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 帝 的 后 悔 
 

信仰之初之（六）创 6-9 章 
 

引言、上帝有冇理由「后悔」？    
 

不久之前，有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相当不足为训的事。话说日前我所住的大厦维修煤气

系统，维修完后，当晚恢复「正常供气」。怎知当晚我家的煤气热水炉虽然能够「正常点

火」，自来水亦「正常供水」，而热水炉前一晚也还是「正常运作」，但是当晚却就是怎

么都烧不出热水来。万分狼狈又无计可施，又想到当天刚维修完煤气，不知有否关系，便

只好打电话到管理处去问个究竟。没有想到，接听电话的管理员很冷静的问：「供气正常

吗？」我答：「正常。」他再问：「供水正常吗？」我也答：「正常。」。他接着就「总

结」一句说：「咁冇理由呀！（那没有理由啊！）」一听见这句「冇理由」，我就无名火

起，发了一阵脾气，事后也觉得自己十分过分，不足为训。 

 

不过，将心比心，我也想问问大家，假如你肚子痛去看医生，医生问：「你有没有吃错甚

么呢？」你说：「没有。」医生又问：「那你有没有着凉呢？」你又说：「都没有。」医

生再问：「那你一向有没有甚么肠胃毛病呢？」你也说：「这个也没有！」然后，他就「总

结」一句说：「咁你冇理由会肚痛的呀！」老老实实，你会有甚么感受呢？──肚痛就是

肚痛，「有理由」又痛，「冇理由」也是痛！ 

 

我虽然是个男人，但自小就很「感性」、很「直觉」。虽然是个传道人，读过下大学，也

勉强受过一点「正规神学训练」，但是我平生最怕的，却是跟那些最爱讲「理由」的男人

讲话，简直无法沟通。 

 

言归正传，回到信仰之初，回到创六至九提到的洪水灭世和挪亚方舟事件，我却发现许多

人（包括为数不少的牧师、学者和信徒），他们并不关心里面的真理信息和重要警示，更

遑论去揣摩和感应天父上帝隐藏在祂的「后悔」背后的肺腑心肠，而只是去纠缠于经文里

头的所谓「学术」或者「神学」上的定义和解释。其中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去研究、争论

或者「澄清」──上帝究竟有冇理由后悔？ 

 

圣经白纸黑字说上帝「后悔」，但只因这个讲法「冒犯」了在我们心目中早就凌驾于圣经

真理之上的所谓「神学」──「无所不知」的上帝怎会后悔呢？──于是，许多人就不是

去用心细意「解明」这个「后悔」所蕴含的深情厚义，而是去用一切方法「瓦解」这句经

文，说「上帝后悔」云云其实查无真事。这种「解经」，其实应该叫做「瓦解圣经」。 

 

不错，圣经里面的别处确有某些经节，提过上帝的「无所不知」，甚至断言过上帝「不会

后悔」【容后再说】。但是圣经不是「字典」，它的每段经文都有它的处境、脉络和写作

目的，不能将一个固定的「字典解释」硬套在所有经文之上。有些经文突显上帝「不会后

悔」的一面，自有它们的处境、脉络和目的；同样道理，创六至九章突显上帝「会后悔」

的一面，也自有它的处境、脉络和目的。作为一个牧者，我们的天职是去各各分解每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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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的深情厚义，而不是用「现成的神学」和「字典解释」去「瓦解圣经」，或者谬用「以

经解经」的原则──用一句圣经去「打压」另一句圣经，还自以为在「维护上帝」，像「约

伯三友」那样。 

 

创六既然一再说到上帝「后悔」，就自有它的真理意涵和深情厚意，我们就不要自作聪明

架空经文去分析讨论甚么上帝「有冇理由后悔」！今天的这篇信息，我就是想与大家一起

丢开那些无中生有的「释经忌讳」（譬如「上帝是不会后悔的」之类），实实在在、有血

有肉地回到圣经本身，回到创世之初，回到信仰之初，去理解、去感应、去同情、去共鸣

天父上帝的「后悔」，但求能够与祂一起「忧伤」、一起「后悔」！ 

 

