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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 ─ 創世記的可靠性

那麼久遠的事情，可靠性在哪裏呢？

科學的方法有它的限制跟缺陷

耶穌基督對於創造的可靠性所講的話，

是最有權威的話語

可一三19-00 上帝從起初創造天地萬有

太一九4-600 上帝從起初造人，設立婚姻制度

太廿三35-00 義人亞伯獻上的禮物，被上帝所悅納

路一七26-29 挪亞、羅得，人又嫁又娶，

不曉得上帝的審判已經臨到了人類

難題 ─ 創世記的可靠性

耶穌把創世記從第一章一直到最後，

所有的重要事件、人物，

通通都給予了很清楚的印證。

約8:37-40 亞伯拉罕仰望耶穌基督的日子，

耶穌基督在亞伯拉罕之前就已存在

亞伯拉罕這個歷史故事是真實的

約七22 割禮的來歷

創一七 亞伯拉罕全家的男丁行割禮

太八、廿二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乃是以色列人的先祖

難題 ─創造與進化

科學研究的基本觀念 ─古今一致說

任何的研究，在相同的條件、

任何地點，從前、現在、將來，

結果應該是一致的 ─可驗證性。

上帝的創造，或者大爆炸的理論，

都是一次發生、不再重複的，

要用科學的方法來作驗證的話，有先天的限制。

宇宙是進化來的，人是從猴子變成的

聖經講人是上帝所創造的，

尊貴地位、不是其他動物變成的；

聖經不是一本科學的教科書，而是記載人的信仰，

跟科學研究，並沒有直接的衝突。



難題 ─ 第一、二章，不同的創造記錄

二4-5 創造天地的來歷，在耶和華神造天地的日子，

乃是這樣，野地還沒有草木，田間的菜蔬還沒有長起來。

第二章 ─ 似乎是人類受造之後，

才有田地的菜蔬、樹上的果木

第一章 ─ 神已經造了天地，

有了植物、動物、最後才有人類

第一章是整個上帝創造的秩序，

也顯示出上帝創造的智慧，

先要有光、有暗、有陸地、有海洋

才會有植物、動物的產生，才會有人類

這是所有自然的解釋當中，最合理的解釋的方式。

難題 ─ 第一、二章，不同的創造記錄

第二章重點是在人類墮落、犯罪、受審判的情況之下，

二5 野地還沒有草木，田間的菜蔬還沒有長起來；

因為耶和華神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人耕地。

荊棘蒺藜，是地受到人類的牽連、被神詛咒之後

什麼時候有雨降在地上呢？在洪水的時候，

在這之前，伊甸園有四道河流滋潤，不需要降雨

人原本在伊甸園，只要按時採摘樹上的果實，

人什麼時候需要耕地呢？

是當亞當夏娃被趕逐離開伊甸園，

他們才要汗流滿面，才能夠餬口

聖經先講這件事情，再講到人類的受造。

難題 ─六日的解釋

最簡單的就是二十四小時就是一日，

聖經對「日」字最基本的解釋

地質學研究宇宙年日是很久很久的

地球、太陽系，也有四十六億年

有人用地質學一個長的時期來說明每一天

必須存謙卑的心，在上帝面前等候更多的資料、證據，

對這些的解釋，才會更加地清楚明白。

有些人講是用詩歌體裁、象徵性的講法

或是上帝用六天來啟示給摩西，

每一天創造的景況是如何

但是第一章是用「歷史的筆法」來描寫，

是散文體、並不是詩歌體裁

難題 ─神的兒子是誰？

六2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

1. 最古老的講法，神的兒子就是天使。

希伯來文聖經翻譯成為希臘文七十士譯本，

就把神的兒子翻譯成為天使。

太廿二30 當復活的時候，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

也有人說，就是因為天使不嫁也不娶，

不守本位的天使娶了人間的女子為妻，

違反了上帝的命令。

聖經並沒有清楚的證明。



難題 ─神的兒子是誰？

六2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

2. 神的兒子指著地上的君王貴冑，

娶了人的女子結合，生出不一樣的人來。

可是我們看今天好多以君主立憲的國家，

有君王、王子、王妃等等，

看起來跟一般人也沒有什麼不同。

3. 神的兒子指第五章，塞特的後裔，

敬虔愛上帝、尊崇神的律法。

人的女子指第四章，該隱的後代，

不尊崇神、不按神的心意來生活。

上帝的心意不希望敬虔愛上帝的子民、

跟不敬虔、離開神的人，中間有任何混雜。

難題 ─ 如何解釋一百二十年？

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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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丁路德解釋 ─ 上帝給人一個恩典的期限，

