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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了解舊約敘事是多麼的豐富而生動，

讓我們對舊約敘事的解釋更是心存期待讓我們對舊約敘事的解釋更是心存期待…
不是只是找出一些道德倫理性的教導、勸勉

更深體會 上帝透過在歷史當中出現的小人物更深體會 ─ 上帝透過在歷史當中出現的小人物，

在他們的對話、人物刻畫、故事情節，上帝有話要說…

以路得記為例，思想在舊約的敘事中，

作者用特別的文學筆法描述、陳述了些什麼？

引導今天的讀者，在日常生活、

又寫實又浪漫的處境當中，對照反省 ─ 
上帝用什麼樣的眼光來看我們？

舊約敘事的場景，許多是敘事者知道、被敘事者也知道，舊約敘事的場景，許多是敘事者知道、被敘事者也知道，

我們這些讀者不見得知道

路得記短短的四章，有許多我們需要了解的資訊，路得記短短的四章，有許多我們需要了解的資訊，

其實在之前的律法書，都有說明清楚…

舊約的敘事通常不會直接教導教義，可是路得記的舊約故事，

闡明在別的地方所教導的 項或是多項教義闡明在別的地方所教導的一項或是多項教義…

以波阿斯這位主人翁之一，呼之欲出的讓我們看見 ─
一位救贖者所執行的社會責任、救贖使命，

是如何達成的呢？

或許路得記並沒有完全教導這項教義，

卻更生動的讓我們體會 ─ 
作為救贖者、至近親屬的角色，他是如何執行的

我們更能夠體會 ─ 耶穌基督今天在基督徒的生命裡，

如何真實的呈現出救贖主的角色

而不是只有讓我們罪得赦免、死後上天堂而已

以教義跟敘事之間的張力跟某些鴻溝，

讓我們深刻體會 ─ 舊約敘事不見得直接教導，讓我們深刻體會  舊約敘事不見得直接教導，

可是卻說明、闡明了某些教義。

舊約故事的敘事記錄當中，記錄所發生的事情，

不 定是應該發生什麼事情不一定是應該發生什麼事情…

路得記一開始的場景 ─
一1b 在猶大的伯利恆，有一個人

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

這件事情該或不該？經文沒有說，

我們可以應用舊約敘事的原則、文學分析，我們可以應用舊約敘事的原則 文學分析，

讀出作者嘗試鋪排、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故事場景背景的描述 ─
一1a 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

時間的報導，

是一個不大光彩、有點黑暗的時刻，
士師記

遭遇饑荒，好像是雪上加霜。



地點 ─ 猶大伯利恆，糧倉的意思

糧倉都遭遇了饑荒 可想這是多麼淒慘的國家情境糧倉都遭遇了饑荒，可想這是多麼淒慘的國家情境

在路得記結尾，會帶出大衛的出生、是大衛的家鄉

士二十14a 便雅憫人…聚集到了基比亞。

基比亞是第 位君王掃羅王的家鄉基比亞是第一位君王掃羅王的家鄉，

似乎是敘事者、跟當時聽故事的人，

共同知道的兩個城市共同知道的兩個城市，

今天的讀者，反而不見得那麼敏銳

似乎要突顯出這兩個城市的對比 ─
兩位君王先後被膏立，伯利恆

在世界歷史的舞台、以色列國度出現，

要交待他們的出生、成長摩押

而路得記故事的場景，由猶大的伯利恆轉移到摩押去…

申廿三3a 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

一4a 這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為妻，

一個名叫俄珥巴，一個名叫路得。

路得這位摩押女子，按律法，不可入耶和華的會，

可是在她生平當中，做了很不一樣的決定 ─可是在她生平當中 做了很不 樣的決定

追隨婆婆寡婦拿俄米回到猶大的伯利恆…

你的 就是我的國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一16 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沒有律法，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是恩典…沒有律法 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是恩典
按照律法的規定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

