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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文摘) 

撒母耳記上5章裡『約櫃』的單詞一共出現12次。
1
這五章的篇幅只有12節，可見『約

櫃』在第五章裡意味有很重要的意義。觀察在希伯來文（BHS）上，與『約櫃』一起形容的修

詞有『神的約櫃（4次）』、『耶和華的約櫃面前（2次）』、『以色列神的約櫃（6次）』，

除了五節、六節、九節和十二節以外，『約櫃』的單詞幾乎在每節上看到，甚至八節和九節上

各有三次的出現。仔細觀察未出現『約櫃』單詞的敘述之處，在六節和九節上就發現『耶和華

的手』, 它似乎代替『約櫃』似的，而且這兩個單詞在五章裡作為整個事件的主導，雖然旁白

者帶頭敘述，但他藉著這兩個單詞引出，暴露以色列百姓信仰的問題，亦即喚醒以色列百姓對

約櫃的錯誤觀點以及對神的認識。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提及“受害者”又是“倒楣者”的非利士人，如亞實突人、迦特

人、以革倫人、非利士人的眾首領等，其目的是為要揭露當時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面對的外在

威脅，因為非利士與以色列在舊約聖經的歷史中一直是彼此為仇的關係。 

要追蹤非利士人的來源，它最早在創世記第十章中出現。他們是海洋民族，他們進入迦南

地的年代與以色列民族相比有幾種推測，本文大體接受埃及RamessesIII統治時期，他們做埃及

俘虜被送到迦南地定居生活，這與那晚期青銅器時期沒落，同時興起初期鐵器時期萌芽階段；

而以色列進入迦南地，自然而然以色列從出埃及開始算起，若是傳統的計演算法就是主前1400

年前後到迦南地定居生活，但本文特別重視按著考古學的證據及參照埃及碑文的資料、烏加迾

的考古文獻，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開始定居生活，可能是1300年至1200年。目前為

止，他們進入迦南地的年代推測意見仍然不一，因此，本文通過研究過程，選擇青銅器後期同

時初期鐵器時期的那一段時期。 

非利士人，還包括古代近東國家在舊約歷史書上經常與以色列作對，參照士師記、撒母耳

記上下、列王記上下，甚至先知書上記錄外邦民族都被描繪為纏繞以色列民族的荊棘、圈套，

是神管教以色列的鞭子 

本文要研究的重點有三方面，首次要鑒別原文批判資料和文法分析來摸索五章的語言特

點，來瞭解這第五章迦南地的背景、文化狀況和信仰的主流，原來以色列並不是在迦南地舞臺

上主要的，而是非利士人大大掌控迦南地的文明、宗教信仰，他們就是迦南地的主流。其實，

迦南地的語言從考古學中發掘出後期青銅器時代地層上所刻的腓尼基語、希臘語、拉丁語的英

文字母『母語原型』，用來證實迦南人的語言早已被古代近東地區的國家普及使用，不例外，

希伯來語言受到迦南人語言的影響也很大。
2
  

古代烏加迾地區“RasShamra”所發掘的泥土版影響第五章中的歷史背景，
3
 能夠證實古代

                                         

1 ים ִ֑ ת ֲא֣רֹון ָהֱאֹלה  ֵ֖ (5:1) א  ים   ת ֲא֣רֹון ָהֱאֹלה ִ֔ ֵ֖ א  (5:2) ִ֑ה ֵ֖י ֲא֣רֹון ְיהוָ ְפנ  (5:3) ל  ִ֑ה ֵ֖י ֲא֣רֹון ְיהוָ ְפנ  (5:4) ל  ל֙  ְשָרא  י י  ֵ֤ (5:7) ֲא֙רֹון ֱאֹלה  ל ְשָרא ִ֔ י י  ֣ ֲארֹון֙ ֱאֹלה  ַֽ :5) ל 

8) ֹו לֲארֵ֖ ִ֑ ְשָרא  י י  ֣ (5:8) ן ֱאֹלה  ל ַֽ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5:8) ֶאת־ֲארֵ֖ ים ֵ֖ ֹון ָהֱאֹלה  (5:10) ֶאת־ֲארֵ֥ י֙ם  ֹון ָהֱאֹלה  ל (5:10) ֲארֵ֤ ְשָרא ִ֔ י י  ֣ ֶאת־(5:10) ֶאת־ֲארֹון֙ ֱאֹלה 

ל֙  ְשָרא  י י  ֵ֤   (5:11) ֲא֙רֹון ֱאֹלה 

2 Juong,DeckJeen, The Old Testament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Languages(Korea: Mokwon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 

-ved,2000)37. 

3 Charls F. Pfeiffer, Ras Shamra And The Bible: Baker Studies In Biblical Archaeology(America: Baker Book House, 1

962)35. 迦南地的眾神賦予聖地的地理與歷史留下深刻的印象。當非利士人奪取約櫃放在大袞的廟會中，這發生

事件就在迦南地的人們崇拜多神明時候的背景，也是以色列一神論的信仰還未在迦南地主導力量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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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東世界的文明發展狀況。 

    非閃族語系統的單詞，『非利士人』、『眾首領』是非利士人民族的語言；大袞的名稱希

伯來文中的『Dagon』，在烏加迾文獻中記錄『Dagan』都是同一個神明。『神』的名稱，在

舊約聖經裡出現Elohim和El, 有時指以色列神，有時指那些近東國家所拜的神明，而這稱呼與

在烏加迾文獻中的『第一神』“El”, 即迦南地的人們所拜的最高之神“El”的名稱一致。本

文處理這個問題，特別在五章中描述『神』是宇宙性的主，也是創造的神，更是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神。的確，鑒別『神觀』的原文批判資料，可以得知這五章的重點及他的中心思

想。  

    主前十五世紀所記錄的埃及文獻中看到迦南的名稱，這名稱的解釋有不同的見解，其中因

為迦南地主要生產如朱紅般的紫色顏料，古代含族語言中“迦南”的名稱包含由那些顏料而染

化的毛織。當時迦南地的人們很早比遊牧民族的以色列還文明，生活水準很高，因為他們農耕

文化的發展同時商業貿易的富有，難怪何西阿書十二章七節、西番雅書一章十一節說明這些。

迦南地的人們崇拜象徵多產的神明巴力（Baal）、亞舍拉(Aserah)、亞實她錄（Ashtoreth）, 他

們崇拜象徵豐腴的偶像，為了享受豐腴，而做出拜偶像的行為——即性交的淫亂行為，顯露出

道德上極其墮落。因此，以色列神揀選以色列百姓脫離埃及，使他們征服應許之地的迦南地時

向他們吩咐全毀滅的命令。迦南地道德的腐敗程度、性的墮落罪惡已經達到頂峰，神為了保護

他的百姓以色列，命令約書亞將當地的所有盡行毀滅。可悲，這五章的背景，因為以色列沒有

做到盡都毀滅的任務， 反而融入在迦南地，與他們一樣追求富足生活，漸漸接受崇拜那些偶

像，同樣墮落成無可救藥的程度。因此神藉著外邦民族，使以色列民族受苦並認罪悔改，立刻

轉身再回到神面前單單事奉神。在第五章的事件中，作者使用『約櫃』的素材，喚醒以色列百

姓們麻木不仁的屬靈狀態，提醒多方面的教導。 

    在歷史書的早期——從士師記和撒母耳記上四章為止，約櫃的蹤跡本來是在示羅的會幕

中，但到第五章，約櫃就在非利士人的地方，甚至被列為戰利品。本文推測以色列神要提醒以

色列百姓對約櫃的認識重新糾正、整頓，並且教導以色列百姓通過五章的事件來調整他們宗教

上的錯誤觀點，體現出神宇宙性的掌權和榮耀。約櫃到底是一張櫃子？還是可以代表神？作者

要指示以色列百姓對約櫃的錯誤觀點，揭發當時以色列共同體在迦南地生活中的宗教混合現

象。 

    接下來，本文再次證實了耶和華的約櫃在非利士人的地，先亞實突，迦特，接著以革倫的

歷史事件：一、從考古學的根據，來研究撒母耳記上五章裡出現的地理與“約櫃流浪”相關的

意義；二、試圖探討聖經中的約櫃本質，並且它與聖殿的直接關係，更要探索作者描繪的事件

相關的考古根據，來瞭解五章在歷史書中的地位。非利士人的五個城市，其中五章裡出現三個

城市——亞實突、迦特和以革倫，根據考古學的發掘，西元前十二世紀的陶器發掘在以革倫的

地區，原來這陶器是由Dothan在亞實突的地區發掘的陶瓷，考古學家們從中發現西元前十一、

十二世紀迦南地的非利士人們之間商貿交流很頻繁。 

    其三，要研究五章的文學功能，證實了作者負面和正面的雙重性觀點。在撒母耳記上五

章，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非利士的亞實突人、迦特人和以革倫人的身上，無論大小都生痔瘡，

