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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当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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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悖逆神 神审判罪 神恩典，全新的开始



亚当犯罪 该隐犯罪

不否认，但推卸责任 否认，向神顶嘴

地受咒诅

长出荆棘、蒺藜

该隐受咒诅

地不再效力

被赶出伊甸园 被赶离神的面

罪恶越发显大 亚当==》该隐 ==》该隐后裔。。。。世人



“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
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和合本
（创世记三15）

“15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
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
伤他的脚跟。” 新译本
（创世记三15）



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神观看大地，看见世界已经败坏了；全人类在地上所行的都是败坏
的。神对挪亚说：“在我面前全人类的尽头已经来到，因为地上由
于他们的缘故满了强暴。看哪，我要把他们和世界一起毁灭
(创六12-13)。



暴风雨苦难之后的更新与安息。

神的百姓和受造物开始了新的生活，

有了新的希望。

创世记八章1-22

赐予全新开始的神



罪 懲罰 恩典 、希望

事件 罪 懲罰 恩典、希望

伊甸园 亚当和夏娃不服从 处罚蛇、地、
亚当、夏娃

用兽皮做衣服
应许女人的后裔

该隐 谋杀 逃亡的生活 给该隐一个记号
保护他

世人 邪恶 洪水
(挪亚一家及动物
进入方舟)

新创造 新开始
彩虹



巴
别



巴别
分裂、分散、
隔绝和混乱，

惩罚？？

恩典 ？？新生活 ？？
新希望 ？？

上古時期的故事结束

神子民的历史即将开始 救恩的历史 基督耶稣。

新社会正开始建立 亚伯拉罕的家庭。

透过亚伯拉罕，世上所有家庭都将蒙福（创十二3）

人类悖逆神 神审判罪 神恩典，全新的开始



1 神阻止了一场反叛
（创十一1-9）

2 神保全了一个家庭
（创十一10-26）

3 神创造了一个民族
（创十一27-32）

当心！神在工作（创十一章）

（1）叛乱（创十一1–4）

（2）神的回应（创十一5–9）

（3）经文的对比



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大

家说同样的话语。他们向东迁移

的时候，在示拿地发现一块平原，

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

「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

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

灰泥。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

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

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

全地上。」(创十一1-4)

巴别塔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

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

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

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

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

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

不通。」(创十一5-7)

巴别塔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

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

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

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

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创十一8-9)

巴别塔



创十一1-9

（a） 引言（1）

（b） 人停在示拿地（2）

（c） 计划建城和塔（3～4）

（d） 上帝降临视察（5）

（c′） 计划阻止建造（6～7）

（b′） 人分散在全地（8）

（a′） 结束（9）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

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创十一1-2)

巴别(巴比伦)



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创一28，九1）

抗拒神的吩咐

也许出於恐惧和骄傲，決定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聚集在一处居住

扬名於天下（创十一1–9）

1 神阻止了一场反叛
（创十一1-9）

诗篇二1-4 1列国为什么骚动？ 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
2世上的君王起来， 首领聚在一起，敌对耶和华和他所、
膏立的，说：

3“我们来挣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摆脱他们的绳索！”
4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讥笑他们。



（2）神的回应（创十一5-9）

当那些在巴別的人们嚣张地喊道“让我们要…..”时，天上的神却冷

静地回应说：“来，我们下去！”（V7）

耶稣曾警告说，那些因骄傲而高抬自己的人必被降卑（太二十三12）

1 神阻止了一场反叛
（创十一1-9）

5耶和华下来，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     
7来，我们下去，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
听不懂对方的话。”8於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
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又从那里
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创十一5-9）

诗篇二4 4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讥笑他们。



神借著变乱人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到全地，神保守了他们的性命，
给他们回转归向祂的机会。

1 神阻止了一场反叛
（创十一1-9）

在神的教会里，“神不是叫人混乱”（林前十四33）

在世界上，神有時使用混乱来教人谦卑，以防止他们联合起来

对抗神的旨意。

巴别 Babel 众神之门

混乱 balal 混乱之门



徒二1-4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
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
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
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
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不同背景，同一圣灵

五旬节是对巴別事件的一场逆转，
因为那一天，在耶路撒冷的人听见有
人用自己故乡的方言來赞美神（徒二
1–12）！万国万民都來敬拜耶稣基督
的那一天终将来到（启十五4）。

启十五4 4 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荣耀你的名呢？
因为只有你是神圣的，万国都要来，在你面前下
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



亚伯拉罕是闪的后代，“闪”的意思是“名字”。

神应许要叫他的名字为大（创十二2）

人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名为大!” 神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

亚伯兰 亚伯拉罕

撒莱 撒拉

以扫 以东

雅各 以色列

1 神阻止了一场反叛
（创十一1-9）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
使你的名为大，
你也必使别人得福。（创十二2）



（3）经文的对比（创十一5-9）

1 神阻止了一场反叛
（创十一1-9）

巴比伦 天上的耶路撒冷城（来十二22–24）

世上的骄傲、
道德的败坏、

对耶和华神的藐视。

22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和永活的 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
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聚集，23有名字登记在天上
众长子的教会，有审判众人的 神，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
魂，24有新约的中保耶稣，还有他所洒的血。这血所传的
信息比亚伯的血所传的更美。（来十二22-24）