一、怎能不悔──如此天真，如此的傻！    
 

6:5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6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7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

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圣经明明说上帝「后悔」，还一连说了再遍，其中一句，更是祂自己亲口说的：「我造他

们后悔了！」但我们自作聪明地按着自己的宗教和道德常识，总是以为「后悔」这个词语

只是属于「坏人」和「蠢人」的──因为只有做了「坏事」的坏人和做了「蠢事」的蠢人

才会有「后悔」的可能和需要。至于上帝，祂是「无所不善」故而绝对不会做坏事，祂又

是「无所不知」故而绝对不会做蠢事，所以，祂就绝对没有「后悔」的可能和需要──说

得真是头头是道，无懈可击！ 

 

这类所谓「解经家」，其实是严格的「理性主义者」与「道德家」的组合，他们自己是某

种「一丝不苟」的「理性主义者」与「道德家」，就「推论」以为上帝也是这样，所不同

的，只是上帝是「完美」的「理性主义者」与「道德家」，即是，比他们更过分。这类所

谓「解经家」当然也会说「上帝就是爱」，并且又引经据典乱说一通。但我肯定，他们根

本不知道何谓「爱」。他们不知道，「爱」有一种力量，甚至说「魔力」，可以令到连上

帝都会做出某种「坏事」和「蠢事」来，因而也就有了「后悔」的可能和需要。 

 

请大家动心动情想一想，就会知道，上帝「造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和「蠢

事」。上帝未造出人之先，「上帝的世界」是绝对完美干净的，不要说罪，连罪会出现的

可能性都没有。但是一旦造出人来之后，罪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后来，罪更成为事实，而

且越演越烈。这样，本来完美无瑕的世界就「变坏」了。上帝这样做出一件使「完美世界」

都会变坏的事情，岂不是等同做了一件很「坏」的事么？再说，好端端的一个完美无瑕的

世界，上帝「无中生有」地造人出来一下子「破坏」了它的完美，何苦来哉？这不是一件

很「蠢」的事么？总而言之，上帝「造人」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和一件「蠢事」。 

 

当然，「造人」这件又「坏」又「蠢」的事，上帝还是会做出来，正正因为──「上帝就

是爱！」爱是甚么呢？爱就是不惜冒险、不惜破坏自己世界的安宁、安全和所谓完美，而

让对方「闯进自己的生命和世界」里。天父上帝怀着这分无比的大爱，要与人分享祂的完

美的大爱，于是，祂就做出了祂可能从未做过的最「坏」和最「蠢」的事──造人！ 



 3

 

但是，祂明明知道「造人」会（至少是很可能会）生出乱子，就算「好心」都会变成「坏

事」和「蠢事」，哪为甚么还要造人呢？那是因为：祂太天真，祂太傻。大家记住，真正

的爱总会有一种力量，或说魔力，就是叫你天真叫你傻。 

 

慈悲的天父，祂太「好心」了，于是，就「傻」到用自己的「善良」来忖度人的心，于是

就怎么也想象不到祂造出来的人会坏成这个样子──想象不到，连无所不知的上帝，都想

象不到。【不要问我怎么解，有甚么「理由」！】 

 

更甚的是，就算祂想到人有「变坏」的一着，祂还是决意要造人出来，因为，祂还是太过

天真太过傻──祂以为祂「作状」把人逐出家门，给他们一些「小惩大诫」，再稍稍所谓

咒诅一下大地，那么，他们活得苦了，就自然会知错，会回家了。祂没想到，该隐子孙真

的会去「种地」然后「建城」，要反抗到底，最后，一去不回头；祂也没想到，连祂悉心

栽培的塞特子孙，最后都同流合污，兵败如山倒，几乎一个不留。 

 