敗壞他們，可見耶和華自己保守自己的聖潔和榮耀，外邦民族徹底感受到以色列神耶和華就是

萬神之神，同樣以色列百姓們也經歷到耶和華神就是他們的真神、真王。 

    『神的約櫃在非利士人的地』, 與約書亞記十一章二十一節至二十三節未征服的非利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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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間具有連貫性，是造成這事件的原因。非利士人的土地（如今為巴勒斯坦）指向的原始

點當然從亞伯拉罕所領受的『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創12章1節）』開始，接著以色列百姓

到西奈的曠野領受具體的誡命，製造神臨在的聖所，其中製造約櫃表示耶和華臨到約櫃的施恩

寶座中，也是神與以色列百姓立約的象徵，證實“神的顯現”。從製造會幕之後，神的顯現在

會幕和約櫃上，具體制定自己所在的地方，到迦南地之後，神更具體表示自己臨在的地方和與

以色列百姓見面的場所。先看抬起約櫃吉甲這移動式敬拜地點，又把它挪移到示羅中，可惜示

羅被毀滅之後，經過迂回曲折，神的約櫃被俘虜到非利士人的手中，接著它從非利士人的地方

移動到以色列人的境內伯示麥人約書亞的田間（撒上6章14節）。
4
 後來基列耶琳人將耶和華

的約櫃接上去，放在山上亞比拿達的家中，分派他兒子以利亞撒看守耶和華的約櫃（7章）。

這約櫃後來移送到挪伯（撒上21章1節），到大衛作王時期（撒下6章11節）大衛將約櫃從迦特

人俄別以東的家中挪移到大衛城（撒下6章16節）。 

到大衛王的時候，“迎接”約櫃放在大衛城，在約西亞王期間出現過一次，後來它的線索

就模糊了。同樣非利士人的來源和他們最後的蹤跡也朦朧，至今正確的線索仍然找不到。本文

研究主前1200年（鐵器初期）撒母耳記上五章描述的非利士人與古以色列及迦南地的歷史事

件，證實撒母耳記上五章的事件是真實的。舊約歷史書上顯示以色列神耶和華是唯一的真神，

在這世界裡只有他就是真王，在神的應許裡屬他的百姓們都要認定他的王權，不要忘記神的律

法，遵守申命記的律例典章，在申命記的歷史中神的百姓們必要在神的國度上順從神的話語而

生活，這是作者在第五章裡要向讀者們呼籲的。 

 

 

 

 

 

 

 

 

 

 

                                         

4 出埃及記（37章1節），製造櫃子，比撒列領受神的命令；約書亞記（4章18節至19節），抬起耶和華約櫃的祭司

度過約旦河，當時約櫃是以色列在曠野漂流時期，約櫃和百姓相距一段距離在以色列百姓前面行進；進入迦南地

定居之後，第一將約櫃放在吉甲(書4章19節)；據書8章33節， 在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對著基利

心山，一半對著以巴路山；約櫃到士師記20章26至27節，開始伯特利吉甲-》 基利心山，以巴路山-》 示羅 –》

 伯特利-》 示羅（撒上1章1節）-》以便以謝（撒上4章1節）-》亞實突（撒上5:1節）-》迦特-》以革倫-》 伯示

麥-》基列耶琳-》 一直到撒下6章11節，約櫃的蹤跡在迦特人俄別以東的家中—》撒下6章16節，約櫃終於到大衛

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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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為了詮釋聖經，本文參照如下資料： 

為了撒母耳記上五章一節至十二節的原文批判鑒別與解釋，而使用如下的參考工具進行第一步

驟。調查BHS
5
的撒母耳記上五章批判資料所出現的問題，本文在鑒別工作上遇到的抄本和版

本——即敘利亞版本（Syriac,簡稱為Syr）,LXX的版本LXX
A
、LXX

B
、LXX

L
、LXX

MSS
 希伯來舊

約聖經的抄本Manuscript(s)簡稱為MS（S）,Latina Vulgate（簡稱為Vg），Latina版本的L
91
、L

93
、

L
94
，Targum(簡稱為Tg(s))和它的一系列抄本，Aquila、Theodotion的譯本，Citt和4QSam

a
與Masore

tic Text比較一下，鑒別出哪一個抄本最靠近原文，而且用來注釋撒母耳記上五章，並找出適

當的神學主題。 

因為撒母耳記上五章語言的背景、事件和人物都與非利士人的地有連貫，特別在原文裡發

現非閃族語言系統，比如說“י ְשת  י“”ְפל  ְרנ ֙ 。並不來自于希伯來文 ”ס 
6
 藉著原文資料批判，

可以摸索到五章語言的特色、人物和地區的神觀，揭露以色列與非利士人之間的緣分和關係。

    原來Masoretic Text(本文使用為MT)與其他版本所出現的相異，本文主要言及MT與LXX(Se

ptuagint)差異問題，用來試圖挑戰鑒別『原本』。在撒母耳記上五章原文批判資料中，常常出

現敘利亞文、4Qsam、古拉丁文版本、古希臘文版本等，能夠幫助人推測撒母耳記上五章的年

代、它的歷史性和當時的背景，甚至當時人們的觀念。從初步的鑒別工作開始，本文一步一步

地分析研究解經報告，指向撒母耳記上五章的神學思想。筆者小期望本文的研究結果達到有所

成就，求聖靈神的智慧進行摸索撒母耳記上五章完成本報告。 

 

 

 

 

 

 

 

 

 

 

 

                                         

5 K.Eliger and W. Rudolph(eds.),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2
nd
 ed,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stiftung, 1977. 

6 Francis Brown,D.D.,D.Litt, The New Brown-Driver-Briggs-Geseniu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with an appendix c

ontaining the biblical Aramaic(America: Handrickson Publishers, 1979) 710(從非利士人的語言中借用來的),814（希伯

來文中沒有這個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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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文鑒別 

從撒母耳記上第五章鑒別中發現馬索拉抄本（本文使用MT）抄寫經文時的筆誤，都一律

出現同樣的錯誤，比如『耶和華』還是『神』；『在臉上』時的介係詞『“ֶאל”』還是『“ ע   

所記錄『痔瘡』的使用Qere(讀法)或Kethiv(寫法)等，看到重複出現異同現《和合本》；『”ל

象。在BHS的鑒別經文對比的抄本中常出現敘利亞版本、4QSam，LXX的版本以及拉丁文版本

等的比較，就看出撒母耳記上五章的背景與古代近東國家是密切關係。從語言上的影響中，

『非利士人』的名稱和『首領』的原文，它們的來源並不是從希伯來文的閃族語言系統而來的，

而是非閃族語言系統而來的。因此，從非閃族的語言系統中研究它們就可以找到他們的詞源。
7
 儘管如此，從希伯來原文『非利士人』的單詞上一直沒有找到它的來源和原義。

8
 

原文歷史批判提出一些印刷版本和MT的差異，撒母耳記鑒別上出現的抄本如下
9
： 

1）七十士譯本（LXX）。 

2）LXX最重要的古抄本有三：LXX
B
(The Codex Vaticanus)；LXX

A
(The Alexandrinus)；LXX

L
(The 

Lucianic Manuscripts)。 

3）亞蘭文譯本:Targum Jonathan。  

4）Peshitta(敘利亞文譯本)。 

5）拉丁文譯本：Old Latin version（簡稱OL『 古拉丁文譯本 』）；Vulgate(通俗拉丁文譯本) 

6）死海古卷的撒母耳記經文：Qumran第四個山洞，發現了三分有關撒母耳記希伯來經文的片

段。 

7）4QSama、4QSamb、4QSamc，“4”代表第4洞，“Q”代表Qumran,“Sama”代表撒母耳記

第一份資料等。
10 

詹正義在他的注釋書上還提示MT和LXX的個別差異不影響耶和華旨意的傳達，他說引用L

XX，並無損於MT正典經文的權威。
11
 筆者從一些經文的鑒別上認同詹正義的觀點，但有些經

文的確在MT和LXX
B
之間顯然存在相當大的差別。

12 

第五章一節 

  McCarter和Klein提示MT、LXX與LXX
B
抄本上的差異。 

MT：  “ יםֶאת־ֲא֣רֹון ָהֱאֹל  ה ִ֔ ”          The ark of God 

LXXB： κύριος (=Yahweh)           The ark of Yahweh （見於McCarter、Klein的注釋書）。 

LXX:  τὴν κιβωτὸν τοῦ θεοῦ        The ark of God 

 

從鑒別的問題上，『神的約櫃』或『耶和華的約櫃』的單詞在撒母耳記上第五章中常出現。

從中分析，從抄本上出現的差異，筆者認為這是由抄寫者有意的修正而造成的現象。
13
  

                                         

7 見於詹正義的注釋書、《Chokmah注釋書》和《Karis注釋書》。 

8 David M. Howard Jr, Philistines, in People of the Old Testament World, eds. by Alfred J. Hoerth et al, trans.by Shin,

DeukIl&Kim,BaekSok(Seoul: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2012) 334. 

