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編年合參讀經運動_問題 

第第第第 1,2 天天天天 (創創創創 1-2; 約約約約 1:1-3; 詩詩詩詩 8; 詩詩詩詩 104) 

Chan himson: 

- 若果人不是犯罪，地受就咒，現在是否不一樣的世界？是 

 

譚惠允： 

- 「上帝說：「看哪，我把全地一切含種子的五穀菜蔬和一切會結果子、果子裏有種子的樹，都

賜給你們；這些都可作食物。 至於地上一切的走獸、天空一切的飛鳥，並一切在地上爬行的，

有生命的動物，我把綠色植物賜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創世記 1:29-30  

人及動物創造之初，是應該食齋，不是食肉？應該是 

 

 

第第第第 3,4 天天天天 (創創創創 3-7 章章章章) 

徐家禧： 

亞當生該隱和阿伯，阿伯被殺後，上帝趕走了該隱，該隱出去後怕被羅德(挪得之地)的人殺，為

何亞當只生了該隱和阿伯，會彈個羅德出來？石頭爆出來的嗎？ 

聖經只記載該隱和亞伯，不等於亞當沒有其他子女 

發生該隱事件之前，經過了多少年日，聖經沒有記錄，照神吩咐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地上已有一

定人數，就是該隱的親戚，他們會替亞伯報仇。 

年日和時序在聖經雖不明顯但也需要考慮，在此為一証明 

 

Lyrics Au： 

我也想問，究竟有甚麼人會殺該隱？那時不是只有阿當一家四口嗎？ 

同上：雖沒有說地上已有許多人，但也沒有說地上只有亞當一家四口。我們讀經會否有先入為主

的假定呢？甚麼是神想說的，甚麼是我們以為的，讀經時要會意。 

 

Alby Chung: 

舊約的人也是「因信稱義」的，對嗎？但如何分辨他們是否得救？亞當、夏娃、該隱得救嗎？ 

「得救」並不是舊約的主題，要到耶穌降生之後才顯明。舊約主體是申命記的思想：你若遵守

（我的吩咐）就必蒙福，若違背就必受懲治。從亞當的家譜（創五章）你可以看見人類關心的是

如何回到神賜福的生活。至於因信稱義，與新約不同之處是：因信耶和華而照衪吩咐去行，這就

是義（正）。 

新約是因信耶穌被神看為義（正） 

 

Theresa Mak: 

- 該隱的妻子從何而來？也是亞當後裔？ 

是的，學者都相信早期人類可以近親通婚而不影響下一代，後來律法中，神禁止近親通婚 

- 請寬恕我有疑問: 耶和華也有遺憾的時候？ 

耶和華後悔跟我們的後悔不同，待詳解 

 

Lau Ka Wai: 

- 神為什麼悅納亞伯的獻祭卻不愛該隱所獻的？ 

「神看中了亞伯和他的貢物、看不中該隱和他的貢物」人比禮物重要，你同意嗎？ 

要留意的是，神為甚麼看不中該隱，他的罪在那裡？參考創：四章 7 節 

- 挪亞到底怎樣說服各種各樣的動物昆蟲飛鳥跟他入方舟的？而且還要分辨昆蟲的公母？ 

創七章 6-9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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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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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都一對一



對地到挪亞那裡，進入方舟。凡有血肉進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

亞的。 

百獸進入方舟是照神所吩咐，正如挪亞照神所吩咐進入方舟，無論是人是百獸，在洪水來臨的警

示下，都要聽從神的吩咐，才能免去災禍而得救。 

 

Catherine Chan: 

- 為何神不讓人吃善惡樹的果子？ 不讓人有分辨善惡能力，未好似傀儡？ 

待詳解 

- 神的兒子們，人的女子(創 6:2,4)，又是指誰呢？他們不都是亞當，夏娃所出嗎？ 

有兩個主要解釋：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難題/創-30 

這網站可以找到許多經背境考古相關資料，讀經團契集中解答聖經經文的問題，其他資料由於可

以參考網上資源，不在此重覆提供了。 

 