人晝夜思想的竟都是惡，上帝要用洪水來毀滅，

給人還有一百二十年恩典的期限

上帝在挪亞五百歲告訴他要造方舟，

挪亞六百歲時洪水來了、毀滅全地，

中間相差的是一百年

因為人的罪惡太大，

上帝就把恩典的期限縮短了，

「人因為罪惡的緣故，

神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

難題 ─ 如何解釋一百二十年？

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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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上帝給人類一個限定，就是活到一百二十歲。

洪水之前，人的壽命非常的長，

好像瑪土撒拉活到九百六十九歲

洪水之後，人類的壽命受到了限制，

申命三十四章摩西活到了一百二十歲，

眼目也沒有昏花、精神沒有衰敗，

上帝就把他接走了

一百二十年 ─ 或許是講到

上帝讓人的壽命最多可以到一百二十歲，

難題

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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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人 ─ 七十士譯本翻譯

英文翻作 Nephilim 用音來翻譯，

在希伯來文的字根

是「墜落下來、倒下來」

我它翻譯為「墮落的人」

不是好的名，

而是他們壞的名



六6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

難題 ─ 上帝後悔

上帝難道跟人一樣，會做錯事情要後悔嗎？

聖經裏有兩個字，都被翻譯成「後悔」

一個專門用在講神

一個專門講人，講到人的後悔 ─

做錯事情，對不起上帝、對不起人，就懊悔

NacHam ─ 上帝的後悔，

更講到上帝為人感到傷心、嘆息，

當人的罪惡顯出來，上帝就後悔

也有人向上帝來懇求 ─ 求上帝要後悔，

求上帝按照祂不變的、恩慈的本性，

善待已經悔改歸向神的人

難題 ─ 上帝後悔

出埃及記三十二章 ─金牛犢事件

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犢，惹上帝發怒，

上帝要把以色列人通通都給滅掉；

摩西向上帝懇求：「上帝呀！求你不要滅絕他們，

求你後悔，不降你所說的那個災禍。」

摩西抓住了祕訣，

求上帝按照祂不變的、恩慈的本性，

改變祂對待罪人的態度、方法，

當罪人犯罪，上帝要刑罰

當罪人悔改歸向神，上帝要赦免

撒母耳記上十五章，

上帝後悔揀選掃羅作王，上帝為他感到非常傷心。

難題 ─ 上帝後悔

約拿是最偉大的先知、宣教士，

尼尼微城，不能夠分辨左右手的十幾萬；

約拿去宣講上帝的信息，才不過三天，

全城的人通通悔改、歸向神，

上帝要赦免、拯救他們；

約拿不願意看到尼尼微人悔改歸向神。

上帝告訴約拿：「城裏面還有那麼多人，

他們的靈魂都寶貴，我怎麼能夠不愛惜呢？」

上帝按照祂不變的、恩慈的本性，改變對待罪人的方式對待罪人的方式，，

讓他們可以悔改、不至於滅絕。

上帝願意萬人得救，不願意一人沈淪。

難題 ─洪水的範圍

全球性
整個地球通通都被洪水淹沒了，

後來水退到哪裏去呢？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找不出曾經有過水的痕跡

地區性

聖經講到 ─ 天下的高山都被水淹沒，

人類通通都被水給毀滅了

全人類性

上帝主要針對的就是全人類，

人類晝夜思想的盡都是惡，

上帝的洪水就是要把這些人類通通都滅掉



創世記第九章 ─ 挪亞一家出了方舟，就築壇獻祭給耶和華。

難題 ─迦南受咒詛

九18-27 挪亞的兒子就是閃、含、雅弗。

含是迦南的父親。

挪亞作起農夫來，

喝了園中的酒便醉了，在帳棚裡赤著身子赤著身子。。

迦南的父親含看見他父親赤身，

就到外邊告訴他兩個弟兄。

於是閃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著進去，

給他父親蓋上；他們背著臉就看不見父親的赤身。

挪亞醒了酒，知道小兒子向他所作的事，

就說：迦南當受咒詛，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

又說：願迦南作閃的奴僕；又願迦南作雅弗的奴僕。

難題 ─迦南受咒詛

是一個直說語氣，挪亞站在先知的地位，

迦南，將來必定要受到的詛咒，地位非常的卑微。

九25 迦南當受咒詛，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

二十六節開始，挪亞的禱告，他懇求上帝賜福保護迦南。

九26 耶和華 ─ 閃的神是應當稱頌的！願迦南作閃的奴僕。

當上帝賜福給閃的時候，迦南也可以得著一點點的福氣。

九27 願神使雅弗擴張，又願迦南作他的奴僕。

原文 ─ 願神使他自己擴張…

挪亞醒了酒以後，

24～28 節，其實是兩個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