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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世记卅八章 犹大与他的儿妇她玛的故事做为例子，
怎样做旧约叙事的解经与释经怎样做旧约叙事的解经与释经。

从历史背景、文意脉络出发…
创世记 大事件创世记 一到十一章 四大事件 ─
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塔

创世记 十二章到五十章 先祖的四大人物，

每一位先祖都让我们看见 ─
上帝如何在这些个人的生平当中，

带下他立约的原则 ─ 上帝依约行事

卅七章 结尾是米甸人把约瑟买走、卖到埃及去
卅八章 犹大的这段经文是插进来的

卅九章 延续约瑟下到埃及继续发生的故事

作者为什么要把这段故事插在这个地方？作者为什么要把这段故事插在这个地方？

好像有意的要把犹大跟约瑟做一个对比。

故事场景 实物 ─ 掉了些东西

结构布局 角色描写

犹大 约瑟犹大与她玛

印 带子 杖 掉了彩衣 被哥哥们卖了结构布局 角色描写 印、带子、杖
彷佛身分证、图章、提款卡

掉了彩衣，被哥哥们卖了
因波提乏主母的诬陷，

掉了一件衣服 ─
这几个信物突显出犹大如何失信、

因为犯罪而掉了这些东西

掉了 件衣服 ─
「我岂可行这大恶得罪神」

衣服都不要 逃离犯罪衣服都不要，逃离犯罪
犹大非常轻忽、大意、不在乎，

所掉的这几件东西要被提醒 ─ 生命中有很大的缺陷。所掉的这 件东 要被提 生命中有很 的缺陷。

时空定位 ─ 犹大曾经历过某些的场景…
 娶了迦南女子为妻 生了三个儿子 娶了迦南女子为妻、生了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里死了两个，然后妻子又死了

 跟迦南朋友去参加剪羊毛的盛会 ─ 欢庆的场景 跟迦南朋友去参加剪羊毛的盛会 ─ 欢庆的场景

从这里面，犹大显然不是一个所谓很敬虔的人士。

故事场景
社会文化因素 ─

雅各的 子 迦南雅各的儿子们跟迦南人互动的关系…

示剑城的男人想要娶底拿为妻卅四章 示剑城的男人想要娶底拿为妻，
有种族的危机 ─雅各的后裔跟迦南人有混杂的因素

卅八 犹大在那里看见 个迦南人名叫书亚的女儿卅八2a 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书亚的女儿，
就娶她为妻。

雅各的后裔在迦南生存下来 已经有客观的危机雅各的后裔在迦南生存下来，已经有客观的危机

犹大却是非常轻忽大意，没有跟迦南人保持适当的界线

为亡兄立后，申命记廿五章 才有律法的说明，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

这是人与人之间理所当然要尽的本分

她玛嫁给犹大家的儿子，就是属于犹大家族的，她玛嫁给犹大家的儿子，就是属于犹大家族的，

犹大的小儿子应当为亡兄留名立后



故事场景 可以仔细观察故事里的
些细节 些可能刻意省略之处一些细节、一些可能刻意省略之处…

以她玛为主角来看 ─ 生命当中有两套衣服，
结构布局 角色描写

以她玛为主角来看 生命当中有两套衣服，
寡妇衣服、做妓女的衣服，

来说明她生命角色的转换。来说明 生命角色的转换。

卅八25-26a 她玛对犹大说：
「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

犹大承认说：「她比我更有义。」

经文并不是赞许她玛欺骗、乱伦的行为…
而是衬托出她玛在这件事情上 ─而是衬托出她玛在这件事情上

认定犹大家族，就是她所安身立命的所在

要从犹大家得后裔的举动 犹大说 ─要从犹大家得后裔的举动，犹大说

她比我更有义

犹大 ─ 创卅八 没有多做评述，
都是 些暗示性 隐含性的

故事场景
都是一些暗示性、隐含性的…

跟朋友们、娶迦南人书亚的女儿为妻，
跟迦南人的关系似乎界线不清

生了三个儿子 ─

结构布局 角色描写

生了三个儿子 ─
 7、9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剩下小儿子 犹大不敢让他娶她玛

卅八章 之前，他的父亲雅各以为约瑟被杀了，

 剩下小儿子，犹大不敢让他娶她玛

雅各的哀痛，对比犹大丧子当中，

丝毫没有哀痛的表现 ─ 成为反讽型的对比

犹大在整个结构布局，一错再错，
至终却是她玛的一句话：「你认一认这是谁的？」至终却是她玛的 句话：「你认 认这是谁的？」

从这句话 ─她比我更有义，之后的犹大，才开始有了转变。

故事场景 有哪些叙事手法、重复的格式对话…

结构布局 角色描写

 创世记 从乱伦而产生后裔，十九章 ─罗得
跟他的女儿所产生亚扪人跟摩押人的始祖

结构布局 角色描写

后裔，一直重复出现在创世记 ─
上帝透过女人的后裔 带 救赎计划 上帝透过女人的后裔，三15 带下救赎计划

 廿五章 以撒从利百加 生雅各跟以扫

犹大 从犹大 卅八章 又是双生子法勒斯与谢拉

每次后裔的产生都有上帝的作为

卅八25 她玛说：「这些东西是谁的，请你认一认？」
卅七32 打发人送到雅各那里，说：，

「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

认一认 你认出这是什么？认一认 ─ 你认出这是什么？
唤醒读者，有否认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手？