9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天道聖經注釋》（香港：天道書樓，2001）45-47。 

10 Eugene Charles Ulrich,Jr., The Qumran Text Of Samuel And Joshphus，Harvard Semitic Monograph 19(America: Sch

olars Press Chico，California, 1978). 4QSam，=Samuel material from Cave 4 at Qumran. 

11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48。 

12 Antony F. Campbell,1 Samuel(America: Grand Rapids,Mich:W.B.Eerdmans, 2003)71.  Campbell說， MT的文本提供

了更有簡潔和藝術性的特點，而LXX
B
並不是這樣，相對的來說，從LXX

B
中看出內容的擴展。 

13 Ellis R.Brotzman，Old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rans.by Lee,ChangBae(Seoul：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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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X
B
 文士們考慮對神觀上的問題而修改（tiqqune sopherim）的現象。

14
 因為本文推測五

章一節的背景，能看出古代近東時代，在迦南地宗教信仰『豐腴』含有唯一的神觀。烏加迾文

獻中可以查出El是在萬神殿中最大的那位。
15
 El帶有很多名字， 從烏加迾神聖的綽號中出現El

在阿拉伯語的複數具有22個稱號，其中（’ab/’adm，父/我們的父）是在眾神明中最有名氣、

有權之一。
16      

因此， LXX
B
文士直接使用“κύριος”，以便預防神觀的混亂，有可能明確的

指示以色列神耶和華的名。 

MT、LXX的抄寫者使用『神』，指萬神之神，即以色列神，用宇宙性的『神』來表明以

色列神就是唯一的神。
17
 所以，筆者認為MT的ים ֱאֹלה ִ֔

18
是原本的， 而LXX

B
使用『耶和華』是

文士後來的修訂本。 

 

第五章二節 

第一子句的LXX與MT的差異，是“the ark of Yahweh”還是“the ark of God”的問

題。 

MT:        “ים   The ark of God      ”ֶאת־ֲא֣רֹון ָהֱאֹלה ִ֔

LXX：       τὴν κιβωτὸν κυρίου   The ark of Yahweh 

Syriaca:     هللا تابوت          The ark of God 

 

接下來，看MT與LXX的差異，第一節LXX和MT所使用的單詞是一致的，但第二節，兩者卻

有分歧，LXX使用『耶和華』，MT維持使用『神』。筆者推測兩者的差異，是由抄寫者神觀
19意識而造成的現象。

20
 另外兩者有差異的可能是抄寫者無意當中的誤差。21 本文維持MT的

                                         

Literature Crusade,2002)113. 

14 Ibid. 

15 Park,YoungHee, Comparison El, Baal of Ugarit and Yahweh of Ancient Israel，The Journal of Classical Studies 32, 

2012.9, 7-34. 

16 Aicha Rahmouni, Divine Epithets in the Ugaritic Alphabetic Texts, eds. by G.Beckman.C.Leitz.et.al，trans. by J.N.For

d(America: Leiden.Boston,Brill) 333,356. 

17 Elohim(大約2200次)與El(230次)都被使用在舊約聖經中：舉例對於El，創世記三十三章二十節、以賽亞書四十章

十八節等裡表示為以色列神。同樣，El在古代迦南地多神宗教裡成為萬神殿的主神。從舊約的文脈中看到El常常

強調以色列神，指稱你們祖先的神。（創46:3、49:25，出6:3節等） 

18 T.Muraoka在A Syntax of Septuagint Geek上闡述Elohim的意思具有幾種含義：1）神的單詞裡沒有冠詞，創1章2節、

出20章5節；2）在謂語上做名詞性的述語，創17章7、8節 ，創28章21節， 創30章2節，賽41章23節，賽54章5節；

3）包含增強（intensifier），創35章5節， 詩35篇7節；4）包含在一般的認識中表示唯一的神性 賽1章10節， 37

章19節，44章6節；5）包含Syntactically conditioned 句法條件性；6）包含個人的名，是指與“主”的名同等，賽5

1章13節；7）包含莫名的名稱，所以教導的神，賽54章13節，58章2節，61章6、9節，62章3節。（T.MuraoKa:15-1

7） 

19 Park,YoungHee, Comparison El, Baal of Ugarit and Yahweh of Ancient Israel，The Journal of Classical Studies 32, 

2012.9, 12. 

20 從上下文來看，MT的抄寫者在第一節的背景之下推測不同差異的原因。MT的抄寫者是否帶有“宇宙性”的神

觀來使用『神』。古代近東國家特別在以迦南地為中心生活的人們包括以色列從出埃及之後進入迦南地定居生活

以來，筆者通過本經文的資料來分析當時的非利士人神觀意識、以色列人的耶和華的信仰都是唯一神論的觀點，

萬神之神的觀念上只是把自己的神或神明加入在他們信仰裡面而已。 

21 Ellis R. Brotzman，Old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rans. by Lee,ChangBae(Seoul：Christ

ian Literature Crusade,20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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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語。22 相對的來說，在三、四節上看到MT的『耶和華』，這從上下文來看，作者把耶和華

的約櫃放在大袞神明面前，是作者的有意。MT的一、二節上卻看到“ים 的名稱，也是作”ֱאֹלה ִ֔

者有意的安排，筆者推測作者也許考慮到古代近東國家，特別是迦南地人們的眾神觀，而特意

使用“ים  。本文維持MT的子句。”ָהֱאֹלה ִ֔

第五章三節 

根據BHS的原文批判資料，在MT上三節的a『次日=the next morning』，在希臘抄本的

翻譯副本（=LXX
Mss

）上省略了。但是一些LXX其他抄本加了『次日』的單詞。
23
 

3a 

MT    “ ת  ָמֳחָרִ֔ ַֽ מ  ”      on the morrow  

LXXMss      [       ]       省略 

LXXL        “ת ָמֳחָרִ֔ ַֽ   on the morrow     ” מ 

從敘述的脈絡上看，『次日』的存在性不影響經文的意思。按照上下文的時間進展，3節a

的子句前後的序列是完全符合敘述的本意。七十士譯本LXX只使用“καὶ ὤρθρισαν ”，相當翻

譯成英文是“They get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מּו  ֵ֤ ְשכ  י   。(『他們清早起來』=，” ו 

如下看3節a子句： ָמֳח  ַֽ י֙ם     מ  ְשּדֹוד  מּו     א  ֵ֤ ְשכ  י  ת ו     ָרִ֔

次日      亞實突人們   (and) 他們早起來了   

LXX
Mss

省略『次日』不影響本子句的意思，是因為有“  ו”（waw consecutive）動詞已經包

含了『次日』的概念。有關反轉性Waw的功能詳細在文法分析中解釋。 筆者認為LXX
Mss

省略

的部分，MT的記錄沒有LXX早，筆者從中考慮這一點，假定LXX的版本錯誤也許是抄寫者無意中

的犯錯。
24
假定MT的錯誤，這是文士修訂（tiqqunesopherim）或者『多加』、『重複誤抄』的

原因。
25
 總而言之，本文維持MT，從上下文來看，筆者還是認同MT『多加』的子句，因為第四

節還提到“ת ָמֳחָרִ֔ ַֽ 從文學的特點來看，作者這種描繪影響讀者們豐富的感受到情景的現實，”מ 

感和歷史感。接下來看，第3節b的第二子句。原文批判資料表示b的問題在MT和其他抄本上出

現差異。
26
  

 
3b 

MT:                   “ ְ֙לָפָניו”                  on his faces  

LXX:                    ἐπὶ πρόσωπον αὐτοῦ         on his face  

                                         

22 據Campbell的注釋書，耶和華的約櫃用在5章3節和4節是作者有意的表現，從上下文來看，作者從非利士人的立

場上闡述耶和華與大袞都是神明中的一個。(見於第94頁) 

23 P.Kyle.McCarter.JR, 1 Samuel: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ition, notes and commentary (America: New Haven, Co

n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118. 