鄧偉祺： 

在創四：15 中提到「… 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 

是否代表當時除了亞當一家外，已有「其他人」存在？是的（留意之前問題） 

創一：27 中「… 造男造女」是指那時已造多過一個人？ 

創世記第一章是神六日創造的次序，創世記第二章神創造人類的次序，先男後女。但第一章讓我

們看見，無論先後，或女人由男人而出這事實，男女都是照神形像造的。 

 

Tommy Lau:  

亞當的後代動不動都八百歲，惟獨以諾與神同行，卻只活了三佰多歲便被接！可有特別含意？ 

以諾是早期人類壽數最短的，照比例九百歲是今天一百歲的話，以諾是三十歲就離世， 

只有別人三份人的日子，但我們看見，神記念以諾的與神同行，這對你有何啟示？ 

 

譚惠允： 

- 以諾怎樣與神同行呢？ 

- 「上帝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創世記 6:2 

上帝的兒子=阿當、塞特後裔 

人的女子=該隱/不是阿當的後裔 

是這樣嗎？ 

有兩個主要解釋：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難題/創-30 

這網站可以找到許多經背境考古相關資料，讀經團契集中解答聖經經文的問題，其他資料由於可

以參考網上資源，不在此重覆提供了。 

  

 

黃可欣： 

請問該隱的妻子是誰生的？  

學者都相信早期人類可以近親通婚而不影響下一代，後來律法中，神禁止近親通婚 

 

創世記記載 神造了亞當夏娃，亞當夏娃生了該隱之後生了阿伯，沒有記載其他兒女 。 該隱的妻

子是從何來？ 

聖經只記載該隱和亞伯，不等於亞當沒有其他子女 

發生該隱事件之前，經過了多少年日，聖經沒有記錄，照神吩咐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地上已有一

定人數，就是該隱的親戚。 

年日和時序在聖經有時不明顯但也可以考慮，在此為一証明 

 

 

Wendy Mok: 



「給他起名叫 挪亞 ，說：「這個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勞苦安慰我們；這操作勞苦是因

為耶和華咒詛地。」」創世記 5:29 

人要操作勞苦才得糊口，是因人犯罪之故，安息成了伊甸園最寶貴的記憶也成了勞苦中渴求的事 

挪亞怎樣安慰當時的人？ 

根據學者研究，「挪亞」這名字的意思是「安息」，當人犯罪失去了與神安息的機會，因此「挪

亞」反映了他父親的響往，也成了他父親的安慰。 

「安息」，是回歸神的標記也是信心回轉的路 

 

 

第第第第 5,6 天天天天 (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 8-11 章章章章) 

Tommy Lau:  

不大了解，為何挪亞要向含施這麽重的咒詛？明明是自己的疏忽呀！ 

徐家禧： 

點解挪亞咒詛迦南。含做錯嘅事係咪咁大，大到要咁咒詛？唔咪一人做事一人當？ 

Theresa Mak: 

- 含意外地看見父親赤身露體，何罪之有？要遭到詛咒？含很是無辜! 挪亞自己醉酒失態，竟怪

罪兒子，詛咒他，何解？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難題-創世記 這個網站有關於挪亞咒詛迦南的背

境資料 

還有一個學者意見是說：含看見父親的赤身原文意思是看見繼母的下體，其實含與父親的太

太行淫，因此遭受父親咒詛，並且挪亞預告迦南（古時父親都有這種預先宣告兒子未來的記

載），就是含的後代有其父的性情，任意放縱情慾。歷史証明迦南人遭到神審判的原因是同

他們的放縱有關。 

 

- 神制止了建造巴別塔，是見到人類狂妄，自大，自比為神？ 抑或是別的原因？ 

待詳解 

 

 

