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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叙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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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特别的文学分析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来挖掘旧约叙事经文中的信息…
可以帮助我们来挖掘旧约叙事经文中的信息
 这些圣经故事，里面包含了文学、历史、神学
 似乎上帝是一位说故事高手，用一个一个故事，
似乎上帝是 位说故事高手 用 个 个故事
 以文学的笔法，像是用一幅图画、素描，
来陈述故事里面的世界
 让我们认识故事里的人物、事件，
如何指向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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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一个叙事中的
而每
个叙事中的历史，又不等于全面的历史纪录，
录，
 好像是一扇窗户，要引领每一个读者 ─
看看在真
中
事
架 ，
去看看在真正的历史当中、叙事的框架里，
带出什么样的信息
 它是历史，却透过文学的方式来陈述，
以至于达到一个效果 ─ 带来神学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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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神学，是在故事体裁当中所陈述的信息，
它好像是 面镜子 来思想 ─
它好像是一面镜子，来思想
 故事里的主人翁、他的处境
 对照今天我所面对现实世界当中的挑战
旧约圣经的故事文学包含了一些很重要的要素…
旧约圣经的故事文学包含了
些很重要的要素
1. 有结构布局 ─ 情节
2. 有角色互动 ─ 某些的对白、动作，
看出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张力、关系
3. 充满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 ─
翁会饿、会渴、会 气，
主人翁会饿、会渴、会生气，
不是只有讲属灵的大道理、抽象的命题
4 写实与浪漫兼具
4.

撒母耳记上廿五章

大卫王并不是一个英雄，竟然是要向
大卫王并不是
个英雄 竟然是要向
大富户拿八求讨食物的角色 ─ 是非常写实的
 也有浪漫的情境 ─ 在大卫的这个危机，
在大卫的这个危机
女主角亚比该，怎样有聪明智慧，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其中要衬托出 ─ 上帝是真正的主角，
 上帝没有突然冒出来说话、责备某人
 却透过不同的人物、事件、情节，更明显看见 ─
上帝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引导、彰显祂的主权
旧约的叙事文学会看到许多活生生的历史事件，
 其中人物不断面临抉择的处境，做决定、做判断，
其中人物不断面临抉择的处境 做决定 做判断
也是我们今天人生经验里面，会遇见的挑战
 可以读出非常多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可以读出非常多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从而得着属天的智慧

故事场景

我们可以学习用现代文学的分析工具，
挖掘出圣经叙事文学的信息
挖掘出圣经叙事文学的信息…
1. 找出每一个旧约叙事经文的故事场景 ─



故事场景第二个要点 ─ 铺陈时空定位
扫罗

结构布局

圣经的作者会费心描述整个背景资料，
要呈现出角色所面对的挑战、所面临的处境
提出实物背景，像一幕戏剧中的道具 ─ 撒上廿五

角色描写

场景 ─ 旷野
 道具实物 ─ 大富户拿八有三千绵羊、
一千山羊，他正要剪羊毛
 大卫这个时候的角色 ─
 被扫罗追杀，是浪迹天涯的亡命之徒
命
 跟随他的六百勇士，大卫必须供应他们


实物背景有 个象征的功能 ─
实物背景有一个象征的功能
以拿八的富有，衬托出大卫的窘境。





故事场景第三个要点 ─
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特殊的
因素 特殊的历史背景

如果不了解 ─ 会觉得大卫这位亡命之徒，
在 拿
在向拿八勒索保护费，勒索不成反目成仇
索
费
索
 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 ─
 大富户剪羊毛，是一个分享欢庆的时刻
 像律法书教导 ─ 地主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
让寄居的、寡妇、孤儿，在田角可以捡拾麦穗…


拿八的仆人们描述 ─ 「在旷野的时候，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真正成为我们的保护」，
分享食物、营利所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是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撒上廿五

由三个角度 ─实物背景、时空定位、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
实物背景 时空定位 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
来了解这整个故事的场景。

撒母耳记上

如何兴起
 从受膏，不停的要求撒母耳
在他的身边 始终抓住撒母耳
在他的身边，始终抓住撒母耳


大卫

兴起代替扫罗
 在撒母耳膏立他之后，
就没太多描述二人的互动


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
廿八3 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
时撒母耳已经死了 以色列众人为他哀
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
廿五1

时空定位点 ─危机

需要有撒母耳支持他，
才能成为以色列适合的领袖
成
领
 受隐多珥交鬼的女巫影响
─ 在危机中的
在危机中的沉沦
沦


撒母耳私下膏立大卫，
有谁知道
有谁
 受亚比该影响
─ 化危机为转机


似乎从一个窗子，来看这两个人物的对比性。

2. 角色描写 ─ 叙事者要衬托出每一个角色，
故事场景  有时会有一些细节的描述，透过动作、对白
有时会有 些细节的描述 透过动作 对白
 有时又会刻意省略某些我们很想要知道的细节，
只是选择性的记录这些角色 人物
只是选择性的记录这些角色、人物，
结构布局 角色描写
在这个故事场景中，带来一些主要的信息


