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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第八至九章 

创世记第八至九章 

第八章 

第八章第一节， 

神记念挪亚，（创世记 8：1） 

我想告诉大家，神从来没有忘记过挪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认识到在圣经中

提到神的时候，用的词往往是「神人同性观」的用词，就是将神当作人来描写。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神所用的语言

来描写神。所以，只好用人的语言来描写、说明神的性情和作为。 

人的语言没有办法完全表达神的真理。我们只能尽力用我们熟习的字眼来描写神的活动和

作为。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语言可用。 

当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的时候，说到他： 

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哥林多后书 12：4） 

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最恰当的语言来描述他所听见的。不论我们如何描述，也不足以表达

原来的样式。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他宁可不用人类有限的语言试着描述神，因为那样会有

减损神的荣耀，简直像是犯罪。 

我们也常常体会到人类语言有局限性。当你看到夏威夷海边拍打的浪花，能用什么话来形

容呢？还有亚利桑那州的日落，大峡谷等等。 

面对神创造的奇妙，我们感到语言实在太有限；但当我们描写神的荣耀、美妙和他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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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动时，我们岂不更加觉得没有合适的字眼吗？所以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来描述神的作

为。 

所以， 

神记念挪亚，（创世记 8：1） 

神不仅从来没有忘记过念挪亚，现在还要再一次在挪亚身上动工。在挪亚飘浮在大水之上

的日子里，神仍在看顾着他和他的一家。神没有忘记挪亚，再次开始在挪亚身上的动工。 

神记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创世记 8：1） 

这可能是地球上第一次出现强风，因为在洪水之前，绝大多数水都飘浮在空中，那时地球

表面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海。也许到处都是森林，没有这么多干旱的沙漠， 

那时，地球上有更多均的降水。所以绿色植物比现在多，也比现在绿。在地球大气层中的

这层水气使得整个地球保持适中的气候。在地球的南，北极根本没有冰雪覆盖层。事实上

极地地区也是森林密布呢! 

洪水过后，地球的潮湿覆盖层被除掉了，天空中没有象洪水前，有那么多水气，所以在高

山地区和南、北极开始出现积雪和冰川运动。赤道地区则出现了热带。这些地区间开始产

生了气流。这样，神就造了大风。 

在炎热地区与寒冷地区由于有温差产生了风，这在洪水以前是没有的事情。那时根本没有

过强风，也不可能产生。在洪水之前，气候都很平均，只可能出现一些微风，而不是风暴。 

现在，风刮起来了，水就开始退往海中。随着大量水的积聚，海底地壳的压力极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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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层产生出巨大的上升运动。 

所以埃弗勒斯峯和喜马拉亚山开始向上隆起。安迪斯山脉开始向上隆起。有很多证据证明

了海水巨大的压力使这些山脉因为受到压力作用向上突起，形成了高山；在这个特别时期，

向上的冲击力也产生了巨大的火山活动。总之，山脉的产生，现代格局的海洋的形成，等

等地球表层的巨大变化都发生在洪水退去的这一个时期。 

所以当挪亚他们坐在亚拉腊山顶的时候，就看到周围地理环境发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改变，

也看到了海洋固定成型，以及无数向上隆起的山峰。 

这里我想再次推荐韦利可夫斯基的「颠覆的地球」一书。他在其中清楚记载道，安迪斯山

脉是在主前五千或六千年前才形成的，而喜马拉亚山也是在同一时期形成的。这本书非常

完整的纪录了各个历史时期，地球上各个山脉的抬升形成情况。相信你们会发现这本书很

有趣。 

人们在安迪斯山脉中发现了一些城市遗迹，其中的居民栽种玉米等谷物，但是在它们现在

的高度根本不可能生长玉米等谷物。 

所以这表示，当初的人们生活之地肯定在比现在更低的地方。当山脉隆起后，因为海拔太

高，就不能再継续耕种，最后，他们办好离开家园搬到了更低的地方。这些事都找到许多

证据，都与洪水过后地层变化有关。 

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创世记 8：2） 

洪水过去，地开始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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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从地上渐退。过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渐消。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创世

