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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我的爱献给
简 · 珍妮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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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拯救行动

“这些人真是太邪恶了，我要把他们从地球上全部消灭。”这是
谁在说话？是上帝！上帝已经决定了要把人类统统消灭，这是为什么
呢？

那是因为，上帝本来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让美好的人们住在里
面。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让他们有智慧、能思
考、有情感意志，还有敬拜上帝的天性。上帝还给了亚当和夏娃特别
的能力，让他们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每一件事本来都是美好的，
可是亚当和夏娃背叛了上帝，罪和死亡就进入了世界。

于是，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出问题了，上帝只好把亚当和夏娃从他
们可爱的家，伊甸园里赶了出去。后来，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该
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上帝不得不把该隐赶到更远的地方。该隐的
家族也变得比该隐本人更加邪恶。

那么，人类会因此永远与上帝隔绝吗？不会！

终于，出现了一线亮光，亚当和夏娃的另一个儿子，塞特出生
了。塞特不但自己是个好人，塞特儿子以诺也是。那时人们开始一起
敬拜上帝。

但是，好景不长，塞特的家族也转向错误的方向。他的家族中只
有几位是敬拜上帝的，其中就有以诺。以诺紧紧地跟随上帝，圣经告
诉我们说，以诺没有经过死亡，就被上帝直接接去了天堂。另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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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是玛土撒拉，他活到了969岁，是世界上活得最长的人。另
外，挪亚，他也是塞特家族的人。

塞特家族为什么会转向了错误的方向呢？那是因为，本来敬虔的
塞特家族里的男人，娶了不敬虔的该隐家族的女子。

有一件事非常清楚，那就是当人们对上帝不敬虔的时候，婚姻就
会出大问题，家庭里头会不断地发生邪恶的事。所以，上帝不再让人
们活得像亚当、夏娃还有塞特那么大的年纪了。后来，人们一般只能
活到120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变得更加的邪恶，他们每天所想所做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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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罪恶。

上帝因此非常伤心，祂后悔创造了人类，因为人类毁了上帝所造
的世界。上帝说：“我要把我所造的人和所有生物，都从地上除
灭。”

但是，上帝存留了挪亚的性命，因为只有挪亚在上帝眼前蒙恩。
圣经说，挪亚没有犯当时人们犯的罪，他是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
行，上帝拣选挪亚在上帝施行毁灭之后，来继续上帝的拯救计划。

“挪亚！”上帝在呼唤挪亚。“挪亚，情况越来越糟了，人们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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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而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我要把我造的人和一切的生物全部毁
灭，但是我不会马上就做，我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你听我说，挪亚，你是我公义的仆人。你要去告诉他们我的心
意，你要用一个巨大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把我的心意表示出来。你
也要说些话，不过，你所说的，要透过这个巨大的东西表示出来。

“你去告诉人们，我要因他们的邪恶惩罚他们，我要降下大洪水
毁灭他们。

“雨要日日夜夜地下个不停，直到四处都是水，变成一片浩瀚的
汪洋，陆地会被淹没。

“你要建造一个巨大的东西来警告人们，这个巨大的东西就是一
个大盒子。当洪水降下的时候，就是我的审判到来的时候，这个大盒
子就会保护你和跟你在一起的人，和一切生物的安全。等一下我再跟
你讲这个大盒子。为了这个大盒子，人们将会取笑你、嘲弄你。

“在洪水到来七天之前，你要和你的家人一起进入这个盒子，并
且所有地上的生物，无论是动物、鸟类、爬行类、昆虫，你都要成对
带上，要有公有母。这样，在洪水过后，生命就可以延续下去。你还
要把各种可吃的食物储备好，积存起来，好作你们全家和动物们在大
盒子里的食粮。

“挪亚，这是我和你立的约。所有和你一起进入那盒子的人和生
物，都能逃离审判的洪水。”

那么，我们就给这个大盒子起个名字吧，我们叫它“方舟”。因
为“方舟”在圣经里就是盒子的意思，我们也叫这个盒子是“挪亚方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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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要能够安全地浮在水面上，那就需要有正确的形状和比例。
而且它还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那么多的动物和所要吃的东西，当
然，还要有足够的地方让挪亚一家人住。

上帝给挪亚方舟的尺寸是：长137米，宽23米，高14米。

上帝把祂的设计告诉挪亚：“挪亚，你要用非常坚硬的歌斐木建
造方舟，里里外外要涂上沥青，这样方舟就不会进水。方舟的里面有
上、中、下三层，每层都要隔出房间来。要在方舟的侧面开一扇门。
在方舟的屋檐下，沿方舟一圈，要留出半米高的空位，好让光线进
来。

“现在就去建造吧！人们会围着你，问你很多问题，好好地回答
他们，这就是我要你先讲的。”

于是，挪亚就按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建造方舟。他找来坚硬的歌
斐木作为原料，组装成一个巨大的盒子。人们看见挪亚建造的这个巨
大的盒子，就非常奇怪，他们就问：

“这是什么？”

“为什么？” 

“到底有什么用？” 

“用在哪里？” 

“什么时候用？” 

“用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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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就回答说：“上帝要降下大洪水，河流要泛滥，海洋要淹没
所有的干地，地球上一切的生物都要灭绝。只有在这个方舟里才可以
活下来，那是真的！你们为什么不离开你们的恶行，悔改归向上帝
呢？方舟里还有位置留给你们的。”

有人就半信半疑地说：“诶，我说挪亚呀，我想我还是愿意把我
的名字，放到进入这个方舟的名单里头。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也
可以进方舟，谢谢你告诉我们啊，谢谢你，挪亚！”

“哈！哈！”有人发出讥笑声，“挪亚的这个话，你都相信？你
要不是个傻瓜，就是跟他一样疯了。用你的脑子想想看嘛，我们这里
从来没有过什么洪水，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你就别傻啦！”

被人这么一讥笑，那人就赶快打退堂鼓了。

“诶，挪亚，我想你还是先把我的名字划掉吧，以后再说，以后
再说。”

