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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信-挪亞 

2022 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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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為信心？ 

1. 何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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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11:2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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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信心与得到： 

希伯來書 11: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

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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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40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因為神

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 什麼是更美的事？ 

o 7:19  （律法原來一無所成）就引進了更美的指望；靠這指

望，我們便可以進到神面前。  

o 7: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o 8: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

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o 9:23  照著天上樣式作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

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o 11:35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

且得釋放（原文作贖），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  

o 12: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

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 信心如何才能完全？ 

o 希伯來書 11:39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

著所應許的；40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

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o 12:1-2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

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

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

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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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挪亞 

1) 匯總相關經文 (collecting the related Scripture references) 

a) 創世記 5:28-32  

b) 創世記 6章至第 10章 

• 創 6 章: 人類的邪惡,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 6:1-8當人在世

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 2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

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 3 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

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 4 那

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

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5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6 耶和

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 7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

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

他們後悔了。」 8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 創 7 章: 洪水 

• 創 8 章: 洪水消退, 挪亞獻祭 

20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鳥獻在壇

上為燔祭。 21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裡說：「我不再因人

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

滅各種的活物了。 22 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

夜就永不停息了。」 

• 創 9 章: 神跟挪亞立約 9:1-9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

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 2 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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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一切的魚都交

付你們的手。 3 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

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 4惟獨肉帶著血，那就是牠的生命，

你們不可吃。 5 流你們血、害你們命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

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6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

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7 你們要生養眾

多，在地上昌盛繁茂。」8神曉諭挪亞和他的兒子說： 9「我與

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 

• 創 10:1 挪亞的兒子閃、含、雅弗的後代記在下面。洪水以後，

他們都生了兒子。 

• 創 10:32這些都是挪亞三個兒子的宗族，各隨他們的支派立國。

洪水以後，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 

c) 來 11:7挪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

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

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d) 賽 54:9 

e) 結 14:14, 20 

f) 太 24:37, 38 

g) 路 3:36 ,17:26-27 

h) 彼前 3:20 

i) 彼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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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世(background) 

a) 姓名(name): 挪亞 

b) 姓名的含義(meaning of the name):  

• 挪亞名字的意思為“安慰”，“手中的勞苦”，或“安息”意。 

創 5:29:「這個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勞苦安慰我們；這操

作勞苦是因為耶和華咒詛地。」後來，上帝實現了這個預言，不再

咒詛大地。」 

 

c) 年代(birth time)  

i) 他是亞當第十代孫子，是拉麥的兒子，享年九百五十歲。挪

亞生於亞當死後 126 年;亞當活了九百三十歲（創世紀 5:5） 

ii) 亞當被造、直到挪亞 600 歲洪水氾濫全世界為止，此一時期

人類歷史共歷經了十代 

iii) 是人口眾多的世代(創 6:1)。 

iv) 是人類屬乎血氣的世代(創 6:3)。即不注重靈性的世代。 

v) 是思想充滿罪惡的世代(創 6:5)。 

vi) 是行為敗壞的世代(創 6:11-12)。是充滿強暴的世代。 

vii) 是神的怒氣要消滅人類的世代(創 6:13)。 

viii) 這世代與主再來時的世代一樣(太 24:37)。 

 

a) 出生地(birth place) 

i) 美索不達米亞的某個地方 

b) 職業 (occupation) 

i) 洪水前，挪亞是造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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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洪水後，挪亞成為一個農夫，還種植了一個葡萄園 

c) 相關人物(related characters) 

i) 亞當: 他是亞當第十代孫子 

i) 以諾被提後 69 年，挪亞出生。 

ii) 挪亞的父親拉麥是個有信心的人 

iii) 挪亞三個兒子，就是閃、含、雅弗 

iv) 亞伯拉罕: 挪亞死後三年，亞伯拉罕出生。 

 

 

3) 經歷(chronicles of life) 

a) 挪亞與神同行。挪亞生了三個兒子，就是閃、含、雅弗。 

b) 神呼召挪亞去造方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9%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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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創世紀 6:11-14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 12神觀

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 

13 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

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14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分一間一間地造，裡外抹上松

