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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 ─ 创世记的可靠性
那么久远的事情，可靠性在哪里呢？
 科学的方法有它的限制跟缺陷
 耶稣基督对于创造的可靠性所讲的话，
是最有权威的话语
可一三19-00 上帝从起初创造天地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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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三35-00 义人亚伯献上的礼物，被上帝所悦纳
路一七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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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 ─ 创世记的可靠性
亚伯拉罕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
 耶稣基督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已存在
 亚伯拉罕这个历史故事是真实的

约8:37-40

约七22

挪亚、罗得，人又嫁又娶，
不晓得上帝的审判已经临到了人类

割礼的来历

创一七
太八、廿二

亚伯拉罕全家的男丁行割礼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乃是以色列人的先祖

耶稣把创世记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
所有的重要事件、人物，
通通都给予了很清楚的印证。

难题 ─ 创造 与进化
 宇宙是进化来的，人是从猴子变成的
 圣经讲人是上帝所创造的，
尊贵地位、不是其他动物变成的；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而是记载人的信仰，
跟科学研究，并没有直接的冲突。
科学研究的基本观念 ─ 古今
古今一致
致说
任何的研究，在相同的条件、
任何地点 从前 现在 将来
任何地点，从前、现在、将来，
结果应该是一致的 ─ 可验证性。
上帝的创造，或者大爆炸的理论，
都是一次发生
都是
次发生、不再重复的，
不再重复的
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作验证的话，有先天的限制。

难题 ─ 第一、二章，不同的 创造记录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
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

二4-5

难题 ─ 第一、二章，不同的 创造记录
第二章重点是在人类堕落、犯罪、受审判的情况之下，
二5

 第二章 ─ 似乎是人类受造之后，
才有田地的菜蔬、树上的果木
菜
 第一章 ─ 神已经造了天地，
有了植物、动物、最后才有人类
第一章是整个上帝创造的秩序，
第
章是整个上帝创造的秩序
也显示出上帝创造的智慧，
 先要有光、有暗、有陆地、有海洋
先要有光 有暗 有陆地 有海洋
 才会有植物、动物的产生，才会有人类
这是所有自然的解释当中 最合理的解释的方式
这是所有自然的解释当中，最合理的解释的方式。

 荆棘蒺藜，是地受到人类的牵连、被神诅咒之后
什 时候有 降在
在洪水的时候，
 什么时候有雨降在地上呢？在洪水的时候，
在这之前，伊甸园有四道河流滋润，不需要降雨
 人原本在伊甸园，只要按时采摘树上的果实，
人什么时候需要耕地呢？
是当亚当夏娃被赶逐离开伊甸园，
他们才要汗流满面，才能够餬口
圣经先讲这件事情，再讲到人类的受造。

难题 ─ 六日的解释
 最简单的就是二十四小时就是一日，
圣经对「日」字最基本的解释
 地质学研究宇宙年日是很久很久的
 地球、太阳系，也有四十六亿年
地球 太阳系 也有四十六亿年
 有人用地质学一个长的时期来说明每一天
 有些人讲是用诗歌体裁、象征性的讲法
有些人讲是用诗歌体裁 象征性的讲法
 或是上帝用六天来启示给摩西，
每 天创造的景况是如何
每一天创造的景况是如何
 但是第一章是用「历史的笔法」来描写，
是散文体 并不是诗歌体裁
是散文体、并不是诗歌体裁
必须存谦卑的心，在上帝面前等候更多的资料、证据，
，
帝
资
，
对这些的解释，才会更加地清楚明白。

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
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

难题 ─ 神的儿子是谁？
六2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1. 最古老的讲法，神的儿子就是天使。
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七十士译本，
就把神的儿子翻译成为天使。
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太廿二30

也有人说，就是因为天使不嫁也不娶，
不守本位的天使娶了人间的女子为妻，
不守本位的天使娶了人间的女子为妻
违反了上帝的命令。
圣经并没有清楚的证明。
并 有清楚

难题 ─ 神的儿子是谁？
六2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2. 神的儿子指着地上的君王贵冑，
娶了人的女子结合，生出不一样的人来。
可是我们看今天好多以君主立宪的国家，
立宪
有君王、王子、王妃等等，
看起来跟一般人也没有什么不同。

3. 神的儿子指 第五章，塞特的后裔，
敬虔爱上帝、尊崇神的律法。
，
，
人的女子指 第四章，该隐的后代，
不尊崇神、不按神的心意来生活。
帝的心意不希望敬虔爱 帝的子民、
上帝的心意不希望敬虔爱上帝的子民、
跟不敬虔、离开神的人，中间有任何混杂。

难题 ─ 如何解释一百二十年？
六3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
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 百二十年。」
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 或许是讲到
上帝让人的寿命最多可以到一百二十岁，
 洪水之前，人的寿命非常的长，
洪水之前 人的寿命非常的长
好像玛土撒拉活到九百六十九岁
 洪水之后，人类的寿命受到了限制，
申命三十四章摩西活到了一百二十岁，
眼目也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眼目也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
上帝就把他接走了
好像上帝给人类一个限定，就是活到一百二十岁。