虽然，挪亚遭受到很多人的嘲讽，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建造
方舟。

挪亚建造方舟将近二十年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挪亚成
为了最骄傲的爸爸，挪亚的妻子成了最骄傲的妈妈，他们给孩子起名
叫作闪。后来，挪亚夫妇又生了一个儿子，就是闪的弟弟，他们给他
取名叫作含。不久以后，挪亚夫妇又有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叫
作雅弗。现在，挪亚有了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

很快，这些小男孩也要帮助爸爸挪亚去建造方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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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人认为挪亚疯了。“诶诶诶，我说挪亚，你造这么
大个盒子，这里有海吗？这里有湖吗？这里有河吗？就是有河，你这
么大一个盒子能在上面开走吗？用你的脑子想想啊，真是疯了！瞧瞧
你，在这个蠢东西上头花那么多工夫，花那么多时间，值得吗？用你
脑子想想啊！嘿，真是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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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回答说：“上帝说了，‘洪水将会漫过你脚所站的地
方。’那是真的！为什么你们不肯听，也不肯悔改呢？”

“哈，哈，又来了，又来了！得了吧，你说上帝，祂在哪儿？谁
见过啦？你还说祂对你说话？你的上帝对你说话？哈！哈！我们一个
字也不会相信的。你如果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瓜！”

可怜的挪亚！虽然人们都不愿听他的，但是他仍然坚持着。而方
舟，这个像盒子一样的船就越做越大。

时光飞逝……

闪、含和雅弗，他们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他们选择妻子的态度
很谨慎，他们都选择了相信方舟计划的女孩子。挪亚的儿子们都结婚
了，但是还没有孩子。 

不过，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挪亚的儿子们那时已经上年纪了，因
为他们都九十多、快一百岁了。但那时人们会活到很高的年龄，所
以，九十、一百岁也不会像我们今天的人这样“老”。

闪、含和雅弗都一直在帮助他们的父亲建造方舟，挪亚一共用了
一百二十年的时间，最后，方舟终于建成了，这个方舟真是个庞然大
物！

你想更多地了解这个方舟吗？这样吧，就让我现在穿越到挪亚的
时代，带你仔细地看看这个庞然大物，到底是什么样子。

诶 ，有个老人在方舟旁边走着，我猜那一定是挪亚了，让我赶
快追上他。

“嗨，是挪亚先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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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哦，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方舟的问题。你是怎么样……？ ”

“你回头再来吧！我现在太忙了，没时间回答任何问题。你下次
来，我会把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6章1-22节；彼得前书：3章20节；彼得后书：2章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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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在挪亚时代，上帝为什么对人类发怒？

2 上帝设计的巨大的东西是什么？

3 挪亚的儿子名叫什么？

4 上帝给挪亚了一份艰难的工作，他的回应是什么？你会像挪亚
这样回应吗？

5 为什么挪亚被拣选成为上帝拯救计划的一部分？上帝如何使用
我们来帮助祂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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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倒数计时

上次我穿越到挪亚的时代，找到了挪亚，想让他介绍一下他建造
的那个巨大的方舟。但是，他太忙，没有访问成。

现在，我再穿越到挪亚的时代，又来到了挪亚的身边。

“挪亚先生，我们又见面啦！”

“哦，你又来啦，你穿的衣服很奇怪，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从公元两千年来的。”

“公元两千年？那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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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那不是地方，我是从四千多年以后的年代来的。”

“你是从将来来的？”

“是的。”

“那你来得可真不容易！对不起，上次你来的时侯，我没有时间
回答你的问题，当时我有些事不得不马上处理。好在你没过多久就又
来了。”挪亚的眼睛闪了一下，他长了一张聪明人的脸。“让我告诉
你，时间已经不多了，那是真的！”

“时间已经不多了？”

“是啊！上帝要降洪水除灭所有的人类和生物，而且洪水很快就
会来到，那是真的！对了，对了，你是从将来来的，洪水的事你应该
知道，是吧？我想，这也不是你专程来到这里，想要问我的，对不
对？”

“是的，大洪水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那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正在执行的，是上帝的一项了不起的拯
救计划。我尽心尽力地执行上帝的计划和命令，我造好了一个方舟，
它就在你眼前。这是因为上帝有一个拯救计划，我告诉这里的人们，
只要他们肯离开自己的罪恶，就可以进到这个拯救的方舟里，躲过上
帝降下的洪水，那是真的！但是他们不肯听，他们都在嘲笑我。唉，
他们的下场将会很悲惨，而且，洪水很快就会来了。那是真的！”

挪亚和我都不再说话了，大滴的眼泪从挪亚的眼中跌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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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挪亚继续说：“在这方舟里给他们留了地方，可是他们不
肯来。这个方舟……，哦，对了，你上次来的时候，是说想问一些方
舟的问题，你一定是为了要看看方舟才来的，是不是啊？”

“是的，是的！”

“好吧，好吧，就让我带你看看这个方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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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这就是我来的目的。”

挪亚和我开始沿着方舟的边上走，方舟的底部是平平，连顶也是
平的。

我说：“哦，挪亚，这方舟真高呀！”

“是啊，分三层，三层甲板，高度是30肘。”

“30肘！那大概就有14米高啦！”

我抬起头，看看方舟的高度，又看看方舟的长度，就问挪
亚：“诶，挪亚，这方舟可真长啊！”

“是的，有300肘长呐！”

“300肘，大概就是137米！哦，你还涂上了厚厚的沥青！”

挪亚点点头，说：“是的，那是为了防水。上帝告诉我说：‘里
里外外都要涂上沥青。’”

我敲了敲方舟的外壳，说：“哇，这建造方舟的木头可真硬
啊！”

“是啊，那是上好的歌斐木！”

我们走到方舟的尾部，我就问：“诶，挪亚，这方舟有多宽
呀？”

“是50肘！”

“50肘，大概是2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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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走到方舟的另一边，我说：“诶，这里有一扇门，我
能进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不过要快点，时间不多了。”

