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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聖經是甚麼，可說言人人殊─古代文學巨著、文化藝術品、

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權威經典，甚至是文化戰爭中的武器。聖經包

羅各式各樣的文體形式，包括故事、詩歌、箴言、律法和預言，對

一些讀者來說它是一個謎，但對另一些讀者而言卻是喜悅和靈感之

源。它包含恐怖暴力、強烈情感和審美之美的描述，它遊走於有時

難以理解的法律定規、奇特的習俗，以至縹緲的詩詞、戲劇性的敘

述，並日久彌新的道德和宗教原則之間。

聖經亦是大部分西方文化的主要構成基石。聖經的語言承托着

我們怎樣思想和怎樣說話的基礎：飲食諸如「禁果」、「酸葡萄」

和「磐石出的蜂蜜」，大都可從「流奶與蜜之地」找到。寵愛一個

人時視之為「眼中的瞳人」，可是遇到傷害時亦會「以眼還眼」。

上帝待人時而「憐憫慈愛」，時而「用杖責打」，不過「你的杖、你

的竿都安慰我」。「凡事都有定時」是好事，只是當「香膏裏有蒼

蠅」、「水桶中落下一滴」的時候，除非我們能夠解讀「牆上的手寫

字」，否則也可令我們的「智慧無法可施」。聖經幫助我們了解史

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伊甸園之東》（East of Eden）和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的《押沙龍，押沙龍》（Absalom, Absalom），還

有演員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在《紅衫淚痕》（Jezebel）和《小

狐狸》（The Little Foxes）裏的偉大演出。海頓（Josef Haydn）、西貝

流士（Jean Sibelius）、柯普蘭（Aaron Copland）和艾靈頓公爵（Duke 

Ellington）全都設法表達「起初」發生了甚麼，而史特拉汶斯基（I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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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vinsky）和布里頓（Benjamin Britten）就創世記二十二章有關亞伯

拉罕「捆綁」以撒作獻祭的故事賦上新意。

聖經一直以來都是政治理想和政治辯論的源頭，將來亦會如

是。因此，對那些希望全面了解當前所謂「聖經價值」的人，必須

對經文熟悉，包括有能力去分辨出經文本身說了甚麼，和歷代以來

眾人聲稱它說了甚麼。有些人想在課室和法庭內張貼十誡，不過另

一些人則正確地指出聖經中兩段載有十誡的經文並不盡相同，遑論

猶太人和基督徒對十誡持不同的看法；若單用一個版本，則理所當

然被視為認可某一特定的宗教傳統。

有些人想把聖經列為公立學校的必讀課本。雖然聖經知識值得

提倡，可是這種教授方式會產生問題。我們會否告訴學生，世界是

在六個二十四小時的日子內受造，還有「日頭停留」（書十 13）使以

色列人贏了戰爭？抑或將這些記述當作隱喻或神話去呈現？我們會

否說以賽亞先知在七章 14節預言「童女生子」，但在希伯來文本中

卻從沒提及是童女？我們應否堅持以賽亞書五十二章 13節到五十三

章 12節中的「受苦之僕」，是預示拿撒勒人耶穌，然而以賽亞書其

他地方卻明顯地指出僕人的身分就是以色列民（四十九 3）？我們教

導聖經時，應當把它當作偉大的文學，抑或是上帝之道？

探問經文說甚麼，和決定經文意思是甚麼，兩者必要分得清清

楚楚。聖經的「意義」對每個接觸經文的讀者都會不同；有時對同

一個讀者，意義都會轉變，因為每次讀經都會出現新的洞見。對一

些讀者來說，聖經是無謬誤的、完全的，是所有知識之源。對其他

讀者而言，聖經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寶庫，或是一個匯集了具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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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史實性的精彩故事集。對某些人，聖經是希望和靈感的來源；