上帝就是爱，有爱的人，对于祂所爱的对象，总是天真总是傻。于是，就连全能的上帝都

不免「百密一疏」，都不免「明知故犯」，做出诸多的「坏事」和「蠢事」来。但是眼下

的结果，就是洪水前完全回不了头的败坏世界，就连上帝都不得不「后悔」了──后悔自

己不应该这样「一厢情愿」把人造出来，于是，只好忍痛要降洪水把他们灭绝。 

 

二、曲折留种──口里后悔，心里无悔 

 

上帝明明说祂「造人后悔」了，更要将他们毁灭，但大家细心看祂接下来的作为，就知道

祂在口口声声的「后悔」之中，其实隐藏着相当的「不悔」以至于「无悔」： 

 
6:11

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12
上帝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

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13
上帝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

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17
看哪，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18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
19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20
飞鸟各从其类，牲

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
21
你要

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作你和牠们的食物。」 

 
7:1

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

面前是义人。
2
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

3

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 

 

我如果是上帝，既然「后悔」造人出来，那就简单得很，把他们统统杀掉，一个不留，然

后「金盆洗手」，立定决心永远不再「搵自己笨」，永远不要再做「造人」这等吃力不讨

好、好心没好报的「坏事」和「蠢事」。但大家看看，我们的上帝一边「口硬」，说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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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悔了」，其实呢，祂却一直都在婆婆妈妈，拖泥带水，藕断丝连，要千方百计去「续」

这段「你情我不愿」的「神人情未了」。 

 

上帝不赶尽杀绝一个不留，你或者以为因为挪亚是个「义人」而上帝是「公义」的，所以

就不能杀呀！哪你就看得太简单了。第一、挪亚之所谓「义」，大家看他一离开方舟，不

几天就「醉酒出事」，就知道其实是「勉强」得很的。我敢说，上帝只要迟几天才动手降

下洪水，挪亚这个「种」一定都会保不住。第二、就算挪亚算「义人」，但他的妻子儿媳

又算甚么呢？让他们都上方舟又岂乎合上帝的「公义」呢？第三、让那些动物都上船「保

存性命」更是莫名其妙的。洪水后重新造过一批「全新」的、「无菌」的不可以吗？ 

 

事实上，如果我是上帝，又说「后悔造人」，那么，把他们连人带畜统统的杀掉，然后从

此「洗手不干」，肯定是最彻底、最干净的做法。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心有不甘想「再来

一次」，最起码，也应该要把所有「现成」的都统统毁灭，将这个世界彻底「消毒」，然

后重新再造一批肯定「无菌无毒」的「新人类」和「新动物」。这不是更合情合理吗？ 

 

现在呢，却是不三不四，唔汤唔水，又说「后悔」，又要毁灭，但又婆婆妈妈、曲曲折折

地「留甚么种」，不是「后悔」得非常、非常的不彻底么？大家知道，洪水之后，不消几

天，人类又故态复萌重蹈覆辙了。老实说，上帝要甚么「留种」因而「除恶不尽」，是要

负上很大的责任的呀！ 

 

你若说人仍然有甚么「好」而值得上帝「欲断难断」，不如说，祂还是一贯的天真一贯的

傻：一方面，是爱得太深，舍不得这段「神人情未了」，想透过「留种」而再续前缘；另

一方面，是祂的「天真」又发作了，祂以为：「这次洪水教训这么大，洪水后的人，大概

会知所警惕，而不会再蹈他们先祖的覆辙！」（事后证明，祂实在太过天真太过傻！人的

败坏和顽固程度，是祂想象不到的。）总之，祂口说「后悔」，但是，透过祂那些复复杂

杂、曲曲折折、拖拖拉拉的「留种」举动，我们就知道，祂对「此情不悔」！ 

 

三、创造回放──天海茫茫，情心浩荡    
 

承接上一点，就是上帝一面口说「后悔」，但祂的许多作为，都一一证明，祂对「此情不

悔」。因为，按我们人的习性，我们若真的「后悔」某一件事，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尽量

做点甚么或不做点甚么去「忘记」它、「抹去」它。不是么？但大家看： 

 
8:1
上帝记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上帝叫风吹地，水势渐落。

2
渊源和

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3
水从地上渐退。过了一百五十天，水

就渐消。
4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

5
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

现出来了。
6
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

7
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

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
8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