“哦，这扇门真大呀！挪亚，这么大的门，你开关它很费力
吧？”

“是的，很费力。要我们全家一起用力，才可以开关。虽然现在
我们可以开关它，等到洪水来的时候，那就不是我们的工作了，那是
上帝的工作。洪水要到了，上帝就会把它关上，洪水过了，上帝就会
把它打开。那是真的！”

我跟着挪亚进了方舟以后，我闻到了干草和水果的味道！我看见
房间隔墙都是用芦苇编织成的。在方舟里，空气非常流通，一点也不
感觉到闷。另外，在马棚上还放着干草！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所需要的
地方。

我对挪亚说：“啊，挪亚，方舟里应有尽有，你想得真周到
啊！”

“这都是上帝的设计，那是真的！”

“哦，挪亚，这里有这么多的苹果，还有桃子、葡萄、杏干、葡
萄干，还有各种坚果，有蔬菜、谷物。诶，对了，挪亚，你怎么处理
水呢？我是说动物和人都需要喝水呀。”

“水？你是说‘水’吗？到时有的是水！而且我可以从屋顶接水
进来，动物们都能在自己的地方喝到水的。那是真的！”

“那么，动物们不会互相捕食吗？要是这个动物吃掉了那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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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怎么办呢？”

“不会，不会，他们在这里不会这样的！他们会分开住在自己的
地方。”

“对了，挪亚，动物们是怎么进方舟呢？是不是时候到了，你把
它们抓住，然后拖进方舟来？”

“不用，不用，他们自己会来的！”挪亚摇摇头。“我不用去抓
它们，那是真的！”

“但是，挪亚，动物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进到方舟里呢？”

“你应该知道鸟类和动物有迁徒的习惯，对不对？这都是天性
嘛！他们有的可能还会睡上很长的时间，你应该知道，有一些动物会
冬眠，对不对？就是整个冬天都睡觉啊！上帝已经给了祂创造的动物
各样的本能嘛，那是真的！”

“是的，是的，但是……”

“但是，什么？”

“呃，但是走进方舟，这不是动物的本能啊！这么多动物，都要
一起进入方舟，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

“是啊！虽然不简单，但是上帝已经对我说了，动物们会自己来
的，那是真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确定的！上帝说了的，就一定会实
现。不过，连动物都听从上帝的安排，可是会思考的人，就是不听
从，他们还把你当傻瓜。我不害怕被当成傻瓜，事实上，过去的120
年里头，我一直都被他们看成是傻瓜。我的儿子们，就是闪、含和雅
弗也一样，他们一出生，就被看成是傻瓜。我才不怕被看成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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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了多久，整个世界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说真的，我为此非常难过！但是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已经告诉
人们了，我又不能把他们拽进来。如果你继续留在这里的话，你就能
看见动物们会自己进来的。但是那些人呢，他们不会进来。我已经用
了我所有的办法去告诉他们，我甚至还求他们了，可是他们就是不愿
意。这是真的！”

我们说着、说着，就走出方舟。我回过头，看着雄伟的方舟，不
由从内心发出赞叹。“啊，挪亚，这方舟太漂亮了！”

但是，挪亚没有听我的赞叹，他仍然想着那些嘲笑他的人，挪亚
摇着头说：“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可是他们就是不肯听。”

我想要安慰一下挪亚，就对他说：“挪亚，别难过，你听我说，
我们有一句谚语，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马拉到水边，但是你没有办
法逼着它去喝水。”

“你说的，那是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方舟已经造好了，一切
都就绪了。洪水马上就会来啦，那是真的！”挪亚的声音有些硬咽。
我又一次看见，大滴大滴的泪水从挪亚的脸颊一直流到胡须。

是的，方舟已经建造好了，洪水来的时刻已经在倒数计时了。

挪亚这时不停地环顾四周，向天边望去，他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我觉得我再留下来，有点像耽误他的时间。但是，我还有几个问题想
问他。

“呃，挪亚，方舟里的空气和光线，你是怎么解决的？你们要在
方舟里头住很长的时间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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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来，我带你看看！”

我跟着挪亚走了几步，稍稍离开方舟一段距离，挪亚转过身，面
对着方舟，指着方舟顶说：“你看见方舟的顶了吗？就在顶的下面，
沿着方舟一圈都留着透光线和透空气的口。你看见伸出来的船顶形成
的屋檐了吗？船顶延伸出来，保护住通风口，就算是有一点雨水吹进
来，都没有关系。从地上看，这通风口好像不大，但是它有一肘高，
可以让我们所需要的光线和空气进来。那是真的！”

“照你说，方舟有大概半米高的通风口，可是，你们怎么能够让
足够的空气从那些通风口进来呢？”?

“哦，不会吧！你们真的不懂怎么通风啊！就连蜜蜂也懂得怎么
通风啊，它们能够保持蜂巢有良好的通风呢！”

“我们造房子是用空调系统解决通风问题的。”

“通风，很简单的事啊！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系统不系统，
难到你不知道可以想办法让空气自然进来调节吗？啧，啧……”

“自然调节？对啦，刚才我在方舟里面的时候，一点也不闷，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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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感觉到有一阵阵的清新空气，就好像安装了空调系统一样！” 

“又来什么系统了，别说的这么高深、神秘的。你这样讲，好像
我们什么都不懂一样！其实，我们可懂得比你们多。使用工具是从我
们开始的，我们很早就已经非常精通音乐和手工艺啦！放牧牲畜是我
们开始的，耕种田地也是我们开始的！那是真的！我们比你们更懂得
怎么适应这个大自然，别以为只有你们才懂得怎么生活，怎么建造。
那是真的！你看，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到通风，你们呢，却要
去安装什么系统，真不知道是谁愚蠢。我看呐，你现在最好是回到你
那……”

“是的是的，挪亚，我马上就走。不过，挪亚，再问个问题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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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挪亚看起来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很希望我赶快离开。

“那就快一点，我说过了，时间不多了。”

“嗯，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家里的猫，一生就是好几只，还有兔
子啊、豚鼠啊，这些也是一生就一大窝。方舟里的动物会不会很快就
泛滥成灾呢？”

