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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聖經人物(13)      挪亞的後代：各民、各國、各方 

洪水之後，挪亞一家成為世上僅存的人類，神與他們立約，賜福與他們，要他們生養眾多，

遍滿全地。三個兒子，就形成了世上萬族的始祖，在挪亞喝醉酒後，挪亞三個兒子各有不

同的反應和作為，就決定了三個不同族裔發展的方向。聖經記載了挪亞三個兒子的後裔，

又因他們在巴別建城和塔，神就變亂他們的口音，使這些人的後裔各隨他們的宗族、方言，

散住各地，形成各民、各國、各方。 
 
一. 挪亞喝醉酒〔創世記 9:18-23〕 
神應許挪亞不再咒詛地，地還存留之時，四時循環不已，百物滋生不止。神使人從地能得

食物，又得酒能悅人心(詩 104:15)。挪亞因醉酒而赤身在帳棚裡，身為作兒子的，當存什

麼態度？又如何反應？在細微的小事上，決定了極大的命運。 
1. 挪亞的兒子：挪亞的三個兒子按順序是閃、含、雅弗，是挪亞 500 歲時生的，但閃是

挪亞 502 歲時生的(創 11:10)，而含被稱為小兒子(創 9:24)。因此可能雅弗是長子〔雅弗

的哥哥可譯作雅弗長者(創 10:21)〕，其次依序是閃和含。 
a. 閃 Shem：意思是「名字」。挪亞給閃的祝福提到：耶和華閃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當神成為他的神，他就是有福的，從神得豐盛的生命(太 22:32)。 
b. 含 Ham：意思是「深色、黑色」，他的後裔往南發展，是非洲人的祖先。 
c. 雅弗 Yaphet：意思是「擴張」，如挪亞的祝福(創 9:27)，發展成歐洲人。 

2. 挪亞的失敗：挪亞是新世代的始祖，就如亞當是全人類的始祖。挪亞有許多和亞當相

似之處，也有軟弱和失敗的地方；帶來神的祝福，也帶來神的咒詛。 
a. 作起農夫來：農夫的原意是「種地的 a man of the earth」。挪亞不像該隱在耕地時，

地是受咒詛。因為洪水之後，神不再咒詛地，可從地裡得福。  
b. 栽種葡萄園：原先神在伊甸立了一個園子(創 2:8)，而今挪亞栽種葡萄園，亞當被

神安置在伊甸園，神吩咐他修理、看守。聖徒是神耕種的田地，也是神所栽種的葡

萄園(林前 3:9; 賽 5:1-7)，神期待收成，結出果子。 
c. 喝園中的酒：挪亞喝園中的酒，並且喝醉，酒能使人放蕩，飲酒要適當，不宜醉酒

(弗 5:18)。就如亞當吃園中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以致犯罪墮落。 
d. 挪亞赤著身：挪亞喝醉酒後，就在帳棚裡赤著身。亞當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才發

覺自己的赤身。聖徒也當省察，免得赤身而行(啟 3:17; 16:15)。 
3. 兒子的反應：當挪亞兒子們得知挪亞酒醉赤身失態的樣子，含去揭發，告訴他的兄弟。

但閃和雅弗，則去遮蓋父親的赤身。神的愛不是揭發，而是遮掩。 
a. 揭發：看見父親失態，不該將這事張揚，這是魔鬼的作為，牠晝夜控告弟兄(啟

12:10)。基督是世上的光，祂知道人心所存的，但祂來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人

因祂得救(約 3:17; 8:11)。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 4:8)。 
b. 遮蓋：閃和雅弗存心敬畏，為父親遮蓋赤身。耶穌是赤身被釘在十字架，我們也當

存敬畏的心，與祂同釘十字架，活出基督，結出果子，叫我們生命彰顯神的榮耀(約
12:23-30; 15:8)，讓耶穌的十字架披戴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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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挪亞的預言〔創世記 9:24-28〕 