大淫妇（启十七1–2）
罪恶滔天（启十八5）

天上的圣城则被称为基督的新妇（启二十一9–27）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分种族、国家、语言或
宗族（启七9），都在基督里合一（加三28），将来都要一同在天国中。

1 神阻止了一场反叛
（创十一1-9）

启七9 9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
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
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
里拿着棕树枝。

加三28 28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作奴仆的或自由人，男
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

弗一10 10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万有，
都在基督里同归於一。



2 神保全了一个家庭
（创十一10-26）

10以下是闪的后代。洪水以后两年，闪一百岁的时候，生了亚法撒。11闪生亚法撒以後，又活了五百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12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就生了沙拉。13亚法撒生沙拉以後，又活了四百零三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14沙拉活到三十岁，就生了希伯。15沙拉生希伯以後，又活了四百零三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16希伯活到三十四岁，就生了法勒。17希伯生法勒以後，又活了四百三十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18法勒活到三十岁，就生了拉吴。19法勒生拉吴以後，又活了二百零九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20拉吴活到三十二岁，就生了西鹿。21拉吴生西鹿以後，又活了二百零七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22西鹿活到三十岁，就生了拿鹤。23西鹿生拿鹤以後，又活了二百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24拿鹤活到二十九岁，就生了他拉。25拿鹤生他拉以後，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26他拉活到七十岁，就生了亚伯兰、拿鹤和哈兰。

创世记五章让我们看到从亚当到挪亚的家谱

十一章记载从挪亚的儿子闪到他拉及其子亚伯拉罕的家谱



亚当

亚伯该隐

以诺

以拿

米户雅利

玛土撒利

拉麦

犹八

塞特

以挪士

该南

玛勒列

雅列

以诺

玛土撒拉
雅八 土八该隐

弹奏者祖师游牧业祖师 铜铁匠祖师

开始求告神

与神同行

杀人, 建城

多妻，杀人
以暴力自夸

分别善恶树

无神的人类文明

生命树

寻求神的生活

意为「脆弱

必死的人」

意为「有

能力的」

拉麦 挪亚



此家谱的重要意义

神的信实，他看顾自己的百姓，
持守他的应许。

透过人来完成其在地上的旨意，
虽然人是脆弱、不肯顺服神。



创世记一至十一章：四件重要的事—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大洪水和巴別的审判，
创世记十二至五十章：四个重要人物的人生经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

3 神创造了一个民族
（创十一27-32）

27以下是他拉的后代：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和哈兰；哈兰生罗得。28哈兰在他父亲他拉
之前，死在他出生之地，就是迦勒底的吾珥。29亚伯兰和拿鹤都娶了妻子；亚伯兰的妻
子名叫撒莱；拿鹤的妻子名叫密迦，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迦和亦迦的父亲。30撒莱
不能生育，没有孩子。31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就是哈兰的儿子罗得，
以及他的媳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一同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到迦南地去；他们到了哈
兰，就住在那里。32他拉死在哈兰；他的寿数共二百零五岁。

五个人物引人注目：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以及亚伯拉罕的
兄弟拿鹤与哈兰。哈兰死后，留下儿子罗得。



他拉

拿鹤
亚伯兰

(尊贵的父)
哈兰

密迦 亦迦 罗得

撒莱



吾珥

哈兰

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所

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

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

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

地方去。』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徒七2-4)

亚伯兰蒙召



3 神创造了一个民族
（创十一27-32）

呼召一对夫妇 建立家庭 创建一个民族 赐福地上所有民族
创十二1–3，

十八18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和撒拉时，他们的家庭背景还是拜偶像的
（书二十四2）。在迦勒底的吾珥和哈兰，人们拜月神。



在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呼召时，当时他们还没有孩子。

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亲”

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賽五十五8–9），借著呼召並赐福不生育的夫妇，

神彰显了他的大能和荣耀

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

3 神创造了一个民族
（创十一27-32）

赛五十五8-9 8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 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
的道路。9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
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



世界时常依靠许多有能力的人去完成目的，

但神却选择了两个弱者去创建一个新的民族。

3 神创造了一个民族
（创十一27-32）

巴別事件 亚伯拉罕

为自己扬名 神应许要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

依从世上的智慧 信靠神的话语（来十一11–12）

由人的骄傲所驱动、靠著人的血气建造 以色列民族靠神的恩典和能力而被创建

来十一11-12 11因着信，甚至撒拉，她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
因为她认为那应许她的是信实的。12所以从一个好像已死的人，
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仿佛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么无
数。



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巴別塔仍然存在。

我们是否凭信心跟从祂，注目遙望天上的圣城（来十一13–16）

反思

来十一13-16
13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不过
是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
客旅。14因为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15

如果他们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6但
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
神不以他们称他为 神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
一座城。



第一章 创世之前（创一1）

第二章 神言出事成（创一章）

第三章 首先设立的，居于优先位置（创二章）

第四章 这是天父世界——真是如此？

第五章 伊甸园里的危险（创三章）

第六章 在舞台的中央——该隐（创四1-24）

第七章 前景暗淡时，当仰望神（创四25-六8）

第八章 挪亚的信心与挪亚的家人（创六9-七24）

第九章 赐予全新开始的神（创八章）

第十章 颂咏生命，颂咏生命（创九1-17）

第十一章 故事的其余部分（创九18-十32）

第十二章 当心！神在工作 （创十一章）

第十三章 回到基础 （回顾创一至十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