9
但

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

方舟来。10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11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

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12
他又等了七天，

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13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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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
14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干

了。 

 

经文一开首，「上帝记念」这四个字，就足以证明上帝怎能忘记──即使是令祂万分「后

悔」造出来的人，祂也是忘情不了。洪水之中，一片「天海茫茫」，但大家心领神会，就

会发现有太多太多熟悉的「画面」，令我们「回忆」起创世──也是上帝最初造人时的种

种情景： 

 

上帝叫风（与「灵」为同一字）吹地，水势渐落。乌鸦、鸽子相继在水面飞翔。最

后，大水退去，露出旱地，然后，人畜返回大地...... 

 

这样的情景以至叙述方式，怎不使我们想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大水退却

露出旱地，草木人畜滋长兴旺的创世图画呢？还有，挪亚奇奇怪怪不多不少的「六百零一

岁」出方舟，亦太易令我们联想到上帝六日创世，第七天（六加一）安息的「旧事」。如

果上帝真的「后悔造人」，祂就应该尽量「抹去」任何会钩起这段「不开心」的回忆的事

情，就算要造人，祂大可以有「别的造法」，而不一定要「照办煮碗」，令自己「触景伤

情」的呀！ 

 

请大家有血有肉地搞清楚甚么叫「上帝就是爱」。能爱的人，自会天真自会傻，难免会因

着爱得太深而做出某种「坏事」和「蠢事」来，因而「后悔」，就是后悔自己的「枉作多

情」。但是，能爱的人始终「不免多情」，于是，他们口里虽然说「后悔」，却是始终又

对此情无悔，无悔于自己曾经如此枉作多情，故而「继续多情」，继续天真继续傻。 

 

这种悔中有不悔，不悔中有悔的深情大义，就叫做爱。神就是爱，所以，祂就必定会这样

曲折矛盾，以至悔与不悔，纠缠不清，一言难尽，难解难分。（当然，这种爱，是那些只

会「讲道理」和「查字典」，认为「全善全知」的上帝是「冇理由后悔」的人一辈子、十

辈子都不会明白的。这种爱，圣经里多的是，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里面也有不少，只是在

所谓「神学书」里，却是几乎完全没有！） 

 

四、依然不悔──依旧天真，依旧的傻！    
 

上帝就是上帝，祂的「品性」是改不了的，洪水过后，仍是这样的天真这样的傻： 

 
8:15

上帝对挪亚说：
16
「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

17
在你那里凡有血

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牠在地上多

多滋生，大大兴旺。」......
20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

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21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

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
22
地还存留

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当看见人平安步出方舟，又看见挪亚好象亚伯那般虔诚献祭，我们的天父上帝，祂的天真

又发作了，于是，祂又一厢情愿地以为这是个「新开始」了，于是，就祝福人，甚至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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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无论怎样，都永远不会再这样用洪水来毁灭世界。言下之意，是祂对「才行」的降洪

水灭世事件，也不无「后悔」──自觉不免太重手──之意。 

 
9:1
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2
凡地上

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

付你们的手。
3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

一样。4惟独肉带着血，那就是牠的生命，你们不可吃。5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6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

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7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

繁茂。」 

 

这段对挪亚他们说的话，与当初对亚当说的话，有九分神似，上帝想「再续前缘」、「悔

而又不悔」的意味，就呼之欲出了。说到如此的「长情」，大家记得大卫吗？ 

 

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撒下

9:1） 

 

大卫要在约拿单的儿孙的身上，再续他与约拿单之间未了的手足情谊。上帝喜欢大卫，正

因「物以类聚」，大家都是「多情人」呀！再回到创六，当然，人在洪水前的败坏的「教

训」实在太大了，上帝似乎也没有最初的那么天真了，祂多少知道人并非「善男信女」，

可是，祂却还是「傻」得离谱──祂没有因此而为自己「留后着设底线」，刚刚相反，祂

正正因为知道人迟早都不免再败坏，于是，就首先「自废武功」，断自己的「后着」和「底

线」，为要「力保」人到底： 

 
9:8
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

9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10
并与你们这里的

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11
我与你

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12
上帝说：「我

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13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

