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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挪亚——他遵守了神的吩咐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死亡和毁灭即将笼罩整个大地。”

假设，你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而你是社区中唯一
拥有收音机的人，也是唯一听见这个消息的人，你会有什么
反应？你该怎么办？或许，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你的家人，
并且警告他们说：“快！我们必须快逃命！”然后，再匆忙地赶
去告诉邻居们说：“暴风雨要来了！快准备防范！”

假如他们不听，反而说：“你又不是气象专家，我们不会
因为你的话而受影响，走开吧，我们正在举行宴会。再说这
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像你所说的暴风雨，凭什么我们要相信你
呢？”

听到这样的话，真是让人感到失望难过！你帮助人的努
力虽然白费了，不过如果在你的心中有充分的自信，相信你
必会尽你所能去救自己和家人，不是吗？

我们所假设的情形和挪亚当年所经历的情形大体相同。
只是挪亚听见的声音不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新闻，而是从神
那里来的声音。我们将在本课中共同研讨挪亚的经历：为什
么这场恐怖的暴风雨会来到地上，神对挪亚说了什么，以及
挪亚如何逃过汹涌大水。

在本课中你将学习...
    神评估世界
    神审判人类
    挪亚接受神的计划

本课将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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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什么是得罪神
    说明为什么要有审判的必要
    叙述神的计划和祂的应许
    解释人该如何接受神的应许

神评估世界

人类的状况．．． ．．

人们用嘲笑的口吻问：“挪亚在做什么啊？”

只有挪亚知道一场大洪水即将要来毁灭全世界。他正在
造大船。他曾试着去警告人们，但却没有人相信。晴空万里，
人们都忙着享乐。

起初，神所造的世界是美丽、完美的，其中充满着各种
植物和动物。之后神又创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享受生
命和美丽。

这对男女没有尊重创造他们的神。神教导他们如何可以
过着快乐和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没有遵行，罪就这
样进入了人类的生命中。后来，地上人口渐渐增加，他们的
所作所为都不为神所喜悦，罪吞灭了人们的心。

人是神最满意的创造。神无时无刻都看顾着人类，并且
神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和想做些什么。神知道那些日子人们
已将祂遗忘，而过着罪恶、远离神的生活。

神看见生活在地上的人类越来越邪恶，他们终日所思想
的尽是罪恶。

神看到了人类的坠落，人类变得不正直、不诚实、卑鄙、
恶毒，生命的目的已沦丧。他们滥用他们的心灵及肉体，做
出违反常理的事。每天在脑海里盘算的尽是吃喝享乐、荒宴
庆祝一类的事。他们觉得不需要神，也不再敬畏神。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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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要讨神喜悦，更不关心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

神看到人变得暴力，他们彼此不仁，没有关怀，冷酷、
自私、相互竞争。他们用神赐他们的身体彼此伤害，忘记了
他们的力量和本领是要用来滋润大地，将荣耀归给创造者。

习题

每节的习题中，都有几个问题可帮助你学习和运用本课。
依照每节的习题说明来答题。

1.  神看到人类的        ，意思是说他们用自己的力  
量，彼此        。

2.  神看到人类的              ，意思是说他们滥用他们
的心灵和肉体，做出                    。

                 （ 核对答案 ）

罪的本质．． ．．

当神看到地上的景况时，神很不喜悦。世人却并不在乎，
继续过着罪恶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接受罪恶能腐蚀人心的可
怕。然而，神在乎，因为神明白罪的本质。神清楚罪的本质
不单只是堕落、败坏和暴力，人将处于罪的深渊中的结果。

有时候，我们对罪的看法只是某人在某特定的时间做了
一件坏事，如此而已！但有时，罪并不单只是这样。罪的真
义是人远离神、与神分开、拒绝顺服神的旨意、否定人要服
事神讨神喜悦的目的。罪使人不顺服神的旨意，拒绝听从神
的话语。

罪像致命的恶疾，掌握着人类，那些远离神的人们不单
只在尘世受苦，也要在地狱里受苦。这也是神不喜悦人陷入
罪恶的原因。神知道人类不可以如此生活，因为审判和毁灭
会临到世上，而罪留在这世上的污点必须除去，这样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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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荣耀再次从尊贵受造的人心显示出来。

