殊的說法。第二個見解是說，神的兒子是王朝的統治

者，就是那種君王貴族。人的女子是貧民，貧民。王朝的統治者跟貧民，就是君王貴族跟

貧民結合，這個結合會不會生出古代英武有名的人呢？這是一個值得懷疑的結果。第三個

理論，神的兒子是誰呢？就是塞特的後裔，敬虔的那條脈絡的那些人的後裔。然後人的女

子是該隱的後裔，因為雖然第四第五章，把他們分開了，可是該隱的後裔還是繼續在繁衍

在發展，所以若是與一群不屬神的人結合的時候，也很容易就走向這個世界。就出現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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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四節的那個結果，其實罪惡就氾濫，當人不敬畏神的時候，情欲氾濫，思想敗壞，行

為也是進入暴力的狀況。對於六章這個神的兒子，人的女子的解釋，一般採取這三個不同

的理論。不過從經文的上下文，我還是比較接受最後一個。因為聖經的記錄，應該是很事

實性的一種澄清，所以從故事本身，從歷史本身，我想這個結合應該是講到這兩個，不同

的族類的結合，因為人不敬畏神跟情欲結合之後呢，就產生了罪惡。 

 

2. 創世記六章13－22節：挪亞造方舟 

(1) 神對罪的方法是──毀滅(六 13)； 神對義的方法是──保全生命](六 19－20) 

六章十三到二十二節講到方舟。前面講到這個世界是犯罪的，可是後面呢？神提出拯救，

方舟其實是神的一個救法，神對罪的處理就是毀滅懲罰，六章十三節。神對義的方法就是

拯救保全生命，六章十九到二十節呢，就是保全生命。神要挪亞造方舟的目的就是保存這

個義人挪亞一家的生命，這非常清楚，因此我覺得神的原則是非常非常具體清楚的，我們

會從聖經裏面看到，對罪的方法是毀滅，對義的方法是保存生命，拯救他們。 

 

(2) 方舟長 450呎， 寬 75 呎， 高 45呎. 有一個 97，700 平方呎的甲板， 等於 20 個標準的

學校籃球場。直至 1884 年止， 它是人類所造的最大船隻， 有瑪利皇后號一半的長度 

這個方舟很有趣，按照經文，方舟長四百五十尺，寬七十五尺，高四十五尺。大概有一個

類同九萬七千多平方尺的甲板，這是一個船的甲板，有人也統計說，等於二十個標準的籃

球場那麼大。其實方舟的結構是非常雄偉、龐大的，是人類所造的最大的船隻。一直到

1884年之後才出現了瑪利皇后號。整個方舟的面積，相等於瑪利皇后號的一半，是非常龐

大的。有人懷疑能不能裝下那麼多動物，能不能夠裝下那麼多的食物，儲存那麼多的東西

呢？我想，它的龐大可能我們還沒有辦法想像。二十個標準的籃球場是非常龐大的面積。 

 

(3) 按估計， 動物總數35，000隻； 150卡現代火車可全數運載它們 

按估計，動物的總數有三萬五千隻。他們在這樣計算的時候說，現在的火車，一百五十

節，就可以把三萬五千個動物都裝在火車裏面，應該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這個方舟很多現

在人還在尋找它的落腳點，究竟它還存在不存在，有沒有保存下來，我想我們要從另外一

個角度，來看這個方舟的故事。 

 

(4) 方舟的歷史和預表意義： 來 11：7； 彼前 3：20－22； 彼後 2：5 

剛才我們說，神對罪是要審判，神對義是要拯救，因此這個方舟所代表的神學意義，可以

從新約裏面看到。希伯來書十一章、彼得前書、彼得後書都有提到方舟的預表意義。方舟

之外的是一個審判，神審判的過程，方舟之內的是神的救贖。這是我們從舊約聖經裏面看

到的。 

 

3. 創世記七章 1－24 節：洪水泛濫 

(1) 神吩咐挪亞和他全家八口進入方舟， 並帶著潔淨的動物七公七母； 不潔淨的動物一公

一母. [耶和華就把他關在方舟裡頭] 

第七章呢，講到洪水氾濫。七章一到二十四節，神吩咐挪亞還有他全家八口進入方舟，還

要帶進潔淨的動物和不潔淨的動物，然後神就把挪亞全家跟一切的動物，關在方舟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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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洪水泛濫的第 1天 (7：11， 挪亞 600歲； 二月十七日)， 到最後 1 天 (8：13， 挪亞

601 歲； 二月二十七日)， 約 375 天的日子. 

關進方舟裏面，然後外面就洪水氾濫了，洪水氾濫的第一天到最後一天，一共有三百七十

五天。 

 

(3) 對於洪水泛濫的範圍： 普世性的洪水； 地區性的洪水 

至於洪水究竟是在當時的世界氾濫到什麼程度呢？兩種說法，一個是普世性的洪水，洪水

淹沒了全世界；一個是地區性的洪水。兩方面的推論都很多理由，究竟是地區的淹蓋，還

是全球的、普世的淹蓋。不過考古學的發現裏面有幾種現象，他們在山上找到海洋的化

石，找到魚的化石，在沙漠地中找到有水的生物的痕跡，沙漠裏面曾經有過水，他們找到

世界性的動物化石的墳場，這些證據，使很多學者推論說，可能普世性的洪水比較能夠成

立。這也是一個很難做最後結論的學說。 

 

(4) 神降洪水的目的：審判： 六 11-12，17；  

      方舟的作用：拯救： 六 18； 七 13-15. 