路得不但入了耶和華的會，而且成為大衛王的祖先的祖先，路得不但入了耶和華的會 而且成為大衛王的祖先的祖先

名字還出現在 馬太福音第一章 的家譜裡

如果沒有整個舊約的歷史背景資料，如果沒有整個舊約的歷史背景資料，

今天的讀者，可能沒有辦法有這樣的了解

路得記不只是底層人物事件的故事 ─
這些人物藉著對話來顯明出性格這些人物藉著對話來顯明出性格，

透過動作，認識這些人物特色、互動所帶出的情節

更多的在第二層 中層的以色列歷史當中更多的在第二層 ─ 中層的以色列歷史當中，

看見大衛君王的家譜、來歷

敘事的第三層 頂層的救贖計劃敘事的第三層 ─ 頂層的救贖計劃，

上帝如何在歷史當中，祂救贖的安排，

是 進耶和華會 外邦女子乃是從一位不配進耶和華會的外邦女子，

帶下了大衛的君王、

帶下了救主耶穌基督的誕生

單單從路得記小小的幾個要點，故事場景 單單從路得記小小的幾個要點
就可以看出上帝在人類

故事場景、角色描寫、結構佈局當中，

故事場景

路得記 故事場景 角色描寫 結構佈局當中

讓我們更認識上帝的心意和計劃。結構佈局 角色描寫

一22 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到伯利恆，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

單單時間的描述點上，就突顯出張力 ─
當年因饑荒離開伯利恆下到摩押

這時兩個寡婦回來的時候，場景卻是…

一20a 不要叫我拿俄米(甜)，要叫我瑪拉(苦)。不要叫我拿俄米(甜) 要叫我瑪拉(苦)

似乎當年移民摩押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可是更看見在上帝的大計劃裡，人會錯，上帝卻不會錯，可是更看見在上帝的大計劃裡，人會錯，上帝卻不會錯，

上帝的救贖，就在這個張力中突顯出來。

敘事記錄所發生的事 不一定是應該或是不應該敘事記錄所發生的事，不一定是應該或是不應該，

甚至作者都沒有給任何的評註

讓今天的讀者去體會上帝治理世界的法則讓今天的讀者去體會上帝治理世界的法則 ─
並不是一個機械式的…一步都不能錯
上帝始終給做了不準確判斷的人上帝始終給做了不準確判斷的人，

仍然有機會回到祂的心意跟計劃當中



敘事裡的人物所做的，並不一定是要做為我們的榜樣，

舊約敘事經文寫作的宗旨並不是這個目的舊約敘事經文寫作的宗旨並不是這個目的。

相對的，這裡面的人物並不都是完美的 ─
路得記不是要刻畫路得是個多完美的人物路得記不是要刻畫路得是個多完美的人物，

而拿俄米、以利米勒…的不完美當中，

在某些無可抗力的錯誤中 仍然有上帝的計劃在進行著在某些無可抗力的錯誤中，仍然有上帝的計劃在進行著。

路得記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可是其他的舊約敘事，不一定都有完美的結局；

發生事情是好是壞，不是作者有意強調、說明、詮釋的。

從這些不大完美底層的個別人物事件當中

襯托出中層的以色列歷史 ─ 人會錯，襯托出中層的以色列歷史  人會錯

可是在整個以色列歷史當中，

卻看見上帝的約，祂繼續不斷的守約施慈愛卻看見上帝的約，祂繼續不斷的守約施慈愛

從這些人物故事、以色列歷史，帶出上層的救贖計劃

所有的舊約敘事都是選擇性的記錄，
跟主題 所要突顯 帶來信息有關的 才記錄的比較詳細跟主題、所要突顯、帶來信息有關的，才記錄的比較詳細…

波阿斯是拿俄米家至近的親屬，並沒有太多著墨

又有一個比波阿斯更親近、甚至名字都沒有寫 ─
有至近親屬的地位、卻沒有至近親屬的意願，

所以其他沒有多做說明

至近的親屬要執行…至近親屬任務的細則實施，至近的親屬要執行 至近親屬任務的細則實施

都是根據舊約律法書 (申廿五、利廿五)

