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诺：不食人间烟火
创世记 5-6：8



帕姆 雷诺兹

•知名的歌手，作曲家

•1991发现脑肿瘤

•罕见的脑肿瘤切除手术

•体温降至10度

•所有脑部，心脏运动全部终
止



濒死体验

•从天花板上看见自己的身体

•看见，听见所有的声音

•看见小光点，越来越大

•看见，听见，感觉所有的朋
友，家人

•“神是光吗？”

•“不是，光是神的呼吸”



濒死体验

•安详的感觉

•灵魂出窍

•进入另一个空间

•遇见认识的亲人，朋友

•邂逅神灵

•人生回顾

•生命改变



1. 人人必经的道路



创世记 – בראשית (万物的起源)

1. 神为了祝福而创造: (1-11:26)

2. 人向着祝福前进: (11:27-25:18)

3. 人经历神的祝福: (25:19-36:43)

4. 人成为神的祝福: (37:1-50:26)



人的形象

【创5:1】亞當的後代記在
下面。（當上帝造人的日
子，是照著自己的樣式造
的。。。

【创5:3】亞當活到一百三
十歲，生了一個兒子，形
像樣式和自己相似，就給
他起名叫塞特。



亚当的后裔
【创5:5】亞當共活了 930歲 就死了。

【创5:8】塞特共活了 912歲 就死了。

【创5:11】以挪士共活了 905歲 就死了。

【创5:14】該南共活了 910歲 就死了。

【创5:17】瑪勒列共活了 890歲 就死了。

【创5:20】雅列共活了 962歲 就死了。

【创5:27】瑪土撒拉共活了 969歲 就死了。

【创5:31】拉麥共活了 777歲 就死了。



人类的死亡

•一年死亡人数: 56,600,000人
•平均一个月: 4,700,000人
•平均一天: 155,000人
•平均一小时: 6500人
•平均一分钟: 107人
•平均一秒钟: 1.8人



方程式

•A 活了 x 年

•A 生了 B

•A 生了 B 后又活了 y 年，并
且生儿养女

•A活了 z =(x+y) 岁就死了。



亚当的后裔
1. 生了，死了 （8次）

2. 不管怎么死，总是向那方向

3. 死是神保证的

4. 世界城市化，文化进步，个
人成功，科技发展都阻止不
了死亡

5. 每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6. 每个人都需要拯救



死亡

在死亡的門前，我們要
思量的不是生命的空虛，
而是它的重要性。

蘇格拉底



2. 不经控制的罪愆



亚当的一生 （930 岁）

• 130岁 -塞特 （912岁）
• 235岁 – 以挪士（905岁）
• 325岁 – 该男（910岁）
• 395岁 – 玛勒列（895岁）
• 460岁 – 雅列 （962岁）
• 620岁 – 以诺（365岁）
• 685岁 – 玛土撒拉 （969岁）
• 872岁 – 拉麦 （777岁）



中国近代1000年

•北宋（960－1127）

•元朝（1271－1368）

•明朝（1368－1644）

•清朝（1644—1911）

•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8年）

•国民政府时期（1925年－1948年）

•中日全面战争（1937年－1945年）

•中共建国前的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1949年）

•朝鲜战争（1950－1953）

•中印边境战争（1962）

•中越战争（1979－1990）



看见

•【创6:1-3】當人在世上多起
來、又生女兒的時候，神的
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
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
•【创6:5-6】耶和華見人在地
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
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
人在地上，心中憂傷。



你想要什么？

•我要我想要的！

•我想要做我想要做的！

•我要持续的满足我的欲望！

•我现在就要！



生命的闹钟

•耶和華說：「人既屬乎
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
住在他裏面；然而他的
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
年。」



•归根究底只有两种人：一种
人对上帝说：“愿你的旨意
成就。”另一种人上帝最后
对他们说：“随便你去做。”

•所有在地狱里的人都是咎由
自取，没有这种自我的选择
就不可能有地狱。

《夢幻巴士》CS Lewis



3. 与神同行的以诺



方程式

•A 活了 x 年

•A 生了 B

•A 生了 B 后又活了 y 年，并
且生儿养女

•A活了 z =(x+y) 岁就死了。



以诺
•【创5:18-24】雅列活到一百
六十二歲，生了以諾。。。。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
土撒拉。以諾生瑪土撒拉之
後，與上帝同行三百年，並
且生兒養女。以諾共活了三
百六十五歲。以諾與上帝同
行，上帝將他取去，他就不
在世了。



第七个后裔

•以诺（创5：22）

•希伯（创11：16）

•亚伯拉罕（创11：26）

•波阿斯（路4：18-22）

•大卫（厉上2：15）



奇妙

•365年

•以诺的故事-65个字

•前200字，后100字

•以诺的生命-完全的生命

•是神所喜悦的

•取走-结婚的图画



与神同行

•特别亲密的关系

•圣洁的生命

•历史上最属灵的人

•神常与人同行（创3：8；利
26：12，申23：14）

•但人主动与神同行-非常特别



在神面前行 VS 与神同行

•“在神面前行”-神是观众

•“与神同行”-神也在行

•两人一起在走路

•不只是道德行为良好

•奇妙的亲密关系

•神亲密的朋友



在神面前行 VS 与神同行

•【来11:5】以諾因著信，被
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
不著他，因為上帝已經把他
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經得了上帝喜悅他的明證。



同行

•持续式 - “Hithpael”

•持续的习惯

•持续的顺服与亲密-365年

•神在伊甸园“行走”也是持
续式



长寿是福？
•365年是最短的

•也许长寿不是生命的目标

•也不是神最大的祝福

•【创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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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诺去哪里了？

•不是阴间

•有生命的地方

•神的住所

•死亡不是义人的终点

•与神同行-与神亲近



4. 智慧人生的选择



你想要什么？

•我要我想要的

•我想要做我要做的

•我要持续的满足欲望

•我现在就要！





你的告别式

•妻子

•孩子

•朋友

•工作同仁

•教会同工，牧者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