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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悅納的敬拜和敬拜者  
Worship and Worshiper Accepted by God 

創世記 4:1-8 

A. 前言 

每逢初⼀一和⼗〸十五的拜拜，是台灣的⼈人們感到習慣的事，對拜拜的神明多是以⽔水果和

煮熟的整只的雞鴨，並且要燒⾹香和燒紙錢。︒當初⼀一和⼗〸十五遇到重要宗教⽇日⼦子的時候，

許多商店的⾨門⼜⼝口都放了供桌，上⾯面放置供物，燒⾹香和燒紙錢，煙霧冉冉上升。︒是⼀一

幅⼗〸十分壯觀的景象。︒ 

 

我最近在台灣的電視新聞上看到⼀一個新聞報告，這個報告發現台灣的⼀一個政治團體

的政策會辦公室內不僅有供奉了神明的像，最近更把兩個⽇日本卡通⼈人物（多啦 A

夢）的像放在辦公室內，⽽而且每逢初⼀一和⼗〸十五，都會⽤用⽇日本的「零物」來供奉，認

爲會在選舉的時候帶來好運。︒ 

 

「⼼心誠則靈」是普遍⼈人對敬拜的觀念，不管你拜什麼，不管你⽤用什麼拜，只要「⼼心

誠」則「靈驗」 。︒但是這些從我們傳統⽂文化和民間宗教的觀念，往往被帶進了對

聖經敬拜的解釋。︒ 

 

所以當我們第⼀一次讀到亞伯和該隱的獻祭的時候，你會覺得神看中亞伯的供物，卻

沒有看中該隱的供物似乎非常挑剔，不合情理。︒ 

 

創世記⽤用字非常簡潔，這段關於獻祭的經⽂文也只有 2 節經⽂文，加上解釋這段經⽂文

的⼈人通常都會帶著敬拜有預設的⽴立場，所以會産⽣生不同的解讀，就連聖經學

者和神學家都對這段經⽂文有不同的解釋。︒ 

 

1. 有的學者（Skinner）認爲根據這個故事，反映出以⾊色列的宗教發展在早期

的階段，耶和華只接受動物的獻祭。︒因爲迦南早期的畜牧時代，以⾊色列⼈人

認爲動物的供物勝過迦南⼈人對神明巴⼒力所獻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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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些學者（Gunkel）把亞伯和該隱的獻祭，解釋爲神喜歡牧⽺羊⼈人和動物

的供物，不喜歡農夫和地裏的産物。︒  

3. 某些學者（Cassuto），把牧⽺羊的職業與神在創⼀一 26 節的統治活物命令

有關，⽽而農夫的職業與地受到咒詛有關。︒ 

4. ⼀一些正統的聖經注釋者（Candlish）- 認爲墮落的⼈人除非藉著⾎血，否則是無

法來到神的⾯面前的，所以，神不看中該隱和他的供物，是因爲他的供物

沒有帶⾎血。︒ 反對這種解釋的⼈人認爲，這個對摩西時期的聽衆⽽而⾔言是說

不通的，因爲摩西的律法中素祭和帶⾎血的獻祭都是蒙接納的。︒ 

 

那麼我們要如何知道正確的解釋呢︖？ 

經⽂文清楚的告訴我們：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5 只是看不中該隱

和他的供物 

所以今天我們的焦點要放在兩⽅方⾯面： 

 1）敬拜形式／內容的問題。︒2）敬拜者本身的問題。︒所以，合神⼼心意的敬拜關係

到：敬拜的形式／內容，以及敬拜者的本身。︒ 

 

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對「供物」這個字的正確理解。︒ 

摩西五經的歷史對象：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這段經⽂文是摩西五經的⼀一部分，對象⾸首先是西奈山下的以