24 Ellis R. Brotzman，Old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rans. by Lee,ChangBae(Seoul：Christ

ian Literature Crusade,2002)113. 

25 Ibid, 110. 這有可能與4節的“ת ָמֳחָרִ֔ ִֽ 連接看是必要的，比較容易解釋MT所『多加』的部分。有些地方，MT”מ 
的『多加』的重複現象在原文中常常看到，Boling在約書亞記注釋書上表示這是“Dittogaphy”即重複抄寫的問題。 

26 從中的差異是複數還是單數的問題，批判資料提示撒母耳記上十七章四十九節的短語，它也是複數， 

根据Bible Works的解释，在希伯来原文中“ָפֶנה”出现2100次，只有出现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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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riaca                 ألسفل وجهه داجون           Dagon face down 

Targum                ‘l’pwhj” 

MT的撒上17:49節：   “ ְרָצה  ל ַעל־ָפָנָ֖יו ָאִֽ פ ֹּ֥ ׃ַוי  ”         fell on his faces to the ground 

 

如下看3節b的子句： 

ְרָצה  ל        ְלָפָני֙ו  א ִ֔ ֵ֤ ֣ה   ָד֗גֹון    ֹנפ  נ  ה       ְוה  ֵ֖י  ֲא֣רֹון ְיהָוִ֑ ְפנ    ל 

  在耶和華的約櫃前面   向地 它的臉們    僕倒  大袞   看哪  

=『看哪，大袞的臉們向倒在耶和華約櫃的地下』 

 

筆者將MT的“ְרָצה ל ְלָפָני֙ו א ִ֔ ֵ֤ ”ְלָפָניו֙ “中的”ֹנפ 
27

翻譯為“它的臉（複數）伏在地”，這與十

七章四十九節裡哥利亞倒在地上死去的場面，『他的臉（複數， ַעל־ָפָנָ֖יו  ）伏於地』比較起來，

ל“的” נפל “ ֵ֤  主動分詞，完成式，過去領域的分詞，表示持續的時態。28”ֹנפ 

從中看到MT的“ ָ֙פָניו”帶詞尾時，使用中性的複數，與其他抄本使用中性的單數。希伯來文中

『臉』只有複數，沒有單數。
29
  筆者維持MT的子句，是因為希伯來文中一個人的『臉』表示

多樣性的含義，包含不要單向來評價一個人，而要多層面來瞭解一個人。在文學作品裡，作者

對人物的刻意分析也是同樣的道理。30 

3c 

MT： “  ְקחו  and They took     (=『他們將~拿取』)                   ”ַוי 

LXX：“καὶ ἤγειραν”             and They raised31   (=『他們抬起來』) 

Syriaca： وأخذوا （w’tqnwhj） and They took       

這裡就是動詞的“ “和（MT）” לקח 的使用問題，從上下文來看，MT的單（LXX）” נשא

詞較為可靠。LXX用上“נשא”在約書亞記三章裡，祭司的利未人抬起約櫃前行的時候曾經用

過。LXX抄寫者把它的單詞使用於倒在地上的大袞身上。可見兩者都在場景上表現出各不同的

動作來，推測MT的本身對大袞的觀點上只是一個物體而已；而LXX的抄寫者對大袞的描述，從

非利士人的立場上闡述此段落。從這不同使用的單詞來判斷抄寫者們對大袞的觀點不一樣，因

此，本文維持MT的單詞。
32
 

                                         

27 REV. S. R. Driver, D.D，Notes On The Hebrew Text And The Topography Of The Book Of Samuel: with an inter
duction on Hebrew Palaeography and the Ancient Versions and Facsimiles of Inscriptions and Maps，2nd edition (Oxf

ord:Clarendon Press,1960) 50. Driver說LXX的 ἐπὶ πρόσωπον αὐτοῦ 適合“ַעל־ָפָנָ֖יו”，比“  ְלָפָניו”更好。 

28 Robert B.Chisholm,Jr, From Exegesis To Exposition: A Practical Guide to Using Bibical Hebrew, trans.by Ryu,KeunS

ang(Seoul: Christian Publishing House, 2003),92.  

29 Bible Works. 

30 Lee, HyoungCheul, “A Study on the Use of Onomatopoeia and Mimesis in Preaching”（Ph.D.dissertation.Chongshi

n University, 2012）64-65. 從中闡述“Facial Appearance”,舊約的表聲詞上出現臉上的多樣性含蓄，因而原文上使

用複數的『臉』是有道理的。 

31 Rev.S.R.Driver,D.D, Notes on the Hebrew text and the topography of the Book of Samuel: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ebrew Palaeography and the ancient versions and facsmiles of inscriptions and maps，2

nd
eds. Revised&Enlarged（Lon

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50. 

32 其實，抄寫者在MT或者Talmud上看到刻意變更單詞的事，這種現象稱為“Tiqqune sopherim”(文士

們的訂正)或“Itture sopherim”(文士們的省略)。但是，本文維持MT的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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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3節的d是在LXX-L、舊的拉丁文譯本93和它的旁注搖籃上看到跟其他單詞加添使用。33 

MT：          “ֹו ְמקֹומִֽ   in his place                ”ל 

LXX:           καὶ τὰ ὅρια αὐτῆς          and the boundary itself 

LXXL:          in suo loco                in his place  

LXX93:         in suo loco                in his place  

LXX94:         旁注搖籃 

Syriaca:      مكانه في                    in his place  

MT的短語與LXX所包含的意思有所不同，從上下文來看這段子句本來的意思是『將倒在

約櫃面前的大袞恢復在它的原處』。LXX的意思『自己界限的領域』。
34
 MT和LXX之間的差

異，推測其原因是由他們抄寫的原文不同而造成的現象。 另外，抄寫者的誤判而出現問題。
35

 從上下文來看，MT的子句裡又看到動詞『轉回』，更明顯的看到生動的畫面。因此，筆者維

持MT的抄本，也讚揚原文的作者寫作的技巧。 

第五章四節 

4a36 

此地方也是與3節a所指示的問題一樣，LXX
Mss

（希臘文翻譯抄本）上省略MT所指示的單

詞。 

MT:       “  ָמֳחָרת ַֽ  on the next morning （從上下文來翻譯為『再次日』）        מ 

LXXMss：  [   省略     ] 

LXX：    καὶ ἐγένετο ὅτε ὤρθρισαν τὸ πρωί 37 

Syriaca : 38 التالي اليوم في الصباح في بكروا 

 

敘利亞抄本與MT是一樣，把此部分翻成中文是『再次日』。從上下文的脈絡中評估，筆

者支持MT的子句，雖然省略也能表達出這段子句的意思，但是MT仍然添加“on the next morn

ing”, 推測MT的抄寫者也許在故事的陳述上加強時間的概念，使讀者更感受到場景的現實

感。
39
 

                                         

33 3節d, MT是“ֹו ְמקֹומִֽ 這單詞在LXXL(Luciani的抄本)、La，（以中文翻譯為『它（原來）的地方』）”ל 

tina副本93和旁注搖籃54中，與許多單詞加在一起使用。在文中的私譯，特別加『原來』，是因為從

上下文來看，3節第三子句上所看到的“ ׁשוב”的Hiphil動詞“בו ֹּ֥  。含『他們把它放回到原處』 ”ַוָיׁש 

34 Bible Works, 比照馬太福音2:16; 4:13; 8:34; 15:22, 39; 19:1; 馬可福音5:17; 7:24, 31; 10:1; 使徒行傳1

3:50。 

35 Ellis R. Brotzman，Old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rans. by Lee,ChangBae(Se

oul：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2002)112. 抄寫者的誤判，有三種可能性：一，因為內容熟悉，不用看

原文而抄寫，所以靠自己的記憶力來寫下抄本（記憶裡的誤判）；二，因為抄寫者無意中把一個Text

與另一個並行的Text做成一致，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犯了這種錯誤；三，抄寫者將注釋  說明結合在新

抄本的Text上，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犯了錯誤。 

36 McCarter說MT和LXXL 加“  ָמֳחָרת ִֽ  。但筆者認為MT的子句符合原文。見於第118頁，”מ 
37 Klein翻譯成“They go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McCarter翻譯成“But when they arose the next morning”。 

38 在The Syriac Peshitta Bible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中翻譯為“They rose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the day after”. 