譚惠允： 

-「含 的兒子是 古實 、 麥西 、 弗 、 迦南 。」創世記 10:6  

聖經好重視頭生嘅兒子，祝福降臨喺頭生嘅兒子身上。遲啲出埃及都有殺頭生嘅兒子，點解咒詛

會選擇喺小兒子迦南身上呢？  

誰是老大有那麼重要嗎？對猶太人來說，是的，因為律法中規定，頭生的要歸給上帝，而且老大

承襲父家，享有各種獨特的權利。但是上帝有時候逆向操作，揀選小的，像雅各、大衛的排行都

是家中最小的。是上帝偏愛小的嗎？應該不是。這些故事只是在告訴我們，上帝不會受人的傳統

所限制，雖然不是家中的老大，一樣有可能受上帝的揀選。在重視老大的猶太社會比較特別，因

此老大才會受到矚目。 

學者認為「挪亞五百歲生了閃、含、雅弗。」意即挪亞五百歲那年開始生了其中的一個兒子，後

又再生其餘的兩個兒子。幷非說挪亞五百歲那一年，連續生了三個兒子。 

再者：按創 11:10，洪水後二年閃是一百歲，可見挪亞是五百零二歲生閃的。 若「五百歲」是一

個準確的數位，不是大約的數位，則長子不會是閃，更可能是雅弗，因按創 10:2,6,21 ；代上 

1:5,8,17 雅弗的名字都列在最先。而創 10:21 之「雅弗的哥哥閃」可譯作「雅弗的兄弟閃」其中

雅弗含有長兄的意思。至於含，可能是最小。 

亞伯蘭是閃的後裔，因此「閃」一早被刻意放在首位，是預備亞伯蘭蒙神㨂選的伏線。 
 

- 「耶和華聞了那馨香之氣，耶和華心裏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詛咒土地，因為人從幼年就心

裏懷著惡念；我也不再照我曾做的毀滅一切生物了。」創世記 8:21 RCUV 



上帝看到自己創造嘅世界憤怒、心痛。但當祂要親手用洪水毀滅祂所創造的，祂都很痛。 

挪亞是阿當 2.0 版？ 

是的，創世記第八第九章被形容是創世記第一章的重覆出現 

 

 

Lyrics Au： 

挪亞你自己裸睡讓人看見，幹嗎不咒你自己？始作俑者是你吧？虎毒不吃兒，竟有父親為自己的

錯如此詛咒子孫？很可惡！ 

 

吳宏輝： 

含入帳棚是向父親請安，抑或有什麼企圖？既看見父親赤身，沒有即時用衣服遮蔽父親，反倒向

閃和雅弗張揚！ 

因犯錯而受詛咒，無疑是有商榷之處，那麼請問大家，量刑起步點又應該如何才叫合理？ 

提到量刑的起點，應是從神看中與看不中作起點：請留意上面答題 

 

Lau Ka Wai: 

人壽命的縮短是從神變亂人的口音開始？而且其實神是藉亞伯蘭去兌現挪亞對三個兒子下的咒詛

及遺命 

待詳解 

 

Catherine Chan: 

我們下去變亂他們口音，這裏（我們）是三位一體真神，還是有其他，如:天使？ 

待詳解 

 

 

Danny Chow: 

為什麼以下經文好像說在巴別塔之前已經各人的方言不同-「這些人的後裔將各國的地土、海島

分開居住，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創世記 10:5，但巴別塔事情是記錄在 11 節（章），為

什麼好像有時序上的差別呢？  

聖經中常有這種「時差」，正如創世記第十一章應該同第十章調轉。當遇到這種情況時，你會認

為是聖經作者編輯錯了？還是別有用意？神想要啟示甚麼呢？ 

 

第第第第 10,11 天天天天 (創創創創 17-23 章章章章) 

