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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
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裏。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作磚，把磚燒
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
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
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
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
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
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
別（就是「變亂」的意思）。

─創世記11章1-9節

李定武／著

神要祂子民學習分散的操練，這是
神當初向人類所定的旨意。對神來說，
不是所有的分散都是負面的，也不是所
有的聚集都是對的。二十一世紀的今
天，人類的確已經分散全地。按語言學
家的估計，今天全世界至少有6700種以
上不同的語言。語言種類如此之多，對
需要去到不同國家，或出差或旅遊的
人，都會帶來極大的不便。然而在遠古
的時代，人類的語言種類是單一的，並
沒有這麼繁多。神藉創世記提醒我們，
語言的產生與人類當初犯罪冒犯神有直
接的關係。那是因為歷史上，曾發生過
一個人類聚集起來背叛神的事件，才促
成今天眾多不同言語的產生。那就是巴
別塔的故事，這個事蹟記載在創世記11

章的經文裏。
當初神創造人時，不但賜福給世上
第一對夫妻，也給了他們第一個命令，
那就是：「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
理這地。」（創1: 28）但自從亞當犯罪
以後，人的罪行不斷顯露出來，不但亞
當的兒子、孫子犯罪，到了創世記11
章，人們甚至聯合起來，一同犯更大的
罪。創世記11章4節很清楚地指出人類
墮落的本性— 他們如何故意作違背神
命令的事：「他們說︰『來吧！我們要
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
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
上。』」這是人類歷史中首次以一項聯
合行動，抵擋神賜福給全人類的計劃。
創世記11章1-9節這段經文可以分兩

個段落：創11: 1-4節是人的計劃﹔創11:
5-9節是神的行動。在第一個段落中，人
策劃時所說的話顯出人類狂傲的動機，
他們想向神挑戰，為自己揚名；第二段
神的行動則顯出神的恩典。這兩段落彼
此形成一個相對平行的梯形，以第5節為
經文中心（見表1，註1）：「耶和華降
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壹、神以恩典回應人的叛逆─分散
巴別的聚集
創世記11章1-2節給出全段經文的背
景。「天下」一詞原文作「全地」（創
11: 1, 4, 8, 9, 9），共重複5次，是一個鑰
字，代表全世界，以此強調人不良動機
的聯合導致全人類都被罪所污染。第1節

中「一個口音」（希伯來文作「嘴唇」）
或 「 一 個 言 語 」 ， 意 思 相 同 ， 重 複5 次
（創11: 1, 6, 7, 7, 9），這表示當時全世
界用的都是同一種語言。作者在此特別
指出，當時的人類是「住」（創11: 2）
在一處，這與神的旨意：「遍滿全地」
（創1: 28; 9: 1）相違。這些資料提供我們
一個結論：當時人類是靠語言及居住在
一起而合一，他們在示拿地也就是米所
波大米定居下來。他們的錯誤表現在建
造城與塔上：他們企圖聯合住在一處，
建立人的王國。那是個頂撞神的意念。
這群不想分散的人們其墮落本性可
從以下二個所發的罪惡意念表現出來：

一，人想「通天」
創世記11章4節：「他們說：『起
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頂通天……』」「天」是神的居所，
人想「通天」表示他們未經邀請就想去
神的居所，向神的挑戰顯出人的驕傲心
態及作為。為什麼人想通天是一種罪過
呢？
第一，想自己救自己。人類在找尋
自立存在的意義，認為藉人智力與才幹
的聯合，可以尋到救恩。
第二，定意頂撞神。人類希望像亞
當，夏娃一樣，「便如神能……」（創3:
5 ）： 想「 通 天」， 貪 名 望， 權 柄 ， 想
獨立自主，這些都是人罪惡本性的一部
分。這種不服神旨意去「遍滿地面」，
反想藉集體力量強化並榮耀自己的行
動，也是今天這個世界精神的象徵。
1930年代希特勒崛起，模倣當年的
羅馬帝國，想建造他的「德意志第三帝
國」（The Third Reich），結果引發第二
次世界大戰。這也是現代人造巴別塔的
一個典型例子。但滿有憐憫的神，要藉
這些人類歷史的事件警戒人，呼籲人：
順從神的旨意，藉基督的恩典去建造神
的國度，這才是人類蒙福之道。

二，人想「揚名」
創世記11章4節又說：「他們說：『來
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為
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
上。』」為什麼建造城和塔是一項錯誤
的行動呢？
第一，動機不良。神叫人「分散」
（「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1: 28; 9:

1），人卻定意違背神的旨意，要聚集造
塔，傳揚自己的名。自人類始祖犯罪以
來，人的行動就盡是錯誤的。
首先，這是人第一次大規模的聯
合，巴別塔事件是人類首次大批聚集抵
擋神的行動。
其次，他們想離開神的祝福，「往東
邊遷移」（創11: 2）。在創世記，「伊甸
園的東邊」指在神祝福之外，如亞當，
夏娃（創3: 24），也是該隱（創4: 16），
羅得（創13: 11）等人最後的歸宿之地。
此外，故意違抗神的旨意。人的不
願「遍滿全地」表明出他們的心不順服
及傲慢。創世記提醒我們：定居，也就
是長期住在舒適平原，會使人消失遵行
神旨意的心志，失去參與神賜福全人類
計劃的意願。
摩根（註2）論他拉（創11: 31）時
如此說：「開始他的確朝正確的方向遷
移（出吾珥往迦南），但他拉缺少持久
的信心，在半路上停下來，住在哈蘭直
到去世」。「這個有信心的人一直受到
他父親（拿鶴）的影響，帶著地上的牽
掛與他住在哈蘭。」聖經指出一項因果
律：他拉「住在那裏……就死在哈蘭」
（創11: 31-32）。
讓神給他拉的教訓成為我們的警
惕：我們住在那裏，就死在那裏。讓我
們有「遍滿全地」，也就是肯分散，有勇
氣（暫時或正式拔根）離開平常住慣了
的舒適之地，那才是蒙福之道。（註3）
第二，篡奪神的特權。創世記11章
4 節 下提 到：「 為要 傳揚我 們的 名。」
這是一項篡奪神權柄的行動，聖經指出
唯獨神才擁有使人揚名的特權！譬如，
亞伯蘭（創12: 2）及大衛（撒下7: 9）
都是謙卑讓神使他們成名的。基督徒當
謹慎，不要有與任何人在罪上聯合的意
念，避免違抗神叫人分散的旨意，因為
違背神旨意的必定受罰。
創世記11章5到9節（見表1，註1），
給出神的恩典行動。神要藉肯相信並順
服祂的人來與祂同工，完成祂施福人類
的計劃。

貳、神以恩典執行祂的計劃─建造
地上的神國
神到底用什麼方法來完成祂的目
的？祂如何回應人的叛逆呢？神用察
看、審判，與救贖這三個動作來表明出

自己是滿有恩典的神。

一，從神的察看，看出恩典─經文焦
點：「要看看」（創11: 5上）
創世記11章5節：「耶和華降臨，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神「要
看看」為的是要向人施恩典，來消除人
性墮落所帶出的惡果，並顯明神恩慈的
屬性。本節是創世記11章1-9節的中心思
想。「要看看」這是神的行動：查詢事
實，賞罰分明。
第一，戲劇性的諷刺。第5節：「耶
和華降臨，要看看……」作者在此用的
是諷刺語氣：人造的塔是如此的低，神
必須「降臨」，為「要看看」這微小的
塔與城。
第二，公義的審判官。「要看看」
也表示神對當時的情況先作個調查，之
後再作審判，神不會不審問就處罰。這
是神作事的模式：先察看、審問後執行
懲罰。

二，從神的審判，看出恩典─「分
散」（創11: 4, 8, 9）三次
神的審判包括：神講話、警告與處
罰，表明出祂是一位憐憫公義的審判
官，滿有恩典。
第一，神警告：人超越了祂所定的
界 線 。 創世記11章6節：「耶和華說：
『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如今
既作起這事來，以後……就沒有不成就
的了。』」創世記11章6節下與創世記
3章22節在語句上是平行的，聖經用相
同的因果律警告人：不要超越神定的界
線！神的憐憫與恩典在此一而再的顯明
出來。
第二，神處罰：人的勢力將被拆
毀。創世記11章7節：「來吧！讓我們下
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作者在
此給出第二個諷刺：相反模倣，神模倣
人的口氣講話。
第三，神審判：變亂語言分散人
類。創世記11章8-9節給出神審判後的最
後結局：「分散」一詞（創11: 4, 8, 9）重
複三次。
首先，神滿有恩典的審判。因為人
的叛逆，神慎重思慮這項人為的建造工
作，所將帶出的災難性的結果：人已經
超越了神允許的極限。這是一項因果
律。所以，神不但給予警告，而且採取

行動（創11: 8-9）。神用的方法很簡單，
卻滿了恩典。「變亂」一詞（創11: 7, 9）
重複二次，神變亂語言的行動立即有效
地使人停止他們的活動，同時也達到祂
使人「分散」的目的。這是最有效，且
又仁慈的審判方式。
其次，神滿有恩典的處罰─變亂
口音。神沒有用其他方式─ 譬如，起
大風吹倒巴別塔，讓石頭跌落壓死所有
的人，來制止人類那既驕傲又渴望自主
的意願。祂所用的處罰方式充滿恩典，
表明出祂憐憫的屬性。
另外，神轉回混亂的恩典。我們可
以應用相對律來表示結束（創11: 9上, 8,
9中, 9下）與開始（創11: 1, 2下，4下，4
中）的對比，這顯明出神的智慧，恩典
與全權。
創世記11章8-9節的希伯來經文有交
叉平行的結構，指出其中心是9節首句：
「（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巴別代表人
類野心所帶來的「名」— 「混亂」。
這是作者的第三個諷刺。人類的歷史就
是在重複這造巴別塔的事件。譬如，希
特勒的「第三帝國」之夢只維持了短暫
的十二年，帶來的結局是自殺及德國的
分割與混亂。這是人類背叛神所得的審
判及教訓，但每一段歷史中卻充滿了神
奇異的恩典。歷史證實：神以恩典回應
人的叛逆— 分散人類的聚集；神以恩
典執行祂的計劃—建造地上的神國。