39 參考3節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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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此段落可參考3b的版本，第四節b增加Latin Vulgate版本，其範例在如下。
40
 

MT:         “ יו֙ ְלָפנָ  ”               它的臉  （複數） 

Vulgate:     super faciem           在臉上  （單數） 

LXX:        ἐπὶ  πρόσωπον αὐτοῦ  on his face  （單數） 

 

本文維持MT的抄本，這與3節b一樣。從複數的『臉』中需要一個思考問題。Karis注釋書

把這段子句翻譯成『大袞的臉們』，假如將這段子句從想像力中畫出圖像來的話，這段經文的

場景中會產生的問題是，是否場內有兩個以上的大袞？從字面的意思來看就出現這樣的問題，

但是本文已經在三節b上解釋過希伯來文中的『臉』出現都是複數形態，所以，從上下文來看

只表示一個大袞神明而已。 

4c 

MT:         ֶאל  『向、往』(相當towords) 

有些MSS:     ַעל(相當on,in front of) 

citt41 ：      ַעל(相當on,in front of)  

Syriaca:      الباب عتبة على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door 

 

BHS的原文批判資料上又提示syriaca、Targum的子句。從上下文來看，筆者支援MT所使用

的“ֶאל”，其他抄本所使用的“ל 和”ֶא “這種誤差現象，能推測到抄寫者一時的錯覺或者”ע 

。的混用”ע  “
42
 本文維持MT。 

4d 

MT：  “ֹון   (Dagon=)『大袞』           ”ָדגָ֖

LXX等： ἡ ῥάχις43     『後面 』（=back ）、『軀幹』（=trunk ） 

可參照Latina抄本的複印本93和旁注搖籃94。 

Syriaca :   داجون جثة وتركت   and the body of Dagon was left 

                                         

40 “ לְ   ”翻譯成中文是『為了、給、在上』。從上下文來解釋，它包含帶方向指示的“ְרָצה 所以確定翻譯為，”ַאִ֔

『他的臉伏於地』，直譯時，『向地倒伏的它的臉』。  

41 cit(t), V. Apotowitzer, (Das Schriftwort in der rabinischen Literatur), (拉比文獻中的聖書內容), 指拉比文獻、猶太

文獻中的讚美詩歌，即緒論(1906); 第II部(1908); 第III部(1911)。1966年，由猶太沙漠Chirbet的Qumran地區中發現

的希伯來文抄本，緒論(1906); 第II部(1908); 第III部(1911)。 

42 Ellis R. Brotzman, Old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105-106. 

43 根據Bible Works的解釋，相當於希伯來文與亞蘭文上所表示的“ֶֶםֶרג”（=『骨』）， McCarter把四節d的子句翻

譯為“only his trunk was left intact”（『只有剩下他的身體』）或者“only his back was left upon him”。這個

“Trunk （=『軀幹』）”。根據Bible works，MT是『只剩下了大袞（ ֹון  ָדגָ֖ ）』，大袞的詞裡看到“ו 是『後面』” גֶ 

（=back），與它類似的詞語“ וֶ  היָּ 是『軀幹』（=body）。這種轉化的根據，是從LXX上 ῥάχις(=後面或主幹)中”גֶ 

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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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um:                    『 身體 』  （=body） 

Vulgate                     『 軀幹 』  (=the trunk of ） 

從上下文來看，其他版本所使用的短語在本段子句上比較適合。但是MT的抄寫者漏掉

『軀幹或身體』的單詞，筆者推測其原因是否抄寫者無意中的錯誤，或者抄寫者故意不加『 

身體 』的可能。筆者認為只寫『大袞』表示『大袞的身體 』，看它與它的子句
44
中的單詞

ק““ ֵ֥ ר“和（『只是』=）”ר  ֵ֥ ְשא  有連貫。因為從上下文來看它們包含『身（『剩下』=）”נ 

體』的代表。從中筆者判斷原來MT省略『身體』是由抄寫者故意不加的。本文維持MT。 

第五章五節 

5a45 

舊約聖經裡經常看見“ה ֶזַֽ  。與其他單詞在一起被使用”ה 

MT:            “ֶזַֽה ה“  『這個日子』          ”ה  ֶזַֽ ֹום ה  יֵ֥  ”ה 

LXXMs46 :         ה ֹום ַהֶזִֽ  ַהיֹּ֥

  LXX:            τῆς ἡμέρας ταύτης ὅτι ὑπερβαίνοντες ὑπερβαίνουσιν  

MGK:           τῆς ἡμέρας ταύτης 

因為作者寫下這段子句，證明出五章的整個事件的真實性和歷史性。
47
  

 

第五章六節  

接下來，六節a是介係詞“ֶאל”(=『向、往』)和“ל 的問題，前者被（『在~上面』）”ע 

使用在MT上，後者被使用在MSS上，在詮釋上，兩個版本的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可參照4c

節）。 

6a 

MT：            “ֶאל”       toward（=『朝向』）    耶和華的手重重地加在亞實突人身上 

Mss：           “ל  upon （=『上』）      同上        ”ע 

Citt:           “ל  upon                  同上        ”ע 

Syriaca           مدى على    over       The hand of the Lord Prevailed over the Ashdodites 

 ： 节4篇32参照诗篇 “ י “  upon me   ” ָעל ֗ ָך ֶדֵ֥ י ָיָ֫  。(『你的手在我上邊』=)” ָעל ֗

6b 

  Aquila’s Greek version和Theodotion’s Greek version上的單詞與MT抄本比較。48 

                                         

44 『只剩下手和頭被折斷的殘體』，根據這個證據的強度，目前的翻譯確定使用『大袞的身體』。 

ה“ 45 ֹום ַהֶזִֽ   。證明第五章的事件是真實發生的，也具有歷史性的”ַהיֹּ֥

46 LXX
Ms(s)

（希臘文抄本的複印本）。 

47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2001，214。 

48 Aquila’s的希臘文譯本舊約, 早期主後的二世紀，七十士譯本的修訂本，字面的解釋。 α΄是Aquila的直譯本，他

是在主後2世紀初翻譯七十士譯本的著名譯者。θ是Theodotion的希臘文譯本舊約，主後2世紀，他使用Kaige校訂本，

修訂了希臘文譯本。有關 α΄和θ中所提示的希臘文單詞 εφαγεδαινησεν ，它的原型是 εσθιω,可參照第606頁 (原



 

15 

 

MT49:                  “ם ִ֑ מ  ְיש   『使荒蕪、荒涼』                       ”ו 

á  ：                 εφαγεδαινησεν                     “ם “的”ָהמ  ם ְיֻהמ ִ֔  ” ו 

θ ：                  εφαγεδαινησεν                    “ם “的”ָהמ  ְיהֻ  םו   ” מ ִ֔

參照撒上7章10節：    “ ם ְיֻהמ ִ֔  『混亂的移動、破壞』                             ” ו 

LXX:               καὶ  ἐξέζεσεν  αὐτοῖς    εἰς τὰς ναῦς  『在船上他打破了他們』 

=and he break  out himself  in to the ship  

NIV:              he brought devastation upon them 

KJV:              and he destroryed them 

NAS:             and he ravaged them 

這段子句的MT與LXX有很大的差異。為何LXX的子句加添『在船上老鼠混亂的移動』？在

LXX的子句上顯明以色列神的手借著老鼠所傳來的瘟疫
50
來混亂在船上的非利士人。LXX裡出現

『在船上』的短語，雖然亞實突並不是沿海地區，但筆者推測非利士人是海洋民族，因此作者

是否用這段的描述來諷刺非利士人，更使以色列讀者感受具有戲劇性又滑稽的事件。 對這方

面的議題，筆者在本文的文法和文章分析中詳細討論了。 

筆者分析兩者之間的差異，其原因可能有兩種，一是LXX的抄寫者已經很熟悉原本的故事

進展，所以他提前在五章中詮釋了六章的情景。相反，二是MT的抄寫者抄寫“版本”
51
的時

候，就刻意不寫LXX的那段子句。從上下文來看，五章與六章的敘述進展上，為了提高故事的

發展程度，MT抄寫者在五章上只有描述『痔瘡』。儘管如此，從兩者的鑒別中，本文維持MT。 

 