對其他人，它是載有殖民主義、征服、奴役、厭惡女性，和恐懼同

性戀的文本。我們帶甚麼到文本去，往往就決定了文本對我們說甚

麼。假若我們能對聖經的原本情景有更多的知識，和有更大的技能

向文本作出批判理論，我們便能對這些意義作出更好的評估。

本書嘗試嚴謹對待聖經可以如何被人理解，和已經被人理解的

各種方式。我們對文本所產生的神學問題極具興趣。作為神學院的

教師，我們其中的責任就是幫助那些立志獻身作牧師、神職人員、

拉比和宗教教育人員的人，明白聖經文本在信仰羣體中曾經如何被

詮釋，以及可以，甚或應該怎樣被詮釋。很多時候，聖經變成了被

人拋出去傷害他人的岩石，而非讓人站穩其上的磐石。我們往往對

文本過於尊崇，亦對宣稱文本為神聖經典的羣體過於尊崇，以致忽

略了這些關注。對投入宗教的特定人士，本書可加強他們對文本的

認識和欣賞。

另外，作為人文與科學院的大學教師，我們對文本中文采之精

妙、道德之淵博、古代歷史之線索很感興趣。我們不單只關注到文

本對宗教羣體的意義，實際上亦特別關注到它在其歷史和文化語境

中有甚麼意義。有人說，沒有語境（context）的文本（text），會成

為純粹用來自說自話的前文本（pretext）。最低限度，我們認為對歷

史的意識，加上留意原本語文的意思，可以幫助我們理清種種詮釋

的可接受程度。

每個讀者對文本都有其獨特的看法，即如宗教羣體也會發展自

己的一套詮釋視鏡。為聖經文本起用的名字，就足以表現出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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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的多樣性，而我們的詞彙便已泄露出我們所受的宗教影響。在

猶太會堂，聖經文本不是稱為「猶太經典」（Jewish scriptures，現時

採用這詞彙作為英文書名，意在不使用技術性的術語下描述書的

內容），而是稱為塔納赫（Tanakh），一個首字母縮寫字。T代表

Torah（妥拉，或作律法書），指稱聖經首五卷書的希伯來用語；N

代表 Nevi’im（先知書），意思是「眾先知」；而 K代表 Ketuvim（聖

卷），或「作品集」（指其餘書卷，即詩篇、箴言、以斯帖記、約伯

記等）。

至於教會，所熟悉的用語是「舊約」。「基督教舊約」則流於累

贅了，也沒有「猶太教舊約」或者「穆斯林舊約」等稱謂。然而，本

書英文名稱用的「基督教舊約」（Christian Old Testament），只為表達

本書不止視這文本的集合為古代選集，更視它為教會和猶太會堂的

神聖和權威著作。

在學院裏，一般代表這文集的術語是「希伯來聖經」（Hebrew 

Bible），這名稱旨在描述，而非認信。希伯來聖經一般是指塔納赫

中的書卷，並不包括天主教和正教羣體的所有舊約書卷，如以希臘

文寫成的次經猶滴傳，這是一個傳說的故事，敘述一名標緻動人的

寡婦，取了敵人的佩劍，斬下敵人的頭顱。又有蘇撒拿傳，這可能

是世上第一個偵探故事。無論我們選取甚麼術語來稱呼這個文集，

都必然在推許某一種宗教或人文觀點。我們再次看到，聖經對讀者

的意義是會轉變的，隨着所採取的文本或正典，和事實上所使用的

翻譯而轉變。

我們通常會採用希伯來文或希臘文最早的譯本，因原文之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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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舉足輕重（例如：在賽七 14有關「童女感孕」的矛盾）。音譯

希伯來文可採用多種方式。說英語的人也許最為熟悉這個現象，就

是拼寫公元前二世紀馬加比起義後，為紀念重新奉獻耶路撒冷聖殿

而設的修殿節。這節日名稱是從希伯來文「奉獻」而來，英文可譯

作 Hannukah、Channukah、Chanukah和 Chanuka。 音節 ch應像在

Bach中那樣發音，但對美國人來說這個發音頗為困難，並且也不像

在 church中那樣發音，所以有時變為純粹一個 h或者 kh。同樣地，

一個人的口音或方言會決定希伯來文最後一個字母 tav的發音及音

譯。在阿什肯納茲（Ashkenazic，東歐、法國、德國）希伯來文，當

tav出現在字尾時發音像 s，即如 bas mitzvah（字面意指「誡律的女

兒」）。在塞法迪（Sephardic，即伊比利亞，今日包括以色列和北非

的中東一帶）的希伯來文發音，這字母發音像 t（bat mitzvah）。而

一些基督教神學院和其他學術場合，為表這字母是齒擦音而將之讀

作 th音。這樣就會出問題了，因為當神學生問及 bath mitzvah時，

它的發音會令很多熟悉以色列或會堂發音的人，以為該名神學生是

問及有關洗澡的誡律（commandment of bathe）呢。

我們的音譯，大部分是跟隨在猶太會堂處境和現代希伯來文教

學中採用的語音系統。如此，希伯來字母 bet可以是 b或 v，取決於

字本身，而字母 pe則可以是 p或 f。至於字母 chet，以及某些情況

下的 kaf，我們寫作 ch（就如德文 Bach）。希伯來文的定冠詞則作

ha-，置於它的名詞前面。

雖然聖經總體上有幾個統攝全書的主題，或者較適合稱之為普

遍的問題，例如：有關神性和人性之間的關係，對公義的要求，和

活在上帝盟約之下是甚麼意思，但是，文本亦會向不同時間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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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說話。這部文集所敘述的歷史時段橫跨超過一千年，由約公元