犹大的恶行，对比卅七、卅九章，
约瑟生命中的优点 正正都是犹大的缺点约瑟生命中的优点，正正都是犹大的缺点，

有许多戏剧性的反讽出现…
雅各失去约瑟的时候的柔肠寸断雅各失去约瑟的时候的柔肠寸断，

对比犹大连续死了两个儿子的冷漠

会欺骗人的雅各 被自己的儿子们欺骗会欺骗人的雅各，被自己的儿子们欺骗，

而犹大如何被她玛欺骗

她玛跟利百加做为儿妇的角色她玛跟利百加做为儿妇的角色，

做了很多的对比

的确，没有一个旧约人物，
 叙事中要让我们看见他是否完美 叙事中要让我们看见他是否完美

相对的，让我们看见 ─
在人的败笔当中上帝的作为在人的败笔当中上帝的作为



底层的信息，以文学分析的方法，突显出后裔的产生，
带向中层的信息 以色列历史发展的片段带向中层的信息 ─ 以色列历史发展的片段…

犹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派，
为什么在 创世记 中，不是一个光彩的角色？

一定要纪录他生命当中这个败笔吗？

如果不记这件事情，

就无法交待犹大家族的后裔如何产生。

相对的，犹大在雅各的儿子们当中的角色，

卅八章 的事件他有了一个转变 ─卅八章 的事件他有了 个转变
犹大在弟兄当中应当是为首的，可是不怎么明显，

一直到他被她玛劝醒直到他被她玛劝醒

后来他们下埃及买粮、把便雅悯带下去的时刻，

犹大在所有的弟兄当中 在父亲面前犹大在所有的弟兄当中、在父亲面前，

他的领导位份才逐渐突显出来

以色列整个中层的历史中，犹大后裔从她玛所生
法勒斯与谢拉 位是上帝所拣选的谱系法勒斯与谢拉，哪一位是上帝所拣选的谱系？

 书七1 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亚干取了
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得四、太 一 家谱，犹大的后裔是

由法勒斯这线延续下来的

顶层的信息 ─上帝救赎的计划，蒙拣选、遭弃绝，顶层的信息 上帝救赎的计划，蒙拣选、遭弃绝，
拣选不是像民主当中的选举、要选贤与能，

上帝的拣选本身就是恩典 ─帝的拣选本身就是 典
 从法勒斯跟谢拉，犹大后裔的产生，看出对比

 犹大在跟约瑟的道德性的对比当中，犹大在跟约瑟的道德性的对 当中，

绝对不会有资格入选

关键因素不在乎是人做了什么 换得上帝的救赎关键因素不在乎是人做了什么，换得上帝的救赎，
而都是上帝拣选的恩典。

犹大这些行径，经文中没有直接的责备，
单单说 她玛比我更加有义单单说 ─ 她玛比我更加有义，

以至于犹大终于开始对他的人生比较负责任了。

跟约瑟对比 约瑟是有梦的人生跟约瑟对比 ─ 约瑟是有梦的人生，

他以上帝给他的梦，来经营自己的人生

犹大却是对比 个糊涂的人生犹大却是对比一个糊涂的人生
我们是否愿意活在上帝给我们生命设计的蓝图？

或是任意的 放纵自己的？或是任意的、放纵自己的？

很多事情，我们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犹大终于醒悟，以至于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 ─
在弟兄中他有长子的位份、君王由他而出…

在在这不完美的人物里，看出上帝是真正历史的主角，

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在人的失败中 人要负责任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在人的失败中，人要负责任，

上帝的恩典却不因为人的软弱而有所拦阻。

在故事的张力、角色的对比当中，
她玛是做妓女 也是 个迦南人 在对话里她玛是做妓女、也是一个迦南人，在对话里、

犹大对她的指责的时刻 ─到底谁比较有义？

我们也许认为歌功颂德的事 最值得被纪念 我们也许认为歌功颂德的事，最值得被纪念，

万没想到，犹大生平 创世记 记录下来的，竟然是这一件！

在圣经选择性的记录，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挑战 ─
让我们在上帝跟前有一个诚实勇敢的态度，

 到底我有那些事情是被上帝纪念、是值得带进永恒的？

 不是用自己评量的标准，上帝怎么看呢？

这些叙事文体 ─ 从人物事件、故事结构部局、叙事的笔法…
对我们的心，上帝又说了些什么？对 ， 说了 么

让我们愿意活在上帝给我们人生的蓝图当中，
把我们自以为是 自以为义的人生标准把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人生标准，

愿意放在神话语的准则下，不断的被调整、被更新。



爱我们的耶稣 我们仰望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仰望你，

你真的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祷告祷告
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愿你亲自来光照我们，

透过你的话语、这些人物他们的人生处境、

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对话、

显明了内在的态度。

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愿意持守着诚实善良的心，

活在你的跟前！活在你的跟前！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旧约叙事之作业模式旧约叙事之作业模式
一、历史背景与文意脉络
二、文学分析

1、故事场景

 实物背景
3、结构布局
4、叙事手法：

 时空定位

 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

反复、格式的重复

三、解经结论素

2、角色描写

 细节或刻意省略之处

1、「底层」的信息

文学分析的结论节或刻意省略之处

 关于外貌

 关于个性

学分析

2、「中层」的信息

以色列的历史关于个性

藉动作
藉其他角色对白

以色列的历史

3、「上层」的信息

救赎计划藉其他角色对白
作者直接陈述

救赎计划

四、释经 ─ 对我们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