三，從神的救贖，看出恩典─「聚
集」（番3: 19, 20）二次
西番雅書3章19-20節：「那時，我
必……又拯救……聚集……必領你們進

來，聚集你們；我使你們……歸回。」
路加福音19章10節：「人子來，為要
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神的宣教策略就
是分散與聚集；分散是為了救贖。這是
神救贖的恩典：基督道成肉身，完成救
贖，藉人類的分散使世人聽到福音，生
命得以更新；同時又讓信祂的人，聚集
在祂的教會中，接受裝備、建造神國。
這是眾先知的信息，這正是主耶穌的大
使命（太28: 18-20）！
神是全權的神，掌握歷史的主。感
謝主，一九七九年尼克森總統訪中國絕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卻是一件神掌權之
下的歷史性行動：「鐵幕」被打開了，
使原本聚集在內的華人，得以出圍牆向
全球分散。今日在歐洲及世界各地都有
大批的中國移民，因分散各地而接觸到
基督教的信仰，生命得到改變。神讓他
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得以聽到福音，
蒙恩得救，聚集在基督的教會中。這就
是巴別塔事件所帶來的意義，神分散人
類的目的。
我們當如何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上？
信徒當謹防按肉體的罪性聚集，作任何
聯合性的行動；不要專注在「住」上
面；要分散，作主的見證，遍滿全地作
神賜福全人類計劃的參與者！
神分散巴別的居民為的是在地上建
造祂的神國。他的方法有二：第 一 ， 神
以恩典回應人的叛逆─ 分散巴別的聚
集；與第二，神以恩典執行祂的計劃
─ 建造地上的神國。神如此作因為，
首先，人聯合造塔的罪行；為了警告人
類：違背神旨意的必受罰；其次，神分
散人類的恩典，順服神應許的必蒙福。

表1. 創11: 1-9，梯形相對平行（註1）
A「全地的口音、言語……一樣」（創11: 1）
B「來吧！」十 2個直陳語氣的祈使句（「來吧！」創11: 3）
C「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創11: 4上）

人的行動（創11: 1-4）

D「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創11: 4中）
E「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創11: 4下）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創11: 5）經文中心
A'「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一樣的言語」（創11: 6上）
B'「來吧，讓我們下去…」（創11: 7上）
C'「他們就停工」（創11: 8下）
D'「那城名叫巴別」（創11: 9）
E'「耶和華…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創11: 9下）

神的回應（創11: 5-9）

人類從巴別的事件得到一個教訓：神要
制服背叛祂的驕傲人，拒絕順服的將被
分散。
本故事的焦點在於全地及語言：第
一，開始時是一個語言（創11: 1）；結
束時是不和諧混亂的語言將他們分開
了；第二，開始時人類要留名；結束時
他們只得到一個名— 就是巴別，就是
混亂— 反應出背叛神，這位充滿恩典
的審判官所得到的結果；與第三，人類
最大的恐懼：團結之地變成分散之地；
從那裏他們想要集中，從那裏他們就被
神分散。這是個諷刺！
儘管人類驕傲的悖逆神，神的旨意
仍然成就。巴別塔的故事所帶給我們的
信息是：神分散人類為傳揚福音，人當
領神恩典遍滿全地。神藉基督呼召分散
各地相信祂兒子的人，並聚集他們在神
的教會中。神的宣教策略就是分散與聚
集。
信徒不當為追求安逸的生活而違背
神叫我們「出去」的吩咐— 人住在那
裏長久，就死在那裏（註3）— 當在生
活中實踐基督的大使命（太28: 18-20）：
順服神的命令「出去」，宣揚基督的福
音，作一位神恩典的傳遞者！讓我們為
主而活、與主同工、要去，使萬民作主
的門徒，好等待、迎接恩主基督的再
來！
（本文收於＜更新講台＞錄音C122, 神的
創造與祝福──創世記選讀（三），第
6卷，歡迎選購收聽，www.crmnj.org美國
新澤西州，更新傳道會）
註1: Bruce K. Waltke with C. J. Fredricks,
Genesis,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1)（更新傳道會即
將出版）。
註2: 康培．摩根著，謝素行／李張美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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