前 1200年聚居迦南地開始，到大約公元前 150年的希羅時期中段。

關於較早期的資料，由遠古歷史（亞當和夏娃，與挪亞的故事），

至亞伯拉罕、撒拉、夏甲到約瑟的列祖敘事，我們都沒有清晰的外

來標誌去確認聖經的記述。我們亦沒有確鑿可靠的歷史證據，證明

出埃及或民眾經過曠野的艱苦跋涉。可供追溯的聖經敘事源頭，是

由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開始。由這點開始，我們可以把聖經文本所

說的，與包括考古證據等的外來資料所能判斷的，互相關聯。

自公元前 1200年以後，以色列人─亦各有不同地被稱作希

伯來人、猶大族人、猶大地人、猶太人及撒瑪利亞人─安居於那

地。在聖經時期（約公元前 1200-150年），民眾盡力維持生活，在

一個君主體制國家的形式下聯合一起，建造城市，遭到四個巨大的

王國相繼征服和佔領（亞述、巴比倫、波斯和希臘），踐行了一套

宗教和道德原則，發展了一種文化回憶，儘管常經憂患但總仍存活

過來。他們得以倖存，比較起鄰近國家如赫人、亞述人、以東人和

迦南人的沒落，可能是由於特殊的文化習俗如行割禮和飲食規條，

或因一個終歸演化成中央化的宗教體系，或幸運，或堅毅不撓，或

上帝的介入，或一個容許埋怨及哀嘆的神學世界觀（聖經把神學牢

騷化為一種藝術形式），或因聖經文本本身，又或是任何科學都不

能確定的種種因素的結合，總之他們存活過來了。聖經成為他們的

經歷、信仰和行事的見證。

今天人人得以讀聖經，只不過是較近期的現象。古代的希伯來

文本只有子音，沒有母音，沒有標點符號，只有受過特殊訓練的人

才能閱讀。古代普遍的以色列人都是文盲，正如世界上大部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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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樣，直至比較近期才不一樣。人民最初只在羣體教導中學習聖

經故事，後來則可以到會堂和教會中學習。孩子從父母學到禮儀和

行為準則的知識。教會通過宗教藝術去教導，而猶太會堂則提倡讀

寫能力，此乃在聖經歷史上較為近期的發展（大衞並沒有上過希伯

來學校）。

但是，可以得到聖經文本，不論是抄本或印刷本，並不等於可

以進入文本。所有文本都需要詮釋。今天我們有註腳和評註、導讀

和討論羣組。在學校裏，我們有各種批判工具來幫助我們決定文本

何時撰寫，它們對原來的聽眾有何意義，以及它們的意義如何隨着

時間而轉變。通過本書，我們展示這些批判工具怎樣起到作用，並

裝備讀者技巧且謹慎地應用於多樣不同的文本中。

很多讀者對這一千多頁長（視乎哪個版本）的希伯來聖經 /塔

納赫 /舊約聖經可能感到難以讀完。有些人甚至覺得聖經開首部分

已是困難重重。如果將聖經當作歷史來閱讀，開首幾章與科學所告

知我們的起了衝突。聖經提及飛鳥和野生活物，但沒有提到翼手龍

和霸王龍，方舟亦不可能容納牠們。亞當與夏娃是園丁，而不是狩

獵採集者。世上從沒發生覆蓋全球的洪水，人類從沒只有單一的語

言，人也從未試過活到如瑪土撒拉般老（他 969歲離世）。因此有

些讀者會把聖經束之高閣，頂多以它是幻想作品，更可能是認為它

愚昧，與現代人所關心的事情脫節。不過，聖經並非愚昧，亦非幻

想，它仍然與今日息息相關，因它幫助我們提出正確的問題。若要

找出文本的意義，或文本的意義何在，我們必須使用有關的批判工

具，來開啟並賞識文本所說（仍然說）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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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將創世記和出埃及記開首部分當作「故事」而非「歷

