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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叙述文如何读叙述文
旧约的历史书 ─

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从约书亚记 直到以斯帖记，

有一千年的历史。

如何读历史书呢？如何读历史书呢？

就是借着叙述者的眼光，

如何用角色 布局 排场

吴献章博士

如何用角色、布局、排场、

情节、修辞技巧，

来呈现上帝在这个作者所要托付的文以载道
吴献章博士

来呈现上帝在这个作者所要托付的文以载道 ─

文以载道的历史书。

读莎士比亚的剧，要用莎士比亚的背景跟眼光来读它

听贝多芬的音乐 要从贝多芬的眼光来听贝多芬所作的曲子听贝多芬的音乐，要从贝多芬的眼光来听贝多芬所作的曲子

读《红楼梦》，当然需要从曹雪芹的眼光

‧叙述者 ‧观点‧角色‧时空排场‧情节‧修辞‧重复

圣经的叙述者，大部分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除了 ─

王下十七23 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王 十 以致耶和华从自 面前赶 他们，正如

很少作者跳出台面告诉观众说…
圣经的作者 都是隐藏的身分圣经的作者，都是隐藏的身分
历史书的作者，学者还不知道作者是谁

但并不妨碍作者 叙述者 用各样的工具但并不妨碍作者、叙述者，用各样的工具，

来呈现上帝在他身上的托付 ─文以载道。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借着文笔来呈现上帝的存在，

借着父亲、三个儿子、一个私生子，

对话、布局、排场、情节，来彰显 ─节，来彰

如果没有神，凡事都可能。

‧叙述者 ‧观点‧角色‧时空排场‧情节‧修辞‧重复

圣经的作者没有出场，但是是非常精采的神学家、文学家。

约拿书，有三章是叙述文，
四章的过程中却把上帝对外邦人的爱，

希望约拿超越种族主义，来爱外邦人、仇人仇人

路得记，看不出作者为什么写这本书，

最后结束，作者写下家谱一直连到大卫，最后结束，作者写下家谱 直连到大 ，
原来路得跟波阿斯所生的会变成大卫的祖先，
连进救恩的家谱 ─ 是为这个目标来写的

士师记，士师如何堕落、以色列互相内杀，
作者在说明百姓进入迦南地后，跟迦南人同化了作者在说明百姓进 迦南 后，跟迦南 同化了

耶稣浪子的比喻，
彰显上帝对沦落失丧的浪子的爱

我们要从作者的眼光，来读经文、读叙述文。

彰显上帝对沦落失丧的浪子的爱…



‧叙述者‧观点 ‧角色‧时空排场‧情节‧修辞‧重复

叙述者有他的设定的观点。

路得记第三章 ─ 波阿斯在晒榖场睡觉的时候，

路三8b 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希伯来文 hinneh

圣经作者用「不料」来呈现波阿斯大吃一惊

创世记三十二章 ─ 雅各跟天使在雅博渡口摔跤，
觉

圣经作者用「不料」来呈现波阿斯大吃 惊。

整晚以后，才发觉自己胆子那么大…
后来上帝让他的大腿窝扭了以后，

才知道摔跤的人是上帝。

那个「不料」原来是上帝，不料」

所以圣经作者摩西写他的时候，有他的观点。

‧叙述者‧观点 ‧角色‧时空排场‧情节‧修辞‧重复

出埃及记第四章 ─ 摩西竟然没有行割礼，

圣经的作者是从摩西的角度来记载上帝很生气…
那个眼光是带着摩西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