挪亞酒醒後，知道小兒子向他所做的事，就針對三個兒子發預言。這些預言關乎世界民族

的發展，有的蒙福，有的受咒詛；有的擴張，有的被奴役。最終，神要藉著彌賽亞取了奴

僕的樣式，擔當所有的咒詛，並讓世上的萬國萬民因祂得福。 
1. 挪亞酒醒後：挪亞醉酒後做了不合宜的事，如在暗中所行的事，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

的。正如人在罪中行了惡事，若省悟過來，就能恢復該有的尊嚴。 
a. 醒了酒：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弗 5:14)。當人在罪中

掙扎，不要嘲笑或指責，而是將他挽回，並且遮蓋他。 
b. 小兒子：指最小的兒子，如便雅憫和大衛(創 42:34; 撒上 16:11)。兒子也可指孫子，

猶太的傳統認為是迦南先看到祖父赤身，便告訴他的父親含，含再告訴弟兄閃和雅

弗。因此咒詛臨到迦南，也臨到所有含的後裔。 
c. 不敬畏：作兒孫的不尊重父祖，去揭露他們不當的行為，明明羞辱他。不敬畏神的

僕人，就是不敬畏神。愚妄人犯罪，以為戲耍(箴 14:9)。 
2. 迦南的咒詛：咒詛的是迦南，並不是含。迦南是含的小兒子(創 10:6)。猶太傳統認為迦

南先看到祖父挪亞赤身，後來告訴含，含再去告訴閃和雅弗。 
a. 迦南當受咒詛：迦南代表含，正如以法蓮代表以色列。含的後裔有古實、麥西〔埃

及〕、弗，和迦南。他們強大時，奴役別族，如埃及使以色列人作奴隸。但到以色

列進迦南地時，迦南人則作以色列人的奴僕(書 17:13)。 
b. 作兄弟的奴僕：含作他兄弟閃和雅弗的奴僕。在歷史上，非洲人被當作奴隸販賣，

是由北非的阿拉伯人〔閃〕擄獲他們，賣給歐洲人作奴隸。 
c. 作奴僕的奴僕：最卑賤低下的地位，從人看是極大的咒詛。耶穌來是要服事人(太

20:28)，為普天下人的罪作挽回祭(約一 2:2)，成為最卑賤的人。 
3. 閃承受祝福：閃繼承挪亞，領受神的恩典祝福，彌賽亞也是從閃出來的。 

a. 閃的神應當稱頌：稱頌的原文 baruk 和有福是同一字。挪亞稱頌神，或譯作：神的

名是應當稱頌的〔閃是「名」的意思〕(詩 113:2)。以耶和華為神的，這百姓便為

有福(詩 144:15)。閃以耶和華為神，他是有福的。 
b. 迦南作閃的奴僕：神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地，征服迦南人，並使他們作奴僕。作奴

僕並不可恥，天國的原則是大的要服事小的(太 20:26-27)。 
c. 亞伯拉罕的祖先：神在閃的後裔當中揀選一人，賜福給他，與他立約，這人就是亞

伯拉罕。傳承亞伯、塞特、以挪士，以諾，和挪亞的敬虔。 
4. 雅弗必擴張：雅弗是歐洲人的祖先，他們往西、北發展。他們強盛之後，又擴張到世

界各地，甚至跨進閃和含的境界，管轄統治其它的民族和國家。 
a. 雅弗擴張：雅弗的意思就是「擴張」，歐洲人追求擴張他們的境界，不僅遍滿歐洲，

甚至擴張到世界各地，所有的陸地、洋海，都有他們的足跡。 
b. 住閃帳棚：雅弗的後裔後來擴張到亞洲大陸，如斯拉夫民族擴張到遠東，十五世紀

開始的航海、殖民地時期，世界各地都有歐洲人的足跡。 
c. 奴役迦南：歐洲人將非洲人當奴隸帶到美洲的殖民地，他們預備蒲草船，把人從古

實之地〔非洲〕帶到高大光滑的民〔白人〕那裡去(賽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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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上的萬族〔創世記 10:1-32〕 