史」來閱讀，它們一般都可讓人明白。讀者融入抒情的創造記述，

其中每件事物都「是好的」。他們對伊甸園裏最初的人類和他們面

對誘惑的困境感到好奇：蛇誘惑人，不過分別善惡樹更誘惑人。挪

亞方舟、巴別塔、列祖、在埃及為奴與出埃及的記述，這些全都符

合一般敘事的意義。然而，隨之記載的卻是法典、如何建造曠野聖

所的詳細指示、聖殿獻祭的誡條，和對禮儀上潔淨的描述。這樣，

滿懷好意的讀者也會感到混亂，甚至納悶，以至厭煩，因為當中的

應報制度似乎啟蒙了今日的宗教極端主義者。對於這類讀者，批判

工具便一定不可少了。怎樣讀聖經，與知道文本說甚麼，兩者同樣

重要。在本書中，聖經學者能提供眾多的鑰匙。

由於聖經是一套文集，不同的讀者對書卷自有不同的喜好。也

由於聖經研究本身是一個多面向的學科，它取材於文學和社會學、

法律理論和考古學、倫理學和心理學，及其他能給文本帶來啟迪的

學問─不同的研究自會強調不同的進路。

本書作者亦是如此。與聖經不盡相同，聖經的文本是由眾多作

者，經歷數世紀而形成，而作者的身分是隱藏的，但本書則只有兩

位作者，並且都願意宣稱作者的身分。我們其中一位對法典、先知

論述和政治發展較有興趣；另一位則對文學藝術、性別角色和散居

的生存狀況感興趣。其中一位專長於古代西南亞處境下的希伯來聖

經研究，由青銅時代中期直至波斯時期；另一位則是研究聖經中波

斯、希臘羅馬和早期猶太處境的專家。我們其中一位來自基督教背

景；另一位則是正教會堂的成員。在某些情況，文本在原來處境中

的意思是甚麼，或它在今時今日可會有甚麼意義，我們見解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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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裏，結合了我們的興趣和專長，向讀者展示過往理解聖經文

本的不同方法，以及其他可能理解的方法，使讀者從而能夠應用這

些閱讀技巧，來開啟其他文本的意義。

我們首先建立這本書的整體結構和進路，然後各人分擔相同數

量的章數。黎艾美寫第二、五、六、八、九、十和十二章，而奈德

格寫第一、三、四、七、十一、十三和十四章。我們大致上各自撰

寫每一章，某些議題有需要時才一起討論。完成一章之後，另一人

會閱讀，並提出問題及建議，原作者會加以考慮並作出修訂。我們

的辦公室彼此為鄰，有協同教學的課，會旁聽彼此的講課，而因這

個項目的工作，我們的友情更為堅固。

所以本書是兩個具有不同長處的學者交流對話的成果。我們覺

察到彼此都受到各自的歷史背景和觀點所塑造，但我們同時亦信賴

在目標和興趣方面彼此坦然明晰。我們互補不足，還希望必要時能

彼此修正。我們的專業生命都投入在古代歷史的研究上，希望你好

像我們一樣，對聖經感到着迷。

本書所採用的形式是基於我們教授聖經資料的經驗而來。大多

數學者處理聖經資料，會採用以下三種進路之一。最受歡迎的進路

是時序，從歷史的最早期開始討論，直到最近期。這個進路有其固

有優勢，因為聖經具有時序性的方向：創造、列祖時期、在埃及為

奴和出埃及、進入迦南之旅、得地為業、君王國度歷史、被擄巴比

倫及歸回。

然而，這些故事的成書時期並非按其發生的時序，即對較早

期的記述可能成書於較晚的日子。舉例，創世記首章開始所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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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帝創造天地……」，並不是寫在以色列歷史的「起初」，而大

概是在公元前六世紀被擄巴比倫期間或之後寫成。創世記二章 4b節

起所載亞當和夏娃的故事，則可能是較早的記述，根據早於被擄時

期數個世紀的較古舊傳統而寫成。所以，任何按時序的嘗試，注定

會流於歷史重塑與猜測而無法確定。

有些文本則根本無法訂下成書日期。背景為士師時期的路得

記，是否在當時已寫成？抑或它是在大衞嘗試鞏固他的王位，為要

解釋這以色列統治者如何有一位摩押人曾祖母而寫成？抑或它是在

相較晚期、於被擄巴比倫後的一段日子中寫成？當時以色列羣體中

出現不同派系，以斯拉和尼希米所代表的派系鼓勵人與外族妻子離

婚，而其他派系則想表達與外族妻子的婚姻不單是合適的，而且亦

得到上帝的認許。

若內外標記確認的情況下，我們會嘗試註明資料的成書日期，

以考古學及社會歷史的資訊，補充文本的發展和其意義。但是，結

果通常是對於某一特定文本，無論是其具體日子、文化影響和原來

形式，皆無法知曉。

另一種進路是文學，由創世記開始一步一步讀完舊約整部文學

作品。可是，問題再次伴隨出現，一步一步讀完舊約的旅程，跟一

步一步讀完塔納赫的旅程，二者的方向並不一樣，因為在每個文集

裏，書卷出現的次序並不相同。在塔納赫，無論妥拉抑或整部典籍

本身，都是用以色列民處身以色列土地之外的意象作結：申命記以

摩西站在尼波山遠望「應許之地」作結；歷代志下則以波斯王塞魯

士發出諭令鼓勵被擄巴比倫的猶太人歸回以色列的家作結─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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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都是將焦點放在應許之地上。然而，舊約是以瑪拉基書的預言