习题
3. 用下列的词语写出你对罪的定义的了解，你不需要用全部
的词语。第一题为示范。

  疾病       隔绝      条件      受苦  
离开       悖逆      拒绝      反抗
1） 罪   使人与神隔绝
2） 罪                    
3） 罪                     
4） 罪                    

神审判人类

审判是必要的． ．． ．．．

虽然神有耐心，但是当时候到来时，祂必然会向世界宣
告，祂不再容忍人的罪恶继续污染这个世界。

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
鸟，都从地上除灭。…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
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

人类抗拒神的美意，甚至跟神争斗，违抗神的命令。换
句话说，人和自己存在的目的在抗衡。在神的眼中，人自寻
灭亡，他们误用神所赐予的能力而堕落。神的本性无法容忍
罪恶污染祂所造的一切，神的圣洁必会审判罪。

你知道，一位好的父亲再怎么爱子女，也不能忍受子女
破坏他的家名。家名的尊贵是不容疏忽的，子女一定要服从、
尊重父亲。如果孩子一再做坏事，父亲一定要责罚他们。好
父亲并不喜欢惩罚他的孩子，只是有时候没有选择的余地。
对孩子们不好的行为，处罚是必要的。不论是惩罚或待之以
爱，都是要孩子走向正途，荣耀家门，而不至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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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处境，就像是一位为了儿女的悖逆、不孝而伤透脑
筋的父亲。更何况，神是完全圣洁无瑕疵的神，更是不容许
罪恶的存在。圣洁必须审判罪恶。

习题
4. 圈出正确的答案。神要审判人类是因为
1） 祂不爱人类。
2） 人类不断地拒绝神。
3） 祂的圣洁必须审判罪。
4） 祂想要证明祂的力量。

审判和恩慈是预定的． ．．．．．．．．

如今，神似乎有了难题，不是吗？神必须审判罪恶的世
界，但祂对人仍然有无限的爱与恩慈，且要人完成被造的目
的，要人荣耀祂的名。那么祂该怎么办呢？

神对这个世界虽然看得不太顺心，不过从一开始，神就
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计划，祂决心毁灭罪恶的世界。但因为
当时，世界上还有一个无可指责，并与神同行，名叫挪亚（意
思是平安与他同在）的义人，所以神还是希望人类继续存活。

就在这时，挪亚听见有人告诉他，暴风雨即将来临。声
音来自神，而非广播。

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我要
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

你看，挪亚虽置身于罪恶的环境中，但他仍与神亲近，
受到神的宠爱，因他行在神的道路上，并顺从神。神计划用
挪亚作为祂传话的人。神藉着挪亚警告世人，神也藉着他证
明对人的爱与恩慈。当审判来临时，凡愿意听神的话，顺服
神的，都可以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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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让挪亚知道，因着人罪恶的光景，洪水的来临
是必然的。罪不能免于惩罚，洪水是神的判决。但神为挪亚
预备逃生之路，因为神爱世人，愿人明白祂的恩慈和人生存
的目的。神要挪亚仔细聆听，并服从祂的指示。

挪亚要造的大船，叫做方舟，当暴风雨来临时，它能安
全的浮在水面上。神给了方舟正确的尺寸后，又下达了建造
的指示。神在造舟的准备工作上，做了不少详细的指示，显
示了祂对子民的关怀。从旧约的记载，我们能看见神与挪亚
同在，看顾造船的每个细节，神仿佛在挪亚身边来回指导他，
并确信挪亚造的方舟能载着祂所爱的受造物度过任何大风暴
的肆虐。恶势力绝对不能毁掉任何接受方舟保护的人。神告
诉挪亚，当方舟造好时，下雨的日子也就到了，那时候除了
方舟内的人之外，地上凡有气息的，都会被洪水淹没。于是
挪亚带着全家和各种成对的活物，进入方舟以保全性命。

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审判之前神已为人类预备远离审
判，接受新生命的途径。神拣选了一个人——挪亚，用一种
方法——方舟，使人得知审判的必要，以及得救之道。

习题
5．用下列词语来完成句子。
   审判   使者   罪   洪水   方舟   溺毙   救恩
   1）因为罪，人类必须接受        。
   2）尽管人类犯了罪，神给予人类        。
   3）因为神对人类的关爱祂告诉挪亚要建     。
   4）神拣选一个人作祂的      ，以成就祂的工。