挪亞三個兒子的後代構成世上的萬族萬民，他們總數是 70，70 就代表萬國萬民。耶穌先差

遣 12 門徒，後差遣 70 門徒，福音先傳給猶太人，後傳給外邦人。雅各 12 個兒子共 70 眷

屬進埃及(出 1:5)，神按以色列的數目立定萬民的疆界(申 32:8)。 
1. 雅弗之子：雅弗構成歐洲的人種，他們很早就發展出精良的航海技術，具有冒險精神

和積極的侵略性情。他們的後裔分散的範圍最廣，建立的國家最多。 
a. 地土海島分開居住：包含地中海的島嶼和半島，必須乘船渡海去的地方。如基提〔克

里特〕、他施〔西班牙〕、雅完〔希臘〕，和基提〔居比路〕。 
b. 雅弗的後代中，與末世有關的有歌篾、瑪各、米設，和土巴(結 38:2)，他們受撒但

的迷惑，要聚集攻擊神的子民(啟 20:8)，最終卻要滅亡。 
2. 含的子孫：含的後裔順著兩河流域，再往南遷移，分佈在中東和非洲大陸，在人種上

屬於黑人。他們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初期較為進步、文明，並且強盛。 
a. 含的兒子有古實〔埃及阿伯〕、麥西〔埃及〕、弗〔利比亞〕、迦南，他們與以色列

的初代歷史息息相關，以色列人立國前後遭遇了麥西和迦南。 
b. 迦南人不僅包括迦南七族，也有所多瑪、蛾摩拉。後來神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地，

滅盡迦南七族，得著他們的土地為基業，稱那地是應許之地。 
3. 古實又生寧錄：含的後裔中最重要的是寧錄，可能是古實最小的兒子。寧錄 Nimrod 的

字根有「反叛」的意思，預表敵擋神的勢力，如撒但、敵基督。 
a. 英雄之首：英雄的原文 gibbor，與「偉人」是同一字(創 6:4)，或譯巨人，或「大

能 mighty」。寧錄大有能力，讓人隨從他，建立地上國權〔王權〕。如撒但是空中

掌權者的首領(弗 2:2)，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啟 12:4)。 
b. 英勇獵戶：不僅獵取動物，也獵取「人」，如奴隸販子。仇敵如同吼叫的獅子，遍

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彼前 5:8)，轄制在黑暗裡的人(徒 26:18)。 
c. 在神面前：寧錄自高自大，任意妄為，在神面前自誇，這是驕傲，就是撒但和敵基

督的本質(但 11:36-37; 啟 13:6)，甚至自稱是神(帖後 2:4)。 
d. 國之起頭：寧錄之國的起頭是巴別，就是巴比倫，後到亞述和尼尼微。這些都是殘

暴的帝國和強權，神的子民被他們征服，並擄到那裡去。 
e. 建造大城：就像該隱遠離神的面，就去建一座城。人要敵擋神，先建的大城就是巴

別，後來陸續建了其它大城，發展成強權，建立龐大的帝國。 
4. 閃的後裔：閃族多半往東發展。但神在閃族中，揀選亞伯拉罕來到迦南地，與他立約，

應許賜福給他，並且地上萬國要因他得福，彌賽亞也由他而出。 
a. 希伯子孫：希伯是「渡河」的意思，希伯來人就是指從大河過來的人。他們順著兩

河流域來到迦南，也去埃及。外族人稱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為希伯來人(創 14:13; 
43:32; 出 2:6)。猶太人也自稱是希伯來人(腓 3:5)。 

b. 閃的兒子構成的邦國，與以色列有關的有以攔〔伊朗〕、亞述〔伊拉克〕，和亞蘭〔敘

利亞〕。閃的其它後代多半往東發展，形成現今的亞洲人。 
c. 當人漸漸多起來，土地就不夠使用，他們就懂得支配土地，製定疆界，形成邦國和

民族。在地廣人稀的地區，他們共有土地，沒有地界的觀念。 



 - 52 -

四. 建造巴別塔〔創世記 11:1-9〕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他們沒有照著神的心意，去遍滿全地，而是用人為的合一，去建城造