“哦，这不是问题！一来，方舟里有足够的地方给他们，另外，
只要把公的和母的分开放在不同的地方，就不会有小动物出生了嘛。
每件事上帝都已经考虑到了，有上帝在，你担心什么？我看你还是马
上离开吧，洪水就快要来了，这是真的！”

现在我知道，我真的应该马上离开了。在离开以前，我抬头看看
天空，天空中连一片云都没有。但是，就像挪亚说的，时间马上就到
了，洪水就要来了。

果然，上帝对挪亚说话了：“就是今天了。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
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里，我看到只有你在我的面前是义人。你还要
带上动物，有些牲畜，你要带七公七母，有些牲畜，你只带一公一
母，空中的飞鸟要带七公七母，这样可以留种，让他们活在全地。因
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
上除灭。”

挪亚一家就照着上帝的吩咐，进了方舟。而各种动物也都自动地
成双成对地进入方舟。动物们有的蹦蹦跳跳地跑来，有的一步一步地
走来，有的是直接飞进方舟，它们一进到方舟里，就直接去找到了自
己的地方。在那里，食物和所有需用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是它
们舒适的窝，是为他们量身定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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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外的人们也都聚集到方舟旁边，他们很惊奇地看着动物们上
方舟，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走进方舟。

他们还在那里嘲笑着挪亚：“哈！哈！哈！挪亚，这么多动物进
了你的大盒子，你照顾得过来吗？你在里面，不是被累死，就是会被
吃掉！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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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外的人觉得最可笑的是，挪亚和他的家人都带上了他们的生
活用品，登上方舟，就好像现在的人登上邮轮去旅行一样。

方舟外的人仍然在喊着：“再见喽，挪亚！”

挪亚所有的家人都被人们嘲笑着，而挪亚是被嘲笑的最多的。

即使这样，挪亚在进方舟以前还是对他们喊着说：“进来吧！我
告诉过你们洪水会来的，那是真的！”

那些人根本不想跟挪亚一起进方舟，他们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事，
所以听到挪亚这样说，就笑得更厉害了！

“哈！哈！哈！挪亚，一个星期以后，哦不，不用一个星期，你
就会很想出来啦！。哈！哈！哈！”

突然之间，方舟那扇巨型的门猛地关上了，关门巨大的响声把人
们都吓了一跳，不过他们很快又继续在那里嘲笑挪亚了：“老顽固，
再见喽！哈！哈！哈！挪亚，再见喽！哈！哈！哈！”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7章1-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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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方舟有多高？有多长？

2 为什么人们取笑挪亚？

3 动物怎么知道要进方舟？

4 方舟里有哪些东西让住在里面的感到安全和舒适？在我们家里
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到安全和舒适？

5 挪亚还可以做什么其他的事拯救方舟外的人吗？如果你是挪
亚，你会尝试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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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到处都是水

挪亚一家已经进了方舟。而动物们，有的是一对，有的是七对，
也都进了方舟。

现在，挪亚一家更加成了所有人的笑柄。

有一个人就兴奋地对他的邻居说：“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挪亚
已经把他自己关进他那个大盒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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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是吧！”邻居回答说。

“没错，我早就说过，挪亚是个怪物。他那个眼神真让我心烦，
又顽固，又好像什么都懂的样子，看了就让人不舒服。”

“他真把自己关进去了？不过，他能建造出那么大的盒子，还真
不简单！他真能干，他有可能是个天才呢。”

“天才！嗐呀，算了吧！天才会把自己和一大群动物关进那个大
盒子里？是疯子才对，我看他绝对是疯了，彻底疯了！”

“那他太太呢？她怎么想？还有他的儿子们呢？”

“哦，他太太也跟他进到盒子里去了。”

“啊？不是吧？”

“还有他的儿子们。”

“那，他们的媳妇呢？”

“哦，她们也都进去了。看见他们进大盒子的人说，他们看上
去，好像要搬家离开这里的样子！还听说，有好多好多动物也进了那
个大盒子。”

“嗯，说真的，老挪亚还真有一套，能让他全家人都听他的。”

“哼，那是他们蠢！要是我呀，就绝对不会跟着我老爸去做那种
疯狂的傻事。”

“诶，你刚才说，好多动物也进了那个大盒子，那些动物怎么自
己会跑进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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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这你还不知道，动物是为食物去的嘛。老挪亚一定在盒
子里准备了好多好吃的食物。哼，他这个怪人本来就喜欢动物，动物
也喜欢围着他，好像他知道怎么跟动物说话似的。”

“嗯，虽然他做的事情很奇怪，但是他总是说，‘有大洪水要
来，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

“挪亚呀，他自以为是，心胸狭窄，是个顽固不化的死脑筋。总
以为只有他是对的，我们都是错的。哼，他很快就会知道他是错的！
要我说呀，不要一个星期，他就会出那个盒子啦！”

“嗯，说的也是，和那么多动物关在一个大盒子里，想都想得
到，会多没意思啊！哪里有在外面生活这么好，这么自由。我们就等
一个星期看看，希望他讨厌了和动物们关在大盒子里的生活，出来和
咱们一快享受这自由自在的日子！”

但是，说话的这位邻居开始有些担忧了。

“不过，挪亚总是说，‘那是真的！那是真的！’我真希望他说
的那些审判啦、暴雨啦、洪水啦，那些可怕的话都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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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胡扯了，别再重复挪亚那些蠢话了，我绝对不会相信！挪亚
呀，就是个疯子！” 但是，确实也有人心中会担忧，在夜里醒来的
时候，心里就会想：“万一挪亚是对的，那该怎么办呐？” 

到了早晨，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忧虑，和其他的
人们一起又开心起来。

挪亚和他的家人已经关在方舟里六天了，方舟的门还是牢牢的关
着。

有人想试着打开方舟的门，“嘿，嘿，嘿……，没办法打开，这
大盒子的门还是紧紧的关着，真不知道挪亚是怎么关上它的。想起那
天，这大盒子关门的时候，也挺邪门儿的！‘碰’的一声，好响啊！
关得那么有力，完全不像是挪亚关的，他哪可能有这么大力气呀！”