作結，預言先知以利亞的回歸和彌賽亞的時代，故此基督教正典的

旅程，是朝着後來我們所知道的新約而終結。

而一卷書接續一卷書的進路亦會產生重複，舉例，撒母耳記上

下和列王紀上下，兩者都在歷代志上下重現（尤其明顯地，大部分

有問題的內容，或惹火的內容，如大衞與拔示巴的通姦都略去了；

聖經早就有今日名為「輿論控制」的例子）。此外，這進路也巧妙地

迴避了討論產生各種不同敘事的原始資料。

第三種進路是神學，嘗試解釋人性與神性之間的關係，以及神

性的本質。聖經的神學核心是甚麼？並沒有人人滿意，或大部分讀

者滿意的答案，雖然「盟約」、「救贖」、「上帝的聖潔」這些主題

仍然廣受接納。在一些個案中，要找出其神學意義是複雜的，因為

當中上帝並沒有直接出現（以斯帖記便是最佳案例）。正因在聖經

這文集裏眾文本之多樣性，以致所謂要尋找一個神學核心，就好比

要在所有莎士比亞的戲劇，或人類歷史，甚或在一個人的生命中，

找出單一個意義。此外，這個文本中的上帝，祂在米甸曠野中，於

焚燒的荊棘裏顯現，荊棘卻沒有燒毀，而向那位因謀殺埃及人而畏

罪潛逃的希伯來牧人自我表白為「我是自有永有」，如此自由自主

的上帝，不可能給囿限於一套系統神學裏面。而這文本所描述的人

性，亦是太過自由自主，太富於想像，和有時極為殘酷，而變得難

以預測。

這幾個進路都沒有錯，每個進路都有其特殊和寶貴的啟發。可

是我們發覺，用時序 /歷史進路、文學 /典籍進路，甚至用神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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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來教授聖經資料時，出現的問題會比益處還要多。特別是透過這

些進路，我們不能突出我們和學生極度關注的議題，而同時透過聖

經如何處理這些議題而提供可堪比較的基礎。

所以，我們在這本書採用主題進路來解讀聖經。我們在各式各

樣的文本中，尋找其中一般常見的題目，並參照在相似情況下的同

一主題而加以詮釋。我們發現主題進路的好處是，那些原本只能在

其獨特處境內詮釋的文本，可匯集起來一起比較審視，並從而探討

那些若非如此處理一般不太明顯的課題層面。再者，主題進路容許

我們考慮聖經中歷史背景、文學藝術、神學理解的元素，並且顯示

聖經如何豐富多樣地把這些元素展示出來。

我們從聖經故事中較廣闊的層面開始：歷史背景、文學藝術、

地理環境，然後轉到各種主題：律法與公義、神性、宗教實踐、

混沌與創造、尋找歷史意義和相應的對家園的渴望、羣體的自我身

分界定、性別與性、政治與經濟、散居的存活狀況、智慧、文化批

判。每章都會作一般概覽，以及抽選一些段落作特別分析。我們會

解釋所採用的進路怎樣起作用，並提出不同的詮釋策略。主題進路

容許我們因着提出不同的問題，而回到某些曾解讀過的文本；並且

在紛紜的解答中，我們可以看到聖經聲音的多樣性，文本曾經秉承

的意義及現今的意義，以及聖經這古代文集仍然能夠繼續使我們苦

思、接受挑戰和得蒙啟發的種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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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古代以色列的歷史

古代以色列國家雖然如此細小，對世界歷史卻產生了非凡的衝

擊。以色列於二千五百多年前被巴比倫攻陷，喪失了主權和大量人

口，以任何標準來看，以色列早該遭到湮沒和遺忘。但以色列的記

憶卻存活了下來，她的宗教與道德傳統的地位和意義持續發展，無

論對宗教運動和世俗羣體都繼續產生影響。

位於東地中海毗鄰，以色列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有幸（亦不

幸）地處身於陸地橋口─西南方通往埃及，朝北方則往小亞細亞

及東北的美索不達米亞─之間。這樣，以色列受惠於從兩個方

向湧進的思想、文化與技術，但她亦受到從這些地方而來的仇視和 

霸權之苦。以色列的遺產得以倖存，是由於她對新來影響力之開

放，以及她堅守其子民及後代之特殊經歷而來的堅固基礎，這兩個

原因不相伯仲。其他國家如希臘、羅馬帝國、埃及和中國的影響力

可能亦相當廣泛，但她們全都是較大和地緣政治上較具權力。沒有

任何像以色列這麼細小的國家，可以宣稱自己是世界三大宗教─

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來源，及其逐漸成形事件的場景

所在。

以色列的歷史雖在遙遠的往昔，但我們對它的認識不斷增長。

比較起二百年前所知道的，我們現在對古以色列文化的認識可謂前

所未有，這些新知識大部分是從考古學得來，將埋藏了二千年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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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重見天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城牆、民居、紀念建築，甚至細小