塔。他們顯然被一個領袖引導，就是寧錄，所建的就是巴別城和塔。 
1. 聚居示拿：挪亞的後代出了方舟，來到示拿，是兩河流域之間的平原之地，就是巴比

倫，土地肥沃，物產富庶。這裡代表財富和偶像崇拜之地。 
a. 同一口音：人們都說同樣語言。罪人被仇敵轄制，口中都是詭詐(羅 3:13)，一同敵

擋主(徒 4:25-28)。敵基督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啟 13:7)。 
b. 往東遷移：他們不遵守神命令，分散到全地。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

路(箴 14:12)。引到滅亡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太 7:13)。 
c. 住在平原：滋潤的平原就像是耶和華的園子，如羅得選擇住在約但河的全平原(創

13:10-11)，但裡面充滿罪惡，以至被神毀滅，成為荒場。 
2. 建城與塔：人們用磚當石頭，石漆當灰泥作建城的材料。地上的城是用人的力量，由

下往上建造。但新耶路撒冷城是神所建，並且是從天而降(啟 21:10)。 
a. 塔頂通天：天是神的居所，人是受造的，卻想要達到神的位置。如撒但想要升到天

上，想要與至上者同等，結果卻墜落到陰間(賽 14:12-15)。 
b. 傳揚己名：神的名才是應當稱頌的(詩 72:19)，人想傳揚自己的名，想立自己的義，

就不服神的義(羅 10:3)。但人應當是：主必興旺，我必衰微。 
c. 拒絕分散：神的心意要人分散各地，遍滿全地，人違反神的旨意。當人體貼肉體，

就是與神為仇，不知不覺就受仇敵的欺騙與轄制(太 16::23)。 
3. 變亂口音：他們所建的城名為「巴別」，其意為「神的門」，這字後來被用作「變亂」。

成為神百姓的仇敵巴比倫，在末世就成了奧秘的大巴比倫(啟 17:5) 
a. 神的鑑察：人在地上做的事，神都知道(創 18:21)。當人狂妄自大，與神作對，神

就嗤笑他們，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詩 2:1-5)。 
b. 同心合意：當人被蒙蔽，齊心合意做事，就展現莫大能力。末世敵基督照撒但的運

動行虛假的異能、神蹟，只有基督能破壞其工作(帖後 2:8-9)。 
c. 神要下去：當人犯罪，全世界都臥在惡者的手下(約一 5:19)，伏在空中掌權者的首

領。但神從第三層天降臨，敗壞和除滅仇敵的作為(約一 3:8)。 
d. 不同口音：神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計劃不能實現，也彼此不相容，他們便分

散在全地。當五旬節聖靈降臨，門徒被聖靈充滿，就按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

話來，同心讚美神的作為(徒 2:1-12)。語言雖不同，但他們的口被聖靈管制，他們

能用清潔的語言求告神，事奉神(番 3:9)。 
 
結論 
神造人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的，但人犯罪後，咒詛臨到世界，神與罪人隔絕。但因神的恩典，

祂要恢復起初造人的心意，將恩典祝福賜給屬祂的人和敬畏祂的人；將咒詛審判加給一切

作惡的和輕慢神的人。神的心意是要使萬國萬民得福，祂願萬人得救，不願有一人沉淪。

只要向祂心存敬畏，遵行祂的旨意，都可以成為屬祂的子民，與萬國、萬族、萬民、萬方，

一同在神的寶座前，稱頌祂的名(啟 7: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