圣经上说，是上帝关上了方舟的门。

在方舟里，没有人能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外面的人也不能看到
方舟里面的事情。方舟里面有挪亚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儿子闪、
含、雅弗和他们的妻子。在方舟里的所有动物都安安静静、舒舒服服
的，得到很好的照顾。至于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和他们无关了，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啦！

当然了，外面的的世界看起来好像仍然一切正常，生活照常继
续。

方舟外的人就说：“哪里有什么事情发生啊！这已经是挪亚一家
和那些动物，关进大盒子里的第六天了。危言耸听！不会有事情发生
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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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第七天的早晨，就是二月十七日那天，人们一醒来，
抬头看着天，就开始担忧了。天色阴沉，布满了黑云，没有阳光，还
能听到远方的雷声。

就在人们开始吃早餐的时候，大滴大滴的雨，霹里啪啦地掉了下
来。

“哎呦，不好了，下大雨了，这天黑得好可怕啊！哦，挪亚可能
是对的，他也许是对的！”

于是，有一些人赶忙去拍方舟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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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挪亚，开开门！开开门！让我们进去吧，让我们进去
吧！”

“对不起，挪亚，我们以前嘲笑了你，那是我们傻，我们错了，
求求你啦，让我们进去吧！”

如果挪亚能听见，他一定会说：“我现在没有能力打开门，已经
不能让任何一个人进来了。上帝已经把这个门关上了，我不能打开。
那是真的！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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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天上好像开了窗户一样。大水不断地从天上倾泻下来。地
也好像裂开一样，地下的水不断涌出来。

洪水汹涌澎湃地上涨，人们开始爬到屋顶上，然后爬上最高的树
木，还有人紧紧抱着自己的财宝。人们拼命地向高地和山上跑，但是
他们没有跑多远，大水就已经把他们纷纷吞没了。

大水不停地上涨，方舟浮了起来。奔腾的大浪拍打着方舟，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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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只是稳稳地随着波浪轻轻地摇摆。

上帝照顾着方舟里的挪亚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儿子闪，含，
雅弗和他们的妻子，还有方舟里的大大小小的动物。

天上的水一共降了四十昼夜。洪水继续上涨，天下所有的山岭都
被淹没了，最高的山都在洪水的七米以下。水势浩大，一共150天。
地上所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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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死了，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方舟里的人和活物。

上帝记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就止住天上的大雨和
地下涌出来的大水，又叫风吹地，水就渐渐退去。

这时，挪亚的妻子开始担心了。

“哦，挪亚，我真的很担心，如果我们的方舟没有在平地着陆怎
么办呐？如果方舟翻倒了，我们就……”

“哦，亲爱的，你一直都是勇敢坚强的，不要害怕，方舟不会翻
倒的，我们一定会平安地出方舟的，这是真的！不要失去信心！”

挪亚的信心是大的。果然，洪水继续地退去，到了七月十七日，
方舟就安全地停在了亚拉腊山上。

洪水继续消退，到了十月初一，山顶都现出来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7章1节–8章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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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方舟里面是什么样的？

2 雨下了多长时间？洪水持续多久了？

3 方舟在哪里着陆？

4 关于挪亚妻子的信仰，这个故事里她的恐惧表明了什么？对你
来说，什么时候有困难信靠上帝？

5 为什么挪亚不可以让人们开始下雨再进方舟？他们什么时候有
机会摆脱罪恶并信靠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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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之后

38



4
从新开始

洪水淹没了大地一百五十天，水渐渐退去以后，方舟停在了亚拉
腊山上。到了十月初一，山顶都从水里显出来了。

然后，挪亚在方舟里又等了四十天，就打开方舟的窗户，
说：“我要放一只乌鸦出去，看看它会不会飞回来。”

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也没有飞回方舟。

挪亚说：“乌鸦没有飞回来，可是，这不能证明洪水已经完全退
了。乌鸦是强壮的鸟，它可以飞来飞去直等到水干，而且它可以吃死
尸和腐肉，它饿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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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挪亚又打开方舟屋檐下的窗户，放出了一只鸽子。

很快，挪亚看见鸽子回来了，停在方舟窗户旁边的屋檐上，等着
挪亚让它进来。挪亚就把鸽子接进了方舟。 

“哦，外面一定还是有很多水，这是真的！”挪亚说。“因为鸽
子没有落脚的地方。”

一个星期以后，挪亚又打开窗户让鸽子飞出去。鸽子在外面停留
的时间比上次长了，它会回来吗？

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了，停在屋顶的窗边，等着进来。挪亚就
让它进来，挪亚看见鸽子嘴上叼着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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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哇，来看看吧，一片叶子！”挪亚边说边把手伸过去，把
鸽子接进来，“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叶子？是一片新长出来的橄榄树
叶。这说明幼苗已经开始生长了，水肯定差不多都退了。这是真
的！”

鸽子叼了一片橄榄叶回来了。你知道吗，叼着橄榄枝的鸽子一直
到今天都是和平的象征，我相信你也一定见过这个图画。

挪亚又等了七天，他再次放出了鸽子。鸽子就再没有回来了。

挪亚说：“哦，应该不会太久了，鸽子已经找到比方舟更好的地
方去生活了，我们很快也要出去了！这是真的！”方舟里的人都很兴
奋，外面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不过，上帝还没有叫他们出方舟，他们
还需要等待。

到了一月初一，挪亚拆下一块屋顶，向周围望去。他看到地已经
干了，但是上帝还是没有打开方舟的门，挪亚多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呐！时间又过了差不多两个月了，挪亚在方舟里计算着：“我们是去
年二月十号进方舟的，一个星期以后，就是二月十七号，开始下大
雨。今天是二月二十七号了，我们在方舟里已经超过一年了。上帝什
么时候让我们出方舟啊？”