譚惠允： 

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 13:10-13 

看到所多瑪城，回想起之前的經文。當時這個地段是很美好，像耶和華的園子一樣。但因為罪，

美好的地都盡毀了。 

羅得被眼前的美好蒙蔽，所以選擇住在所多瑪城嗎？ 

https://a2z.fhl.net/php/pcom.php?book=3&engs=Gen 根據聖經專卷註釋提供的字義： 

「所多瑪」：字義是「燃燒的」。 

「蛾摩拉」：字義是「浸沒」、「淹沒」。 

「耶和華的園子」：指「伊甸園」。 

「往東遷移」：亞伯蘭其實是希望羅得往應許之地的南北遷移，但羅得往東離開應許之地。 

「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邪惡的、有罪的，大大干犯雅威」。 

所多瑪好明顯不是神應許之地，且是個罪惡之城，而羅得的㨂選顯而易見並不合神心意。當初他

為何跟亞伯蘭出吾珥，是他改變了還是他心不在神？這是耐人尋味了！而我們的㨂選也著實影響

我們的結局。 

喜歡這個網站，因為它只提供了聖經最基本資料，其餘留待閣下去揣摸其中意思，對學習讀經者

已經好足夠了。 



 

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 20-23 章章章章 

- 撒拉自己拿主意，叫亞伯拉罕跟夏甲行房，我可以理解她所受的懲罰是被夏甲藐視，自己的

嫉妒心煎熬。當她趕夏甲及以實馬利走後，她有無承受懲罰？還是因為以實馬利有神的安

排，所以撒拉無受懲罰？ 

創世記中對撒拉甚少批評，且有極高評價。 

有關主母對待妾侍，及奴隸的時代背境，可參考專卷註釋。 

聖經對亞伯蘭和撒拉、甚至所有人物、從來不強調他們有完美人格，相反盡現他們的缺點和

醜惡，當中究竟想反映甚麼呢？ 

 

- 亞伯拉罕準備獻以撒，當他通過信心考驗，耶和華準備了公羊作祭。令我想到新約神安排耶

穌到地上生活，最後為人的罪釘死。不過可能無關係。 

 是的，耶和華必有預備，就是神的羔羊（耶穌），當然亞伯拉罕絕對不知道啦 

 

Theresa Mak: 

前人的道德觀太使人寒心，是因沒有律法嗎？ 以女兒換訪客，父親女兒亂倫(創世記 19 章)，太

可怕了!  未信主之前的疑問，至今仍在! 

「前人的道德觀太使人寒心，是因沒有律法嗎？」 

保羅曾說：沒有律法，罪就不算為罪，有了律法就知道何為罪了。故此，人其實一直犯罪作惡。 

至於有多嚴重，聖經是有記載的。不過，值得留意的是聖經關心的不是道德下落，是人離開神，

不再選擇神的律。你覺得兩者，誰是因誰是果？ 

 

第第第第 12,13 天天天天 (創創創創 24-29 章章章章)：：：： 

譚惠允： 

創世記 20:2;  創世記 26:1 

這兩個亞比米勒是同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為何都在基拉耳，但前者叫基拉耳王，後者叫非利士人的王？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難題/創-64 這些人物資料，只要你稍為查看註釋

書，已經可以得到答案。 

 

第第第第 15,16 天天天天 (創創創創 30-37 章章章章)：：：： 

譚惠允： 

- 為何雅各令羊對著枝子配合，就會生出有斑點、有紋，又強壯的羊呢？ 

雅各處理羊群的方法接近是「胎教」，讓母羊受孕的時候看到怎樣的景色，就影響生下小羊

的顏色。這種方法當然沒效（要靠上帝介入才有效），不過 30:40 的隔離方法就可以確保條

紋基因不會被純色基因稀釋。 30:41-42 就顯出雅各是刻意要掠奪拉班肥壯的羊群。 31:8-16 

中雅各說的話，如果不是一種欺騙的話，就可以清楚知道其中有上帝的手介入。而非單純是

雅各的奇怪技倆能有此成效。 

 