(參考： 賽五十四：9； 太二十四：38－39； 路十七：27； 彼後二：3－7) 

我們還是從聖經神學的角度來看，神降洪水的目的為何？就像我們看方舟的時候也是這

樣，神叫挪亞造方舟的目的如何？我們要瞭解神降洪水的目的，六章十一、十二、十七，

講到審判，你看看，六章十一，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滿了強暴之後呢，十

二節說，神看到這些人敗壞的行為，十三節，我要把他和地一併都毀滅。所以其實洪水的

目的是審判，洪水的目的是審判。可是在六章十八節，方舟的目的在哪裡呢？方舟的目的

是拯救。在第六章裏面你看到一個結合，世界敗壞，有一個義人；神毀滅敗壞的世界，拯

救了這個義人。這是神的一個原則，神對罪絕對是要懲罰的，神對義絕對是肯定的。所以

在這個六到七章，其實我們要從這個信息去瞭解它。 

 

4. 創世記八章 1－22 節： 挪亞出方舟 

挪亞出方舟在第八章，挪亞出方舟第一個所做的事情就是感恩、獻祭。在挪亞的思想裏

面，也不是因為他與神同行，所以必定得救，他還是要有感恩的心，他不會說，因為我是

義，所以我得救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他出來感恩，所以神悅納了他的感恩。在這個救恩

裏面，其實神讓我們看到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神拯救了這一家人，挪亞出來獻

上感恩的祭。 

 

5. 創世記九章 1－7 節： 神賜福挪亞 

我們進入第九章，做一個比較。九章一到七節，神重複來祝福挪亞，這個祝福你可以比較

一下， 

神給挪亞的祝福和創世記一至二章， 神給亞當的祝福有相似和不同： 

亞當的祝福                               挪亞的祝福 

一 28           生養眾多              九 1，7 

一 26，28   管理活物              九 2 (但帶有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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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9          以植物為糧            九 3 (加上可食動物) 

神給亞當的祝福，九章第一節，神跟挪亞說生養眾多，這個在亞當的祝福當中也是有的，

九章第二節，神還是跟挪亞說管理萬物。亞當也是領受這個祝福，九章第三節，神跟挪亞

說，以植物、蔬菜、水果為你的糧食，亞當的時候也是這樣，不過挪亞之後呢，動物也可

以成為他的食物之一。九章第五節，神跟挪亞說，有神的形像。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節聖

經，九章第五節「流你們血的，害你們命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們的罪，就是向各

人的弟兄也是如此，6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著自己的形像造

的。」其實這個結論，就回到神創造亞當、夏娃的時候同樣的一個前提，照著神的形像造

的。 

 

神再要求人活出神的形像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呼應，當神創造亞當的時候，照神的形像造的，可是當人在地上充

滿了罪惡的時候，怎麼可能活出神的形像呢？當人在地上使罪惡氾濫，充滿了情欲，遠離

神的時候，這不是神形像，神要把這個罪惡消滅，潔淨之後呢，神跟挪亞說，活出神的形

像。這個就是救恩的目的。人敗壞，虧欠了神的榮耀，虧損了神的形像，當神救贖了人之

後呢，人要重新活出神的形像。這就是保羅在歌羅西書說的，活出真理、聖潔、仁義、神

的形像，這個是神的作為。今天的我們也是要這樣子，重新去瞭解神在人身上的心願，活

出神的形像，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這是挪亞出方舟之後，神給他的祝福。其實就是回到

神創造亞當的時候，那種的祝福跟責任。 

 

6. 創世記九章 8－27 節：以虹立約 

第九章，講到立虹，立彩虹為約，成為永遠的約。 

 

7. 創世記九章18－28節：再次建立一種健康的， 活出神形像的道德觀念 

九章第十八到二十八節，有一個很特別，大家覺得比較困難瞭解的經文。挪亞出了方舟之

後，二十節說，他做農夫了，做農夫有一天喝酒、醉酒，醉酒以後出現了一個家庭的故

事。他有兩個兒子，在聖經當中九章十八到二十八節，閃跟雅弗，他們的表現是一致的，

閃跟雅弗的表現看到父親喝醉酒，光著身子，他就倒退著進去，用衣服來蓋父親的赤身，

看不到父親的赤身。含呢，含的行為就是，看到父親是赤身的，就出去告訴他兩個弟兄，

兩組的行為是不太一樣的。其實在這裏我想，這是不是要再一次揭密，神的目的就是，揭

示一個活出神形像的家庭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他道德的水準，道德的情操，應該是怎麼

樣。所以挪亞這個事件呢，其實是建立：道德的行為怎麼樣跟他的信仰一致，這麼一個模

式。所以閃跟雅弗，雖然父親現出了一個不太好看的樣子，可是他還有敬畏的心；而含

呢，就用一個不同的方式來表態。 

 

創世記九章 24－27 節： 挪亞的祝福句子—“耶和華閃的神”， 說明閃活出了神的道德形

像， 神願被稱為“閃的神＂. 