就在这一天，上帝对挪亚说话了：“挪亚，就是今天了！你该出
方舟了，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和儿媳妇们都要一起出来，还有方舟
中的各样活物，都要带出来，它们好在地上滋生，在地上生殖而繁
多！”

于是，挪亚一家就出了方舟。各样的走兽、各样的动物、各样的
飞禽，和地上各样的昆虫，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动物们蹦蹦跳
跳地一拥而出，鸟啊，蝴蝶啊，蜜蜂啊从头顶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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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走出方舟，立刻为上帝建了一座祭坛，他取了洁净的牲畜、
飞禽、献在坛上做燔祭。相信你还记得，上帝是让七对洁净的动物和
飞鸟进方舟的。

挪亚献祭，感谢上帝在洪水中救了他和他的家人。

上帝闻到挪亚献上的燔祭香气，就高兴地说：“我再不会因为人
的缘故而咒诅土地，虽然我知道人心一直怀有恶念，甚至从小就有，
我也不再照我刚才所做的，来毁灭各种活物。这世界会继续存在。当
地还存留的时候，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白昼黑夜、就永不停息！”

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
地！地上各样的动物都交在你们手中，一切活的动物和菜蔬都可以做
你们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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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类就可以吃牛排、羊排、还有炖肉了。

上帝还说：“带血的肉，你们不可以吃。如果动物咬死了人，这
动物就要被处死。如果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这杀人的也要被处
死。因为人是按我的形像造的。人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

上帝跟挪亚和跟挪亚的儿子们说：“我和你们，以及你们的后裔
立约，也和从方舟里出来的所有活物立约：凡有血肉的必定不再被洪
水毁灭，也不再有洪水来毁坏大地。”

上帝为这个约在天上立了一个记号，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家人
说：“抬起头来，挪亚！你看天上是什么？”

那是一道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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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说：“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作我和大地之间立约的凭
证。”

所以，当你看到天空中五彩缤纷的彩虹时，要记得对自己
说：“这是上帝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的记号。”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8章6节–9章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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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洪水过后，挪亚派谁出方舟去查看？

2 挪亚和他的家人如何向上帝表达赞美？

3 在离开方舟之前，挪亚必须等待上帝做什么？挪亚和他的家人
一定感到了什么？你曾耐心等待过吗？

4 上帝应许永远不会再做什么？上帝用什么作为祂会持守这个应
许的标志？

5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遵守上帝给挪亚一家的律法，以尊重和关
怀对待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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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挪亚的“意外”

当挪亚和他的家人走出方舟的时候，新的世界是多么干净明亮。
挪亚和妻子、还有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
人。在洪水来临以前，他们是上帝八个忠心的仆人，他们在建造方舟
的过程中，受尽了人们的嘲笑。现在，他们来到一个只有上帝和他们
的世界。

可能你会认为，这个世界只剩下这些好人了，这将是一个非常美
好的世界！不过，让我悄悄地告诉你：“罪恶并没有在洪水中被毁
灭。”

现在，这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说：“生
养众多，遍满全地！” 

于是，闪、含和雅弗有了自己的儿女，这些堂兄妹都在一起玩
耍。

当然，老挪亚是这个部落的首领。在这里我用了个“老”字，那
是因为挪亚在洪水退去，走出方舟的时候，已经601岁了。

在那个时代，人们都能够活到很大的年纪都不衰老。所以，挪亚
到了601岁的时候，身体还很强壮，因为他还要再活350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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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350年里，挪亚一定做了很多事。不过，圣经只记载了两件
事：第一件是他向上帝献祭，这件事让上帝非常喜悦。另外一件事就
是，他是第一个栽种葡萄园的人。

圣经记载了挪亚和葡萄的故事，圣经说，挪亚喝了酒，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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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葡萄可以酿酒。因为挪亚是第一个栽种葡萄园的人，
可能他还不知道当葡萄汁变成了酒以后的酒性。他像喝葡萄汁一样喝
了很多的葡萄酒，结果醉了。挪亚喝醉了以后，就在帐篷里睡着了，
他没有穿衣服，也可能是他醉了以后，自己脱掉了自己的衣服。所以
我们说：“挪亚出了个‘意外’。”

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含的儿子迦南来到挪亚的帐篷，他看见挪亚光着身子睡着了，就
吃吃地笑起来，说：“爸爸，爸爸，快来看，爷爷没穿衣服，在帐棚
里睡着了。”

含就走进帐篷，也看见挪亚的狼狈相，他也小声笑起来，他
说：“快，快，我们去告诉闪和雅弗。”于是，他们就走出帐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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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闪和雅弗，叫他们也来看。

闪和雅弗听到了，并没有笑，他们气坏了。闪责备含说：“你们
怎么可以这样做！把父亲的羞耻当做笑柄，还到处宣扬。你们为什么
不为父亲遮羞呢？”闪和雅弗来到挪亚的帐篷门口，闪脱下自己的披
风，然后说：“雅弗，你拿着披风这个角，举过肩膀，我拿着这个
角，也举过肩膀，然后我们一起倒退着，走进父亲的帐篷，把披风放
盖在父亲的身上。”

他们就这样做了。闪和雅弗既尊重又敬爱他们的父亲，而含和迦
南卻是既不尊重也不关心。

当老挪亚醒来时，看见身上盖的披风，就说：“这是闪的披风，
是闪给我盖上的。哦，愿上帝赐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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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挪亚知道了儿子含和孙子迦南对他所做的，就说：“迦南
当受咒诅，必给他兄弟作奴仆的奴仆。闪的上帝是当受称颂的！愿迦
南做闪的奴仆。愿上帝使雅弗扩展，使雅弗在闪的帐棚里居住，愿迦
南做他的奴仆。”

在这个咒诅里，挪亚告诉迦南，将来会发生在迦南的家族里的事
情。含不尊重他的父亲，迦南不尊重他的祖父，罪恶要在迦南的家族
里变本加厉。迦南人会变得邪恶残忍，以至上帝要把他们的国家给闪
的家族，也就是以色列人。这是挪亚预言，也是后来所发生的。迦南
人失去了一切，变成了以色列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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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恨恶罪恶，而且要刑罚罪人。