上帝希望摩西被上帝先得着，上帝希望摩西被上帝先得着，
特别暗处，儿子还没有行割礼，

先行割礼之后，才可以被上帝用。， 帝

这个观点是圣经作者很在意的。

圣经的作者是由他的观点来记载，圣经的作者是由他的 点来记载，

读叙述文，

要从叙述者的观点来读它。要从叙述者的观点来读它。

‧叙述者 ‧观点‧角色 ‧时空排场‧情节‧修辞‧重复

叙述文里面有主角跟配角。

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

应当有三个主角 ─ 父亲、老大、老二，

如果弄错主角的话，只读部分而已。弄 ， 部

一般人只读到父亲跟老二浪子，

上帝在等浪子，父亲在等浪子。帝在等浪子，父亲在等浪子。

哥哥在后面发脾气…

浪子的比喻耶稣讲浪子的比喻，

不只给浪子，外邦人可以回来，上帝爱外邦人
也衬托、讽刺犹太人，

像这个老大排挤外邦人老大
老大也是主角，路加十五章 主角变成三个。

‧叙述者 ‧观点‧角色 ‧时空排场‧情节‧修辞‧重复

约拿书两个主角、其他是配角，
第一章 ─ 船长、水手，第二章 ─ 大鱼，

第三章 ─ 尼尼微城的国王

真正的主角是上帝跟约拿…
如果你看不到真正主角，就会以为第三章约拿到尼尼微城，

传福音给尼尼微城的人，通通悔改信主了，

应当是完美典型的大布道，这本书可以结束了。

约拿书的作者不停在第三章、停在第四章，约拿书的作者不停在第三章、停在第四章，

约拿跟上帝发脾气 ─ 你怎么可以爱外邦人…
作者所要呈现的是两个主角 ─作者所要呈现的是两个主角

上帝要透过狭窄的爱国主义者约拿，

来浮显所有犹太人心胸的狭窄来浮显所有犹太人心胸的狭窄。

你一定要知道有几个角色！



‧叙述者 ‧观点‧角色 ‧时空排场‧情节‧修辞‧重复

路得记，女生的角度也只有两个主角 ─
寡妇拿俄米、路得，俄珥巴不那么重要，

不需要给俄珥巴太多的责难，

到伯利恒，人生地不熟，她是一个摩摩押押女子女子，，

留在那里，没有跟着婆婆回来

强调路得心甘情愿跟婆婆拿俄米，妳的国就是我的国，

路得，外邦女子，摩押女子的跟…
来称赞 看看主角 回到伯利恒 如何碰到波阿斯来称赞、看看主角，回到伯利恒，如何碰到波阿斯

以斯帖记 第一章 ─ 瓦实提被废，是次角，
第二章 以斯帖被立为皇后 才是女性的主角第二章 ─ 以斯帖被立为皇后，才是女性的主角。

第一章给第二章铺路，配角给主角铺路。

角色是读叙述文，不能不留意的地方。

‧叙述者 ‧观点‧角色‧时空排场 ‧情节‧修辞‧重复

书一1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

约书亚没有任何外力、任何依靠了 ─ 他怕。约书亚没有任何外力、任何依靠了  他怕。

撒母耳记上 ─ 歌利亚一出现，犹太人都惧怕，

目的是要给后面大卫 个小石头把歌利 打倒目的是要给后面大卫一个小石头把歌利亚打倒，

来衬托大卫的能干、或大卫有能力。

伏笔这里面牵涉到伏笔。

叙述里面有张力 ─叙述里面有张力
路得躺在波阿斯田间跟他求婚，在婚姻上有特权，

没想到冒出第三者 另一个至近的亲属有特权没想到冒出第三者，另 个至近的亲属有特权，

这个张力是路得从来没有想到的

波阿斯到城门口跟长老谈到路得婚嫁的时候波阿斯到城门口跟长老谈到路得婚嫁的时候，

又迸出以利米勒土地权归属的问题

‧叙述者 ‧观点‧角色‧时空排场‧情节 ‧修辞‧重复

哈拿不生撒母耳上第一章 ─ 哈拿不生，

1. 以利加拿看到哈拿被姨太太欺负的时候，

跟哈拿对话 鼓励她跟哈拿对话，鼓励她，

「有我不是比八、九个儿子更好吗？」

祭 利 哈拿 醉2. 祭司以利跟哈拿对话，以为她喝醉了酒
3. 哈拿祷告完回去安心，说：

「我已经祷告交托，上帝听祷告。」

以利加拿鼓励她，同房

4. 哈拿又回去到以利的面前说：

「看哪，我祷告的儿子撒母耳就在这儿。」」

圣经作者就是要看到 ─
一位不会生孩子的妈妈借着祷告，上帝听祷告。位不会生孩子的妈妈借着祷告，上帝听祷告。

情节随着角色在变。

‧叙述者 ‧观点‧角色‧时空排场‧情节 ‧修辞‧重复

撒母耳记下十四章 ─ 押沙龙杀了哥哥暗嫩，躲起来，
很想爸爸，就打发人让约押知道…
约押告诉提哥亚妇人去说一个故事给大卫听，

大卫就问她说：是不是约押派妳来的，

提哥亚妇人说：是的，

大卫就告诉约押说：

好的，我要见我的儿子押沙龙。

但是 十四章二十四节 当押沙龙回到家里，

他的父亲都不见他，押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两年

因此他冒火了，就在约押的田边放火，

让约押自己亲自来问押沙龙
约押知道押沙龙想见爸爸，只好去告诉大卫，

大卫告诉约押说：好，我的老三押沙龙可以回来了。



