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5/12 

1 

挪亞的日子和羅得的日子  

Paul Hsieh 
末世先鋒事工 

  

n  路加17:26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
子的日子也要怎樣。 

n  路加17:28a 又好像羅得的日子 

目的 

         在學習了挪亞的日子和羅得的日
子之後﹐ 我們要懂得世代的徵兆 --- 
明白耶穌再來的日子已經非常近了. 

1. 縱觀聖經時間表 ﹕ 

A.  太初(約翰1﹕1)﹐起初(創世1﹕
1))﹐ 

B.  今世(THIS AGE)﹐來世(THE 
COMING AGE,注﹕非指輪迴),永
世(ETERNITY) 

C.  末世(END TIME) :接近末期的時
空. 末期(THE END):  指有目的性
的結局﹕為要帶出來千禧年神國
的誕生。 

2. 耶穌基督的使命宣言﹕比較 
路加福音4:16-21 VS 以賽
亞書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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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4:16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
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
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

n  4:17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
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

n  4:18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
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n  4:19 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
n  4:20 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

坐下。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他。
n  4:21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

在你們耳中了。  

以賽亞書 61:1-2 
n  61:1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

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
的人（或作：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
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n  61:2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
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A.  故意漏掉的經文﹐宣告”暫
停“(休止符) 

B.  暫停的時間﹕恩典時期(神悅納人
的日子)﹐呼應但以理書九章69個
七﹐和第70個七之間的”暫停“

C.  末世時鐘暫停跳動多久﹖ 

3. 神報仇(VENGENCE)的日
子﹕ 

       舊約及啟示錄都提到神報仇
(VENGENCE)的日子。同時也是
救贖(REDEMPTION)的日子 

以賽亞書 63:1-4  
n  63:1  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

裝扮華美，能力廣大，大步行走的是
誰呢？就是我，是憑公義說話，以大
能施行拯救。 

n  63:2  你的裝扮為何有紅色？你的衣服
為何像踹酒醡的呢？ 

n  63:3  我獨自踹酒醡；眾民中無一人與
我同在。我發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
將他們踐踏。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
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n  63:4  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贖
我民之年已經來到。  

啟示錄 19﹕11-16 
n  19: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

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
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n  19: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
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
自己沒有人知道。 

n  19:13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
稱為神之道。 

n  19: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
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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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9:15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

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轄管：原
文作牧）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
酒醡。  

n  19: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4. 預言的形式﹕ 

A.  對特定事件的預測與實現
( prediction and fulfillment of 
event) 

   例如：以色列七十年被虜歸回 
 

B.  從類似的模式可預測類似的結果.  
( similar patterns similar results) 

 例如：挪亞的日子與末世關係 

5. 挪亞的日子﹐羅得的日子﹕ 

創世記5:32 挪亞五百歲以後生了三
個兒子，名叫閃、含、雅弗 

創世記 6:1-22 
n  6:1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

時候， 
n  6:2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

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 
n  6:3  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

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然而他的
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 

n  6:4  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神的
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
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n  6:5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
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n  6:6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
憂傷。 

n  6:7  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
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
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 

n  6:8  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n  6:9  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

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
亞與神同行。 

n  6:10  挪亞生了三個兒子，就是閃、含、
雅弗。  

n  6:11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
暴。 

n  6:12  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
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 

n  6:13  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
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
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
併毀滅。 

n  6:14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分一
間一間的造，裡外抹上松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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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6:15  方舟的造法乃是這樣：要長三百
肘，寬五十肘，高三十肘。 

n  6:16  方舟上邊要留透光處，高一肘。
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方舟要分上、
中、下三層。 

n  6:17  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
毀滅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
活物，無一不死。 

n  6:18  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
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 

n  6:19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樣兩個，一
公一母，你要帶進方舟，好在你那裡
保全生命  

n  6:20  飛鳥各從其類，牲畜各從
其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每
樣兩個，要到你那裡，好保全生
命。 

n  6:21  你要拿各樣食物積蓄起來，
好作你和他們的食物。」 

n  6:22  挪亞就這樣行。凡神所吩
咐的，他都照樣行了。  

創世記7:1-24 
n  7:1  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全

家都要進入方舟；因為在這世代中，
我見你在我面前是義人。 

n  7:2  凡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七公七母；
不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一公一母； 