“尊重你的父母亲。”这是上帝的十诫里的一条诫命，每个人都
要遵守。圣经特别对信主的孩子们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
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

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1”

主耶稣还是孩子的时候，祂顺从祂在地上的父母亲，也就是约瑟
和玛利亚。就算是在耶稣比父母懂得多的时候，祂还是顺服祂的父母
亲。

耶稣长大后，始终尊重敬爱祂的母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
候，遭受着极大的痛苦，但是祂仍然没有忘记要照顾自己的母亲。那
时，祂的母亲和门徒约翰站在十字架下，圣经上这样记载：耶稣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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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祂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祂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
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耶稣的母
亲到自己家里去了。

“尊重你的父母亲。”当你是孩子或青少年的时候，要听从你的
父母亲。当你长大了，在顺服上帝的前提下，尊重和敬爱你的父母。
当你的父母亲年老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好好地照顾他们，直到最
后。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9章18–29节

1以弗所书：1章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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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挪亚由于他的葡萄发生了什么事？

2 含和迦南做错了什么，挪亚说因此会发生什么？

3 闪和雅弗做了什么样的事？

4 为什么耶稣顺服祂地上的父母亲这么重要？你用什么方法可以
尊重你的父母亲？

5 我们有时候不应该顺服我们的父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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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巴别塔

在大洪水的时候，方舟在洪水上漂了很远。巨大的风浪把方舟向
北推了上千公里，越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终在亚拉腊山中停了下
来。

当挪亚和他的家人从方舟中出来的时候，上帝就对他们说：“生
养众多，遍满全地！”

于是，闪、含、雅弗的家族开始向外扩张。他们从山上迁移到山
谷，他们在一个地方等牛群和羊群把那里的草吃完了，就向南继续迁
移。他们就是游牧民族，要从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
方。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他们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示拿平
原。

示拿平原是一个非常好的农场，被两边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
河滋润灌溉着。于是，人们说：“我们不想总是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
一个地方，我们要定居在这里，我们不迁移！对，我们就定居在这
里！我们可以作农夫，种植谷物、蔬菜和水果。”

结果，在这里，闪、含和雅弗的家族就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
多。有一天，他们就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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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天，这样来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

但是，上帝曾经对他们说：“分散开来！遍满整个地球！”但
是，人类悖逆了上帝。

有一个叛逆的领袖大声地宣布：“不要理会上帝说的，‘分散开
来！遍满整个地球！’我们不要！我们说，我们绝不分散，我们要住
在一个地方，让我们自己来主宰我们的命运，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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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的人为他们的城市选了地点，还找来泥瓦匠、木匠、管工的
人等等。大家开始建筑城市和高塔。

那地方没有石头，但是有很好的泥土，他们用泥土烧成砖。他们
组织起来，一些人挖土，一些人把草切成小段儿，一些人倒水，一些
人把水、泥和干草和成泥，一些人把泥放在模子里面，另一些人用火
炉把它烧成砖。烧好的砖凉了，还有一些人把砖运到泥瓦匠那里，建
造城墙和高塔。

没有灰泥，泥瓦匠就用沥青把砖粘在一起，这样砖就不会撒开
了。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就是用沥青来防水的。在那个地方也有很
多沥青，有丰富的石油和沥青。有人把沥青弄来，有人来加热沥青，
还有人把加热好的沥青拿给泥瓦匠，建起坚固的城墙。

做工的人们搬到工地附近来住，带着他们的家眷、帐篷和工具。

他们的效率很高，而且充满了自信，还夸口说：“我们同心协力
来建造我们的城市和高塔，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上帝想要我们分
散居住，那不行！我们要在一起！我们要摆脱上帝对我们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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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叛逆的人说的亵渎的话很可怕。上帝听到了他们的话，于
是，下来看这城市和高塔， 上帝说：“这只是这些人计划的开始而
已，他们的能力很强大，因为他们说同样的语言，彼此明白。他们聪
明而且团结，这样他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恶事。必须阻止他
们！所以，让我们下去变乱他们的语言，让他们不能再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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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施行了一个神迹。那个时候，工地上的人们正喧闹地交谈
着，上帝触摸了工人们的嘴唇。突然之间，人们都说出了不同的语
言。他们说的话，对另一个人来说，就好像是胡言乱语。

大家瞪着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但是没有办法明白对方说的
是什么，最后，就互相发起脾气来。尽管他们也都不明白，争吵中对
方说的是什么，但是，从说话的语气和语调就可以知道，对方在发脾
气。大家变得又糊涂又生气，因为彼此不能沟通，不能明白对方说话
的意思。

现在，他们没办法再继续建造城市和高塔了，工程不得不停了下
来，人们也不愿意再呆在一起了。于是，说相同语言的人们就聚在一
起，向不同的地方迁移，去建立他们新的家族、部落、民族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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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城和高塔都没有完工，那座城被叫作巴别，意思就是“变
乱”，因为上帝变乱了建造者的语言，他们就分散到世界各地。

上帝说：“分散开来！遍满整个地球！”这是上帝起初的目的，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要人遍满整个地球。

但是，反叛的人们却说：“不要理会上帝说的，我们绝不分散！
我们要住在一个地方！”

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分散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去了。一些人向北去
了黑海和现在俄罗斯所在的地方，一些人向西北方向去了现在德国、
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所在的地方，一些人向西南方向，去了现在埃
及、利比亚所在的地方，一些人向南去了现在非洲所在的地方，还有
一些人向东去到了现在的亚洲、印度和中国所在的地方。 

反叛的人们本来决定不听上帝的话，大家要聚集在一个地方生
活，但是上帝有方法迫使他们分散，实现上帝的计划。是的，如果我
们不听话，上帝有时会用方法强迫我们不得不去遵行祂的计划。因为
上帝的计划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的。圣经这么说：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