香。  

ii) 挪亞就這樣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 

創世紀 7:5挪亞就遵著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 

c) 挪亞與方舟: 

i) 作曠世未有的工作—造大船，用去一百二十年的時間(創

6:3)。 

ii) 進入方舟的時間是他滿 600 歲那年的二月十七。  

1. 創世紀 7:11 當挪亞六百歲，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淵

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 

iii) 洪水氾濫   

1. 創世紀 7:17-18 洪水氾濫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長，

把方舟從地上漂起。 18 水勢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

長，方舟在水面上漂來漂去。 

2. 創世紀 7:23-24 凡地上各類的活物，連人帶牲畜、昆

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了，只留下挪亞和

那些與他同在方舟裡的。 24 水勢浩大，在地上共一百

五十天。 

iv) 離開的方舟:  

1. 創世紀 7:11 挪亞是在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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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世紀 8:18-19 於是挪亞和他的妻子、兒子、兒婦都出

來了。一切走獸、昆蟲、飛鳥，和地上所有的動物，各

從其類，也都出了方舟。 

 

 

d) 挪亞獻祭/神跟挪亞立約 

i) 創世紀 8:20-21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

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 21 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裡

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

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 

ii) 創世紀 9:1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

養眾多，遍滿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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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一邊建方舟，一邊傳講義道: 挪亞除了建造方舟，還向人發出警

告。他忠心地侍奉上帝。彼後 2:5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

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 

f) 挪亞醉酒 創世紀 9:20-27。挪亞醉酒事件的啟示: 

i) 弗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ii) 箴 20:1 酒能使人褻慢，濃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錯誤的，就無

智慧。 

iii)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但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4) 為人(personality) 

a) 個性(characteristics) 

i) 他專心走孤單的道路。當時只他一家人聽他的話。全人類

都不聽。何其孤單。 

ii) 他耐心等候神的時間。等候洪水來臨一百二十年。等動物

進方舟七天。等在方舟中一年十天，約三百七十天。他六

百歲二月十七日進方舟(創 7:11)。六百零一歲二月二十七

日出方舟(創 8:14) 

b) 事奉(service) 

i) 他樂意承當最艱巨的事工。 

ii) 傳人類不能相信的信息—洪水滅世的信息。彼得說是傳義

道的:彼後 2:5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

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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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作曠世未有的工作—造大船，用去一百二十年的時間(創

6:3)。四百八十歲時神告訴他洪水的事。進方舟六百歲，

五百歲時有了三個兒子(創 5:32)。 

iv) 他樂意接受新的使命(創 8:15-19; 9:1-17)。生養眾多遍

滿全地(創 9:1,7)。要孤單去開闢新天地。要有信心，恆

心，毅力。但要緊的是遵行神的旨意。消極批評過去的敗

壞對事無益，努力面前才是有建樹的。 

c) 對人(towards man) 

i) 達成父母的盼望(創 5:29)。安慰父母的勞苦。即停止神對

人類的咒詛。 

ii) 對兒女,把兒女帶到神面前。 

iii) 對當時代的人,向他們忠心傳講上帝即將審判罪惡的信息。 

 

d) 對神(towards God) 

i) 是在神前蒙恩的人(創 6:8)。因信蒙恩，因信領受恩典。 

ii) 是個義人，完全人(創 6:9)。 

iii) 與神同行，順服神的引導和旨意； 

1. 創世紀 6:22 挪亞就這樣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

樣行了。創世記 7 至 8 章即記述他如何遵照神的旨意

行事。 

2. 創世紀 7:5挪亞就遵著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 

iv) 他樂意承當最艱巨的事工。 

a. 傳人類不能相信的資訊—洪水滅世的資訊。彼得說是

傳義道的(彼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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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曠世未有的工作—造大船，用去一百二十年的時間

