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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旧约叙事：它们的适当用途

旧约的故事体裁，今天基督徒在读的时候，
应当怎样适当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
应当怎样适当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

旧约中叙事体裁 ─ 故事体裁，篇幅非常的多，
大约占旧约 40%以上的篇幅；
新约中四福音、使徒行传，也是故事体裁。
旧约叙事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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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平铺直述的讲一些历史故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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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亚伯拉罕、大卫的生平，某些情节、可圈可点的事件，
要指向中层 ─ 以色列历史的发展片段，
以色列历史的发展片段
上帝怎样在人的错误、人的失落里，仍然让我们看见 ─
 上帝 成全他为这个民族、国家所要进行的计划
成全他为这个民族 国家所要进行的计划
 我们的上帝从来不失败
旧约叙事的特质，没有停留在中层片段而已，
 它要带来顶层 ─ 救赎计划的故事
 也就是耶稣所说：圣经是指着他做见证的
求上帝引导我们看到这些旧约叙事的片段里，
求上帝引导我们看到这些旧约叙事的片段里
让我们一层一层的有所思想、有所反省…
顶层 ─ 上帝在救赎计划中所要完成的故事
中层 ─ 以色列历史
底层 ─ 某些人物的个人事件

旧约叙事的底层 ─ 许多个别的人物、事件，
许多个别的人物 事件
不只交代这个人、这件事、发展情节，
它会指向一个中层的性质
它会指向
个中层的性质



中层 ─ 指向以色列的历史，

中层 ─
底层 ─

请按



某一些旧约人物的故事片段、生平事迹，
某一些旧约人物的故事片段
生平事迹
引导我们看见以色列历史的发展

旧约的叙事不是什么…
1. 不是只有关于个别的人物故事而已，
由这些人物故事，衬托出上帝要带来的信息
2. 不是充满着隐藏的寓言
譬如：创世记廿四章 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以撒寻找新娘…
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以撒寻找新娘
有古代教父认为 ─
以撒代表耶稣基督、利百加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寻寻觅觅当中，似乎看出某些属灵的大道理。
 旧约的叙事并不是要用寓言的方式，
旧约的叙事并不是要用寓言的方式
带来某些意有所指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是用
是用一些重复的笔法情节
些重复的笔法情节，要让我们留意
要让我们留意 ─
上帝在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一脉相承的叙事文体里，
 要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历史的形成以及发展
 并不需要套用到某些隐藏神秘的寓言意义去

3. 旧约的叙事不一定是直接的来教导人、教训人，
某些人物还真是有负面的行为 不是模范的人物
某些人物还真是有负面的行为、不是模范的人物
往往会间接性的，教导一些属灵的真理…
譬如：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的叙事中，
 旧约的作者不会说 ─
千万不要效法大卫，
或定了大卫罪的叙事文句出现


在这件明显错误的叙事，
突显出上帝拣选大卫之约
帝拣
之约，
 大卫宝座，
反而是由拔示巴所生的所罗门来继位
 让我们明显看见，上帝是这件叙事的主角，
大卫并不是完美的人物

旧约的叙事在做解释、解经的时候，要留意一些要点…
1. 旧约历史，记录下所发生的事，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
应该发生什么、不应该发生什么，
没有给予直接、清楚的交代。
譬如：创世记 罗得与他女儿们
乱伦所产生的后裔，
这段叙事明显的是 个 ─
这段叙事明显的是一个
 今天道德背景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圣经并没有做直接的评注
它带来中层的信息，
以这个故事说明交代 ─
以色列的近邻摩押人、亚扪人，
他们的由来
并没有做道德性的指示或教导

可是会有含蓄性、隐含性的教导…


大卫与拔示巴淫乱罪的事情 ─

刀剑不离开他的家
 当一个人不能有道德性的自我约束，
整个的发展 ─
人为自己的罪行付上了极高的代价
比较少、可是仍然有一些
比较少
可是仍然有 些明确性的教导，
的教导
是旧约叙事的作者、这位叙述者，所给予的评注。
譬如 创世记 约瑟的叙事长篇的文体里，
譬如：
约瑟的叙事长篇的文体里
重复出现讲到 ─
约瑟某些人生际遇当中，关键因素
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创卅九2-3，23
这个是很特别、比较少的一种情境…

2. 叙事中的主角，并不见得是完美的，
他的写作并不是要我们做为典范。
他的写作并不是要我们做为典范
有时以色列的先祖们，有些生命当中明显的瑕疵…
亚伯拉罕 以撒 都有在危急的环境当中
亚伯拉罕、以撒，都有在危急的环境当中，
否认自己的妻子而带来某些危机。
创世记中的后裔，这个主题的发展

─
 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是这么的重要
 不是人自己能够带来这个约的应许、应验，
都需要上帝介入来保守

并没有记录这些主角是多么的完美无瑕，
以至于上帝要祝福他；
反而从这些生命当中不可饶恕的缺点，
让人看见 神的约是如何的没有条件的
让人看见，神的约是如何的没有条件的，
带来应许跟实现。