- 看到雅各的兒子嫉妒約瑟，除了約瑟得爸爸的厚愛及約瑟的行為外，不知道跟利亞及拉結互相

嫉妒及相爭有無關係？有 

 

孫廷昌： 

為何猶大的女兒死了，他會得安慰？ 

照 NASB 翻譯 38：12 是這樣 

Now after a considerable time Shua’s daughter , the wife of Judah died ;and when the time of 

mourning was ended ,Judah went up to his sheepshearers at Timnah,  

值得關注的反而是，為何約瑟的事蹟在第 37 章與 39 之間，有猶大事蹟第 38 章突然插入呢？ 

 



第第第第 17,18 日日日日 (創創創創 38-43 章章章章)：：：： 

Theresa Mak: 

很佩服约瑟的忍耐，哥哥們返回久違了父親的住處那麽長時間，竟能不立刻思想見見年老的父

親; 同時，這段時間他在埃及地是怎样對待被逼作人質的二哥哥西缅呢？很好奇! 

聖經沒有記載的，我們好奇為何不記載，那麼神想我們注意甚麼呢？ 

 

第第第第 22,23 天天天天 (伯伯伯伯 1-9 章章章章)：：：： 

Yuet Sheung Cheung: 

神在撒但面前都肯定約伯是一個敬畏神的人。但唔明一個墮落的天使，可以在聖潔神的寶座前走

來走去，還向神證明約伯敬畏祂豈是沒有原因嗎？又容許撒但重重擊打敬畏祂的人？ 

待詳解 

 

第第第第 33,34 天天天天 (伯伯伯伯 40-42; 詩詩詩詩 29) 

Eric Sun: 

而西坡拉的行動，因何使神放過摩西？ 

出：四章 24-25 耶和華何以要殺摩西？根據這幾節簡略的經文和上下文的記載推測。這事情大

概是因爲摩西在米甸所生的兒子，本應爲他施行割禮，但摩西卻因為在外邦居住，忽略了這件

事，或是因西坡拉溺愛兒子不肯為他施割禮，摩西則體貼妻子的意思，含糊過去。但這時摩西既

肩負拯救以色列人的重任，要照神的命令回去埃及與法老王爭戰，神便在他同去的路上追究他這

件事，並用最嚴厲的責罰來對付他，使他在剛開始事奉神的時候，學習絕對的順服，並認識神的

聖潔。 

 

「血郎」按《聖經新釋》的解釋是：「血郎，希伯來原文直譯是〔割出血〕的意思。這一辭是用

在婚前行割禮的年青新郎方面的。而西坡拉用這話，應該是對著兒子說，意指履行了神約的禮

儀。 

 

第第第第 36,37 天天天天 (出出出出 5-13 章章章章) 

Eric Sun: 

1. 為何殺頭生的，會敗壞埃及一切的神？ 

長子是一家人的代表，古時候的人最尊重長子（參創 25:31）且有說長子都負責家放中所有宗教

事務；所以這災使埃及上下人民分外憂懼。當初法老要怎樣除滅了神的長子－神的選民以色列

人，現在神也要除滅法老的長子和他的軍兵。 

 

2. 十災，除了第十災係，其他的次序可以更改嗎？其次序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從十災看來，處處都顯明了神的權柄和大能，他不願用一次大災毀滅埃及，而用十次的災來

警告他們，其目的希望法老能夠真正的覺悟悔改。 由此可見神的慈愛、公義，和寬容、忍耐、

憐憫的心腸。在多次的災害中， 他把以色列民從埃及人中分別出來，顯明了選民常蒙主恩的庇

佑，在災難中有祝福。最後要顯明惡人的結局，終究要受到神的報應，而成爲以色人世世代代的

鑒戒（出 9:15-16；10:2 ）。 

至於災出現的次序有沒有可能變換，在研究上沒有看見災與災之間的必然關係。 

 

 

第 20 天 (創 50 章) 

chan himson: 