⾊色列⼈人，以及後來舊約的神的⼦子民。︒對這些神的⼦子民⽽而⾔言，獻祭是他們敬拜的主

要形式內容。︒在外邦⽂文化的衝擊之下拜偶像和虛假的敬拜⼀一直都是舊約教會的問題。︒

當他們聽到 利未⽀支派的祭司 念這段經⽂文的時候，就告訴他們什麼是合神⼼心意

的敬拜和敬拜者。︒當然，今天我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教會的敬拜⼀一直受流⾏行⽂文化

世俗⽂文化的污染。︒除了這個以外，我們在處理經⽂文的時候，必須從摩西五經的角度

來理解。︒ 

 

亞當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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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也與亞當的犯罪，和他的重⽣生得救有關。︒特別是 3:15 節應許女⼈人的

後裔的福⾳音，和 3:21 節耶和華⽤用⽪皮⼦子為亞當夏娃做衣服穿，有密切的關係。︒ 

a. 亞當之約＝⾏行為之約 

神與亞當最初的關係－約，⽣生命樹所代表的祝福 

亞當違背了神的命令，神的律法 

神 

b. 恩典之約＝福⾳音 

v 道成⾁肉身之前的彌賽亞，顯現的耶和華向亞當夏娃宣告福⾳音 

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另譯）3:15- 我要把敵對放在你（蛇）和女人之間；以及你（蛇）的後裔（單數）

和她的後裔之間。 

他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福⾳音的宣告 

1. ⼈人類兩個族群的敵對是神主權的命定和聖戰的宣告：「我要」 

神要把⼀一個族類從撒旦的權勢下拯救出來 

⼈人對神態度的「轉變更新」是救贖的本質：「敵對，敵意」 

2. 神宣告了這種敵對是延續的：後裔－聖經主題之⼀一：義⼈人和惡⼈人的對比 

3. 應許的救贖：撒旦被彌賽亞擊敗－⼗〸十字架上的爭戰得勝（傷蛇的頭） 

4. 這個福⾳音是以耶穌和耶穌的⼯工作為中⼼心的 

5. 這個福⾳音對亞當和夏娃是救贖，對撒旦是審判 

 

創三 15 節，第⼀一次救恩的施⾏行，是⾸首次的福⾳音，是恩典之約的開始，

是教會的開始，救贖歷史的開始，⼀一直到主的⼆二次再來。︒也是從這裏開始，

恩典之約的中保，成⾁肉身以前的基督，在罪進入的時候，就開始執⾏行祂的中保王權，

爲要把恩典之約的福祉施⾏行于祂的教會。︒⾸首先，我們看到恩典之約的福祉，救恩是

藉著救贖的應許施⾏行在亞當和夏娃的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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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看到這個敵意發⽣生在亞伯和該隱之間 。︒ 

 

v 道成⾁肉身之前的彌賽亞，顯現的耶和華向亞當夏娃設⽴立獻祭的敬拜 
21 耶和華上帝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 

 

1. 暗⽰示動物被殺流⾎血－顯現的耶和華設⽴立獻祭的敬拜 

2. ⽬目的是為了堅固亞當和夏娃的信⼼心－⽤用獻祭做為象徵教導和應許救贖 

3. 亞伯該隱的獻祭和挪亞在 8:20，洪⽔水過後，向耶和華築壇獻燔祭，都暗

⽰示獻祭的敬拜是他們所熟悉的事︔；是神已經設⽴立的敬拜規範。︒完整的啟⽰示要

到出埃及記和利未記才被紀錄下來。︒ 

4. 敬拜是⼈人與神交通的管道：神賜下救恩的福分，⼈人領受和回應神的恩

典 

 

B. 經文架構 

1-2：該隱和亞伯的出⽣生和職業 

3-4a：該隱和亞伯的獻祭敬拜 

4b-5a：神看中亞伯和⽥田的獻祭，該隱則否。︒ 

5b-8：該隱的謀殺亞伯 

 

