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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特別的文學分析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來挖掘舊約敘事經文中的信息可以幫助我們來挖掘舊約敘事經文中的信息…
這些聖經故事，裡面包含了文學、歷史、神學

似乎上帝是 位說故事高手 用 個 個故事似乎上帝是一位說故事高手，用一個一個故事，

以文學的筆法，像是用一幅圖畫、素描，

來陳述故事 的 界來陳述故事裡面的世界

讓我們認識故事裡的人物、事件，

上帝的 意如何指向上帝的心意

而每一個敘事中的歷史，又不等於全面的歷史紀錄，而每 個敘事中的歷史 又不等於全面的歷史紀錄

好像是一扇窗戶，要引領每一個讀者 ─
去看看在真正的歷史當中、敘事的框架裡，去看看在真 的歷史當中 敘事的框架裡

帶出什麼樣的信息

它是歷史，卻透過文學的方式來陳述，它是歷史 卻透過文學的方式來陳述

以至於達到一個效果 ─ 帶來神學的信息

這個神學，是在故事體裁當中所陳述的信息，

它好像是 面鏡子 來思想它好像是一面鏡子，來思想 ─
故事裡的主人翁、他的處境

對照今天我所面對現實世界當中的挑戰對照今天我所面對現實世界當中的挑戰

舊約聖經的故事文學包含了 些很重要的要素舊約聖經的故事文學包含了一些很重要的要素…
1. 有結構佈局 ─ 情節

2. 有角色互動 ─ 某些的對白、動作，

看出角色與角色之間的張力、關係

3. 充滿日常生活的具體經驗 ─ 
主人翁會餓、會渴、會生氣，主人翁會餓 會渴 會生氣

不是只有講屬靈的大道理、抽象的命題

4 寫實與浪漫兼具4. 寫實與浪漫兼具

撒母耳記上廿五章

大衛王並不是 個英雄 竟然是要向大衛王並不是一個英雄，竟然是要向

大富戶拿八求討食物的角色 ─ 是非常寫實的

也有浪漫的情境 在大衛的這個危機也有浪漫的情境 ─ 在大衛的這個危機，

女主角亞比該，怎樣有聰明智慧，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其中要襯托出 ─ 上帝是真正的主角，

上帝沒有突然冒出來說話、責備某人

卻透過不同的人物、事件、情節，更明顯看見 ─ 
上帝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引導他的主權