村落的遺跡。較早期的考古學家首要致力於掘出精英分子與有權勢

的人的紀念建築，但近幾十年，這些努力已擴闊到去涉獵古以色列

普羅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們的居所、器具、工具、生計，甚至飲

食。故此，這幅古以色列的圖畫，比以前的更詳盡和細緻。歷史學

家覺得尤為重要的是發現了成百上千的泥板和文獻，內容由存貨清

單、信件，到精湛文學都有。希伯來聖經以外的這些著作，較少出

於古以色列本身，反而其鄰近地方提供了大量有關政治、宗教與生

活上的比對資料，得以洞悉古以色列人的經歷。將來的幾十年，這

種知識肯定會以倍數加增。

所有這些新資料，都有可能改變我們很多關於古以色列的固有

想法。直至啟蒙時代以先，人們都是倚賴聖經，根據宗教權威所作

的詮釋，而得以認識以色列歷史中的事件概要和重要人物。在十九

世紀，考古學開始之時，剛好與聖經學術的一股新動力同時發生，

那就是重新考慮聖經文獻的本質，結果這股新動力所產生的理論，

帶來了關於宗教和文獻的新穎概念，但對於古以色列的歷史輪廓，

則沒有多大改變。在二十世紀，尤其是下半葉，對於大多數人滿以

為是歷史記錄的事物，提出了更為激進的問題。例如，考古學未能

夠證實約書亞攻佔迦南地的輝煌故事，或發掘出任何無可置疑的遺

跡，來證明大衞與所羅門，以及他們在耶路撒冷的宏偉建設。

當我們期待的物質證據付之闕如，便會引起關乎這些文本的意

義問題。究竟何者更為要緊─事件實際發生了，抑或我們傳承自

早期傳統詮釋者所賦予文本的意義？舉例，二千年以來，世人已經

假設大衞與所羅門真有其人，行事為人一如希伯來聖經所描寫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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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論他們是否一如所描繪般的存在，或是否存在，大衞與所羅

門的形象，在過去二千年，於美術、文學、思想、政治、公義、戰

事、智慧和詩歌的歷史中，已經贏得令人讚嘆不已的位置。

但當新的知識冒現，這些「事實」是可以改變的。現時歷史學

家並非斬釘截鐵地宣稱這兩個人物不存在，只是大量的考古努力並

未能為他們找到堅實的證據。這樣，現時的新「事實」就是，雖然

專家使用了現有至為優良的工具，卻仍未能發掘出大衞或所羅門的

遺跡。從這個例子，我們應該學會對從聖經文本推斷出來的堂皇主

張採謹慎態度，因為我們自以為曉得的「歷史」可能已經改變了。

到下星期，考古學家可能再次倒轉這個情況，故此我們只能按現時

狀況確立我們所知道的，及承認我們所不知道的。我們對這豐富的

文化歷史的認識持續演化，給予我們從未有過的可能性，就我們現

今的世代去重新發現和挪用這文化遺產。

重建歷史

恢復歷史原貌的過程，由提出有關範圍和方法這些基礎問題開

始。就古以色列史而言，有三個特定課題是特別突出的。第一是歷

史本身主體內容的問題。所謂過去，是由無數事件、人物和情況所

組成，不過並非所有都值得包含於歷史當中─更遑論透過歷史去

確認它們。我們必須從大量的細節中，挑選那些最切合我們重建歷

史的目的。為了這目的，我們決定探討歷史的哪些方面，便會有所

不同。以色列的宗教史並不等同於政治史，就如文學史不同於社會

史，或物質史異於思想史。以上所言不同類型的歷史，每個都是完

備的歷史重建方法。在這章的後部，我們會主要聚焦於政治史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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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史，亦於某些要點中加入物質史（即考古學家的實體發現）。本