6c-c 

拉丁文聖經91 Legionensis版本、93版本（它是複製91版本的）、94旁注搖籃上記錄『老

鼠』的單詞，這些版本與MT有差異。MT雖然沒有記錄這個單詞，MT的撒母耳記上六章四節『老

鼠』就說明這一點。 

MT: “ ים(, ֶאת ר  ָתם בעפלים )ַבְטח  ְגבוֶליהָ -ַאְׁשדֹוד ְוֶאת-ַוַיְך א  ”『他用那些痔瘡攻擊他們，亞實突和它的四

境』。 

L91(=古拉丁文譯本Legionensis)
52
:   加入老鼠的單詞 

                                         

文編輯2068)。 

49 Rev.S.R.Driver,D.D，51. Aquila’s的希臘文譯本舊約和Theodotion的希臘文譯本舊約上使用“εφαγεδαινησεν”，比照

撒母耳記上七章十節“ המם”的“ ם ם“ 。以中文翻成『他混亂（或搗亂、破壞）他們』，”ַוְיֻהמ ִ֔ ֵּ֑ מ  是”ַוְיׁש 

的Hiphil形態，它是第三人稱陽性單數，帶詞尾是第三人稱複數，翻譯為『他使他們驚嚇』或『使事物”ׁשמם “

或人毀滅』。在LXX裡,使用為 καὶ ἐπήγαγεν αὐτοῖς，主要用在場所和事物上面作為使役動作。比如，何西阿書二

章十四節，“ ה ָנָתִ֔ ֣ י ַגְפָנה  וְתא  ת ִ֗ מ  ם “使葡萄園變為『荒』，『蹂躪』。 以西結書二十章二六節 ，” ַוֲהׁש  מ ִ֔ ַען ֲאׁש  ְלַמ֣

（=『好使他們淒涼』）”、約伯記十六章七節“ ֹוָת מִ֗ ׁש  י ֲהֲ֜ נ  他（神）使我困倦，你（神）使我驚駭（或』=)”ֶהְלָאֵּ֑

離棄、遠離）~』）。 

50 David G. Firth,，Apollos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8: 1&2 Samuel, Series Editors David W. Baker et  al (Englan

d: Inter Varsity Press Downers Grove, Illinois,2009) 96. 他主張如果沒有舉出非利士人們所受   的苦與老鼠有連貫

的證據，很難解釋這瘟疫是來自老鼠而傳來的痔瘡。撒母耳記上六章三、十一和十七節的情景就可以解答五章六

節的問題。 

51 參照Ellis R.Brotzman的書OldTestaent Textual Criticism:A Practical Introduction,韓譯本第80頁) 

52 L91(=古拉丁文譯本Legionensis,Romae 1946); L93（=古拉丁文譯本複製L91的版本,Romae 1864）;L94(=旁

注搖籃54，Venetia 1478)，這些中世紀抄本都加上LXX的『老鼠』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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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3（=古拉丁文譯本複製L91的版本）： 加入老鼠的單詞 

L94(旁注搖籃)  

 

6c-c的問題是，MT的『痔瘡』和LXX及其他版本上多加『老鼠』的問題。筆者已經在注腳

上表明了立場，從上下文來判斷不同抄本的差錯， 這是因為與六節b的解釋有所衝突，所以本

文仍然維持MT的段落。 

LXX等和其他抄本直接使用老鼠，這是與Mt使用的單詞『痔瘡』有差異的，看下麵：
53
 

LXXc-c  καὶ   μέσον      τῆς    χώρας    αὐτῆς    ἀνεφύησαν            μύες  

and  in the middle   the    a country    himself    to produce again     field-mouse or the hamster    

         καὶ   ἐγένετο     σύγχυσις       θανάτου  μεγάλη   ἐν   τῇ   πόλει  

and   to become      confusion           death       large     in   the    a city. 

6d 

MT：                “ ַבעפלים”    『藉由痔瘡』或『腫瘤』  

Qere（讀型）  :       “ים ִ֔ ר  “ 原型為      ”ַבְטח  ט רח ”  

Kethiv（寫型）：      “ים ֶפל “原型為      ”ָבֳעָפל    ”ע 

MSS：          (Qere) ים ר   ְטח 

Syriaca：               ים ִ֔ ר   ְטח 

TarGum：              ים ִ֔ ר   ְטח 

Vulgate：              ים ִ֔ ר   ְטח 

的複數而組合的，翻譯為『在痔瘡裡』或『藉由”עֶֹפל“和名詞”בְ “由介係詞，”בעפלים“ 

痔瘡』或『用痔瘡』，本文採取『藉由痔瘡』。不但使他們被驚嚇，而且他藉由痔瘡使他們被

擊打。 LXX和Vulgate上的『腫瘤』，六節表示從大鼠出現在他們的土地上而遭受的災殃，整

個城市都有死亡和破壞。關於『痔瘡』，McCarter將五章六節如此比較，分析的很仔細： 

MT   ַבדֶַיד כ  הוָּהֶֶאל-ַות  ים(,ֶֶאת-י  ֹחר  םֶבעפליםֶ)ַבט  ם;ֶַוַיְךֶֹאתָּ מ  ש  ים,ֶַוי  ּדֹוד  ַאש  ֶאת-הָּ ּדֹודֶו  .-ַאש  בּוֶליהָּ ג   

『甚至耶和華的手重重加上亞實突人們，不但使他們被驚嚇，而且神藉由痔瘡使他們被擊

打，（包括）亞實突和她的邊境（都受到痔瘡）』 

LXXB καὶ ἐβαρύνθη χεὶρ κυρίου ἐπὶ Ἄζωτον καὶ ἐπήγαγεν αὐτοῖς καὶ ἐξέζεσεν αὐτοῖς εἰς τὰς ναῦς καὶ μ
έσον τῆς χώρας αὐτῆς ἀνεφύησαν μύες καὶ ἐγένετο σύγχυσις θανάτου μεγάλη ἐν τῇ πόλει. 
“And the hand of Yahweh was heavy upon Ashdod. He brought up against them and it swarmed 

among them in the ships, and in the midst of their land mice went up, and there was a mortal pa

nic in the city.” 

LXXL kai ebarynthe he cheir kyriou epi Ἄzoton kai ebasanisen tous azdtious  

kai epataxen autous eis tas hedras auton ten azoton kai to orion autes  

kai epegagen ep’ autous myas kai exebrasan eis tas naus auton kai eis meson tes choras au

                                         

53 Ralph W. Klein, 47. 他把六節的後半部分翻譯為“It brought up against them mice who swarmed in th

eir boats and came up into the midst of their land. There was a great panic inthe city –a deadly one.” 

根據現代的NIV聖經譯為“He brought devastation upon them and afflicted them with tumors”。 NIV、

Syriaca譯本都用“tumors”(=『腫瘤』)，可以看出它們都從MT的抄本而翻譯出來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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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 anephyesan myes kai egeneto synchysis thanatou megale en tepolei. 