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14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

15
我便记念

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16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记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17

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这样的「条约」，实在是最、最、最「不平等」的条约，全部责任都压向上帝那边，要祂

自己「无条件」地遵行自己定下的约，目的，只是要尽一切可能「保住」这些祂苦苦留下

来的人的余种，不想再将他们毁灭。大家想想，我们的上帝真是傻得多么离谱！ 

 

可惜，事与愿遗，而且越善良（即是越「傻」）的愿望，就只会越易失望。结果，到了最

后，上帝又要「后悔」，「出尔反尔」了。彼得后书三章： 

 
7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

烧。
8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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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

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

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11这一切既然都要如

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
12
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

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镕化。 

 

这是因为，人不知悔改、变本加厉的程度，远远超出上帝想象中的「后着」和「底线」所

能够容忍接受的限度。最后，祂为了字眼上仍然守约，的确不再用「水」来作为彻底性的

毁灭的工具，不过：第一、像南亚海啸和水淹新奥尔良，与挪亚洪水其实只有程度上的差

异；第二、至于彻底性的毁灭「工具」，由所多玛事件到末日大审判，上帝就改用更加彻

底的「火」而不用「水」而已。 

 

你说上帝又「后悔」吗？是的，但都只因为祂太天真祂太傻，没想到洪水后的人，会连这

样惨痛的历史教训都会忘记，会重蹈覆辙，甚至变本加厉。【下篇详讲】 

 

结语、上帝的后悔，我们的希望！    
 

是的，上帝会后悔──有时后悔对我们太仁慈，有时又后悔对我们太严厉；有时后悔造我

们出来，有时又后悔毁灭了我们......于是，反反复覆、纠纠缠缠，令最爱「理由」的那些人

万分困扰，还要用尽方法推论来「澄清」，说上帝是「冇理由后悔」的。但是，上帝会后

悔，我却是欢喜都来不及，更从不疑虑。因为，我相信只有会「动情」的人才会一而再地

反复「后悔」，至少，我就是这样。记得，自己作老师的日子，因着那种「婆婆妈妈的爱」，

总是拖泥带水，狠不下心肠「一罚到底」。连学生都知道，「落在ｘ老师手上是死不了的」。

于是，将心比心，我也来「推论」，相信正正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一个会「后悔」的上

帝，所以，我这个罪人「落在祂手上」，就仍然大有希望了！ 

 

请不要用甚么「全善全知」等「字典神学」来打压上帝会「后悔」的真相。上帝是「全善

全知」的，我其实从不质疑。但上帝「全善全知」是一回事，上帝会因为「悲伤」、「愤

怒」、「动情」而「后悔」又是另一回事。别的经文，说到上帝的无所不知和不会后悔，

必有它们的用意，只是，回到创六至九，这里说到上帝后悔，就是后悔。我们只应该从祂

的「后悔」和「悔中有不悔」之中，一面看到祂的恩慈浩荡，看到祂的难舍难离，看到祂

的苦心孤诣，一面也看到我们先祖的败坏无良，以至看到我们即使到了今天仍是枉废上帝

一番苦心的顽固不化的邪恶无知。因而对天父感激，对自己惭愧。至于「上帝有冇理由后

悔」、「洪水是普世性还是地区性」，甚至「究竟有没有洪水」、「方舟怎么能装得下这

么多物种」，这些无聊问题，就留给那些无聊的「解经家」──瓦解圣经的专家──吧！ 

 

当然，我想你最后还是有所疑问，就是：「上帝既然会后悔，甚至于会收回成命而不降下

重罚，哪么为甚么仍然是会有这么多人灭亡呢？」答案很可能是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

是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就是：「上帝后悔，不过，人不后悔！」下一篇的讲章──《后悔

的神与不后悔的人》（创九至十一章）就会告知大家个中真相，请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