書後部的章節將會更清晰地處理宗教史、文學史和思想史的課題。

第二，當我們勾勒了這研究計畫的本質與範圍之後，我們必須

決定以希伯來聖經本身作為歷史之來源應該及至甚麼程度。聖經不

是中立或客觀的文本─假若真有這麼一種東西的話。聖經是宗教

文本，自有其提倡的見解，而這樣的觀點影響着它與歷史的關聯。

舉例，約書亞記敘述攻佔迦南地和試圖滅絕迦南的原住民為上帝

的旨意。期間真實地發生了甚麼（征服是否一如敘述般發生？）是

一回事；聖經作者怎樣理解它（他們譴責抑或讚賞約書亞和他的人

民的行動？）或許是另一回事；而現代讀者認定這故事帶來甚麼意

義，則又是另一回事。再者，撒母耳記上下和列王紀上下所載的君

主政治歷史，並非根據一般管治能力，或國家之經濟穩定，或國際

聲譽去評價每個君王，而主要是根據王對於崇拜「主（耶和華）」忠

心與否，其次才是王怎樣對待他的子民。故此，亞哈王被列為最邪

惡的，因為他娶了外邦人耶洗別，助長巴力崇拜，嘗試殺害先知以

利亞，還有命人砌詞審判拿伯以殺害他從而取利（王上十六 29至

二十二 40）。在這些案例，我們大有理由要考慮究竟聖經文本是否

對這些人和事作出了公允的描繪，或是當時情況是否更為複雜，甚

或與聖經的敘述大有不同。宗教文本，就是受到某特殊社羣視為神

聖的文本，不應理所當然地在歷史上「通行無阻」，不受質疑，應

用於世俗文學的相同疑問和批判標準，亦應該適用於神聖文學上。

第三，聖經文本在歷史中早已主導宗教，因着這一特殊性質，

歷史學家便要尋找額外的證據來源去填妥其歷史圖像，甚或提供與

聖經不同的角度。考古學已提供了大部分的這種「新」知識，並歸



第 1章  古代以色列的歷史 037

類為「聖經以外」（extrabiblical）的證據，表明這些證據是源於希伯

來聖經本身之外。考古學家在操控的環境下工作，並得到其他專家

的參與，如生物學家、化學家、古植物學家、考古動物學家、建築

師、工程師、地質學家、古字體學家，和很多其他人士。舉例，放

射性碳（碳十四）分析對計算有機殘餘物的年歲是特別有用的，對

於古以色列時期的物料，它的準確度可達到正負五十年之間。這些

分析下的結果，可能確定希伯來聖經中的某些特定細節，或提出質

疑，不過很多時候，該等分析都能補充有關這些古人類及他們生活

狀況的一般知識庫。

近期一個聖經學術的爭論，正好說明了書寫歷史的困難和利害

關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兩陣營據稱反目相向，就是那所謂

「高限派」（maximalists）和「低限派」（minimalists）。媒體常常描述他

們如何意見相左，「高限派」的進路是接受大部分記錄在希伯來聖

經中的歷史是真實的，除了那些已經肯定證實是假的個別部分（例

如，考古學所證實的）；而「低限派」的觀點則不會假設聖經細節

在歷史上是正確的，直到它們得到確立為止。舉例，在討論佔領迦

南地，「高限派」可能以為約書亞勢不可當的征服，如約書亞記所

載般真確，並根據考古學的發現記錄那幾個例外地沒有被攻佔的城

市。另一方面，「低限派」不會從約書亞的故事開始，而是首先從

考古學找出某一特定時期在迦南地上有何新的定居者，注意到有哪

些被毀的城市，和除非出現實質的證據，否則不會作結論說曾經有

大規模的軍事入侵。這兩種立場代表了截然不同的起步點和結論。

其實，大多數歷史學家和聖經學者置身於這兩極之間，審視可

得到的證據，面對不充分的、互相矛盾的資訊，而嘗試作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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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自這章及後，我們的策略是去區別出「聖經以內」和「聖經以

外」的證據，即是把希伯來聖經裏的歷史描述和細節，與同一時期

由外面來源所出現的寫作和研究結果，二者分辨出來。理想的話，

兩種證據來源會互相支持，但往往並不如此，而它們提出兩套不同

的事件說法也並非罕見。

以上三個課題及其他，構成歷史的工作。專家常常改良他們的

技術，為要增加研究的成果和提升詮釋的素質。從事歷史研究，

部分是偵查工作，部分靠天才，部分看運氣。看到歷史得以全面展

現，這個過程令人着迷，給予我們新的和出人意外的方法去了解過

去與現在。

歷史概要

以色列歷史的概覽為本書提供框架。附上的圖表展示了三套時

序，三者平行列出以供比較─考古時期，政治 /社會實體，及聖

經書卷。並非所有考古學家都同意第一欄的時間區分，學者會為所

作的些微改變提供充分理由。公元前 1000-900年之間的一百年是

最備受爭議的，因要釐定該段時期究竟有沒有一個「聯合君主國」

─視乎我們怎樣評價大衞與所羅門的管治。因此，對大衞和所羅

門王國的歷史重要性作輕描淡寫的另一選項提議，就會以鐵器時代

一期為公元前 1150-900年，而鐵器時代二期為公元前 900-586年。

我們現於圖表上區分年代的方法，並非由於很多人仍然沿用，而是

因為它便於聚焦討論鐵器時代二期甲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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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聖經歷史發生的那片地理區域，一直以來都被冠以不同

的名稱：迦南、以色列、猶大、巴勒斯坦、敘利亞—巴勒斯坦，或

南黎凡特（黎凡特是地中海東接連的陸地範圍，現為敘利亞、黎巴

嫩、以色列、約旦，和巴勒斯坦領土）。

第二欄識別出每個時期之政治勢力或社會結構的主要類型，君

主時期權力集中，但於鐵器時代一期、新巴比倫時期及波斯時期

則權力分散。社會歷史包含廣闊幅度之現象，如定居模式、家居生

活、區域連繫、生計，和習俗。這些項目在年表中的呈現相對來說

並不明顯，但它們將呈現在整本書的討論中。

第三欄比較複雜。很多聖經文獻聲稱描述以色列歷史中的某些

特定時期，但這些文集其實在較後期成書，可能甚至於數百年後。

舉例，創世記十二至五十章包含有關列祖出埃及和最後定居於迦南

之前的故事，但其文獻直到相當後期才存在。這欄展示聖經故事的

輪廓，其中的書卷和段落是配合它們所描寫的政治和社會背景去安

排，而不是根據文本的寫成時期。我們會把很少或沒有清楚提及歷

史時期的聖經書卷，於看來最適當的時段列出來，並以問號標示。

舉例，約伯記給人的印象是發生於歷史早期，但實際上該卷書並沒

有明確表示在那時段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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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色列與希伯來聖經年表