的筹算永远立定，祂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1

人心多有计谋，惟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2

上帝对犯罪背叛祂的人类，早就安排好了一个美好的计划！上帝
要差遣一位救主来摧毁撒旦和他的作为，上帝安排了救赎人类的计
划，这个计划没有任何人和事可以阻挡的！

圣经一步一步地把神的救赎计划告诉我们。要完成这个计划，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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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很长的时间，要使用很多上帝的仆人，所以，会有很多的故事！挪
亚完成了上帝要他做的那个部分，那下一步，就是先祖亚伯拉罕的故
事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11章1–9节

1诗篇：33章10，11节
2箴言：19章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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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在洪水过后给挪亚一家的两条命令是什么？

2 为什么挪亚的后裔不顺服上帝分散开来、遍满全地的命令？

3 上帝如何阻止他们的反叛计划？

4 上帝对地上所有人的计划是什么？

5 造巴别塔的人信靠的是谁？是上帝还是他们自己的能力？你信
靠的是谁，你如何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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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儿子”与“人的女子”结婚
创世记6章1-4节

“上帝的儿子”可能是指那些服侍并顺服上帝的人，那些属于上
帝的子民，那些在上帝的慈爱中被养育和成长的人，他们以上帝为父
亲和恩主。圣经中的出埃及记4章22节、申命记14章1节、32章5
节、以赛亚书1章2节、何西阿书2章1节，都是这么说的。塞特和他
的家人真正敬拜上帝（创世记4章26节），所以把塞特一家人称
为“上帝的儿子”是恰当的。

“人的女子”，该隐家族的女子们不敬拜上帝，也不服侍上帝。
该隐离开了上帝，他的家谱（创世记4章17-24节）表明了他的家人
跟随该隐。正如拉麦的故事所讲的，事实上，他们比该隐更邪恶（创
世记4章19-24节）。因此，该隐的家族或支派中的女子，可能有成
千上万，都要被称为“邪恶”人的女子。

创世记6章1-4节讲到，塞特敬虔的儿子娶了该隐不敬虔的女
子，社会的道德不断败坏。透过通婚，塞特的儿子沉伦到不敬虔的该
隐家族的地步，因此遭受了同样的审判，只有挪亚一家除外。

正如一位圣经注释家所说，这些经文是圣经禁止与拜偶像的人通
婚的第一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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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者挪亚

挪亚方舟证明适合海运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挪亚方舟的设计恰好适合这项工作。

一组来自英格兰的莱斯特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的硕士学生，研究
了创世记6章13-22节中列出的方舟确切尺寸，得出的结论是方舟可
以承载七万只动物而不会沉船！

上帝指示挪亚用歌斐木建造一艘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
的船。按照埃及和希伯来肘长的平均值，48.21厘米，方舟的长度为
145米、宽24米、高14米。

使用上面的尺寸，并运用阿基米德浮力原理，加上三万五千种动
物，大约七万只动物的重量（动物的数量是有研究表明当时被拯救动
物的数量），学生惊讶地发现方舟是可以漂浮的。

其中的一位学生解释说：“使用方舟的尺寸和水的密度，我们能
够计算出它的浮力，这个浮力就等于与方舟相同体积的水的重量。这
让我们能够估算出，除去重力后，方舟可以承载的总质量。

小组中的另一位学生对他们的发现做出了下面的评论：“我们不
会把圣经当作科学上准确信息的来源，所以我想当我们发现圣经中的
信息在科学上如此准确时，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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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福音派的今天（Evangelicals Now），2014年5
月

挪亚方舟是现代船只的典范

“‘1609年，在荷兰的霍恩，荷兰门诺派的詹森（P.Jansen），
按照方舟的样式造了一艘船，只是缩小了一些，从而证明了方舟非常
适合漂浮，并且比任何其他比例的立方体能多承载三分之一的货
物’（朗格圣经注释，简明版）。 这彻底改变了造船业。到1900
年，公海上的每艘大型船只的比例都很接近挪亚方舟的比例（《世界
年鉴》中的“劳埃德船务注册”对此进行了验证）。后来，为了提高
航行速度，船只的长度加长了，不过这一点不在挪亚的考虑范围。”

—《注释版圣经》中的脚注

挪亚怎么知道这一切？

如果你问挪亚：“你是怎么计算方舟的尺寸和比例来装下这么多
货物，还能让它漂浮？”我想挪亚会这么回答：“上帝给了我尺寸，
我只是按照祂的指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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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挪亚
创世记9章26,27节

挪亚预言了发生在他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后代身上的事情。

挪亚透过对含的儿子迦南的预言，预言了含的后代。

他说：“迦当受南诅咒，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

迦南的后裔迦南人比含和迦南更糟糕，他们变得残暴而邪恶，上
帝不得不把他们从自己的地方赶出去，交给以色列人。留在迦南地的
迦南人要成为闪的后裔以色列人的奴隶。约书亚在几百年后实现了这
个预言。

接下来，挪亚预言了闪的后裔。

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挪亚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祂会以特殊的方式祝福闪和他的
后裔。

挪亚并不知道上帝会怎样祝福闪的后裔，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
帝拣选了闪的后裔亚伯拉罕，使他成为上帝拣选的一族，就是后来的
犹太人，而且弥赛亚，世界的救主要出生在犹太人中。

当耶稣由祂母亲犹太人玛利亚生在伯利恒的时候，这个预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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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耶稣一生都在犹太人中间，祂施行神迹，向犹太人宣讲赦罪和永
生的福音。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祂命令门徒向万国万族宣讲祂的福音。

最后，挪亚预言了雅弗的后裔。雅弗的后裔也会分享上帝对闪的
祝福。

他说：“愿上帝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棚里。”

耶和华上帝的确赐给雅弗很多的土地，雅弗的后裔散居在世界各
地。他们也会享受上帝首先赐给犹太人的救恩。

这个预言后来在保罗的宣教事工中实现了。使徒保罗奉差遣向非
犹太人的外邦人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犹太人
和外邦人成为一家人。

今天，在我去的教会里，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和族群的人。在耶
稣基督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实在太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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