如果從經⽂文的上下⽂文看，經⽂文中⼼心思想是： 

C. 經文中心思想 

神所的命定的敵意存在於聖約團體中，從兩種不同的敬拜形式和敬拜者的本身被彰

顯出來 

D. 經文解釋 

I. 1-2：   聖約家庭與教會 

1 (有一日，) 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隱，便說：「耶和華

使我得了一個男子。」2 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 

該隱和亞伯的出⽣生－第 1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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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當和夏娃有許多兒女（創 5），亞伯和該隱可能是最年長的。︒有⼈人說他們是

雙胞胎，因為只講到⼀一次懷孕，卻有兩次的⽣生產。︒加爾⽂文和⾺馬太亨利都認為如

此。︒ 

2. 這裏我們看到最初的家庭，聖約的家庭，舊約第⼀一個教會︔；教會是從家庭開始

的。︒教會是是恩典之約的團體，是⼀一個有形的團體。︒恩典之約從那裡開始，教

會就從那裡開始。︒ 

3. 「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夏娃為什麼稱⼀一個嬰兒「男⼦子」（ִאיׁש）︖？ 

a. 夏娃感謝神的恩典－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

賜。︒ 

b. 她看到神應許應驗了，⼈人類延續下來了，沒有因為她和亞當的罪被毀滅。︒ 

c. 她認為這個新⽣生的嬰兒就是神所應許的那⼀一位「女⼈人的後裔」︔；她看到

神所應許的拯救應驗了。︒ 

d. 「該隱」（ַקִין）的意思，與希伯來⽂文的「得到」（ָקָנה）是押韻的兩個

字。︒（⼯工匠，鐵匠的意思） 

e. 「亞伯」（ֶבל  ,的意思是嘴的呼吸，氣息，「空虛 vanity（ָהֽ

nothingness」，夏娃發現到除了神應許的事應驗以外，⼀一切⽣生命事物的

空虛︔；或者是她對亞伯地在上⽣生命的短暫空虛的預⾔言︔；也許她意識到應

許的救主還沒有到來，⽽而她兩個兒⼦子中有⼀一個會是蛇的後裔。︒ 

f. 第 25 節，塞特出⽣生的時候，夏娃⽤用了「後裔，種⼦子」這個字形容塞特。︒ 

4. 亞伯和該隱的職業－第 2 幕 

a. Calvin：兩種職業的本身都是聖潔的，和值得讚賞的，都是順應了⾃自

然的秩序。︒  

b. Matthew-Henry：亞伯作牧者的職業是特別蒙悅納的。︒摩西和⼤大衛都

是牧⽺羊的，在他們單獨的時候與神對話。︒職業的選擇或⽣生活的情況是

我們的呼召，要我們選擇對我們靈魂最有益的，最少讓我們曝露在罪

下，並且給我們機會事奉和享受神。︒ 

II. 3-4a： 兩種不同的敬拜：敬拜獻祭的對比 
3有一日，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4 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

的脂油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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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不同的敬拜－第 3 幕 