考古時期
政治與 
社會歷史

聖經年表 
（根據聖經文本）

創世記一至十一章

青銅時代中期
公元前 2000-1550年

各種帝國與 
城邦

創世記十二至五十章；約伯記？；
列王紀上一至九章（整體宗譜）

青銅時代後期
公元前 1550-1200年

城邦 出埃及記至申命記

鐵器時代一期
公元前 1200-1000年

定居迦南地 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上
一至八章；路得記

鐵器時代二期甲
公元前 1000-922年

聯合君主制 撒母耳記上九至三十一章；撒母
耳記下；列王紀上一至十一章；
歷代志上十章至歷代志下九章；
箴言；傳道書；雅歌；詩篇（大
部分）

鐵器時代二期乙
公元前 922-722年

分裂君主制 列王紀上十二章至列王紀下十七
章；歷代志下十至二十八章；以
賽亞書；何西阿書；阿摩司書；
約拿書；彌迦書

鐵器時代二期丙
公元前 722-586年

南國
新亞述帝國

列王紀下十八至二十五章；歷代
志下二十九至三十六章；耶利米
書；以西結書；但以理書一至四
章；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
書

新巴比倫時期
公元前 586-539年

被擄巴比倫 耶利米哀歌；以西結書；但以理
書五章、七至八章；俄巴底亞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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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早期
公元前 539-424年

波斯帝國被
擄後歸回重
建耶路撒冷

但以理書六章、九至十二章；約
珥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以斯拉記；尼希米
記；以斯帖記

波斯後期
公元前 424-331年

波斯帝國

希臘時期
公元前 331-63年

希臘帝國
馬加比起義
（公元前 165

年）
哈斯摩尼王
國（公元前
140-63年）

羅馬時期
公元前 63年至公元
476年

羅馬帝國

以賽亞書二十四至二十七章；以
西結書四十至四十八章；撒迦利
亞書九至十四章；但以理書七至
十二章

此章隨後就不同時期之概述會聚焦於歷史問題上，在之後的章

節則會較多處理聖經故事、政治議題、宗教評論，以及從先知和

其他人而來的批判。因此，舉例來說，對亞伯拉罕的描繪和行動，

以及出埃及的故事，都會留待以後討論。在這裏，我們的主要興趣

在於對這些早期歷史究竟有何所知，尤其參照聖經以外的證據情況

下，及聖經的記敘是否與歷史吻合。

創世記一至十一章描述的原始時期，屬於人類久已知曉的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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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就是開始有書寫工具去記錄有關事件、過程和人物的資料

以前的時期。史前時代並非意味那段時期不屬歷史，只不過有關它

的資料不是從書寫記錄所得，而是從其他方法如考古學、體質人類

學、地質學、生物學、遺傳學，和比較語言學中所得。人類的信

史，通常於銅器時代開始，發生於古代西南亞。故此，我們會在本

書第七章，把創世記一至十一章裏的材料作為單獨主題來處理。

列祖

雖然聖經以創造故事與人類散居於大地為開始，以色列人的歷

史主要始於亞伯拉罕和他的家庭。甚至如今，「亞伯拉罕的信仰」

已成為三個信仰一神的宗教的共同稱號─猶太教、基督教，和伊

斯蘭教。這三個信仰一神的宗教可追溯其先祖至亞伯拉罕。創世記

十二至五十章包含亞伯拉罕和接續的三個世代的人的傳奇故事，而

這些先祖以文化英雄的模式，成為以色列民族及其後分為十二支派

的創立者。

聖經故事的路線跟隨亞伯蘭（亞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萊（撒

拉），連同他們的家眷，從美索不達米亞，經過在埃及短暫逗留之

後，定居於迦南。主要的成員組成了偏重於每代男性後裔的宗譜系

統：亞伯拉罕、撒拉、夏甲、基土拉，與孩子以實瑪利、以撒及其

他；以撒和利百加，與孩子以掃和雅各；雅各、利亞、拉結、辟

拉，和悉帕，與最少兩個女兒和十二個兒子，最小的兩個是約瑟和

便雅憫；還有約瑟和亞西納，與孩子瑪拿西和以法蓮。大部分的故

事都着眼於家事：婚姻、懷孕和生育、家庭成員之間的張力、包融

外人、食物之生產，和繼承。在這過程中，聖經敘事將很多人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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