记 8：3－4） 

亚拉腊山是那一带最高的山，有一万七千英尺高，也就是说除了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以外，

亚拉腊山比美洲大陆所有的山都高。 

让我们来看另一件有趣的事：挪亚是二月十七号进的方舟，现在已经七月，而且方舟也是

十七号那天停在山上，不再在大水中飘浮，终于安定了下来。 

我们都相信方舟已经找到了。有好几本书都写到在一万四千英尺左右的亚拉腊山上发现方

舟的事。不少相关的故事都要回朔到马可波罗的时代，有的甚至到更早的时候。马可波罗

的游记确实提过这件事。 

有意思的是，这里说到五个月正好一百五十天，这表示当初一年是以三百六十天来算的，

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三十天。而且，所有古文化里每年都用三百六十天来计算。当然，

我们现在用的是现代的计算方式。大家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圈需要三百六十五天九小时五

十六分四又六百分之一秒，这非常精确，人们可以以它来校对时间。 

中间的差别是每年五又四分之一天，十年下来整个季节就会乱套。所以我个人相信，当初

的人不可能算错地球运转的时间，导致一年就差五又四分之一天。否则，几年下来，季节

就会全乱套。 

所以，当初他们以一年有三百六十天算，应该是准确的。那些日子，地球环绕太阳一圈很

可能确实是三百六十天 

但是地球的轨道可能在约书亚时代发生了变化。按圣经的记录，神使太阳停了好一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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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开始，历法就必需调整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加上一个闰年来调整四分之一天。

世界上大部份的国家都已经改成了三百六十五天，有的国家以其他的方式进行调整，但都

是将历法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调整。比如在年末加上一个假期，补上五又四分之一天。 

但有趣的是，圣经的预言都是根据一年三百六十天去算的。韦利可夫斯基在他那本冲击的

世界的书里，非常仔细的记录了用三百六十天历法的国家，包括埃及，印度，中国，巴比

伦和印加文化等等。只是地球的轨道后来发生了改变。 

根据他提出的理论，这一改变是水星进入太阳系造成的。他认为这也是造成埃及十灾的原

因。当水星再次进入太阳系并被太阳捕获围绕太阳运转时，就造成了地球运行时间的变化，

这对地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约书亚记载了神如何从天上降下冰雹，来击打他们的仇敌。韦利可夫斯基认为那些冰雹是

水星经过地球的时候所抛来的碎片。而他也认为水星的靠近，造成了圣经中约书亚记中的

那个漫长的一日。他的这一理论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 

创世记这里所说的五个月有一百五十天。所以他们是按一年三百六十天算的。我刚才提到，

圣经的预言都是根据一年三百六十天来算的，照这个算法，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到现在大约

已有了六千多年的历史。 

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创世记 8：5） 

水慢慢地退了。他们开始在出露的海床上安顿下来，安顿处就是那时向上隆起的山地。到

了十月他们就看见了露出海面的山峰。 

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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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

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

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

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六百零一岁（创

世记 8：6－13） 

挪亚这个时候是六百零一岁，挪亚是在六百岁的时候进入方舟的，现在他六百零一岁了。 

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创世记 8：13） 

他还没有出方舟，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

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

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

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创世记 8：14－19） 

所以他们一共在方舟里一年又十天，也可以说第三百七十天。我想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快急

疯了，在方舟里三百七十天，你可以想象有多麻烦，要照顾那些动物，又要为它们预备粮

食，还要在这段期间处理卫生问题。等我们到了天上，可以请挪亚讲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 。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创世记 8：20） 

记得当初神叫挪亚带七对洁净的畜类，而不洁净的只带一对，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创世记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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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以后的利未记里看到各种献祭的条例，燔祭是把自己献给神或者说把自己委身给