為何約瑟叫他的子孫起誓，把他的骸骨留在埃及，直到神眷顧之日，領他們到他起誓應許给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去，才把他的骸骨從埃及帶上應許之地，為何不像雅各死了就去埋葬在先

祖之地？ 

 

 



2021-6-25 問題解答問題解答問題解答問題解答 

第 24 天 

chan himson 

好明白约伯感受，常嘆神為何如此待我，只求比我日子過得一点開心，自己做錯甚麼呢？ 

約伯真正的感受是甚麼，真是值得思考 

約伯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 中懊悔。」

（42:5-6）下有小字：「自己或作我的言語」。約伯何以要厭惡自己和自己的言 語？因爲他從前

是風聞有神，對於神的認識還不夠深刻，如今是親眼看見神，感 到自己的卑微不配，不敢再與

神強辯爭論，他只好用手搗口，不再多說話了 （40:1-5）。因他所說是出於無知言語（38:2），

說得太多了，爲罪自責，向神承 認：「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

不明白的；這些事 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42:3，這些事：參 38-41 章）由此可知，約伯

所以 厭惡自己的說話，乃因他所說的是何等的愚昧，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乃是自表謙卑，認

罪悔改的表現。 

許多弟兄姊妹都同情約伯的遭遇卻少有羡慕約伯的結論：我從前風聞，如今眼見！ 

我們害怕每次眼見，都要受苦，受考驗，一想到約伯的經歷，就迴避，那麼我們又豈可以真正明

白他的感受呢？ 

 

第 38 天 

Wendy Mok: 

出埃及記 23-18:17   

摩西和 60 萬的以色列人出來了差不多三個月，好少提到在 60 萬人中原來這麼多敬畏神和有能

的人能幫助處理事情。是否摩西太忙，沒有留意到？ 

這是一個好問題喔？ 

聖經有幾處關於摩西感到獨力難當的時刻 

有一次，是岳父為他出計，將工作給人幫忙，免得人人等他等得疲疲困倦 

又有一次，摩西支持不了感到沮喪甚至想死，耶和華就為他立了七十長老幫他 

對於忙碌的我們，真會被許多人事弄得身心俱疲，只有旁觀者清，最清楚的是神，而真正的幫助

是聖靈臨在各人身上，他們竟能作工像摩西！ 

 

第 41 天 

Chan Himson 

出埃及記廿五章至廿七章造桌子，約櫃，会幕，燈台都主要用金包裹，為何唯獨廿七章造祭壇就

用銅，（出 27:3）祭壇上的一切器具，你都要用銅來做”代表甚麼，喻意甚麼？ 

 

觀察所得，發現越接近神，用的金屬就越珍貴重。 

人到神面前去，首先遇見的就是那座正面擺放在帳幕院子入口處的祭壇──要進入帳幕，就必須

先經過祭壇。它以皂莢木包銅而造成，擺在壇上的東西都要燒成灰燼。神公義的審判透過祭壇表

明出來，人一切的罪和不義都要在審判中被清算。 

另一方面，祭壇上的火是不滅的，獻祭的時候燒得更旺；經年累月地灼燒，使得包裹著銅的皂莢

木漸漸地被燒成了焦炭，再燒成灰燼，最終消失了，只剩下外面包裹著的銅。 

有一件很希奇的事，在整個會幕建造的過程中，使用最多的材料就是最沒有價值的皂莢木。 

 

第 52 天  

alby chung 

“人若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利 20:21) 

不是說當地的傳統如果有一個人死了，他的兄弟要娶他的妻為他立後嗎？像猶大的兒子們。為什

麼利 20:21 這裏所說的好像有矛盾，是否如果那個人死了就可以，如果未死就犯了律法呢？ 

 