後來在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節，神說我是閃的神，神選擇稱為閃的神，可見呢，神所喜悅

的是這種敬畏神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或者說，這個就是神的形像所要活出來的道德行為。

所以挪亞的出現，跟挪亞後來發生這個事情，他們家庭的表現，其實可以跟第六章互為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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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第六章，很多人的行為是惡的，神所不喜悅的，因為思想是惡、行為是惡，可是呢，

第九章你看到這個閃跟雅弗，他的表現是神所喜悅的。這個是挪亞故事裏面的一個插曲。 

 

(三) 審判和揀選：創世記十至十一章 

第十到十一章，是審判和揀選。 

1. 創世記十章 1－32 節：挪亞的後裔  

(1) 雅弗的後裔—佔居北方及西方(11：2－5) 

(2) 含的後裔—佔居在埃及和其四周(11：6－20) 

(3) 閃的後裔—佔居在米所波大米及阿拉伯(11：21－31) 

 

第十章，一到三十二節講到挪亞的後裔，如果用當日的迦南為中心，這個挪亞的後裔的分

佈呢，首先雅弗的後裔是北方還有西方。含的後裔是埃及還有四周，閃的後裔是在美索不

達米亞跟阿拉伯，他們分佈在當時的世界裏面。挪亞的後裔三個兒子和三個子孫分佈在東

南西北， 

 

2. 創世記十一章 1－9 節：人類的散佈 

可是真正人類的散佈全地呢，是從十一章開始。因為他們要建造這個巴別塔，然後要凝聚

自己，可是在十一章裏面神就把他們散佈全地。 

 

巴別塔 

(1) 塔頂通天 

(2) 傳揚己名 

(3) 避免分散 

那巴別塔有一個值得我們警惕的，他們建造這個塔，第一就是要塔頂通天，第二是要傳揚

自己的名，第三是他們要避免分散，避免分散全地，這種以自我為中心跟凝聚所有的力量

向神發出挑戰的，這麼一個思考呢，是神所不能夠容許的。因此十一章第八到第九節，神

分散了他們。因為他們語言不通，所以就散佈全地，這是十一章帶來的一個結果，當這個

結果出現的時候， 

 

3. 創世記十一章 10－32節：蒙揀選的閃族 

在十一章最後一個段落，十到三十二節，當人類散佈全地的時候，神又做一個揀選的工作

了，神在揀選。神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謙卑跟順服的閃的後裔身上。第十節講到閃

的後代，然後在十一章第二十五節，出現了拿鶴，這是閃的後代，拿鶴生了他拉之後，請

你看二十六節，他拉活到七十歲生了亞伯蘭，然後亞伯蘭就是我們十二章之後的，那個故

事的最重要的一個族長。二十七節講到他拉的後代記在下面，然後請你看三十二節，十一

章三十二節，他拉活了二百零五歲，就死在哈蘭，所以我們就看到這個閃的後代，剛才我

們讀第九章的時候，神願意自己稱為閃的神，所以閃的後代就蒙神揀選，在十一章最後結

束的時候，閃的後代就出現了他拉，然後出現亞伯蘭，就是亞伯拉罕，神就揀選亞伯拉

罕，從十二章就呼召他離開家鄉，成為神祝福的媒介，在第十一章，這個抗拒神高舉自己

的整個人群裏面，神又找到一個人──亞伯拉罕。我們就發覺，這個歷史的片段裏面，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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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麼狀況，什麼時代，神總是要找人。神總是在找人，然後他總是可以找到。 

 

神學連貫 

這一課再三討論到在人類當中呈現罪惡的時候，神總是揀選到一些行善的人，例如以挪

士，他就出現在該隱家族離開神的時候，挪亞呢，在行惡的人群當中，亞伯拉罕呢，在巴

別的城中；在頂撞神的世界當中，神總是保存了一些屬於他的人。 

義人蒙救贖是一個個人的經驗，可是義人蒙救贖的原因在哪裡呢？其實神要這個義人蒙救

贖，真是要成為普世的祝福，這是重要的，不是為自己而已。 

那第三呢，神救恩的啟示已經彰顯了，從 3 章 15 節女人的後裔，到 6 章 18 節，方舟的拯

救，到 9 章 26 節，閃族的神，到 12 章第 3 節，亞伯拉罕的福音。這個神學連貫，讓我們

能夠進入亞伯拉罕蒙呼召出去成為神賜福媒介的歷程裡。 

課後作業 

1. 讀創世記十七至二十五章 

 

2. 試比較創世記三章，四章，六章，和十一章的罪的故事. 列出： 

(1) 犯罪的原因 

(2) 犯罪的過程 

(3) 犯罪的結果 

   我們當如何受警戒， 避免得罪神? 

 

3.   寫出你從義人挪亞所學到的功課. 至少列出二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