舊約的敘事文學會看到許多活生生的歷史事件，

其中人物不斷面臨抉擇的處境，做決定、做判斷，其中人物不斷面臨抉擇的處境，做決定、做判斷，

也是我們今天人生經驗裡面，會遇見的挑戰

可以讀出非常多上帝要告訴我們的信息，可以讀出非常多上帝要告訴我們的信息，

從而得著屬天的智慧



我們可以學習用現代文學的分析工具，

挖掘出聖經敘事文學的信息

故事場景

挖掘出聖經敘事文學的信息…

1. 找出每一個舊約敘事經文的故事場景 ─
結構佈局 角色描寫

聖經的作者會費心描述整個背景資料，

要呈現出角色所面對的挑戰、所面臨的處境

結構佈局 角色描寫

提出實物背景，像一幕戲劇中的道具 ─ 撒上廿五

場景 ─ 曠野場景 曠野

道具實物 ─ 大富戶拿八有三千綿羊、

一千山羊，他正要剪羊毛

大衛這個時候的角色 ─
被掃羅追殺，是浪跡天涯的亡命之徒被掃羅追殺 是 涯的 命 徒

跟隨他的六百勇士，大衛必須供應他們

實物背景有一個象徵的功能 ─實物背景有 個象徵的功能

以拿八的富有，襯托出大衛的窘境。

故事場景第二個要點 ─ 鋪陳時空定位

撒母耳記上掃羅 大衛

如何興起 興起代替掃羅如何興起

從受膏，不停的要求撒母耳

在他的身邊，始終抓住撒母耳

興起代替掃羅

在撒母耳膏立他之後，

就沒有太多的描述在他的身邊，始終抓住撒母耳 就沒有太多的描述

廿五1 撒母耳死了，以色列眾人聚集，為他哀哭，將他葬在拉瑪。
廿八3 那時撒母耳已經死了，以色列眾人為他哀哭，

葬他在拉瑪，就是在他本城裡。
時空定位點 ─ 危機

撒母耳私下膏立大衛，

有誰知道

需要有撒母耳支持他，

才能成為以色列適合的領袖

時

有誰知道

受亞比該影響

才能成為以色列適合的領袖

受隱多珥交鬼的女巫影響

似乎從一個窗子，來看這兩個人物的對比性。

故事場景第三個要點 ─ 
當時的社會文化因素 特殊的歷史背景當時的社會文化因素、特殊的歷史背景

如果不了解 ─ 會覺得大衛這位亡命之徒，

在向拿八勒索保護費，勒索不成反目成仇

當時的社會文化因素 ─
大富戶剪羊毛，是一個分享歡慶的時刻

像律法書教導 ─ 地主收割庄稼，不可割盡田角，

讓寄居的、寡婦、孤兒，在田角可以撿拾麥穗…

撒上廿五 拿八的僕人們描述 ─ 「在曠野的時候，拿八的僕人們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真正成為我們的保護」，

分享食物、營利所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是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由三個角度 實物背景、時空定位、當時的社會文化因素，由三個角度 ─ 實物背景、時空定位、當時的社會文化因素，

來了解這整個故事的場景。

2. 角色描寫 ─ 敘事者要襯托出每一個角色，

有時會有 些細節的描述 透過動作 對白故事場景 有時會有一些細節的描述，透過動作、對白

有時又會刻意省略某些我們很想要知道的細節，

只是選擇性的記錄這些角色 人物

故事場景

只是選擇性的記錄這些角色、人物，

在這個故事場景中，帶來一些主要的信息

貌

結構佈局 角色描寫

關於外貌的 ─ 聖經中對外貌的描寫並不多，

一旦提到，就對整個事件發展是意義重大的。

外貌的描述在 撒母耳記上，非常的重要…
當大衛受膏的時候，是家裡的老么，

連父親都忘記他，

撒上十六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耶和華不像人看人，撒上十六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在這個經文之後，當大衛進入 撒母耳記，在這個經文之後，當大衛進入 撒母耳記，

聖經對大衛的描述似乎都是外貌性的。



在大衛預備受膏的時候，

十六12 耶西就打發人去叫了他來十六12a 耶西就打發人去叫了他來。

他面色光紅，雙目清秀，容貌俊美。

當掃羅召大衛來當掃羅召大衛來…
十六18 善於彈琴，是大有勇敢的戰士，

說話合宜 容貌俊美 耶和華也與他同在。說話合宜，容貌俊美，耶和華也與他同在。

前面才說不看外貌，到底外貌的描述有什麼樣的意義？

十七42 非利士人觀看，見了大衛，就藐視他；
因為他年輕，面色光紅，容貌俊美。

原來前面所說的外貌是負面 ─
是一個孩子、不像可以託以大任的英雄人物是 個孩子 不像可以託以大任的英雄人物

的確神不是看外貌，如果看外貌，

對大衛的描述是負面、讓人藐視的、對大衛的描述是負面、讓人藐視的、

讓人覺得他很年輕的

關於人物性格、內心狀態，聖經很少直接描述，

都是間接的筆法 必須從字裡行間去揣摩都是間接的筆法，必須從字裡行間去揣摩

聖經作者 往往以第三人稱全知的角度，來描述人物

動
作

36 拿八在家裡設擺筵席，如同王的筵席，快樂大醉。

沒有說他的品性，卻藉著動作來講述

其
他

10-11 拿八回答大衛的僕人說：「大衛是誰？耶西的兒子是誰？
近來悖逆主人奔逃的僕人甚多，我豈可將飲食和為我他

人
物

近來悖逆主人奔逃的僕人甚多，我豈可將飲食和為我

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給我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人呢？」

