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我們祖先的神」



使徒行傳 17:16-31
16 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

城都是偶像，就心裏著急；
17 於是在會堂裏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

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
18 還有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

與他爭論。有的說：「這胡言亂語的
要說甚麼？」有的說：「他似乎是傳
說外邦鬼神的。」這話是因保羅傳講
耶穌與復活的道。



蘇格拉底 (469-399 BC)

柏拉圖 (429-347 BC)

亞里斯多德（384-322 BC）

伊比鳩魯（341-270BC）「以
彼古羅」學派

哲諾（336-264 BC）
「斯多亞」學派



老子（571-471 BC）

孔子（552-479BC）

墨子 (480-390BC) 蘇格拉底 (469-399 BC)

商鞅 (395-338BC) 柏拉圖 (429-347 BC)

孟子 (372-286BC) 亞里斯多德（384-322 BC）

莊子 (328-286BC) 伊比鳩魯（341-270BC）「以彼
古羅」學派

荀子 (298-235BC) 哲諾（336-264 BC）
「斯多亞」學派



19 他們就把他帶到亞略巴古，說：「你
所講的這新道，我們也可以知道
嗎？」

20 因為你有些奇怪的事傳到我們耳中，
我們願意知道這些事是甚麼意思。」

21（雅典人和住在那裏的客人都不顧別
的事，只將新聞說說聽聽。）



22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眾
位雅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
鬼神。

•人類普遍的問題是什麽？



23 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
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
之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
我現在告訴你們。

• 到底誰是神？
•神是誰？



申命記 6:4-5 ~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
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提摩太前書 2:5 ~ 因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
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以賽亞書 43:11

惟有我是耶和華；除我以外沒有救主。

以賽亞書 44:6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GOD





祈年殿



祈年殿全貌



齋宮



三
層
天



三層天





皇天上帝牌位



燔柴爐

獻燔祭



• 神與人有什麽關係？
24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

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我的老天啊！我的天啊！

Oh, my God!

“老天爺”
我得罪了“天” (路15:18,21)

25 也不用人手所服事，好像缺少甚麼；
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
萬人。



26 他從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脈〕造出
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
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28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
是他所生的』



瑪土撒拉：他死的時候，那個(災難)就來
(洪水 2456 BC 的 2/17 )

2456BC

3056BC



挪亞死時 (2106 BC), 亞伯拉罕 60歲

閃死時 (2001 BC), 以撒110歲, 雅各50歲
__黃帝建國

__堯作王 舜生

舜作王
禹作王

黃帝建國：2698 BC (挪亞358歲)
堯：2357 BC接王位 (挪亞699歲)

舜：2317 BC 生 (挪亞739歲); 2256 BC 接王位 (挪亞800歲)
2208 BC 傳給禹 (挪亞848歲)



中國苗人的創造古歌

在昔日神創造了天地，在昔日祂打開了光的門徑。
在地上祂造出土堆和石塊，

在天上祂造出光體有太陽也有月亮。
在空中被造的有飛鳥和鳶鳥，
在地上祂創造的有蛆和昆蟲。
在水裡被造的是龍蝦和魚類，
在荒野有祂造的猛虎和大熊。

祂造草木蓋滿了千山，祂造樹林舖滿了萬嶺。
又造細籐青綠輕盈，又造修竹茂密繁盛。

在地上神用塵土造了一個男人，
祂從所造的男人造出一個女人。



後來這位始祖「多特」(即亞當)，
用石塊造一把天秤，

想量一下全地到底有多少斤？
計算一下天體究竟有多麼大，
因一切奇妙的作為而默想神。

始祖「多特」，生了祖先叫錫特（即塞特）。
祖先錫特生一個兒子叫盧蘇 (即以挪士)。
盧蘇生格羅，格羅生拉瑪（即拉麥），
先祖拉瑪生了那人叫奴亞（即挪亞）。
他的妻子就是女先祖「歌.保律恩」，
他們的兒子叫老含，老閃，和雅胡。