根據申命記 25:5-10，若寡嫂無子，亡夫的其中一位兄弟便要娶寡嫂爲妻，假如 在生理上有可能



的話，要使寡嫂懷孕産子，在律法上，這個兒子被算爲亡兄的裔 子，爲他繼後。這樣，已死的

人的名字，將會由他弟兄所出的來承繼，使死者的 譜系不致斷絕。 

至於禁止與兄弟的妻子行淫（利 18:16）的律 法，假如在別的情況下兄弟企圖與嫂子結合（例如

曾統治巴勒斯坦的羅馬總督希 律，從其兄弟腓力之處強搶了嫂子希羅底），當然是犯了姦淫

罪。利未記 20:10 開始正是談論禁淫人之妻包括兄弟之妻。 

 

第 60 天 

Wendy Mok 

民 20:7-12 

為什麼因為摩西沒有吩咐石頭 ，而擊打石頭，就連亞倫都不得入迦南地？為什麼不只是摩西不

准進入而已？ 

耶和華說：因為你們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不得進我所賜給他們的地去。 

所以，亞倫和摩西都有不信和不尊神為聖的罪。 

 

第 61 天 

Traintrain Lee 

民 21-24 章 

在以前靠自己睇聖經時，不明白為什麼耶和華在第二次又叫巴蘭去，但又派使者去阻止他們…今

日再看這几章，因以前已聽过牧者解經，耶和華的旨意是叫巴蘭不要去，而巴蘭所做嘅原來他有

異心，所以他第二次明明已知耶和華心意，但仍不立即拒絕而叫使者留宿，其實是心不順服，仍

有己意… 

令我想到自己有時多次去為一些事去求問神，也是不順服所以再三求問嗎？另外看到神的心意及

權柄，雖巴蘭不順服，但神仍能按自己旨意去使用他做到神所命定的結局。願能多檢視自己真正

的心思意念是否已偏離神的心意，阿們。 

你的分享好好啊 

我們知道巴蘭所表現的敬虔、凡事禱告、 對神柔順…… ，完全是虛假的。如果我們聽巴蘭對巴

勒使者所說的話， 便留意到 他只想要得著巴勒的挂金與尊榮，處心積慮地險惡計謀，巴蘭真可 

說是「好話說完，壞事做盡」的人了！ 

 

神卻早已知道他的存心，所以雖然允許他去，卻叮囑他要照神所給 他的話講說，並且在他去的

半路上，仍然藉使者顯現，嚴重地警誡他。神這樣做， 完全沒有矛盾之處，這表示神雖然許可

他去，卻並非讚同他去咒詛以色列人，神 乃是有他自己的計劃，要藉著這原想咒詛以色列人的

巴蘭，說出祝福的話，就更 顯出人的計謀越不過神的旨意。另一方面，神這樣一再警告巴蘭，

表現神對這悖 逆的「先知」仍存愛心，希望他能及早醒悟，放棄心中的貪念。 

 

 

第 95 天 

惠允(基越) 

撒上 16 章 

從耶和華那裡來的邪靈是指甚麼？耶和華那裡有邪靈嗎？ 

待詳 

 

另外，神是全知，祂知道掃羅的命運，為何祂為選擇掃羅的事，感到遺憾呢？ 

關於：神後悔或神遺憾，請看耶利米書 18:7-10, 那是最好的註釋 

神不會因做錯決定而後悔，這是人的想法也是大文翻譯的限制 

真正的意思是： 

神會因人的轉意而改變衪的決定 

人若轉意離惡，神要後悔（改變心意）不將想要降的災施行 

以色列人若行惡，神就後悔（改變心意）不將所說的福氣賜給他們 



因為掃羅轉意不聽從神，神就後悔（改變心意）立他為王，並且另立合神心意的大衛作王代替掃

羅。 

 

第 103 天 

albychung 

撒上 28 章 

交鬼婦人所看見的真是撒母耳嗎？人真的能交鬼嗎？這不是神所禁止的嗎？啟導本說這是神所作

的一件例外事件，神允許撒母耳出現給掃羅最後一次警告。但這明明是神所禁止的，又解釋說神

允許，不是有點自相矛盾嗎？ 

待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