‧叙述者 ‧观点‧角色‧时空排场‧情节 ‧修辞‧重复

剧情中间停顿的地方，就是那两年的时间…

撒下十四25-27 以色列全地之中 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撒下十四25-27 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
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他的头发甚重， 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容貌俊美。

这一段情节跟上下文是没有关系的，从上文…

他的头发甚重，…生了三个儿子， 个女儿，容貌俊美。

沈了两年的押沙龙用火烧约押的田，

引爆剧情发展的原来是这个插入的情节 ─
描绘押沙龙外面很荣美，

来遮盖里面的骄傲、自大、火爆，
希望爸爸见我，可是用的是很狠的手；

叙述者非常精采，借着押沙龙的头发，

最后结局，押沙龙死在自己所夸口的头发上面。

‧叙述者 ‧观点‧角色‧时空排场‧情节‧修辞 ‧重复

用双关语、用讽刺。譬如 ─

哈曼为末底改造了一个木架，

很讽刺的，那个木架是挂哈曼自己很讽刺的，那个木架是挂哈曼自己

哈曼要用十三日来杀犹太人，

没有想到十三日没有想到十三日，

是他自己的儿子被杀的日子

哈曼想杀犹太人，

最后犹太人反而来杀他们最后犹太人反而来杀他们

哈曼做了五丈高的木架，

这个木架最后是挂他自己这个木架最后是挂他自己

‧叙述者 ‧观点‧角色‧时空排场‧情节‧修辞‧重复

亚哈谢病了 就派人去跟巴力西卜求卦列王纪下第一章 ─ 亚哈谢病了，就派人去跟巴力西卜求卦，

以利亚就派人告诉他说 ─你一定从床上下不来的。

很生气就派 去找 利 把 杀了王很生气就派人去找以利亚要把他杀了

派了五十个人跟五十夫长，呼喊说 ─先知啊，王吩咐你下来，

一10 我如果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你跟你那五十个人。结果五十个人跟五十夫长五十夫长被烧被烧

第二批来也一样说 ─神人哪，王吩咐你下来，，

一12 我如果是神人的话，愿火从天上下来烧死你们。死你们。
第二批五十一个人也被烧死

第三批人就发觉不对了，不敢再像前面两次的夸张了，第三批人就发觉不对了，不敢再像前面两次的夸张了，

一14 愿我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

一16 我不烧死你们，上帝不烧死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王说：16 我不烧死你们，上帝不烧死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王说：

「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可以求问吗？你必不下所上的床。」

来 来 来

‧叙述者 ‧观点‧角色‧时空排场‧情节‧修辞‧重复

王本来想下床，后来下不来，

你发觉他用重复，重复下来…，希伯来文 yarad
来呈现三个重点 ─

1. 亚哈谢，如果不听上帝的话，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去找别神求告，不会有好下场的

2. 从以利亚就发觉，

他听上帝的话、上帝也听他的话，

讲一句话，火就下来

3. 上帝是公义的，

火会下来，靠近上帝的管道就是悔改；

叙述者用文以载道来彰显上帝希望人靠近他，

就像第三批人 ─ 主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

叙述者用文以载道来彰显上帝希望人靠近他，

公义跟慈爱的神，文以载道的历史书。



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
求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知道 ─

祷告祷告

你是全能的神、圣洁的神、

你更是公义的神；你更是公义的神；

帮助我们听从你的道，

帮助我们了解愈听从你的道帮助我们了解愈听从你的道，

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更听从我们的道；

帮助我们悔改、仰望、读你的话、

生命被光照、被改变。命被光照、被改变。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