神的祭，平安祭是人与神交通的祭，赎罪祭是人在神面前献祭赎罪，不过只有燔祭是人把

自己归给神的祭。所以挪亚出了方舟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神献上自己，燔祭就是奉献自己。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创世记 8：21）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创世记 8：21） 

在廿一节里说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也就是闻到烤肉的香味，神很喜欢这个香味，我也很

喜欢。只是神看见了人心里真实的情形。 

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创世记 8：21） 

这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我们生下来就有犯罪的天性，所以从小心里就怀

着恶念。 

圣经是在讲神对人的看法， 

因为祂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篇 103：14） 

神知道我们出于尘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祂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能够刚强。我

们不需要常常说自己：喔！我从小思想就邪恶，喔！我是出于尘土，所以只好让我肉体的

冲动来支配我，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么软弱。 

绝对不能这样。虽然神知道我们出于尘土，也知道我们终日所想的都是邪恶，但是神并没

有因此纵容我们犯罪，反而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好使我们得到属灵的新生命，得到祂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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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能力，来遵行祂的旨意。 

「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世记 8：22） 

这是神的宣告，虽然日子过得比较艰难，但神的话仍是真理。不久前人们撒下了豆种，现

在己经长出了一大片。先前种下的冬小麦，也快要收割了。 

所以有撒种的时候，有收成的时候。有冷天也有热天。有春，夏，秋，冬四季。可是我们

在南加州的人，常常会有分不清季节的时候，对吗？比如，五月份天会忽然冷起来了，一

月份又会忽然热起来。可从根本上来说，地球上还是有一年四季，有白天黑夜，有种有收。

这是神所定下的循环过程，是神和人所立的约。 

第九章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创世记 9：1） 

神当初给亚当的命令如今给了挪亚，因为人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从亚当开始的世

代，都已经被毁灭了，只留下挪亚和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妇。现在要重新开始，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虽然神这样命令，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他们却群居在同一地区，也就是靠近示拿一带。所

以神后来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他们就分开了，去遍满全地，而不是群居在一个小小的地

区。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

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



 

9/18 

创世记第八至九章 

蔬一样。惟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创世记 9：2－4） 

在洪水之前人类只吃蔬菜，水果。 

所有的绿色植物和菜蔬都给你作。（创世记 1：29） 

神告诉亚当所有的菜蔬，果类都给你作食物，五谷，菜蔬，水果，坚果，那些是在洪水之

前神给人的食物，但是在洪水以后，神让人吃肉，所以神说人可以吃肉，只是不能吃血，

要把血全部放尽。 

后来神赐律法给摩西的时候，又再提出了这一点。有趣的是，新约中初期教会领袖给外邦

信徒提出的唯一的要求也是，不能吃被勒死的牲畜和血。 

因为当动物被勒死的时候，血还留在体内。所以要屠宰牲畜，放掉动物体内的血，然后才

能吃肉。 

这基本上可能是出于卫生的缘故，但同时也有属灵的含意。这是要叫人认识到，肉体的生

命依赖于血液，因而血对生命非常重要。最后，我们都必须仰望耶稣基督的宝血，祂的宝

血为我们流出，祂的生命为我们的罪舍去。 

因此，人必须尊重血，把血看得与生命同样重要；牲畜必须放完血以后才可以吃。 

绝对不可以把这段经文，及神不可吃血的律法解释成神禁止输血。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曲解

了圣经。而且是悲剧性地曲解，每年会数百人造成丧命。 

去年吉米琼斯带了一群人在古亚那这个地方，唆使他们集体自杀或是害得他们被杀，让大

家感到非常的震惊。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居然有宗教狂热份子走极端集体自杀，或是被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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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另外，耶和华见证人因为愚昧地误解圣经，每年都造成不计其数的人因为拒绝输血而

死。我看这两件事情没什么大的差别，只是在古亚那那边是一次死了很多人，在耶和华见

证人那边则是过一段时间才死许多人。 

在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封信，是一位心碎的母亲写给我的，她说她有一个女儿，身上长了一

