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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课：前景暗淡时, 当仰望神

在充满罪恶的世代里，神让我们看到祂为自己的保守了

一脉“敬虔的余民”其中有几颗闪耀如星的信心之士：塞特、

以挪士、以诺和挪亚，也有像“该南、玛勒列和雅列”这样

的“忠心的普通人”。在他们的生命中，我们学习如何在我

们的世代中活出“敬虔的后裔”“与神同行”的生命。其中

的一个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立志按照祂的心意

而活。



第八章：挪亚的信心与挪亚的家人

（创六9至七24）



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太24：38）





1.一位与神同行的信心之人
（创六9–13）

2.一位为神工作的忠实之人
（创六14–22）

3.一位等候神的稳妥之人
（创七1–24）



1.一位与神同行的信心之人（创六9–13）
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以下是挪亚的后代。挪亚是个义人，是当时一个完

全人。挪亚和 神同行。（创六8-9）



（1）挪亚是个义人（创六9，七1）

• 这是圣经中第一次使用“义”
（righteous）这个单词，不过，
挪亚的义在圣经其他书卷中也被
提及过（结十四14、20;;彼后二
5）。

“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
事上，得了 神的警告，就动了
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
全家得救。借着这信心，他就定
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
因信而来的义。”（来十一7）

1.一位与神同行的信心之人（创六9–13）



（1）挪亚是个义人（创六9，七1）

•挪亚的义并非来自他的好行为，是神所赐予的，

•亚伯拉罕和挪亚都相信神的话，因此，耶和华就以此
算为他们的义（; 罗四9–25; 加三1–14）。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创十五
6）

1.一位与神同行的信心之人（创六9–13）



（1）挪亚是个义人（创六9，七1）

•神唯一接受的义，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义
（林后五21）;人唯一能领受这义的方式就是承认自己
的罪，并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罗三19–30）。

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就
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靠行律法；因为没
有人能靠行律法称义。（加二16）

1.一位与神同行的信心之人（创六9–13）



（2）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创六9）

• 如果“义”这个表述说明挪亚在神面前的地位，那么
“完全”这个表述则说明了他在人面前的品行。

• “完全”所指的不是“无罪”，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没有一个人能在世上过无罪的生活（彼前二21–22）。
这个词的意思是“正直的、整体的、无缺的”。

• 在圣经中，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在向神献祭时，蒙神悦
纳的祭牲（出十二5;利一3、10）。

1.一位与神同行的信心之人（创六9–13）



3）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创六9）。

• “与神同行”= 活出一个
“对神有信心和顺服神的人
生”。

• 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弗
五2）、“行事为人就当像
光明的子女”（弗五8）、
“顺着圣灵而行”（加五
16、25），并且要“谨慎
行事”（弗五15）

1.一位与神同行的信心之人（创六9–13）



（4）挪亚是一个顺服的人（创六22，七5、16）。

你要用歌斐木做一艘方舟。方舟里面要做一些舱房；
方舟的内外都要涂上沥青。。。你要这样做方舟。。。
所有的活物，你要把每样一对，就是一公一母，带进
方舟，。。你要拿各种可吃的食物，积存起来，好作
你和它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作了；神吩咐他
的，他都照样作了。



（4）挪亚是一个顺服的人（创六22，七5、16）。

挪亚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一切作了。。。那些
进去的，都是有生命的，一公一母进去，是照着 神
吩咐挪亚的。耶和华跟着就把方舟关起来。



（4）挪亚是一个顺服的人（创六22，七5、16）。

对挪亚一家来说，遵从神并不容易，因为当时世上
的其他人都不遵从神，还抵挡神的旨意。

亚当的第七世孙以诺，也曾经预言这些人说：“看，主必同他的千
万圣者降临，要审判众人，又要定所有不敬虔的人的罪，因为他们
妄行各样不敬虔的事，并且说了种种刚愎的话顶撞 神。” （犹
14-15节）



2.一位为神工作的忠实之人
（创六14–22）

神的计划包括挪亚一
家要担当的下述三项
责任。

（1）建造方舟（创
六14–17）

（2）信靠神的约
（创六18）

（3）聚集动物（创
六19–22）



（1）建造方舟（创六14–17）
“你要用歌斐木做一艘
方舟。方舟里面要做一
些舱房；方舟的内外都
要涂上沥青。你要这样
做方舟：方舟要长一百
三十三公尺，宽二十二
公尺，高十三公尺。方
舟上面四周要做透光口，
高四十四公寸；方舟的
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
分为上中下三层建造。”

2.一位为神工作的忠实之人（创六14–22）



（1）建造方舟（创六14–17）
那么这只方舟长135米，
宽22.5米，高13.5米。
方舟分为上下三层，有
一扇门，还有一排高45
厘米（18英寸）的小窗
户，这些小窗户正好位
于舟顶的下方，用以接
受阳光和通风透气。 三
层船舱的每一层都是被
隔出的若干小房间（创
六14）。

2.一位为神工作的忠实之人（创六14–22）



（1）建造方舟（创六14–17） 方舟设计的功用是为了在

水面上漂浮，而不是为了

航行。 方舟是一只巨大

的木制的盒子，能够漂浮

在水上，并保证其内部所

载物的安全和干燥。方舟

能够让125 000只动物有

足够的生存空间。 方舟

中有大量空间用于储藏人

和动物的食物。

2.一位为神工作的忠实之人（创六14–22）



（2）信靠神的约（创

六18）

•这是圣经中第一次使用
“约”（covenant）
这个词。 这个词在圣经
中频繁出现，因为约的
概念是神伟大救赎计划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一位为神工作的忠实之人（创六14–22）



