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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世代中的义人——挪亚 

Noah, the righteous man in the age of evil                

 



   1、人心麻木（Numbness）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

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

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太24:37-39）。 

            As in the days of Noah, so will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In the 

days before the flood, people ate and drank, married and married as usual, 

until the day Noah entered the ark, unknowingly the flood came and washed 

them all away. The same will happen when the Son of Man comes. 

    

 
       

一、认识挪亚的时代  Know Noah's time 



              2，婚姻混乱（Marital chaos ） 

   “1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2 神的儿
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创6:1-2）   

       When there are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they give birth to daughters,  the sons of God 
see the beauty of human women, and they choose 
at will and marry them（Genesis6:1-2） 

“随意挑选”：表明人对上帝的不敬畏，对上帝所定的神
圣婚姻不慎重"Select at will": Shows people's 
disrespect for God and carelessness towards the 
sacred marriage that God has made”. 



                                        

          3、恶贯满盈 （Full of evil）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
恶，6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
6:5-7) 

        "Jehovah saw that man is sinful on earth, and all his 
thoughts are evil all day long, 6 the Lord regretted that he had 
made man on earth, and his heart was sad."（ :5-7） 

·思想决定行为，一个思想尽都是恶的人，岂能有好行为
？ 

    “世界在 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The world 
was corrupted in front of  God, and the ground 
was full of violence. （ 6:11）   

                                     



                                        

  

                                      二、认识挪亚本人  

   1、挪亚是个义人（Noah is a righteous man 
）    

      “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创6:9 

         “ Noah was a righteous man, a perfect man in his generations”. （ 
Genesis 6:9 ）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 “Only Noah found favor in the presence 
of Jehovah    

      挪亞因著信，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來十一7)。 「义」原文指：正直的；  

       称义的表现：Performance of justification: 

                          1、婚姻圣洁；（Holy marriage）   

                        2、生活敬虔；（ Godly life） 

                   3、信心坚定（Firm confidence） 

        「完全人」原文『誠心實意』诚实的，纯全的，完整的，无残疾的。 



                          

 2、挪亚与神同行（ Noah walks with God）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创6：22） 

    "Noah did just that. He did everything God commanded."    

 

      造方舟               

                                           进方舟                        出方舟 

                                                                                                                  立约 



       3、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He is a person who 
knows how to be grat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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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Noah built an altar for the Lord and sacrificed all kinds 

of clean animals and birds on the altar as a burnt 

offering."(Genesis 8:20) 

    ·感恩的表现：筑坛、献祭 

                            



                                        

 

    

                         

                        身处当下的美国，我该怎么做？ 

     1948年，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传教违宪；      1954年，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分发圣经违宪； 

    1961年，美国高院决了玛丽兰州法律条款，必须“宣告相信神的存在”； 

     1962年高院取缔全国公立学校的公开祷告； 

     1963年，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诵读《圣经》违宪； 

     1968年，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禁止教进化论违宪。 

     1973年，高院判决堕胎合法；         1980年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悬挂十诫违宪； 

     1985年，高院认为在公立学校举行“沉默时刻”仪式是变相的祈祷，判决违宪； 

      1992年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举行祷告仪式违宪； 

      1997年，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教无神论合法； 

      2013年，高院否决加州第8号“婚姻只限一男一女”的提案； 

       2015年，高院判同性婚姻合法。       今天的美国与神的道渐行渐远。      



                                        
 

   勉励： 

       1、“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做愚昧人，当象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

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弗5:15-16）15 See then 

that ye walk circumspectly, not as fools, but as 

wise,16 Redeeming the time, because the days are evil. 

      2、“14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15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

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 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腓2:14-15）14 Do all things without murmurings and disputings:15 That 

ye may be blameless and harmless, the sons of God, without rebuke, in 

the midst of a crooked and perverse nation, among whom ye shine as 

lights in the world; 



                                        

 

              结 语 

 挪亚的时代，圣经称之为淫乱的时代，邪恶的时代， 

     被神厌弃的时代。但挪亚敬畏神，与神同行，带领全家 

   在洪水中保全了性命，被称为当时代的义人、神眼中的完全人。 

   今天，愿你我都能效法挪亚，出污泥而不染，成为这时代蒙福的 

  义人。阿们！ 

   

                                    



                                        

 
 
  个人默想： 

1、挪亚在那个邪恶败坏的时代仍坚守自己的信仰，并勇敢肩负传义道的使命，面对

今天这个充满谎言、欺骗、诡诈，黑白颠倒，婚姻混乱的时代，我该怎样行？ 

2、上帝怒气，要以洪水灭世,但仍给予一百二十年的宽限期,希望他们能悔改。今天

耶稣没有来,我如何看待这段日子？ 

3、今天当我在传福音时受到拒绝或歧视时，我是否有挪亚的心志，不受影响，继续

坚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