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世记查经资料 潘柏滔, 赵任君 2015 
   	  

	   1	  

《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九: 6:1-22 章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首, 祷告:  为⼩小组聚会 

前⾔言: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6:1–22 

破冰问题：选⼀一个现代⼤大灾难获救之时事或经历简单分享. 

背景介绍: 5 min 

该隐杀⼈人的报应是流浪（创 4:16). 拉麦冤冤相报的狂傲后⾯面，是他秘密和被压制的恐慌. ⼈人的狂傲使神

叹息(创 6:13). 神对⼈人的罪⼤大恶极已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步. 洪⽔水乃是罪的審判(创 6:11; 6:7; 7:4,13)，洪

⽔水消灭所有⼈人类是代表罪恶的普世性，神的审判乃是神对创造物的毁灭，要使天渊连结(创 7:11), 从⽔水

⽽而出之地再归回⽔水中(彼后 3:5). 然⽽而在毁灭与審判中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与拯救, 神为世界畄下馀种, 义

⼈人挪亚⼀一家和⽅方⾈舟中的动物都被保存, 神的爱不灭(6:18). 5:32-9:29 这段的⽂文字架构⽤用了古中東⽂文献常⽤用

的⽅方式: 相对倒⾏行排列: 

 

中⼼心是重点所在: 8:1: 神纪念挪亚. 整个⼤大的架构分三次查考, 本课只查第六章: 

相对倒⾏行排列(Chiastic Structure): 创 5:32-9:29 

A: 族谱 5:32 

 B: 序⾔言 6:1-8 ⼈人罪⼤大恶極 

  C: 轉接语 6:9-10 挪亚三⼦子 

   D: 6:11-12 神看世界都是败坏 

E: 13-22 挪亚造⽅方⾈舟 

     F: 7:1-10 挪亚进⽅方⾈舟 

      G: 7: 11-17 ⼤大⾬雨降臨 

       H: 7:17-24 洪⽔水泛滥 

中⼼心奌: >>>>>>>8:1 神纪念挪亚 

    H’: 8:2-5 洪⽔水退却 

   G’: 8:6-14 旱地显露 

  F’: 8:15-19 挪亚出⽅方⾈舟 

 E’: 8:20-22 挪亚築坛 

D’: 9:1-17 神再祝福挪亚 

  C’: 轉接语 9:18-19 挪亚三⼦子 

 B’: 结语 9:20-27 挪亚后裔受咒詛 

A’: 族谱 9: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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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讨论: 

 (可分最多四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討論 3 或 4 ⼤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

可⽤用 60 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

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考). (观察, 解释和应⽤用的问题，顺序可调整，答案仅提供

思路, 开始前可简单的回顾下前⼀一章的内容，也可⽤用提问的⽅方式让⼩小组的成员回答.)  

 

6: 1-13 神降⼤大洪⽔水的起因: 

1.  神的兒⼦子與⼈人的⼥女⼦子交合是什么意思? 

神的兒⼦子與⼈人的⼥女⼦子交合有三種解法： 

A. 墜落天使與⼈人交合: (伯 1:6, 2:1, 猶⼤大 7, 彼後 2：4) (以諾⼀一書); 問題：天使不娶不嫁(可 12：25); 天

使墜落為何⼈人受罰？ 

B. 塞特後裔與該隱後裔交合(撒下 7:14; 路 3:38) (多数⼈人的⽴立场) 

C. 贵(皇)族与庶民交合. 

  
  2. (a)这时代的⼈人与前⼈人有何分别(6:3)?  

(b)谁是伟⼈人和英武有名的⼈人? 在这⾥里有⽆无特别意思? (参民 13: 33, 22, 28).  

(c)与现代的⼈人有何⽐比较? （参太 24:37-38, 路 17:27), 

请分享⼼心得. 