（2）信靠神的约（创六18）

• 神的约中也包括了挪亚的家人- “我要
和你立约。你可以进入方舟；你和你的
儿子、妻子和儿媳，都可以和你一同进
入方舟。”

• 这给了他们平安和信心，让他们可以安
心建造方舟，后来也在其中生活一年多。



（2）信靠神的约（创六18）

• 在挪亚离开方舟后，神向挪亚解释这个约的内容

我要与你们立约：凡有生命的必不再被洪水除灭，再没有洪水来毁

灭大地了。” 神说：“这就是我与你们，与一切跟你们同在有生

命的活物所立之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把天虹放在云彩中，作我

与大地立约的记号。… 天虹在云彩中出现，我看见了就记念我与

地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永约。”（11-16）
2.一位为神工作的忠实之人（创六14–22）



（3）聚集动物（创六19–22）

所有的活物，你要把每样一对，

就是一公一母，带进方舟，好和

你一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地上所有爬行的

动物，各从其类，每样一对，都

要到你那里来，好保全生命。你

要拿各种可吃的食物，积存起来，

好作你和它们的食物。”（6：

19-21）

2.一位为神工作的忠实之人（创六14–22）



（3）聚集动物（创六19–22）

洁净的牲畜和不洁净的牲畜，

飞鸟和各种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都是一公一母、一对一对

来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是照着 神吩咐挪亚的。（7：

8-9）

2.一位为神工作的忠实之人（创六14–22）



在这一切重要活动进行期间，挪亚

一直在侍奉耶和华神，并向罪恶的

世界做见证。 神用长达120年的时

间，长久地忍耐那些粗忽冷漠、顽

梗悖逆的罪人，但他们轻忽神的信

息，最终失去了得蒙拯救的机会。

耶和华说：“人既然是属肉体的，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他

的日子还有一百二十年。” （创六

3）



（1）等候中的一周（创七1–10）

洁净的牲畜，你要各带七公七母；
不洁净的牲畜，你要各带一公一母；
空中的飞鸟，也要各带七公七母，
以便传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
七天，我就要一连四十昼夜降雨在
地上，我把所造的一切生物都从地
上除灭。” 挪亚就照着耶和华
吩咐他的一切作了。（7：2-5）

3.一位等候神的稳妥之人（创七1–24）



（1）等候中的一周（创七1–10）

洪水临到地上的时候，挪亚刚好是六

百岁。挪亚带着他的儿子、妻子和儿

媳一同进了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

牲畜和不洁净的牲畜，飞鸟和各种在

地上爬行的动物，都是一公一母、一

对一对来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是

照着 神吩咐挪亚的。那七天一过，

洪水就临到地上了。（7：6-10）



挪亚六百岁那一年，二月十七日
那一天，所有大渊的泉源都裂开
了，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大雨
倾盆下在地上，一连四十昼
夜。。。耶和华跟着就把方舟关
起来。洪水就临到地上四十天；
水不断上涨，把方舟升起，于是
方舟就从地上浮起来。。。水势
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
（7：11-12；16-24）

3.一位等候神的稳妥之人（创七1–24）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的时候，就在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
了；挪亚移开方舟的盖看看，见地面已经干了。到了二月
二十七日，大地就都干了。（8：13-14）

3.一位等候神的稳妥之人（创七1–24）



3.一位等候神
的稳妥之人
（创七1–24）

（2）清算的日子（创七11–24）

•两个月零十天之后，挪亚
一家离开方舟，并释放动
物也从方舟中出来（创八
15–19）。 从神让他们进
入方舟，并关上方舟的门
之时算起，他们已经在方
舟中度过了一年零十天。



（2）清算的日子（创七11–24）

大洪水是神对那个邪恶世界的审判。

神打开了天上的水闸，降下大暴雨，

“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创七11），

甚至连最高的群山都被大水淹没（创七

20）。 神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等待罪

人悔改，但那时已经太晚了。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赛五十五6）

3.一位等候神的稳妥之人（创七1–24）



3）普世的审判

耶稣和彼得都曾借用大洪水事件指明未来涉
及整个世界的审判：基督再来（太二十四37–
39;路十七26–27），整个世界要受火的审判：

“当时的世界，因被水淹没而消灭了。但现
在的天地，还是因着同样的话可以存留，直
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和遭灭亡的日子，用火
焚烧。但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来到。在那
日，天必轰然一声地消失，所有元素都因烈
火而融化；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被烧毁。”
（彼后三3–7；10）

3.一位等候神的稳妥之人（创七1–24）



（4）忍耐的家庭

尽管外部世界遭到毁灭，但挪亚一

家和动物们却能在方舟内安然无恙。

他们耐心地等候神完成自己的工作，

并把他们放回到大地上。在方舟这

一个地方度过一年零十七天，时间

还是够漫长的。 但正是要“凭信

心和忍耐”，才能领受神应许赐下

的祝福（来六12;见来十36），所

以挪亚心甘情愿等候耶和华。
3.一位等候神的稳妥之人（创七1–24）



反思

一个人如何能像挪亚那样具有或者培养出坚定的

信仰？

对于挪亚而言，建造方舟，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然而，挪亚却凭信心开始工作。 在你所面对

的任务中，哪些是你需要凭信心开始或者坚持下去的？

耶和华神定意要降下大洪水。 这让你看到他是怎

样的一位神呢？



第一章 创世之前

第二章 神言出事成

第三章 首先设立的，居于优先位置

第四章 这是天父世界——真是如此？

第五章 伊甸园里的危险

第六章 在舞台的中央——该隐

第七章 前景暗淡时，当仰望神

第八章 挪亚的信心与挪亚的家人

第九章 赐予全新开始的神

第十章 颂咏生命，颂咏生命

第十一章 故事的其余部分

第十二章 当心，神在工作

第十三章 回到基础

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