“And the hand of Yahweh was heavy upon Ashdod. He ravaged the Ashdodites and affl
icted them with tumors – both Ashdod and its environs. He brought up mice upon th
em, and they swarmed in their ships. Then mice went up into the land, and there wa
s a mortal panic in the city.”54 

筆者維持MT,根據CBOL舊約Parsing系統，MT的“עפלים”是寫型與讀型兩個字的混合字型。 

第五章七節 

MT： ר“They said”原型“    ” ְוָאְמ֗רּו   ”ָאמ 

LXX：καὶ λέγουσιν   

Klein（p48）、Driver(p52)指摘“  ְוָאְמ֗רּו”的地方應該換為“55。”ו   יֹאְמרּו
 所以他們主張此段子

句理解成連續式waw和未完成式的動詞““ו   יֹאְמרּו”的形式。不過T.Muraoka對這個部分解釋，

他說在古典的用法上，兩者可以交替使用，雖然此段落是“w-qatalti型”，但是可以理解為“wa

yyiqtol型”結構。 

 

第五章八節 

8a-a 
LXX, Latina vulgate, Targum, Syriaca譯本上看到“καὶ λέγουσιν οἱ Γεθθαῖοι μετελθέτω κιβωτὸς 

τοῦ θεοῦ πρὸς ἡμᾶς”，而在MT上省略了短語『向我們 = πρὸς ἡμᾶς 』。 

MT： ב ס ִ֔ ו ַג֣ת י  אְמרִ֔  。於是他們說把它轉移到迦特     ַוי ֣

LXX：    καὶ λέγουσιν οἱ Γεθθαῖοι μετελθέτω κιβωτὸς τοῦ θεοῦ πρὸς ἡμᾶς   

（『於是他們說：將神的約櫃向我們轉移到迦特』） 

Vulgate： responderuntque Getthei Circumducatur,（『於是包圍迦特』） 

Syriaca：  w’mrw lgt thpwk（   نَقَلُوا َوِعن دََما .«َجت   إِلَى ان قُلُوهُ » :فَأََجابُوهُم ） 

Targum：  w’mrw lgt jsthr  

在LXX上多加了“πρὸς ἡμᾶς”，而MT和其他抄本上沒有看到。從上下文來看，解釋此段落，

有很大的差異。從本文的文法和文章分析時詳細討論了此部分。之所以LXX與MT的差異，是因

為他們從抄寫不同的版本而造成的現象。
56

本文維持MT，由此可見，從中其他版本都是從MT

中抄寫來的。 

 

第五章九節 

                                         

54 由此可見，關於LXX所提示的『老鼠』這個單詞，根據McCarter認為LXX的第六節經文是在前邊MT的第三節最

後要加上的部分， 並且雖然在MT的第6節上沒有提示『老鼠』、『船』等的單詞，但是MT的第六章4節、5節、

11節和18節裡出現，這表示5章所描寫的『痔瘡』，是具有相關的，也能夠解釋這『痔瘡』原來是由老鼠傳來的

鼠疫病。據Ralph W.Klein的注釋書，將“ים ִ֔ ר  解釋為痔瘡或腫瘤，他還補充說明這是來自於亞蘭語”（讀型）ַבְטח 

的大便的變形（strain at the stool）。 

55 Park,YoungGuk《在大袞的審判中顯現的勇士之神的神學：以撒母耳記上五章為中心》（Th.M.dissertation.Chongshi

n University, 2014）40. T.Muraoka解釋這是因為在古典的用法上w-qatalti型可代替wayyiqtol。 
56 Ellis R. Brotzman,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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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MT: “ֹו תִ֗  ； （受詞帶第三人稱陽性單數，= 把它） ”א 

Citt: “התג”(=Goethe？) 

LXXL: “την κιβωτον προς τους Γεθθαιους” （= 把它到迦特）。 

ֹו“   תִ֗  。是指耶和華的約櫃。這段子句的意思是『他們把耶和華的約櫃轉運到迦特』”א 

 從中出現主詞的問題，LXX、Citt的『迦特』在MT的此段落上沒有，因此主詞到底是誰變得

很模糊。假定迦特人將約櫃運轉到迦特？還是7節的亞實突的男人們將約櫃運轉到迦特？
57
Firth

指摘LXX的段落雖然通過『迦特』的居民，來推測九節第一子句的主詞也許是『迦特人』，但，

他們並沒有說『過來』。因此，在LXX、Citt中出現『迦特』，是因為它們與MT的版本不一樣，

所以出現這樣的差異。從上下文來看，MT雖然沒有提示『迦特』，但是八節可以解決9節第一

子句的模糊現象。『非利士人的眾首領回答：將約櫃運到迦特去』，這裡回答的眾首領是指他

們其中的一個代表
58
，推測可能性——他也許是迦特的首領。

59
 筆者維持MT。 

9b 

MT： “  יר  In the city         ”ָבע 

Mss：“םעב”         People 

Vulgata：“per singulas civitates”（=『由各城市』 = by each city ）60 

MT的“  יר 。的問題，筆者認為Mss抄寫者誤判而造成的現象”םע“Mss抄本上”ע 
61
 從上下文來看，

兩者的意思大體上都一樣。筆者維持MT。 

 

9b  

MT：“62”עְ פלים   

Mss： 讀型（=Qere）一樣“ים ִֽ ר   。”ְטח 

Syriaca & Targum：“σ' κατα των κρυπτων”   『 在隱窩中 』 

Vulgata：“prominentes extales”                『 腫瘤 』 

LXX：“εις τας εδρας αυτων”                 『 在這些腫瘤 』  

 
在LXX上添加一些單詞。比照拉丁文Legionensis抄本91、Legionensis的複印本93、旁注搖籃

94是“α΄ αι εδραι”（=『腫瘤』）。 

 

第五章十節 

10a 

MT:          “  ים  ”ָהֱאֹלה 

                                         

57 在本文的文章分析時，解釋此段落的主詞，筆者把7節的亞實突的男人們連接在此段落的主詞一起看；不過，Fir

th的解釋也很有道理。筆者要換主詞的觀點。暫且保留次段落的詮釋。 

58 眾首領是指非利士的五個城市，亞實突、迦特、以革倫、亞實基倫和迦薩的領導。 

59 David G. Firth, I&2 Samuel, 2009, 92. 

60 MT的“  יר 翻譯成“against the city”。（Williams’Hebrew syntax,#242, 97） 從上下文來看，『 耶和華的手”ָבע 

對著那個城市有極其大的混亂不安 』。(=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against the city    with very great confusio

n , NAS) 

61 Ellis R. Brotzman, 112. 

ים“ 62 ים“與”（寫型）ֳעָפל  ִֽ ר   。的混合字，翻譯成『痔瘡』”（讀型）ְט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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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t:        “ ְשָרא   י י  ֵ֤ ל   ]ֱאֹלה  ” 

LXXL:         “θεοῦ Ισραηλ” 

 

其他抄本上看到『 以色列 』這個單詞，MT的抄本上卻省略這個單詞。其實在十節裡『神

的約櫃』出現有三次。MT抄寫者寫兩次（第一子句和第二子句）不加『以色列』這個單詞 ，

第三子句上添加『以色列』，因此筆者維持MT。 

 

10b-b 

MT:    “ ֹון ים  ֶעְקרִ֔ ֹון ָהֱאֹלה  ֹוא ֲארֵ֤ י ְכב   63”וְַיה ִ֗

Mss:     [           省略           ] 

比照LXXMSS，Syriaca、TargumMss、Versio Latina VulgataMss:  

從上下文來看，MT的第二子句是似乎與第一子句重複似的，但“י ְיה ֗ 子句的必要性就在本經”ו 

文上表示開始新的場景。筆者支持MT的這段子句的必要性。 

10c 

MT：“ בּוה   ֵ֤  『他們把它運送』      ” ס 

Citt & LXX: 將“המל”（=why）放在“ בּו ֵ֤ ס   的前邊。=『為什麼把它運送』” ה 

從中，Citt和LXX裡多加了疑問代詞『為什麼』，這與MT的陳述句比較起來，疑問詞更有

強調之用意，表示說話者的呼召強度。要看MT的十節整個句子，作者通過旁白者的口氣敘述

內容已經充分傳達以革倫人們的呼喊。要說哪一個抄本比較接近原文，筆者維持MT。推測Citt

和LXX多加“המל”的可能性，Citt的抄寫者抄寫LXX，假設MT和LXX抄寫的“版本”是一樣的

話，
64
 LXX的抄寫者抄寫版本，可能他有意加入此單詞。

65
  

10d  

除了MT以外，所有譯本的此單詞詞尾都是第一人稱的複數。 

MT:   “  ַלי י “、『向我』”א  נ  ָ֖ ית  י׃“和『把我殺死』”ַלֲהמ  ִֽ  『還有我的百姓』”ְוֶאת־ַעמ 

Targum
Mss

：“ θανατῶσαι ἡμᾶς καὶ τὸν λαὸν ἡμῶν ”『殺死我們和我們的百姓』 

2Mss： “ְתנו “、”-ונת 是第一人稱複數，見於民數記14章2節、列王記下7章，”( 民14:2節)ָמִֽ

4節。 

 