於是地上住滿了部落和宗族，享受地上萬物的乃是人。
世人不遵行神的意旨，也不思念祂的愛憐。

他們彼此攻打蔑視天上的真神，
他們的首領揮動拳頭與全能者作戰。

地的第三層被震撼，罪惡的聲音達於高天。
神的怒氣發作直到人被改變，

祂因震怒而發出火焰充滿祂的眼和面。
最後祂必須下來除滅人類，下來除滅住滿人類的世間。

因此四十日傾下大雨與洪水，五十五日降下細雨和雲霧。
大水漲沒了高山和峻嶺，洪流漫過一切低窪之處。

全地無處可以避禍，全世界也無處可以立足。
所有的人類失去了力氣而毀滅、絕望、恐懼、衰滅，

一切都被掃除。



但是先祖奴亞是個義人，女先祖歌.保律恩是正直之婦。

造一隻舟又寬又闊，建一隻船又大又長。

全家上船浮在水中，全家竟得平安於一片汪洋。

和他同住的走獸有公有母，跟著去的飛鳥雌雄成雙。

時期滿了神就吩咐洪水，日子一到大水退讓。

奴亞從避難所放出一隻鴿子，

又送出一隻鳥把信息帶回船上。

原來洪水已退入大湖與洋海，泥濘也只限於低地和池塘。

於是陸地再一次讓人類居住，地上又能安居生養。

把牛帶來獻祭給神，把牲畜宰了為全能者獻上。

在天上的神又賜他們福份，祂賜給的恩典無量。



先祖老含生了古塞（即古實）和麥色（麥西），
老閃生了埃蘭（以攔）和牙述（即亞述）。

他們生下子孫成為許多民族，
他們的子孫建造城市和房屋。

他們歌唱都用一樣的音調和音樂，
他們說話都用出一樣的方言。

他們說：我們要為自己造一座很大的城，
我們造一座高塔通到天上去。

這是錯誤，可是他們決定這樣做；
這是不義，可是他們堅持而不懼。

於是神擊打他們，變亂他們的方言和口音，
祂發烈怒，下來將語言改變。

於是這人說話，別人聽來毫無意義；
他說了又說，他們還是不懂一如從前。



因此他們所造的城永遠不能造成，

他們開了工的塔也就無法造完。

他們絕望地分散到普天下，

他們由居所各自分散如一圓圈。

先祖雅胡住在天下各國的中央，

他生下兒子就是先祖歌蔑（創10：2之歌蔑）。

他娶妻名叫女先祖歌揚，他們的子孫和他妻子同名徒丹。

他們的子孫順序如下：先祖考丹，即苗酋先祖考丹。

先祖仁古、多烏、先祖仁諾，保耶，先祖山真尼旺（無子）。
先祖尼亞、坤，先祖茂厥，他們的兒女十一人，

各自成為一家。五族成為苗國。還有六族加入華夏。



挪亞11代同堂，他的子孫：

3 x 311 = 531,441

3 x 411 = 12,582,912

3 x 511 = 146,484,375



• 神要人做什麽？

27 要叫他們尋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
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29 我們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
金、銀、石。

30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 神並不監
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 神對人的計畫

31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
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
死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詩篇 33:12 —「以耶和華為 神的，那國
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
是有福的！」

康熙一生69次，乾隆45次去天壇祭天，上
帝賜太平盛世、國泰平安、豐年盛世。



結論

• 我們的祖先一定認識神

徒17:32-34
眾人聽見從死裡復活的話，就有譏誚他的
；又有人說：「我們再聽你講這個吧！」
於是保羅從他們當中出去了。 但有幾個
人貼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亞略巴古的官
丟尼修，並一個婦人，名叫大馬哩，還有
別人一同信從。



•人對神應該有何等的回應？

1.譏誚？
2.再聽你講吧？
3.信了主！

您選擇哪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