个瘤，但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医生不能给她开刀，原因是她不接受输血。医生跟她说，

动这个手术一定需要输血，一定要把血摆在旁边备用，但是她拒绝在必要的时候给她输血。

医生没有办法，不得不拒绝给她开刀。最后这个女孩子一，两个月前死了。 

我看着她母亲写给我的信，心中想到留下来的三个小孩子，感到十分悲伤。这个女孩子还

以为自己顺从了神的律法，其实只是教导她的人曲解了神的律法。她就这样因为完全不必

要的信仰规条白白地送了命。 

在创世记第九章这里，神禁止人吃带血的肉或被勒死动物，及没有放完血的肉。有人就据

此说，这也是后来使徒行传里教会作出相应规条的原因。但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是在律

法颁布以前，所以神的意思是叫人类尊重生命，整个重点就是叫人看重生命，  

接下来，神说：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

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 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创世记 9：5－6） 

在这个新的文明的开始，神设立了死刑。如果一个人流了另一个人的血，也就是说杀了人，

他就必须用自己的血来赎罪，这就是人类政治的开始，也是人类设立政府的基础。 

上个礼拜我们看见新闻报导说，有一个人杀了人，现在轮到他自己要面对死刑，却发出哀



 

11/18 

创世记第八至九章 

号，引起全国许多人出来替他求情。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起来抗议霍梅尼或前苏联政

府的恐怖主义行径，及屠杀上百万人的柬埔寨红色高棉。 

在他们评判我们的司法体制的矛盾时，他们本身就自相矛盾。因此，我不能赞同他们。 

如果他们自己的态度是一致的话，他们应当去关心那些共产主义者所杀害的人，是不是？

他们杀了人，才来高声说要尊重生命。 

不管你喜不喜欢，同意不同意，死刑是神所设立的，是人类政治的基础。当然，今天执行

律法的时候，的确有时会欠公正，但是人的不公正并不足以废掉神所设立的基本原则。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创世记 9：7） 

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有趣的是，那些大声疾呼要废掉死刑的人，居然也是积

极推动堕胎合法化的人。这真是毫无道理。和神在圣经所教导的正好相反。神说的是要生

养众多，遍满地面。神是说：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 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创世记 9：

6） 

所以他们讲的和神所说的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呼吁要废掉死刑，却又呼吁堕胎合法化。前

后完全不一致。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创世记 9：8－9） 

神这时与人立了约，重新建立了神与人之间的约的关系。后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使

他成为多国之父，弥赛亚也从他而出。再后来，神又跟以色列民立了约，设立了律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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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立约是神和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 

在这里，一边是公义圣洁的神，另一边是有罪的人。双方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呢？一个有

限的罪人，如何能跟这位无限又圣洁的神合而为一呢？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人类

必须先除掉罪，才能与这位公义而又圣洁的神合而为一。 

在旧约里当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提出了他们献祭的各种条例，借着牲畜的血可以

遮盖他们的罪，然后他们才可以与神交通。以色列人最终在这个约上失败了，并不是因为

神不信实，而是人不信守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因此神说：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

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哥林多后书 3：3） 

如果第一个约是完美的，就不需要立第二个约了。即使是活在旧约时代的杰里迈亚，就已

经看见第一个约不会，也不可能成就，因为以色列人不断背逆神，不信实。 

所以神就再立了一个新约，而且不再是基于人的信实，而是基于神的信实。这样，我们借

着耶稣基督跟神立了约，是基于神的信实，并要除去我们的罪，只要我们凭单纯的信心来

信靠他的儿子。 

旧约不能成就，因为它是以人类遵守律法为基础，而人却没有办法守全律法。但旧约判定

了人不能守信。这样，建立在神的信实上的新约就必然成就，因为神是信实的，祂会保守

祂的应许，成就祂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建立这个应许。 

在创世记第九章，当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神和挪亚立约，这是神以后与人立约的一个开