难题 ─ 如何解释一百二十年？
六3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
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 百二十年。」
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马丁路德解释 ─ 上帝给人一个恩典的期限，
 人昼夜思想的竟都是恶，上帝要用洪水来毁灭，
人昼夜思想的竟都是恶 上帝要用洪水来毁灭
给人还有一百二十年恩典的期限
 上帝在挪亚五百岁告诉他要造方舟，
上帝 挪
岁
造方舟
挪亚六百岁时洪水来了、毁灭全地，
中间相差的是一百年
 因为人的罪恶太大，
上帝就把恩典的期限缩短了，
「人因为罪恶的缘故，
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难题
 巨人 ─ 七十士译本翻译
 英文翻作 Nephilim 用音来翻译，
在希伯来文的字根
是「坠落下来、倒下来」
 我它翻译为「堕落的人」
六4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
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
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
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不是好的名，
而是他们坏的名

难题 ─ 上帝后悔
六6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上帝难道跟人一样，会做错事情要后悔吗？
上帝难道跟人
样 会做错事情要后悔吗
圣经里有两个字，都被翻译成「后悔」
 一个专门用在讲神
个专门用在讲神
 一个专门讲人，讲到人的后悔 ─
做错事情 对不起上帝 对不起人 就懊悔
做错事情，对不起上帝、对不起人，就懊悔

NacHam ─上帝的后悔，
帝的后悔，
更讲到上帝为人感到伤心、叹息，
罪恶
来， 帝 后悔
 当人的罪恶显出来，上帝就后悔
 也有人向上帝来恳求 ─ 求上帝要后悔，
求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
善待已经悔改归向神的人

难题 ─ 上帝后悔

约拿是最伟大的先知、宣教士，
尼尼微城，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十几万；
尼尼微城
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十几万
约拿去宣讲上帝的信息，才不过三天，
全城的人通通悔改 归向神
全城的人通通悔改、归向神，
上帝要赦免、拯救他们；
约拿不愿意看到尼尼微人悔改归向神。
约拿不愿意看到尼尼微人悔改归向神
上帝告诉约拿：「城里面还有那么多人，
他们的灵魂都宝贵，我怎么能够不爱惜呢？」
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改变对待罪人的方式
对待罪人的方式，
，
让他们可以悔改、不至于灭绝。
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沈沦。

难题 ─ 上帝后悔
─ 金牛犊事件
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 惹上帝发怒
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惹上帝发怒，
上帝要把以色列人通通都给灭掉；
摩西向上帝恳求：「上帝呀！求你不要灭绝他们，
摩西向上帝恳求：「上帝呀！求你不要灭绝他们
求你后悔，不降你所说的那个灾祸。」
摩西抓住了秘诀，
摩西抓住了秘诀
求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
改变他对待罪人的态度 方法
改变他对待罪人的态度、方法，
 当罪人犯罪，上帝要刑罚
 当罪人悔改归向神，上帝要赦免
当罪人悔改归向神 上帝要赦免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

上帝后悔拣选扫罗作王，上帝为他感到非常伤心。

难题 ─ 洪水的范围
 全球性
 整个地球通通都被洪水淹没了，
整个地球通通都被洪水淹没了
后来水退到哪里去呢？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找不出曾经有过水的痕迹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 找不出曾经有过水的痕迹
 地区性
圣经讲到 ─ 天下的高山都被水淹没，
都
人类通通都被水给毁灭了
 全人类性
上帝主要针对的就是全人类
上帝主要针对的就是全人类，
人类昼夜思想的尽都是恶，
上帝的洪水就是要把这些人类通通都灭掉

难题 ─ 迦南受咒诅
创世记第九章

─ 挪亚一家出了方舟，就筑坛献祭给耶和华。

九18-27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

含是迦南的父亲。
挪 作起农夫来
挪亚作起农夫来，
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棚里赤着身子
赤着身子。
。
迦
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
含
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
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
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作的事，
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
又说：愿迦南作闪的奴仆；又愿迦南作雅弗的奴仆。

难题 ─ 迦南受咒诅
挪亚醒了酒以后，
24～28
24
28 节，其实是两个段落：
九25 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

是一个直说语气，挪亚站在先知的地位，
迦南 将来必定要受到的诅咒 地位非常的卑微
迦南，将来必定要受到的诅咒，地位非常的卑微。
二十六节开始，挪亚的祷告，他恳求上帝赐福保护迦南。
九26 耶和华

─ 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奴仆。

当上帝赐福给闪的时候 迦南也可以得着一点点的福气
当上帝赐福给闪的时候，迦南也可以得着一点点的福气。
九27 愿神使雅弗扩张，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

原文 ─ 愿神使他自己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