3. 在记录一件事情之后，圣经的作者、或叙述者，


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
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
立根基的时候
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 丧了幼子西割
正如耶和华藉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王上十六34

并没有直接提出评注 ─ 这件事情是好是坏，
这件事情是好是坏
带来一个很伟大的道德结论


似乎邀请每一位读者，需要做判断、做回应，
要了然于胸的思想 ─
在自己生命当中，某一些的选择跟决定，
我们的责任在那里？

这个典故是在耶利哥城烧毁的时候 ─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
「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书六26

列王纪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突显出 ─
 亚哈王在位时，人们属灵的、道德的景况是如何？

4 非常注意历史背景 ─
4.
衬托出所发生的人物、事件、故事，
在当时的年代 背景 地理 政治 经济
在当时的年代、背景、地理、政治、经济…
所要带来的信息，
那个主角所要做的判断 是多么的重要！
那个主角所要做的判断，是多么的重要！



作者讲述这段故事时，让人想起约书亚记，
看见亚哈王 ─ 一个不敬虔的时代，
竟然真的有人起来，
做了这件要受咒诅的事情…
做了
件要受咒
事情

不只是新约会引用旧约，旧约也会引用旧约某些的典故。

旧约的历史书，每一卷书可以考究出可能的作者，
也必须承认 每 卷书的作者成书当中
也必须承认，每一卷书的作者成书当中，
会引用非常多口语传说的片段 ─ 很多片片段段的叙事，
每 个片段 最早是用口传的方式来保留下来
每一个片段，最早是用口传的方式来保留下来…

真
实
的
作
者

叙述者

譬如：约书亚记记载非常多约书亚打仗的片段，
每一个故事有叙述者 ─ 讲故事的人，
片段的叙事
 似乎是家庭的长辈，要把过去打仗的片段，
告诉他的后代 ─被叙述者
被叙述者
 他有特定的时间、某些叙事的观点…
我们怎么样过约旦河 ─ 拿了一些石头，
在那边做 号，直到现在石头还在那 。
放在那边做记号，直到现在石头还在那里。
他要说明 ─ 不要忘记古时候打仗的事情…
提醒我们 ─耶和华神如何为我们争战！
耶和华神如何为我们争战！
约书亚记的作者，收录这些故事的片段、他写下来了。

叙述者
暗
示
的
作
者

片段的叙事

暗
示
的
读
者

真
实
的
读
者

被叙述者

很多片段的小故事，是用口传的方式保存下来
很多片段的小故事
是用口传的方式保存下来
由旧约历史书的作者，有特定的说故事的角度，
收录在叙事的经文里头 ─ 暗示的作者、暗示的读者
 更大的框架 ─ 真实的作者，就是
耶和华神、圣灵的灵感跟默示，
今天仍透过历史故事的片段，
来对我们这些真实的读者在说话，
在说话
是带来信息的…



对我们而言，也许不是我们的故事…，
 却因上帝使用圣经的作者、透过灵感跟默示，
却因上帝使用圣经的作者 透过灵感跟默示
选择性记录某些以色列人历史的片段
 从这些人物故事的片段当中，
从这些人物故事的片段当中
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做事的原则 ─
他过去如何成全他自己的计划，今天在你我生平中，
他继续在做事，上帝是不改变的！
因为这样叙事的框架，引导我们去看自己的生命片段 ─
有些不经意的人物故事、来来往往发生了，
来来
，
 我们自己会解读那件是错、对、成功、失败
 可是透过旧约历史的故事，带出上帝的信息，
可是透过旧约历史的故事，带出 帝的信息，
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成败得失，判断功过荣辱
引导让我们看见 ─个人小小的生命故事，怎样在
个人小小的生命故事，怎样在
上帝作为的大计划、大框架中，带来某些的意义跟信息。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祷告

我们必须承认人是软弱的，
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求主引导 ─ 让我们从旧约叙事的经文当中，
有这种察觉、有这种反省…
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移转我们的脚步，
走进你自己的旨意跟计划当中。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看出你是历史的掌权者，
你到如今还在做事。
你到如今还在做事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
重新会有不 样的眼光来看自己 看身边的人物 故事 ─
重新会有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自己、看身边的人物、故事
 也许小小的人物在历史中，不过是一阵云雾就不见了
 可是也让我们从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来思想…
可是也让我们从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来思想
在人的失败、软弱当中，
上帝似乎容许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上帝却有其中的意义、计划正在进行
 他要让我们有这种眼光、看见他正在做事的原则
他也不断的在邀请我们 ─
回应、参与他自己做事的计划、正在进行的作为。
求主恩待 ─ 让我们在看旧约历史的叙事片段当中，
让我们在看旧约历史的叙事片段当中
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 ─
来看自己的世代 看现在上帝正在做什么
来看自己的世代、看现在上帝正在做什么，
而愿意回应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