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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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这个约中宣告： 

「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

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

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记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

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记念

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

物立约的记号了。」（创世记 9：11－17） 

这里出现了彩虹，在洪水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彩虹，因为在洪水以前根本没有下过雨，但

是现在神在天空安置了一道彩虹，那道美丽的彩虹出现的缘故，就在于神给人的应许。太

阳正照在它上面。那是神再也会用洪水毁灭全地的保证。 

但神并没有应许不会有局部的水患。即使有局部水灾，地也永远不会被毁坏，地上的活物

也不会全被毁灭。 

彩虹是神应许人们，再也不会用洪水来毁灭全地的记号。彼得告诉我们，全地最后的毁灭

将不会出于洪水，而是原子弹爆炸。 

在启示录中，约翰在异像中看见神的宝座，他看见一道彩虹围绕神的宝座，很像一个翠绿

色的圆圈，所以在天上，在神那里也有一道彩虹，那是指祂与人所立的约，是立约的记号。

当然在天上那道彩虹是提醒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与我们所立的约，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

因着这个约的关系站在神的宝座前，这个约正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设立的。 

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创世记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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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最后那一句「含是迦南的父亲」这句是多加的，因为迦南并不是长子，他很可能是

排行第四或第五，这里加注一笔，因为他是含最小的儿子，后来却因着一些原因被挪亚咒

诅，所以这里特别提及他是含的儿子。 

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

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棚里赤着身子。（创世记 9：19－21） 

有一些人想要帮挪亚找借口，他们说洪水以前的气候下，食物是不会发酵的，所以挪亚是

无意间喝醉了。 

可是好像找不到什么科学证据，能让我们相信，洪水以前的空气和洪水以后大不相同，不

能使食物发酵。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挪亚喝醉了，赤身露体的躺在帐棚里。 

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创世记 9：22） 

这里「看见」这两个字，原文希伯来文中用的是一个更强烈的字眼，是指含用心盯着看他

父亲赤露的身体。言下之意是含存着叛逆的心，幸灾乐祸地看父亲的狼狈相，然后用指责、

不尊重的口气告诉两个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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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9：23） 

可是另外两个儿子却尊重他们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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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9：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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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没有咒诅含，却咒诅含最小的儿子迦南。 

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创世记 9：25） 

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

闪的帐棚里。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创世记 9：26－27） 

为什么含做了这件事，而挪亚却咒诅他的小儿子迦南呢？这很可能是一个预言。许多预言

是根据一个人的个性特点来推断以后对他带来什么结果。我们可以根据人们身上某种个性，

大概说出他将来会有怎么样的遭遇。 

当你看见有些小孩时，可能会说：「唉呀！这个孩子长大了大概不会成材。」因为你根据

他们对权威的反应形式，他们的态度等，推断出他长大后会碰到多麻烦， 

他们对权威有一种天生的叛逆行为。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孩子的个性，就可以大概知道他将

来的情形。 

毫列疑问，挪亚一定是在迦南身上看到了很多他父亲含的个性特点，所以他就知道迦南将

来也会有像他父亲含一样不好的行为和结局。长期以来，有许多人对此持有一种完全不合

圣经根据的解释，说这个咒诅是指迦南变成了黑人，而黑人是应当被人奴役的民族。 

摩门教特别坚持这种说法，直到最近他们才有所改变。先前，摩门教说黑人不能作教会的

牧师。他们中这样的看法非常普遍，实在是一个悲哀，实在没有圣经根据。这样的解释实

在是不合圣经。我要再次说，这种看法根本没有圣经根据。 

神造人是完全平等的。人的肤色跟他的个性及心灵完全没有关系。肤色既不会使人更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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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或更远离神；也不会因为某人的皮肤白，头发少，来注定他将来的命运怎样。这是这

