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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信—以諾 

2022年 9月 23日 

 

主題經文： 

希伯來書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何謂信心？ 

1. 何為信心？ 

a. 希伯來書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2. 信心的證據 

a. 希伯來書 11:2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b. 古人：包括亞伯、以諾、挪亞、亞伯拉罕等等 

c. 亞伯的證據是什麼？ 

d. 以諾的證據是什麼？ 

 

3. 信心與知道：是先相信後知道？還是先知道後相信？ 

希伯來書 11:3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所

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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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先知道，後相信的例子？ 

有。科學試驗（可重複的事件）：物體下落，地球是圓的等等 

 

• 有沒有先相信，後知道的例子？ 

o 有。歷史上發生的事（不可重複的事情；未見之事），比

如：世界是怎麼來的？ 

o 還有將來要發生的事（所望之事），比如，人死後的去處；

耶穌將要再來；世界末日將要到來等等。 

o 要想認識一個人，通常我們要先信他所講的話，我們才能

認識他。 

o 認識神也是如此。只有通過相信神的啟示，神的話，我們

才能知道祂是怎樣的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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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諾 

• 兩個以諾： 

o 該隱的兒子以諾（創 4:17  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生

了以諾。該隱建造了一座城，就按著他兒子的名將那城叫做以

諾。 ） 

o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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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匯總相關經文 (collecting the related Scripture references) 

• 创世記 5:18-24 雅列活到一百六十二歲，生了以諾。19  雅

列生以諾之後，又活了八百年，並且生兒養女。20  雅列共活

了九百六十二歲就死了。21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

拉。22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

女。23  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24  以諾與神同行，神將

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 歷代志上 1：3 

• 路加福音 3：37 

• 希伯來書 11:5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

著他，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

神喜悅他的明證。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 猶大書 1:14-15 

 

2. 身世(background) 

a. 姓名(name)：以諾 

b. 姓名的含義(meaning of the name) 

i. 奉獻 

ii. 開始的；教師 

c. 年代(birth time) 

i. 亞當被造之後的 622 年，以諾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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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以諾出生的時候，他的先輩（包括亞當）還都健在。以諾

308 歲的時候亞當過世；以諾被神接去之後 55 年，塞特過

世。從亞當到大洪水是 1656 年 

d. 出生地(birth place)：不詳 

e. 職業 (occupation)：不詳 

f. 相關人物(related characters) 

i. 是亞當的七世孫 

ii. 先祖中有一位叫“以挪士”。創 4:26  塞特也生了一個兒

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 

iii. 父親：雅列 

iv. 兒子：瑪土撒拉（這個名字有兩個含義：1）他死之後洪水

會降臨；2）箭人；是世界上最長壽的人，活了 969 歲

969=187+18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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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歷(chronicles of life) 

a. 當他 65 歲生了一個兒子，他給兒子起名字叫瑪土撒拉。顯然這

件事對他的影響極大。從此，他開始與神同行。 

b. 之後，他繼續生兒養女，與神同行 300 年。 

c. 在與神同行的 300年間，他不斷地向當時代的人傳講神將要審判

罪惡的信息。 

猶大書 14-15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哪，

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15  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

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

說頂撞他的剛愎話。」  

d. 是歷史上到目前為止，沒有經歷過肉體死亡的兩個人之一（另外

一個直接被主接去的是先知以利亞）。 

 

4. 為人(personality) 

a. 個性(characteristics)：敬虔、謙卑悔改、持之以恆 

 

b. 事奉(service)： 

i. 生了瑪土撒拉之後，開始與神同行。 

ii. 在生兒育女的過程中與神同行。他沒有脫離現實的世界，

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與神同行。 

iii. 一邊與神同行，一邊警示世人，直到被主接去。 

 

c. 對人(towards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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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對當時代的人發出警示。猶大書 14-15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

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哪，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

15  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

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

愎話。」  

 

ii. 給兒女留下好的榜樣。他的曾孫挪亞也成了與神同行的人 

 

d. 對神(towards God)： 

i. 相信神的啟示：給自己的兒子起名字叫“瑪土撒拉”。 

ii. 持續信靠神，天天與神同行，直到被主接去。 

iii. 不求地上的益處，而是專心尋求神的賞賜。 

 

e. 神(或人)對他的評價 (evaluation of God or of man)： 

i. 與神同行，得了神的喜悅。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6  人非有

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5. 默想(meditation)：“與神同行” 

 

• 為什麼要“與神同行”？ 

o 當以諾被提的時候，這個家族中只有一個人死了，就是亞當。亞

當死後 57 年以諾被神接去。又過了 55年塞特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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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也就是說，當以諾被神接去之後，擺在世人面前的有兩條路：第

一，是亞當所代表的--因為犯罪而落入死亡；第二，是以諾所代

表的--罪人通過選擇與神同行，因而脫離死亡、得到救贖。 

 

• 什麼是“與神同行”？ 

創世記 5：21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22  以諾生瑪土撒拉

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23  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

24  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a. “與神同行”是一個選擇。選擇讓神成為生活的中心，我們的所

思、所說、所做、處理人際關係、如何花錢、分配時間都是以上

帝為中心的，都是為了要討上帝喜悅的。 

•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 

• 是以諾與神同行，不是神與以諾同行。這有什麼不同？ 

• 為什麼以諾要選擇與神同行？人生的轉折點，瑪土撒拉的意思：

他死之後洪水會降臨。他能給兒子起這個名字，說明他是得了

上帝的啟示，知道洪水要來審判當時的人，所以他就不願意與

當時代的人同流合污，而是選擇與神同行。 

 

• 他有沒有其它的選擇？拉麥也是亞當的七世孫 

o 創 4:19  拉麥娶了兩個妻：一個名叫亞大，一個名叫洗

拉。20  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之人

的祖師。21  雅八的兄弟名叫猶八；他是一切彈琴吹簫

之人的祖師。22  洗拉又生了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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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鐵利器的（或作：是銅匠鐵匠的祖師）。土八該隱的

妹子是拿瑪。23  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大、洗拉，

聽我的聲音；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話語：壯年人傷我，

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殺壯

士卻傷自己，我害幼童卻損本身）。24  若殺該隱，遭

報七倍，殺拉麥，必遭報七十七倍。  

 

b. “與神同行”是每一天的選擇。 

•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以諾

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 

• 彌迦書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

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

行。  

• 舉例：《與神同在》，勞倫斯弟兄（被稱為“廚房裡的聖徒”） 

 

勞倫斯弟兄“與神同在”的三個操練：愛神、謙卑、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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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是在生兒育女的過程中，與神同行。 

•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 

 

d. 來到神面前，不與世界“同流合污”。 

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因為神已經

把他接去了； 

 

e. 對後代產生積極的影響。第二個與神同行的人就是挪亞，是以諾

的曾孫。 

• 創世記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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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願意“與神同行”嗎？ 

 

• 怎樣才能“與神同行”？ 

第一， 要先藉著主耶穌基督與神和好 

第二， 要聽神的聲音 

第三， 要信靠順從神的旨意 

第四， 要與神同心，同一個目標方向 

 

6. 應用原則：我們當效法以諾的榜樣，不與世界同流合污，卻要與神同行。 

請使用“聰明應用法”寫出一條你自己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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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今天，我決定要開始與神同行。首先，我要藉著相信主耶穌基督與

神和好。我願意藉著禱告，向神表達這個意願，並且求神來幫助我。 

 

“聰明應用法”（SMART application）：  

a. Specific, 具體  

b. Measurable, 可測量  

c. Achievable, 可達到  

d. Relevant, 切合實際  

e. Time-related,  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