1. 有⼀一⽇日（ים ץ ָיִמ֑ י ִמֵּק֣  ְיִה֖ 這裏是講到⼀一︒。（許多⽇日⼦子之後︔；那⼀一年的末了）（ַוֽ

段⽇日⼦子之後，，in the course of time，in the process of time，at the end of days

表⽰示亞伯和該隱的獻祭敬拜不是第⼀一次，暗⽰示這是兩兄弟所熟悉的事，可以推

理是亞當那裡學來的，亞當是⼈人類第⼀一位牧師，傳道⼈人。︒也可 能是他們⾸首次單

獨的敬拜，沒有與⽗父母⼀一起敬拜。︒ 
v 生活應用  

Matthew-Henry：我们观察到： 
a. 敬拜神不是新的發明，⽽而是⾃自古⽽而來的神設⽴立的。︒所有宗教敬拜的根源。︒ 

b. 敬拜是從年幼的時候就有被教導的（創 18:19︔；弗 6:4） 

2. 祭物的對比：按照神的話敬拜 vs. 按照⾃自⼰己的意思敬拜 

1) 我們⾸首先要看「供物」（重複 3 次）這個字的希伯來⽂文的意思。︒ 

a. 摩西五經：素祭－非動物 （利未記） 

所有的素祭都要伴隨獻給耶和華的馨⾹香的⽕火祭（利 2 章） 

b. 撒上 2:17︔；26:19- 動物 

c. 其他地⽅方：禮物，貢物 

[地裏的出産物]：多數學者認爲：該隱的祭物並非是地裏出産最好的，不是初熟的

果⼦子。︒該隱的獻祭表現了他對神的敬拜是表⾯面的，漫不經⼼心的。︒沒有馨⾹香的⽕火祭。︒ 

 

[⽺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亞伯的供物顯然是利未記中所規定的：燔祭、︑平安祭

或贖罪祭。︒油脂燒在祭壇上作為獻給耶和華的「馨⾹香的⽕火祭」。︒ 

 

作者⽤用這個特殊的字描述兩個⼈人的供物，不是要告訴我們該隱的供物沒有⾎血，⽽而是

凸顯亞伯的供物有流⾎血。︒（華爾基） 

 

作者是在凸顯亞伯的供物是神所設⽴立的︔；該隱沒有按照神的話獻祭敬拜。︒這是對舊

約的教會最清楚的教導： 

該隱的敬拜是隨⾃自⼰己的意思敬拜︔；亞伯的敬拜是按照神的命令敬

拜。︒亞伯是敬畏神的︔；該隱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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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什麼按照神的話獻祭敬拜這麼重要呢︖？ 

a. -獻祭敬拜兩⽅方⾯面的意義- 主觀的和客觀的 

Bruce Waltke 華爾基:  摩西五經，特別是祭司的憲法（所謂的 P ⽂文獻），使⽤用了豐

富和准確的字詞來說明在祭壇上奉獻給神的聖禮（sacrament）：每⼀一個名詞表

⽰示⼀一種實質的物體所代表的屬靈真理，藉著它，敬拜者可以在他

接近神和與神交通時得到屬靈的餵養。︒ 
3) 為什麼該隱沒有照著神的話去敬拜呢︖？ 

 
6 耶和華對該隱說：「你爲什麽發怒呢？你爲什麽變了臉色呢？7 你若行得好，豈

不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它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它。」 

 

所以這裏，“你若⾏行的好,豈不蒙悅納”表⽰示，該隱對神的認識是可以有能⼒力⾏行的，

雖然沒有得救的恩典，但是⾜足夠制服罪的。︒雖然，該隱沒有得救的恩典，但是他在

恩典之約的團體之內⽣生活，與亞伯⼀一樣領受了神特殊的啓⽰示，知道什麽是神設⽴立的

敬拜規範原則，是有能⼒力按照神設⽴立的敬拜規範原則來敬拜神的，在神學上這段經

⽂文通常被⽤用來解釋神「普遍的恩典」。︒該隱的供物不蒙神悅納，是因爲他沒有遵⾏行

神的話。︒這讓我們想到希伯來書第 6 章所說的： 

來六 4-8: 4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于聖靈有分，5 並嘗過 

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6 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

因爲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7 就如一塊田地，吃過屢次下

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神得福；8 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

棄，近于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這裏講的是在有形的教會中的某些⼈人，可能是看起來敬虔的信徒，甚至包括牧師、︑

長⽼老、︑執事…⋯只要妳在教會待的夠久，接觸教會的核⼼心，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不

論是什麼教會，就連最純正教義，最合聖經的治理的教會，都會發⽣生。︒ 

 

這讓我們看到下⾯面的經⽂文： 



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	   	   主日信息－7/17/2016	  
	  

   
	  