一悲剧性的错误解经，造成了对一个民族的恶劣态度，竟然认为他们可以做奴隶。 

我很高兴除了少数顽固分子外，大家最终都丢弃了这一荒谬的解释。大家终于达成一个美

好认识，就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

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歌罗西书 3：11） 

因着这种对待黑人的态度，许多黑人心里对教会有反感，对耶稣基督有反感或对基督教有

反感。因为在基督教的圈子里有许多人歧视黑人，他们的观念和态度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

间。 

这一悲剧拦阻了许多人认识神的爱，认识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赐给他们爱，

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平安。 

在人类历史和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事情都让我觉得非常羞耻，我不想为教会历史辩护，我

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以教会历史作为信仰真理的评判标准。似乎历史上教会的一切都

是对的。 

事实上，教会的历史有许多地方让上帝厌恶，它们的观念，它们引进外邦的偶像崇拜等都

让神厌恶。所有这些都是教会历史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我们不将自己归属历史上的主要教会。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

个新的开始，单纯地寻求符合圣经的模式，而不受历史上的主要教会所带来的捆绑和挟制。

有一个新的开始轻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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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顾教会历史时，我会感到羞愧。我必须承认有很多事是不对的，他们对待犹太人的

态度是错的；他们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是错的；他们引进偶像崇拜是错的；他们设立仿效

巴比伦的系统是错的；有很多对圣经的曲解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历史上教会没有教导教会被提这件事，就丢弃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教会历史上有许多教导和教义是不合圣经的，我也坚决反对。因此历

史上教会没有教导教会被提的教义，一点都不会影响我的信念。我想有许多事情在历史上

教会都没有教导，也没有实行。 

我也相信神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赐下圣灵，历史上教会也没有教导过。 

所以我说，那些因为历史上教会没有教导教会被提，就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应当注意神赐

圣灵给我们也没有在历史上被教会教导过。当然，如果你要跟随他们，那就是你的事了。 

我很高兴能对神的话有全新的认识。很高兴不带任何的偏见来到圣经面前，让神的道直接、

明了地对我开放的、没有偏见的心说话，因为偏见会有损于我对圣经的解释。我实在感谢

神让我有全新的眼光来看圣经。 

我很感谢神给我们新的皮袋来装新的酒，就是神的圣灵，这些日子来他一直在浇灌我们。 

我很高兴我们不必被过去传统的看法所捆绑。上帝会拦阻我们发展自己的传统，让我们保

持自由的状态，有一定的灵活性，就好像装酒的新皮囊，不要变硬失去柔韧性。 

在我离世，回天家与天父同在后，如果有人给教会建议用一些新的方式来传福音，如果他

们说：「哦！恰克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这个。」那我告诉这些人：我会在你身前身后绕来

绕去，因为我们并不是要建立什么方法，而是要单单跟随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保持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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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让神自己作祂美善的工，这是我们的爱慕，也是我们的所喜悦。 

这不是说我们将一直守着跟现在同样的崇拜方式。而是说，我们要敞开心门，让上帝来引

导，带领我们。 

所以诅咒临到了迦南，而迦南实际上是迦南地的那些民族的祖先，有亚摩利人，耶布斯人

等等。这些民族在迦南建立了迦南王国，这片土地后来被神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

所以，迦南实际上是这些人民的祖先，而不是非洲大陆黑人的祖先。非洲大陆的黑人是含

的其他去了非洲的子孙的后代，  

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创世记 9：28） 

所以，挪亚几乎活到了将近亚伯拉罕的时期。而他的儿子闪则与亚伯拉罕同过了七十五年

后，又在亚伯拉罕离开哈兰以后，再活了七十五年。说明了闪一直活到了亚伯拉罕的世代。

所以，我们看到由亚当到亚伯拉罕并不是那么的遥远。 

因为亚当活到了挪亚的父亲的时期，所以他可以把神的创造从伊甸园起头，讲给挪亚的父

亲听，而挪亚再亲自讲给了他的儿子闪听。闪活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可以把所有的事情

传讲给亚伯拉罕。所以，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所发生的事并不太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