(a) i. 屬⾎血氣, 神的灵不永远与⼈人同在 (6:3): 有罪性和必死的⼈人. 神的灵只永远与重⽣生得救的⼈人同在(约 3:5, 

林后 1:22; 提后 1:14). ii. 年⽇日减短⾄至 120 亗(6:3), 神的恩典使⼈人活在神⾯面前得享长寿 (創 5). 直到⼈人罪⼤大恶

极, 只得活到⼀一百⼆二⼗〸十歲. 这岁数终于在摩西寿终应騐⾄至今(申 34:7). 路德与加尔⽂文以此⼀一百⼆二⼗〸十年为到

洪⽔水之前的时间, 在其间挪亜建造⽅方⾈舟时神等待⼈人悔改(参彼前 3:20), 虽然与挪亜⽤用 100 年建⽅方⾈舟相近 

(5:32 挪亜 500 亗开始建⽅方⾈舟到他 600 亗洪⽔水降臨 7:11), 但是似乎有点牽强. 

(b) i. 伟⼈人(Nephilim 参民 13:33), 原⽂文是 “跌倒者” , 希腊⽂文舊约圣经译作伟⼈人与民 13:33 的伟(巨)⼈人相同. 

他们强壮⾝身量⾼高⼤大, 民 13: 33, 22, 28 记載是与以⾊色列⼈人为敌的迦南地亚衲⼈人. ii. 英武的⼈人: 可能就是以英

武⾏行强暴的⼈人. 强壮⾝身量⾼高⼤大,   英武有名的⼈人不⼀一定是敬畏神的叉⼈人. 

 

(c) 耶稣以祂当代的⼈人⽐比挪亜时代的⼈人, ⼀一样吃喝玩乐, ⽬目中⽆无神. 没有为永⽣生打算.(太 24:37-38, 路 17:27), 

时⾄至现代⼈人类还是没有改变! 

 

3. (a)为什么神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6:1-12; 5:29), 试从当时⼈人的状况中列举三个理由. 

(b) 神是⽆无所不知的, 为什么祂也会后悔? (参撒上 15:29, 35, 詩 102:26~∼27, 139; 耶 18:7-10; 拿 3: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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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1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对⽐比 6:5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当时的⼈人起码有⼏几⽅方⾯面的问

题: i. 在婚姻上不敬虔 (1-4), 择偶条件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创 2:18) ⽽而是对⽅方的外表⽽而矣. ii. 终⽇日思想尽都

是恶. iii. 地上充满了强暴 (11) 

(b) 撒上 15:29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致说谎，也不致后悔. 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15:35 “撒母⽿耳直

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圣经有时⽤用

擬⼈人法来表达神的⼼心情, 並说明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永不改变 (詩 102:26~∼27)不象⼈人反复⽆无常, 神圣洁公

叉的属性使衪为罪忧伤后悔造⼈人, 但神爱⼈人的属性(耶 18:7-10), 不愿降禍于⼈人, 只愿罪⼈人悔改蒙赦免 (拿

3:10-4:3). 神⽆无所不知(诗 139)和永不改变的属性是衪不可与⼈人分享的属性(non-communicable attributes), 

神圣洁公叉的和神爱⼈人的属性是衪可与⼈人分享的属性(communicable attributes). 因⼈人是神照衪形象被造

成的.  

 

此外 6:6..后悔..造⼈人..忧伤, 原⽂文与 5:29 挪亚名意.. 安慰..操作..劳苦.. 有对应之处, 从⽂文字的架构丄来看, 6

节的 “后悔”是要特别显出挪亚乃是神楝選来造就⼈人和安慰神的器⽫皿. 

 

4. (a) 圣经如何描述挪亜? (創 5:29; 6:8, 9, 6:13 vs 7:4; 創 6:22, 7:1, 7:5, 7:9, 7:16; 8:20, 彼前 3:20, 彼後 2:5. ) (b) 

何謂 “完全⼈人” 和“与神同⾏行”?( 創 5:24, 弥 6:8)与神楝選他有何关系? (來 11:7) 我们在他⾝身上学习了什么

功课? 