8	  

III. 4b-5a：蒙神悅納的敬拜者 

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5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מְנָחה) 
A. ⼈人的對比 

a. 來十一 4- 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

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亞伯蒙神悅納是因為他是「因信稱義」的， 

他的獻祭敬拜的形式和內容⾒見證了他的稱義。︒ 

他的供物所表達的屬靈的真理是他稱義的管道，是他信⼼心的來源。︒ 

亞伯現在仍然在說話，傳遞「信⼼心」與「敬拜」之間的關係。︒ 

b. 太二十三 35；路十一 51- 35 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

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爲止。 

c. 約壹三 12- 11 8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爲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神的兒子顯現

出來，爲要除滅魔鬼的作爲。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裏；

他也不能犯罪，因爲他是由神生的。10 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

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

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12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

弟。爲什麽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爲是惡的，兄弟的行爲是善的。 

1. 新約的經文幫助我們認識亞伯和該隱的不同：亞伯是因信稱義的義人，該隱是

在救恩範圍之外，在聖約團體內與神的兒女爲敵的惡人。 

 

2. R.T.Beckwith, NDBT：真正的原因是該隱，不像他的兄弟亞伯，是一個沒有悔

改的罪人（創四 7；約壹三 12）。我們在這裏看到一個獻祭敬拜的偉大原則，

是先知和詩人和箴言書作者所強調的：敬拜者的內在性情必須是對的，否則

他們外在的供物是無法蒙神悅納的。然而，亞伯的獻祭，表示他的內在

性情，與他外在蒙悅納的供物不是沒有關系的。 

 

3. Matthew-Henry: 該隱是邪惡的人，生活在世界和肉體的權勢之下；因此，他的

祭物神不看中（箴十五 8）。（惡人獻祭，爲耶和華所憎惡；正直人祈禱，爲

他所喜悅。），一個虛空的供物，（賽一 13：13  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

香品是我所憎惡的；月朔和安息日，並宣召的大會，也是我所憎惡的；作罪孽，

又守嚴肅會，我也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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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就算你在最純淨的敬拜的教會，你如果沒有過一個悔

改認罪，向罪死，向義活的生活，你仍然會是一個不

蒙神悅納的敬拜者。 
 

v 當你是一個悔改認罪的基督徒，你把神的 話作為最高

的生活和敬拜的規範原則，你就和亞伯一樣，在每次

對神的敬拜，見證你稱義的信心。 
 

4. 這樣，我們看到創三 15 節中，女人的後裔與蛇的後裔爲敵的主題和預言，就在

這裏開始接續發展開了。Augustine: “Cain then was the first-born … 

who belonged to the city of men; Abel … belonged to the city of 

God”)  

5. 四 5~8 在接下來的經文中，我們看到該隱殺了亞伯 

罪的蔓延，普遍恩典的施行，和恩典之約救贖的展開，這些是接下來的救贖

曆史發展主要的主題。 

亞伯的死是這裏的高潮 

 

5b-8：  不同敬拜者的結局 
5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地發怒，變了臉色。6 耶和華對該隱說：

「你為甚麼發怒呢？你為甚麼變了臉色呢？7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行

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它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它。」 

8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 

 

1. 來十二 24- 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稣，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

說的更美。 

亞伯被⾃自⼰己的弟兄殺害流⾎血，預表基督被以⾊色列⼈人殺害流⾎血 

E. ⽣生活應⽤用 

1. 按照神的話敬拜神是新約舊約⼀一貫的啟⽰示，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敬拜 

2. 教會是餵養綿⽺羊的，不是娛樂山⽺羊的－司布真（19 世紀的英國牧師神學

家） 

3. 羅 12:1-2 

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敬拜（λατρεία）乃是理所當然的。2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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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效法這個世界（世代），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4. 來 12:28 
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上帝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

的心事奉（λατρεύω）神。29 因為我們的上帝乃是烈火。 

熱⼼心絕對是好的，值得⿎鼓勵的，但是必須受到神的話的檢視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