挪亚接受神的计划

立约．．
神对挪亚说：“我要与你立约，而你要根据指示建造方舟，

带着你的家人和动物进入方舟，好在那里保全性命，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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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生命的都会被洪水淹没。”

神立约有其特定的理由，因为立约就像立誓约，使双方
或多方立的约生效。凡是被誓约束缚的人，都有重大责任，
但也可以从中建立希望，获取福份。

挪亚明白神的话，立约是使人归向神的方法，神的本意
是要神人合一。因着完全的顺服，挪亚可以蒙神的喜悦，得
到救恩与新生命。神绝不食言，挪亚有得救的确据，他不怀
疑他的安全，因神喜悦正直的人，不欺骗跟从祂的人。就好
象有益的契约一样，神的约使人受惠。

挪亚没有犹豫，从他的生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挪
亚依照神的吩咐去做每件事。他的顺服不仅讨神的欢喜，也
使他和他的家人得救。

挪亚明白神的话，他相信并且接受所有神说的话。他可
以选择不接受神的拯救，但是他运用选择的自由去遵行神的
话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挪亚真是鼓足最大信心和勇气做
这个决定。

我们看到挪亚所做的一切，但当时人们只关心自我享乐
的生活，他们从没想过洪水，也未见过天下大雨。当他们听
见挪亚谈论神，并要他们改变生活时，大概认定挪亚只是怪
人，且讥笑他。那些人听到挪亚说：“洪水要来了”的警告，并
要他们一起进入正在兴建的方舟内。

挪亚按照神的详述，完成了建造方舟的杰作，而这件事
本身也证明了神话语的重要性，这种忠诚与耐心的工作和警
告世人的信息持续好几年。讥笑藐视挪亚的人们也做了他们
的决定，正如同挪亚以行动表示顺服神，而他们也用行动来
表明他们拒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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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6 立约的目的是什么？
7 为何神与挪亚立约？
8 当立约完成时谁要负责？
9 当人与神立约后人要负什么责任？

应许的扩展．．．．．
方舟终于完工，存入的粮食也足够人与动物度过漫长的

暴风雨。所有的动物都依指示成对的进入船内，挪亚和家人
也进入了方舟。这正是信心得胜的时刻！挪亚是唯一的义人，
他顺服神，努力地预备方舟。当他踏上方舟时，便是把自己
完全的以一种新的、特别的方式交托给神。圣经说神就把他
关在方舟里。现在挪亚什么也不能做了，当神审判罪恶的世
界时，他完全依靠神的保守与拯救。

审判终于来临。地下深渊的泉源都已裂开，天上所有的
水寨也已打开，于是倾盆大雨下了四十昼夜，骇人的大洪水
来了。诚如神所说的及挪亚警告人们的一样，船外的人都死
于洪水，而挪亚在方舟及立约的保护下得以继续生存。

水淹没大地之后，神关闭了深渊的泉源，停止降雨，风
使水气蒸发，最后大地都干了。神对挪亚说：“可以离开方舟
了。”并同时吩咐人和动物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荣。

当水干了之后，挪亚为耶和华筑坛献燔祭，表示敬拜和
感谢。耶和华甚是喜悦，对挪亚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
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神用彩虹当作
与地立约的记号。

从神的话语里，我们看见罪人被洪水淹没后，罪恶的光
景仍然存在，而挪亚也不能幸免罪恶的环境，但因他相信神
为他预备得救之路，他的相信与服从使神愿意保守他的平安，
使他在方舟中保存性命，不受制于审判。相信和顺从，成为
我们每一个人的方舟，保守我们远离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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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0.我们从挪亚的故事中得知挪亚的人格。在每项叙述后填出
适当的词语。挪亚的人格：

   关爱别人    有信心   愿意工作  留意神   敬拜神
1） 挪亚正确地完成神的指示。                          
2） 挪亚建方舟。                               
3） 挪亚花许多年来建方舟。                     
4） 挪亚告诉人们洪水要来。                     
5） 挪亚筑坛给神。                             

11. 挪亚得蒙拯救，他本身的哪些行为是必要的？用你自己
的话回答。

    是的，神在洪水泛滥之前之后都说，人心满是罪恶，然
而神仍愿意与挪亚立约，并将此约延续至其子孙。神以洪水
灾难表达对人类罪恶的不悦，显示了罪的可怕和必然受罚，
同时也向人表明，若相信且顺服祂，必不受罚。