(創 6:3)。四百八十歲時神告訴他洪水的事。進方舟

六百歲，五百歲生子(創 5:32)。 

v) 他專心走孤單的道路。當時只他一家人聽他的話。全人類都不

聽。何其孤單。 

vi) 他耐心等候神的時間。等候洪水來臨一百二十年。等動物進方

舟七天。等在方舟中一年十天，約三百七十天。他六百歲二月

十七日進方舟(創 7:11)。六百零一歲二月二十七日出方舟(創

8:14)。 

vii) 他樂意接受新的使命(創 8:15-19; 9:1-17)。要孤單去開闢新

天地。要有信心，恆心，毅力。但要緊的是遵行神的旨意。消

極批評過去的敗壞對事無益，努力面前才是有建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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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是在神前蒙恩的人(創 6:8) 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ii) 因信蒙恩，因信領受恩典。是個義人。(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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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完全人, 與神同行，即順服神的引導和旨意；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行了。 

iv)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 

1. 創 9:1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

生養眾多，遍滿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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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 9:7 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5) 默想和應用(meditation and application) 

a) 挪亞生平對我們的教訓 

i) 我們能否成為眾人勞苦的安慰？ 

ii) 是否有信心領受神的洪恩？ 

iii) 是否願意順服神，與神同行？ 

iv) 是否願意承擔最艱巨的事工？ 

v) 是否願意走孤單的道路？ 

vi) 是否願意順服神的時間？ 

vii) 是否願意接受新的使命，按神的旨意去開拓新的天地？ 

 

b) 我們應該從 挪亞 的生活中學到什麼？ 

i) 挪亞是信心生活的典範: 挪亞的生活向我們顯示了永恆的真理

那就是我們因信得救 

1) 希伯來書 11:7 論到挪亞說 ： "挪亞因著信, 既蒙神

指示他未見的事。 

2) 以弗所書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

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ii) 挪亞是對 神世代順服和忠心的結果: 我們若要傚法挪亞的行

為，就當以他為善，在我們這世代無可指摘，與神同行。 換

句話說，在神面前要正直，在別人面前要正直，在神面前要存

敬畏的心。 

iii) 神的恩典臨到他身上: 

1. 從挪亞的生活中吸取一些教訓。挪亞並不是一個無瑕無

疵的人，他只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繞過我們所擁有的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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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性。 神的恩典臨到他身上，若不是神的恩典，挪亞

也必在洪水中與一切罪人一同滅亡。 挪亞也是 神拯救

他子民的最好例子。  

2. 當挪亞建造方舟的時候，我們看到神對即將到來的審判

是有耐心的  

i. 彼得前書 3:20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

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

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 

ii. 彼得後書 2:5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

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

一家八口。  

3. 耶和華拯救敬虔的人脫離試煉: 

i. 彼得後書 3:8-9 中有明確的說明，因為我們知道

主將推遲最後的審判，直到所有被揀選的人悔

改。挪亞在耶和華面前蒙恩。 神要按世人的惡行

審判他們，卻要把他的救恩賜給挪亞和他的全

家。 

• 彼得後書 3:8-9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

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躭延，其

實不是躭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 

iv) 挪亞的生活提醒我們罪的審判將會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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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的日子將到 ( 彼得後書 3:10) 。 耶穌用挪亞的生

命作為預表 ，告訴世人當人子回來最後審判的時候會

是什麼樣子   

i. 馬太福音 24:37-39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

也要怎樣。 38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

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39不知不覺洪水來

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ii. 路加福音 17:26-27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

子也要怎樣。 27 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

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

都滅了。 

2. 我們需要以挪亞為榜樣，成為"傳義道的"，聽從保羅的

話  

i. 哥林多後書 5:20 "所以, 我們作基督的使者 ， 

就好像神借我們勸你們一般 。 我們替基督求你

們與神和好"。  

iii. 像挪亞一樣，在這末世，我們是基督的使者。 神

的審判要來了，但他藉著 耶穌基督，使人與他和

好。 我們必須把這種和解的信息傳達給其他 

人 。 

 

6) 應用原則：我們要效法挪亞信心的榜樣，在這末後的日子裡，警醒等候主

的再來，一邊做工，一邊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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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每天花時間親近神，讃美神，感恩，認罪悔改與神和好，等候神, 

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藉著有信心的行為傳揚福音。 

 

請使用“聰明應用法”寫出一條你自己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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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