(a) 圣经描述挪亜: (1) 名字是 “安慰⽗父母”( 創 5:29); (2) 在神眼前蒙恩(6:8);(3) 遵守神的吩咐(6:13 vs 7:4, 

6:22, 7:5, 7:9, 7:16); (4)义⼈人 (6:9, 7:1), (5) 完全⼈人(6:9), (6) 与神同⾏行 (6:9), (7)有信⼼心(來 11:7), (8) 传义道 (彼前

3:20, 彼後 2:5), (9) 築坛献祭. (8:20) 

 

(b) “义⼈人”, “完全⼈人”或作 “完美的⼈人” 或 “公叉的”皆可作蒙神悦纳的⼈人, (参 15:6) 

“挪亜与神同⾏行” 或作 “与挪亜之同⾏行者, 乃是神⾃自⼰己”, 这形容词只与以諾分享(5:24), 后者被神接去. 弥

6:8 这样说: “⾏行公义(对事)，好怜悯(对⼈人)，存谦卑的⼼心(对⼰己)，与你的神同⾏行(对神).” 

 

功课: 敬畏神, 不与世俗妥协 

 

5.  神既有審判又有恩典, ⼆二者有何异同和对⽐比? (6:7,8,9; 罗 8:19-23), 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什么功课? 

神的審判是针对⼈人的⼤大罪(6, 11-13), 神的審判涉及⼈人和其他受造活物, 因为⼈人的罪⼀一切与⼈人有关的活物

都要从地上除灭(7), 罗马书 8:19-23 说万物 “服在虚空之下...	  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罗 8:19-23)是因为它们

与⼈人有密切关联, 分享了⼈人的沉沦. 神的審判出⾃自神公义的性情, 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 但是神慈爱的性

情使祂在審判中施恩. 请畄意神的恩典却只臨到愿意跟从祂的⼈人; 圣经说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因为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挪亚与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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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的神⼀一定審判⼈人的罪恶, 但祂的恩典臨到伩靠祂的⼈人. 罪⼈人悔改是我们必学的功课! 

 

6: 13-22 : 挪亜做⽅方⾈舟 

6. 挪亜在冗长的建做⽅方⾈舟的时⽇日中幹了什么? 试想他当时的⼼心情如何? (参來 11:7, 彼前 3:20, 彼後 2:5). 

挪亜遵守神的吩咐: 

A. 建做⽅方⾈舟:  

B. 採集⾶飛⿃鳥畜类 (有公有母), 各从其类. 

C. 传义道. 

挪亜⼼心情 

A. 与神⼀一起等待容忍不信从的⼈人 

B. 以信⼼心等候神洪⽔水審判降臨. 

  

7. 试描绘⽅方⾈舟的建做蓝圖来歸纳神的精⼼心设计(包括尺⼨寸⼤大⼩小, 建造材料, ⽅方⾈舟功能等)? 

1 肘=1.45 呎: ⾧長 300 肘=437.5 呎, 寬 50 肘=72.92 呎, ⾼高 30 肘=43.75 呎, 3 層總⾯面積=95,700 平⽅方呎~∼20 個

籃球場, 上边透光処, 旁边有门. 耶和华 “把他们关在⽅方⾈舟⾥里头” (7:16)可能表⽰示门只能在外⾯面关闭. 

 

歌斐⽊木是⼀一种柏树，饱含树脂, 盛產中東; 这种多树脂的⽊木材，能耐⽔水. 没有树脂的⽊木材，⽆无法抵挡⽔水

侵. 歌斐⽊木 “⾥里外抹上松⾹香”, 更能抵挡洪⽔水的侵袭. 

 

⽅方⾈舟主要功能是漂浮⽽而不是航⾏行. 

 

神精⼼心设计容许挪亜⼀一家在⼤大洪⽔水中存活, 却不容许⼤大洪⽔水来到后其他⼈人进⽅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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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祷告:  15 min 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