神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以虹为记号。”
可见神表明了祂对人类的关怀与希望。神用挪亚的故事，教
导世世代代的人们学习这功课。

“记住挪亚的事。”神对我们说：“在挪亚的时代，罪人不
听从神，以致洪水来了，且淹没他们，往后可怕的日子还是
会再来。神会再次审判全地。”挪亚是忠心的，所以神悦纳他。
“记住挪亚的事。”神对我们说：“我誓言不再用洪水灭绝全
地……我对你们用不失信的爱绝不动摇，平安的约也不挪
去。”

习题
12 在另外一张纸上写出你回想挪亚和洪水所想到的事。挪

亚回应神旨意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的哪一方面？

13 向拯救挪亚的神祷告，求祂对你的心说话，并根据祂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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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来指引你找到拯救。

                   祷  告

        神啊！公义的护卫者，保守者。永远地赞美你。因为你
喜悦挪亚，为了要保护他不受洪水的灾害，你亲自指示了挪
亚建方舟，求你依照你所喜悦的方式指示我，在我的生命里
也造一艘方舟；并且与你建立交通，让我面对审判日时能得
保护。在我的内心里注入忠诚和顺服的关系；因为我的灵向
你哀求相同的约定，这样我就能很确定的知道你是我的避难
所，我从败坏和地狱得到的救赎，更是绝对的坚定。只有这
样，我的灵才能得平安。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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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练习的答案不是按顺序排列。这样是为了不让你事先看下题
的答案。

7 神要人归向祂。

1 暴力，争战

8 都有责任。

2 败坏，违反常理

9 顺从神

3 1）罪使人与神隔绝。

2）罪导致受苦和疾病。

3）罪使人类反抗神旨意。

4）罪是人类拒绝和悖逆神旨意的结果。

10 1）留意神    2）愿意工作     3）有信心

    4）关爱别人     5）敬拜神

4  2）人类不断地拒绝神。

   3）祂的圣洁必须审判罪。

11 挪亚遵循神，做神要他做的。他顺服神，他完全依靠并相
信神。

5  1）审判   2）救恩   3）方舟  4）使者

12 我必须了解罪在神的眼中是多可怕。让我知道神多么的爱
人类，我愿意与神亲近。我顺服祂就可免于审判。

6  将两人或更多人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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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测验

综合题
1. 你是否已仔细阅读过第一课？
2. 你是否已完成本课所有习题？
3. 你有没有核对过习题答案？
4. 你有没有复习本课的目标以知道你是否已达到所建议？
5. 在做本课测验前，你是否已复习？

选择题

6. 我们说人对神犯的罪，指的是
    1）人不遵守神的指示，不讨神的喜悦。
    2）人导致神审判的一举一动。
    3）一个暂时无害的对神的心态。

7. 神要审判罪是因为
   1）神被触怒，并要惩罚人。
   2）神的旨意被拒绝。
   3）没有撤除罪的规定。

8. 神用爱所给的责罚，是要当作
   1）其他罪人的示范。
   2）要指引祂的子民走正确之路的示范。
   3）展示祂凶恶的一面。

9. 神与挪亚立的约是要求神免于审判的保护，并且挪亚要
   1）藉着做好事，博得喜爱。
   2）答应成为先知或代言人。
   3）完全顺服神。

10. 挪亚得救是因为
   1）他没有罪。
   2）他相信神带给他逃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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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他做很多好事。

是非题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11. 既然罪只是暂时的情况，只需要稍微改变那些暂时的情
况和人与神的关系。

 12. 神与挪亚立的约是要双方都有神圣的协议，挪亚必须顺
服神，神保证挪亚的救赎。

 13. 挪亚对接受神立约来保证救赎之事没有选择的余地。

 14. 挪亚进入方舟，他完全顺服神，是为了免于审判的保护
和救恩。

填空题

15. 罪是因人的          对神的          。         

16. 神选择挪亚来让人们知道审判和       之道。

17. 神藉由          来约束神提供保护和救赎之道；挪亚
要            神。

18. 挪亚得救不是因为他没有罪，而是因他      神为他提
供救赎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