n  7:3  空中的飛鳥也要帶七公七母，可
以留種，活在全地上； 

n  7:4  因為再過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
四十晝夜，把我所造的各種活物都從
地上除滅。」  

n  7:5 挪亞就遵著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  

n  7:6  當洪水氾濫在地上的時候，挪亞
整六百歲。 

n  7:7  挪亞就同他的妻和兒子兒婦都進
入方舟，躲避洪水。 

n  7:8  潔淨的畜類和不潔淨的畜類，飛
鳥並地上一切的昆蟲， 

n  7:9  都是一對一對的，有公有母，到
挪亞那裡進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
亞的。 

n  7:10  過了那七天，洪水氾濫在地上。  

n  7:11  當挪亞六百歲，二月十七日那一
天，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
戶也敞開了， 

n  7:12  四十晝夜降大雨在地上。 
n  7:13  正當那日，挪亞和他三個兒子閃、

含、雅弗，並挪亞的妻子和三個兒婦，
都進入方舟。 

n  7:14  他們和百獸，各從其類，一切牲
畜，各從其類，爬在地上的昆蟲，各
從其類，一切禽鳥，各從其類，都進
入方舟。  

n  7:15  凡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都一
對一對的到挪亞那裡，進入方舟。 

n  7:16  凡有血肉進入方舟的，都是有公
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亞的。耶和華
就把他關在方舟裡頭。 

n  7:17  洪水氾濫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
長，把方舟從地上漂起。 

n  7:18  水勢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長，
方舟在水面上漂來漂去。 

n  7:19  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天下的高
山都淹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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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7:20  水勢比山高過十五肘，山嶺都淹
沒了。 

n  7:21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動物，就是飛
鳥、牲畜、走獸，和爬在地上的昆蟲，
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n  7:22  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氣息的生靈
都死了。 

n  7:23  凡地上各類的活物，連人帶牲畜、
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
滅了，只留下挪亞和那些與他同在方
舟裡的。 

n  7:24  水勢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
天。  

A.  挪亞的日子特點: 
a.  創5:32- 到7:11 共100  年.  

600 歲生日2/17 
b.  創 6:1 人口快速增長繁殖

( increase and multiply):  

	  
 

世界人口增長(1950年 – 2050年)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 

	  
 

世界人口增長(主前10000年–主後2000年)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 

	  
 

世界人口增長率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 

A.  挪亞的日子特點 (cont..) 

      c. 創 6:3 撤去攔阻的力量﹐世界加速敗壞: 
帖後: 2: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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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後: 2:6 -12  
§  2:6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什麼

，是叫他到了的時候才可以顯露。  
§  2:7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

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  

n  2:8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
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n  2:9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
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n  2:10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
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
們得救。 

n  2:11  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
叫他們信從虛謊， 

n  2: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
被定罪。 

A.  挪亞的日子特點 (cont..) 
d. 創 6:5 and 6: 11: 達到惡貫滿盈 

(Full Measure) 的地步﹕終日
所思想的盡都是惡(wickness)，
地上滿了強暴(violence). 全地
被無辜人的血( Innocent Blood) 
玷污了。

n  在美國﹐從1973 到 2005, 
4500 萬多合法墮胎 案例。 
(AGI).  

n  2005-2008 平均 每年120
萬。每天超過3﹐000件。 
何況全世界呢﹖ 

n  参考: http://www.abort73.com/ 

 

A.  挪亞的日子特點:(cont..) 
e. 好譏誚， 這之前天都沒有下過

雨，所以世人都不相信有洪水
從天而降。所以﹐挪亞傳義道
一百年﹐無人相信﹐並譏諷他。

創 2﹕5-6 
2:5  野地還沒有草木，田間的菜

蔬還沒有長起來；因為耶和華  
神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
人耕地， 2:6  但有霧氣從地上
騰，滋潤遍地。 

彼得後書3﹕3-4 
  3:3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

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
譏誚說： 3:4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
那裡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
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A.  挪亞的日子特點:(cont..) 
f. 創7﹕11 不知不覺(糊裡糊塗)、

