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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墮落一伊甸到巴别塔 

 

表 1：創造与洪水対比 

創世--- 一切的開始 1:1-

2:3 

洪水後---重新開始 8:1-

9:19 

亞當的罪--- 發現, 遮蓋

赤露, 咒詛 2:4-3:24 

挪亞的罪---發現, 遮蓋

赤露, 咒詛 9:20-29 

小兒子(亞伯) 無後裔  

4:1-16 

小兒子(雅弗) 的後裔  

10:1-5 

惡子(該隱)的後裔  4:17-

26 

惡子(含)的後裔  10:6-20 

被選之子(塞特) 的後

裔 ,  十代(從亞當到挪

亞) 5:1-32 

被選之子(閃) 的後裔 ,  

十代(從挪亞到他拉) 

10:21-32 

墮落  (不義的聯合) 6:1-4 墮落  (反叛的聯合-巴別

塔) 11:1-9 

簡介挪亞 6:5-8 簡介亞伯拉罕 11:27-32 
表 2:  創 1-11 章叙述与族譜相間结构 

 

A 創 1:1-2:3  1:1-2:3 叙述 

一 天地的来源 2:4 族譜 

B 亚当夏娃的故事 2:5-3:24 叙述 

二 夏娃的儿子 4:1 族譜 

C 該隠亜伯的故事 4:2b-15 叙述 

三 該隠的后裔 4:15-22 族譜 

D 拉麦的故事 4:23-24 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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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亚当/塞特的后裔 4:25-6:11 族譜 

E 挪亚洪水的故事 6:13-9:28 叙述 

五 挪亚的后裔 10:1-32 族譜 

F 分散的故事  11:1-9 叙述 

六 闪的后裔 11:10-32 族譜 

 

人類走下坡四步： 

 

1．該隠 

 1）導火綫：献祭代表敬拜 4：1-4 神看中亜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該隐和他的供物． 

 2）該隠、亜伯其人丶其供物 

 

來 11：4  亜伯因着信献祭，更美，得了称義的見証． 

 

o 亜伯的信心在那裡？ 

 

      A．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 

 

               头生: 信心的表现，  

               脂油: 献上 好 

 

      B．预表流血的赎罪祭 

 

o 該隐祭物为何未被看中？ 

 

経文只說地裡的出產，没提初熟果子，敬拜中没有信心成份． 

来 11：6 

 

 

献祭者的態度： 

該隐態度軽忽，無誠意，循例，無信心表现 

神重视献祭者態度多於祭物：撒上 15：22 扫罗王二次違命献祭 

弥 6：6-8 神看中的不是祭物，是行公义，好憐悯，存謙卑的心与神同   行 

摩 5：21-24 敬拜中没有圣洁、公义、公平，神不悦纳 

 

献祭之后： 

 

神雖未看中該隐及供物，却没有拒绝他，再给他机会，他事後的態度造成更大的错误： 

 

審判中有恩典： 

  

思考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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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亜当到該隠人如何再選擇恶？ 

亜当造成人神関係破裂，該隠是人与人関係破坏 

 

 

2．二个族譜：該隠与塞特（代替亜伯） 

表 3

����:                                              ����: 
1           ��                                     1           ��(130+900=930) 
2           � (Cain)   2 �� (Seth) (105+807=912) 
3 ��(Enoch)   3 �� (Enosh) (90+815=905) 
4 ��(Ired)   4 �	 (Kenan) (70+840=910) 
5 ��!�(Mehujael)  5 ��� (Mahalalel)(65+830=895) 
6 ����(Methushael) 6 !� (Jared) (162+800=962) 
7 �"(Lamech)   7 �� (Enoch) (65+300=365) 
 ��:                           8  ���� (Methuselah) (187+782=969) 
 !�                9  �" (Lamech) ( 182+595=777) 
 ��              10  �� (Noah) (500+450=950) 
 ����                                            ��: �, 
, !�  
 

相同奌： 

 

1）亜当一 >拉麥七代；亜当一>挪亜十代，七、十,代表性意义：完全 

2） 后一代均記三後代，分别代表三行業和三人种 

3）在原文里七代名字都有対应： 

 

       没有対应旳三个人物都有特别評語（塞特、以諾、挪亜） 

 

不同奌： 

 

1）該隐族譜記人類文化無神；塞特族譜記求告神的人 

2） 后一代有代表性意义；挪亜代表蒙恩餘种，拉麥代表人類狂傲罪悪颠峯． 

3）該隐族譜無嵗數，在神眼中他们的日子不被數算；塞特族有，却加＂ 就死了＂. 

 

思考問題補充： 

長壽： 

 

該隱妻子從可來？ 

3．洪水：6:1 – 9:29 

 

三故事文學架構比較 (Table 4) 

	 亞當／夏娃                         該隱／亞伯                    挪亞／洪水 

A 人的來源。                  第二代來源   眾人來源 

B 耕地 該隱種地                           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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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導火綫：看見                看中／看不中                    神𠒇子看見 

D 災禍：犯罪                 發怒／謀殺 毀滅全地 

E 審判與恩典：死，餘种    逐，保護，塞特    全淹沒，方舟，挪亞家 

 

文字架構： 

 

三故事説明： 

 

A．人類歷史重演， 

B．人在神面前堕落， 

C. 自我却不斷上升， 

D．困境中，留餘種，有盼望 

 

Tab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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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故事交叉対稱 Table 6

 
 

中心在 8：1 一神紀念挪亞： 

 

思考問題：不流人血，是否不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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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犯罪迦南受罪？ 

 

神儿子与人的女子交合生伟人, 英武有名的人? 

  

4．巴别塔: 10:1 – 11:32 

 

（1）分散 >> 聚合 

（2） “為要傳揚我们的名”，自大心態，建立自己王国． 

（3）〈塔顶通天〉有寻找新宗教含义 

（4）聚合 >> 分散 

 

5．衆人中揀選亜伯蘭 

 

思考问题：中国人是誰的後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