是敘事者、被敘事者共同知道的事者 事者

在最黑暗的士師時期，他們忠誠的按律法生活、

在社會中活出上帝所建構美好的社會制度。

這個故事有意來鋪排、選擇了某些場景 ─
被上帝所揀選的百姓，如何忠心的按照律法來生活

在社會中活出上帝所建構美好的社會制度

被上帝所揀選的百姓，如何忠心的按照律法來生活

兩個寡婦所組成不完整的家庭中，卻看見上帝的恩典

舊約敘事不是為了回答我們所有的問題而寫的…
譬如：拿俄米叫路得躺在波阿斯的腳下譬如：拿俄米叫路得躺在波阿斯的腳下，

有某些主前十幾世紀的歷史、文化背景，

今天絕不可能按這樣方式來操作今天絕不可能按這樣方式來操作…

舊約敘事做的教導，可以是用明確式的，

大部分都是用含蓄式的方式來教導…
不願盡至近親屬本份的那個家，

 申命記是脫鞋之家，要吐唾沫在臉上、有羞辱之意

 路得記是上帝介入了，

讓波阿斯能夠承擔至近親屬的角色、迎娶路得

解釋舊約敘事的原則當中，目的讓我們看見 ─解釋舊約敘事的原則當中，目的讓我們看見

故事當中，上帝是真正的主角

浪漫又寫實的歷史人物，由生平故事、對話、心靈的無奈，浪漫又寫實的歷史人物，由生平故事 對話 心靈的無奈，

上帝卻介入這些個人的生命當中來講述

當波阿斯迎娶路得的時候，當代人給的祝福…
四12 願耶和華從這少年女子賜你後裔，

使你的家像她瑪從猶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出現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後裔…
重複出現的原型 ─ 應當要產生後裔的主角，

沒有辦法自然產生，都需要上帝幫幫忙，

撒拉、利百加，猶大從她瑪 (創卅八) 亂倫 ─ 由媳婦所生

卻是上帝超自然的介入，在人的軟弱中帶下後裔主題的延續

四18 22 法勒斯的後代記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崙；四18-22 法勒斯的後代記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崙；
希斯崙生蘭；蘭生亞米拿達…撒門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耶西生大衛。

路得記短短四章裡，似乎延續 創世記 中，

上帝對某些人生命的敗筆，似乎補足說明

波阿斯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耶西生大衛

上帝對某些人生命的敗筆，似乎補足說明 ─ 
人會失敗，神卻沒有失敗！



創世記猶大與她瑪的故事，似乎是一個敗筆，

卻帶來上帝要祝福猶大的家族卻帶來上帝要祝福猶大的家族

後裔的產生，帶下了大衛、帶來了彌賽亞

路得記更是一個不配入耶和華會、

不配算為選民的摩押女子，

卻成為大衛的祖先、

彌賽亞家譜中被記下來的一員。

這是在經文裡，

怎樣放回到中層的信息 ─ 以色列的歷史

以至於上帝救贖的計劃 ─
揀選人所看為不配的，卻是上帝的心意

透過這樣的揀選，使得路得記

不只看見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路得如何蒙恩不只看見 個美麗的愛情故事 路得如何蒙恩

更是看見人類的歷史裡，有上帝的作為

愛我們的天父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天父，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看見在舊約敘事當中你的作為。

禱告禱告
敘事 你的作

也許人就是無可抗力的 ─
我們的有限、智慧有限、道德能力有限我們的有限 智慧有限 道德能力有限

但是謝謝你 ─
你卻成為我們生命的主、歷史的掌權者你卻成為我們生命的主 歷史的掌權者

也求主引導，

讓我們從舊約敘事的故事體裁裡 真正認識讓我們從舊約敘事的故事體裁裡，真正認識 ─
你是真正的君王！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