洪水頃刻間來到﹐來不及了。
n  為何這樣快﹖創世紀 7：11  

大淵的泉源炸開(地殼下水)
一個從上往下﹐和 天上的窗
戶﹕一個從下往上，速速來
到。

n  這些雨水都是神在創世第二
天﹐神分開空氣 以上的水蒸
氣時﹐一直儲存在天上，
1700年之久﹐到這天全部成
為雨水降下來。所以在創世
的時候，唯獨第二天神沒有
這句話﹕”神看著是好的“，
因為他知道有一天他要用自
己創造的水來审判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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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挪亞的日子特點:(cont..) 
g.創7:16神關門﹐無人能開。神主動。

非挪亞決定。其他人要找方舟﹐它
已經開走了。

h. 世界宗教聯合，否認耶穌是唯一的救
主。 挪亞方舟只有一門(One Way); 
一窗(One Light)。 
 参考 Youtube： 15:05 分 – 16:00 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5Ke7Tn3uOU 

i. 洪水既是審判﹐也同時是拯救。差別
只是你在方舟(基督)裡嗎﹖彼得前書
3:20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
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個人。 

 
j.    創 5:27  瑪土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

歲就死了。他是人類歷史上活最長
年數的人。代表神的恩典。以諾取
名他長子”瑪土撒拉“(意思是“直
到他死”(Until he dies) 或“指標人
物”(Man of Dart). 也有預言意義。
瑪土撒拉死的那年﹐挪亞幾歲呢﹖
請各位自己算一下。那年發生那件
大事﹖ 

B.羅得的日子特點﹕性別取向的錯
亂。 

 
創世19﹕3-9 
n  創19:3  羅得切切的請他們，他們這才進去，

到他屋裡。羅得為他們預備筵席，烤無酵餅，
他們就吃了。 

n  創19:4  他們還沒有躺下，所多瑪城裡各處的
人，連老帶少，都來圍住那房子， 

n  創19:5  呼叫羅得說：「今日晚上到你這裡來
的人在那裡呢？把他們帶出來，任我們所
為。」 

n  創19:6  羅得出來，把門關上，到眾人那裡，  

a.   這時代特有名詞﹕LGBT 女同性戀者
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
sexual, 現今世代另多﹕變性戀者
Transgender 

b.   S 代表  直性戀Straight﹐指固守出生時
神創造的性別取向。

c.   加州議會2011年四月通過 48 號法案﹕
根據 48 Thomasson 解釋說，"教材、 
教師和學校董事會將被迫促進同性戀同
性 '婚姻，' 雙性戀，transsexuality，變
性手術和交叉打扮的榜樣。"http://
www.protectkidsfoundation.org/?
page_id=1356 

  d. 台灣教育部2008年已經納入2011年要
在國小課程教導﹕「認識多元的性取向」
以及「瞭解自己的性取向」。 
  
 參考：
http://www.nownews.com/
2011/04/21/327-2706424.htm 

 
e.   我們的下一代要讀這種教科書嗎﹖仇敵

已在門口。耶穌再來腳步也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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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創19:7  說：「眾弟兄，請你們不要做這惡
事。 

n  創19:8  我有兩個女兒，還是處女，容我領
出來，任憑你們的心願而行；只是這兩個人
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們做什麼。」 

n  創19:9  眾人說：「退去吧！」又說：「這
個人來寄居，還想要作官哪！現在我們要害
你比害他們更甚。」眾人就向前擁擠羅得，
要攻破房門。 

C. 比對挪亞的日子和羅得的日
子  

a.  比對路加福音 17：26-30﹕要註
意聖經裏的比對，相同和分別之
處：重復的句子 / 多了的句子 / 少
了的句子每一個細節都有非常特
殊的意義。

C. 比對挪亞的日子和羅得的日
子 (cont..) 
路加福音 17：26-30 
n  17:26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

樣

n  17:27  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
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
滅了。

n  17:28  又好像羅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
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

n  17:29  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
磺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 

n  17:30  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  

C. 比對挪亞的日子和羅得的日
子(cont..)  

§  重複﹕又吃又喝﹕ 
§  多了﹕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

§  少了﹕又娶又嫁 

少了﹕又娶又嫁 (提前 4:1-3) 

 4:1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
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
和鬼魔的道理。  

4:2  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
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4:3  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
或作：又叫人戒葷），就是神所造
、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
受的。 