关于外貌的 ─ 圣经中对外貌的描写并不多，
一旦提到，就对整个事件发展是意义重大的。
外貌的描述在撒母耳记上，非常的重要…
当大卫受膏的时候，是家里的老么，
连父亲都忘记他，
撒上十六7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在这个经文之后，当大卫进入
在这个经文之后
当大卫进入撒母耳记，
圣经对大卫的描述似乎都是外貌性的。

在大卫预备受膏的时候，
十六12 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
十六12a
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
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
 当扫罗召大卫来…
当扫罗召大卫来
十六18 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说话合宜 容貌俊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前面才说不看外貌，到底外貌的描述有什么样的意义？
十七42 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

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
原来前面所说的外貌是负面性的描述 ─
是
是一个孩子、不像可以托以大任的英雄人物
个孩子、不像可以托以大任的英雄人物
 的确神不是看外貌，如果看外貌，
对大卫的描述是负面 让人藐视的
对大卫的描述是负面、让人藐视的、
让人觉得他很年轻的

第二个人物亚比该…
动
作
人
物
对
白

当知道拿八得罪大卫的事之后，
拿 得 大
18、23 讲到两次亚比该
该
采取的动作 ─急忙预备食物、见到大卫如何去叩拜，
呈现出 比该的智慧跟她的积极 主动
呈现出亚比该的智慧跟她的积极、主动
24-31
24
31 很长的
很长的一段亚比该的话，挽回了大卫的怒气…
段亚比该的话，挽回了大卫的怒气…


28b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争战；

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甚么过来。
 30-31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与你，立你作
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致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

撒母耳的死，有谁还能来见证大卫是上帝所膏立的王？
撒母
的死 有
来
是 帝 膏
竟然是由亚比该说出 ─ 上帝立你做以色列的王。
33a 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
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
陈
述

大卫对亚比该的评注
3b 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

动
作
其
他
人
物
对
白
陈
述

关于人物性格、内心状态，圣经很少直接描述，
 都是间接的笔法，必须从字里行间去揣摩
都是间接的笔法 必须从字里行间去揣摩
 圣经作者 往往以第三人称全知的角度，来描述人物
36 拿八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快乐大醉。

没有说他的品性，却借着动作来讲述
10-11 拿八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

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
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
14 拿八的仆人说：「主人辱骂他们。」
17「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
25 亚比该：这坏人拿八，为人果然愚顽。
3b 拿八为人刚愎凶恶。
撒上

不曾对扫罗王有任何评注，却对小人物拿八
不曾对扫罗王有任何评注
却对小人物拿八
深入剖析，似乎意有所指、另有影射

3. 结构布局 ─ 情节，
辨认出故事中冲突的事件
辨认出故事中冲突的事件、
发展经过、至终的化解之道

故事场景

结构布局

角色描写

大卫可以忍受扫罗 ─ 撒上廿四、廿六章
他两次说 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他两次说：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在中间廿五章 ─ 大卫不能忍受拿八的辱骂


在结构布局中 看出张力 对比
在结构布局中，看出张力、对比
大卫是上帝所膏立的王 ─ 从亚比该的劝言提出，
所以这个危机事件如何被化解，
 不只是亚比该的聪明智慧、化干戈为
不只是亚比该的聪明智慧、化干戈为玉帛
帛
 更是大卫被膏立为以色列王的这个事件…

结构部局当中，不只是大卫生平当中一个危机，
当中 不只是大卫生平当中一个危机
同时对大卫被膏立为以色列的王这件事情的确认。

在结构布局里面，圣经作者
会有一些重复性描述、对比性的格式出现，
有
重复
用这些对比、衬托的方式，
让我们看出每一段叙事、主题当中，
所要衬托出的重要信息。

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祷告

每一件人跟事，
没有 件在你的手中是偶然 是意外
没有一件在你的手中是偶然、是意外、
或是有什么样的例外。
求主引导我们 ─

深信学习用这样的方式
来阅读旧约的叙事故事，
无形当中也会得着智慧的眼光 ─
更懂得来看现今在我们身边周围，
每 个 物事件，
每一个人物事件，
我们要怎样来看上帝的心意，
而不是只有看 些外貌。
而不是只有看一些外貌。

让我们从旧约的故事体裁里面，
更认识你的作为
 更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跟喜好，
愿意走进你自己更大的叙事框架当中
也许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成为一台戏，
是能够彰显你自己荣美的。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