14 拿八的僕人說：「主人辱罵他們。」物
對
白

17 「他性情凶暴，無人敢與他說話。」

25 亞比該：這壞人拿八，為人果然愚頑。

陳
述

3b 拿八為人剛愎凶惡。

撒上 不曾對掃羅王有任何評註，卻對小人物拿八述 撒上 不曾對掃羅王有任何評註，卻對小人物拿八

深入剖析，似乎意有所指、另有影射

第二個人物亞比該…

動
作

當知道拿八得罪大衛的事之後，18、23 講到兩次亞比該

採取的動作 ─ 急忙預備食物、見到大衛如何去叩拜，

出亞比該的智慧 她的積極 主動
作

人

呈現出亞比該的智慧跟她的積極、主動

24-31 很長的一段亞比該的話，挽回了大衛的怒氣…
人
物
對

24 31 很長的 段亞比該的話 挽回了大衛的怒氣…
28b 耶和華必為我主建立堅固的家，因我主為耶和華爭戰；

並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甚麼過來。對
白 30-31 到了耶和華照所應許你的話賜福與你，立你作

以色列的王，那時我主必不致心裡不安，覺得良心有虧。

耳撒母耳的死，有誰還能來見證大衛是上帝所膏立的王？

竟然是由亞比該說出 ─ 上帝立你做以色列的王。

當 讚

陳

33a 你和你的見識也當稱讚。

大衛對亞比該的評註
陳
述 3b 亞比該是聰明俊美的婦人。

故事場景3. 結構佈局 ─ 情節，

辨認出故事中 衝突 事件

結構佈局 角色描寫

辨認出故事中 衝突的事件、

發展經過、至終的化解之道
結構佈局 角色描寫

大衛可以忍受掃羅 ─ 撒上廿四、廿六章

他兩次說：萬不敢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他兩次說：萬不敢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

在中間 廿五章 ─ 大衛不能忍受拿八的辱罵

結構佈局中 看 張力 對在結構佈局中，看出張力、對比

大衛是上帝所膏立的王 ─ 從亞比該的勸言提出，大衛是上帝所膏立的王  從亞比該的勸言提出

所以這個危機事件如何被化解，

不只是亞比該的聰明智慧、化干戈為玉帛不只是亞比該的聰明智慧 化干戈為玉帛

更是大衛被膏立為以色列王的這個事件…

結構部局當中，不只是大衛生平當中一個危機，結構部局當中，不只是大衛生平當中一個危機，

同時對大衛被膏立為以色列的王這件事情的確認。



在結構佈局裡面，聖經作者

會有一些重複性描述、對比性的格式出現，

用這些對比、襯托的方式，

讓我們看出每一段敘事、主題當中，

所要襯托出的重要信息。

深信學習用這樣的方式深信學習用這樣的方式

來閱讀舊約的敘事故事，

無形當中也會得著智慧的眼光 ─無形當中也會得著智慧的眼光

更懂得來看現今在我們身邊周圍，

每一個人物事件，每 個人物事件

我們要怎樣來看上帝的心意，

而不是只有看一些外貌。而不是只有看 些外貌

愛我們的耶穌 我們感謝你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每一件人跟事，

沒有 件在你的手中是偶然 是意外

禱告禱告

沒有一件在你的手中是偶然、是意外、

或是有什麼樣的例外。

求主引導我們 ─
讓我們從舊約的故事體裁裡面，

更認識你的作為

更願意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跟喜好，

願意走進你自己更大的敘事框架當中

也許我們的生命也可以成為一台戲，

是能夠彰顯你自己榮美的。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