C. 比對挪亞的日子和羅得的日
子 (cont..) 
    b.挪亞日子第一個特徵﹕人口快速增

加 。 羅得日子特徵﹕LGBT 性別取
向紊亂的普遍化。兩特徵如同左括
弧﹐右括弧﹐大致勾勒出末世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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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離主第二次降臨有多
近﹖ 

    i. 分辨這時候的徵兆﹕馬太 
16:3  早晨天發紅，又發黑，你
們就說：『今日必有風雨。」
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倒
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SIGN)。
我們有看到以上的標記越來越多而
且越來越明顯了嗎﹖ 

 

A.  以色列復國 與世代的徵
兆---“無花果樹”指以色列 

 
l  何西阿書9:10 及耶利米書24﹕1-  

10﹐都是用在以色列亡國前神透
過先知的話語中。 

§  何西阿書9:10  主說：我遇見以色
列如葡萄在曠野；我看見你們的
列祖如無花果樹上春季初熟的果
子。他們卻來到巴力毗珥專拜那
可羞恥的，就成為可憎惡的，與
他們所愛的一樣。 

§  耶利米書24:1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
撒將猶大王約雅敬的兒子耶哥尼
雅和猶大的首領，並工匠、鐵匠
從耶路撒冷擄去，帶到巴比倫。
這事以後，耶和華指給我看，有
兩筐無花果，放在耶和華的殿前。 

n  耶利米書24:2  一筐是極好的無花果，
好像是初熟的；一筐是極壞的無花果，
壞得不可吃。  

n  耶利米書24:3  於是耶和華問我說：
「耶利米你看見什麼？」我說：「我看
見無花果，好的極好，壞的極壞，壞得
不可吃。」  

n  耶利米書24:4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n  耶利米書24:5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

說：被擄去的猶大人，就是我打發離開
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顧他
們如這好無花果，使他們得好處。  

n  耶利米書24:8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
將猶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領，以及剩
在這地耶路撒冷的餘民，並住在埃及
地的猶大人都交出來，好像那極壞、
壞得不可吃的無花果。  

l 馬太21﹕19主耶穌咒詛無花果
樹﹐馬太23﹕38 宣告審判﹐AD 
70年羅馬提多太子滅耶路撒冷聖
殿﹐百萬猶太人被殺。 

 
n  21:19 他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走上

前去，卻找不到甚麼，只有葉子。因此他指
著樹說：「你永遠不會再結果子！」那棵無
花果樹立刻枯乾了 

n  23:38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A.  以色列復國 與世代的徵
兆---“無花果樹”指以色列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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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路加13﹕5-9 更清楚﹕“我這三年來到這
無花果樹前找果子，竟找不著”。 

n  13:5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
要如此滅亡！」  

n  13:6  於是用比喻說：「一個人有一棵無花果樹
栽在葡萄園裡。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  

n  13:7  就對管園的說：『看哪，我這三年來到這
無花果樹前找果子，竟找不著，把他砍了吧，何
必白佔地土呢！』  

n  13:8  管園的說：『主啊，今年且留著，等我周
圍掘開土，加上糞；  

n  13:9  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他砍了。』 

A.  以色列復國 與世代的徵
兆---“無花果樹”指以色列 
(cont..) 

l  所以﹐1948年5月十四日以色列復國---
超級大徵兆 

路加福音 21﹕29-32 (新譯本) 
n  21:29 耶穌又對他們講一個比喻：「你們看

看無花果樹和其他的各種樹。 
n  21:30 它們一長出新葉，你們就知道夏天快

到了。 
n  21:31 同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現象就知道

上帝的主權快要實現了。 
n  21:32 「你們要記住：這一代的人還沒有都

去世以前，這一切事就要發生。 

A.  以色列復國 與世代的徵
兆---“無花果樹”指以色列 
(cont..) 

結語 

l  在研讀挪亞和羅得的日子， 比較現今世代的
徵兆， 並看見無花果樹重新發嫩枝長新芽之
後， 我們當明白主再來的日子真的近了。 

 

l  認真學習神的話語 
n  越明白﹐越不會陷入恐懼﹐越恐懼越容易

陷入迷惑欺瞞。神應許越進入末世﹐聖靈
越會教導我們明白。但以理 12:4 「但以理
啊，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
必有多人來往奔跑（或作：切心研究），
知識就必增長。」 

n  明白神在末世的心意﹐旨意﹐和計劃---指
向那道通向天國的窄門-耶穌---教導多人﹐
領多人歸義﹐得著你的冠冕。但以理 12: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
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