第五章十一節 

11a 

MT:  “י ֵ֖ “和『向我』”ֹאת  י ִ֑ מ   『我的百姓』” ְוֶאת־ע 

LXX、Syriaca、Vulgata: 第一人稱複數的詞尾。 

 

                                         

ֹוא“ 63  是相當英文的“when”。（ Williams’Hebrew syntax,#262b, 103）”כְ “的介係詞”ְכב 

64 根據Ellis R.Brotzman的書，畫出舊約聖經原文歷史概觀的圖表，MT和LXX所抄寫的原本是不一樣：從原始本H

起，分歧兩大類。LXX的原文來自埃及希伯來修訂本；原始MT的原文來自巴比倫希伯來修訂本。（Old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A Practical Introduction:80） 

65 Ellis R.Brotzman, 113. 這些差異，可能抄寫者有意添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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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下文來看，筆者支持MT。66
 

 
11b 

MT:              “  ֶו֙ת ֶות “，『死亡』”ָמ֙ ת־ָמ֙ ּומ   67『死亡的混亂』” ְמהַֽ

Citt:             “ “這很像，” יהו]  『耶和華』” יהוה

4Qsam:          『耶和華的混亂』=panic of Yahweh” 

比照撒加利亞書14章13節:“ת־ְיהָוָ֛ה ּומ  ֶות = 在LXXB上（σύγχυσις θανάτου” ְמהַֽ ת־ָמ֙ ּומ  a d= ְמהַֽ

eadly confusion）反映了上邊的短語。68 

可以參考Syriaca、Targum、Vulg.，並且比照6節和9節。 

6節，LXX καὶ ἐγένετο σύγχυσις θανάτου μεγάλη ἐν τῇ πόλει 

     MT יָה׃  ֹוד ְוֶאת־ְגבוֶלִֽ ים     ֶאת־ַאְׁשדָ֖ ל  ָתם  ַוְיׁש   ַבְעפ  ם ַוַיְֵַּ֤֤ך א  ֵּ֑ מ    

9節, LXX:  ἐν τῇ πόλει τάραχος     μέγας σφόδρα  

          In the city  disturbance  large exceedingly 

     MT ה    :  י֙ר ְמהּוָמ֙ה ְגדֹוָל֣   ָבע 

11節，LXX:  σύγχυσις θανάτου   

      MT :  ֶו֙ת ת־ָמ֙ ּומ    ְמהַֽ

 

第五章十二節 

12a 

MT ים “     : ˙ל  ְעבַ פ ” 

Mss:    如Qere（讀型: ים  ִ֑ ְטחֹר   。一樣（ ב 

比照Syriaca、Targum、Vulgata: (Qere) ים ר   ְטח 

LXX:   “ἕδρας ” 

可見參考六節d的解釋和注腳。筆者維持MT。 

12b 

MT:“ ם  י  ָשָמַֽ  複數 (heavens, sky=)”   ה 

Mss:  “ְיָמה ָשמ ָ֫  複數       ה 

LXX: εἰς τὸν οὐρανόν  單數 

MT的抄寫者將“ ם י  改為停頓型（Pausal form）。短母音Pathach變為長音的Qamets，句子或”ָשמ 

子句最後一個由於語調加重，母音常受影響而變長。另外，創世記一章八節的 “ם י  是句子中間的”ָשָמִ֑

單詞，表示停頓的記號，受重音Athnach的影響“Mem”帶母音的Qamets，表示標點符號『，』的功用。
69
 

                                         

66 比如，“נו עֶַ“，（詩篇67:2，『向我們』=）”א  (ֹו)ָתָ֫ καὶ τὸν λαὸν ἡμῶν  『我們的百姓』，這樣看來複數 =”ּונמ 

是對了，不過筆者認為MT抄寫者使用單數，可以推測理解從君王的語氣和君王的立場來解釋。因此，筆者贊同

MT所使用的單數。 

67 P.Kyle McCarter, Jr,1 Samuel: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America:New 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1980.London:Doubleday) 121. McCarter解釋“ ֶות   וַמת־ָמ  ְמהִֽ ”是『死亡的混亂』（mortal panic）。 

68 Ibid, 121. 

69 Bible Works & CBOL舊約Parsing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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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將“Yod”和“Mem”交換為位置，Mss“ה ָָ ”表示指示方向。Mss有意地加入指示方向“ה ָָ ”。 

筆者維持MT。 接下來看12節LXX與MT的比較： 

LXX 

 

καὶ  οἱ  ζῶντες   καὶ  οὐκ  ἀποθανόντες  ἐπλήγησαν εἰς  τὰς   ἕδρας  

and  the  to live   and   no   to die          to strike     in   the   a seat of honour 

καὶ     ἀνέβη     ἡ    κραυγὴ   τῆς   πόλεως   εἰς   τὸν  οὐρανόν  
and    to go up   the    crying    the   a city     in    the  heaven 

MT 
ים  ֹפל  ְ ע  ּו             ב  תּו           ֻהכֵ֖ ר          לֹא־מ ִ֔ י֙ם        ֲאֶש֣ ֲאָנש    ְוָהַֽ

在痔瘡裡   受到擊殺   沒有死去的        那些男人們， 

ל   ע  ָ֛ ת  יר            ו  ֵ֖ ת    ָהע  ֵ֥ ְוע  ַֽ ם׃            ש  י  ָשָמַֽ ה   

到那些天空   那些城市的呼求   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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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私譯 

第五章1節至12節私譯 

5章1節 

ֹוָדה׃   ֶזר ַאְׁשדִֽ ָ֖ ֶבן ָהע  ֶאֹּ֥ הו מ  ֻאֻ֛ ים ַוְיב  ֵּ֑ ת ֲא֣רֹון ָהֱאֹלה  ָ֖ ו א  ְקחִ֔ ים  ָלִֽ ְׁשת   וְפל 

現在非利士人們虜獲神的櫃，然後他們把它從以便以謝中帶入到亞實突那裡。 

5章2節 

  ֹּ֥ ֹון ַוַיצ  ית ָדגֵּ֑ ֣ ֹו ב  תָ֖ יאו א  ֹּ֥ ים ַוָיב  ים  ֶאת־ֲא֣רֹון ָהֱאֹלה ִ֔ ְׁשת  ו ְפל  ְקחֵ֤ ֹון׃ַוי  ֶצל ָדגִֽ ֹּ֥ ֹו א  תָ֖ יגו א   

甚至將非利士人們獲取上帝的櫃，接著把它帶入到大袞廟，而且把它擺在大袞的旁邊。 

5章3節 

ְקחו    ָ֖י ֲא֣רֹון ְיהָוֵּ֑ה ַוי  ְפנ  ְרָצה ל  ל ְלָפָניו  ַאִ֔ ֵ֤ פ  ֹון נ  ֣ה ָדגִ֗ נ  ת ְוה  ָמֳחָרִ֔ ִֽ ים  מ  מו ַאְׁשדֹוד  ֵ֤ ֹון וַ ַוַיְׁשכ  בו ֶאת־ָדגִ֔ ֹּ֥ ֹו׃ָיׁש  ְמקֹומִֽ ֹו ל  תָ֖ א   

次日，亞實突人清早起來，看哪，大袞僕倒，它的臉（一直）伏於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

他們就拿起大袞，把它放回它原來的地方。 

5章4節  

ֹון  אׁש ָדגֲ֜ ָ֖י ֲא֣רֹון ְיהָוֵּ֑ה ְור   ְפנ  ְרָצה ל  ל ְלָפָניו  ַאִ֔ ֵ֤ פ  ֹון נ  ֣ה ָדגִ֗ נ  ָמֳחָרת  ְוה  ִֽ ֶק֘ר מ  מו ַבב  ֣ יו ְכֻרתֹות  ֶאל־ ַוַיְׁשכ  י׀ ַכ֣פֹות ָיָדִ֗ ֣ וְׁשת 
ֹון  ק ָדגָ֖ ן ַרֹּ֥ ְפָתִ֔ יו׃ַהמ  ר ָעָלִֽ ְׁשַאֹּ֥ נ   

再次日，早晨他們早起來看，大袞在耶和華的約櫃前，他的臉伏於地，而且在那個門檻上

被折斷的大袞的頭和兩手，只剩下大袞的軀幹。 

5章5節 

ֹו  ד ַהיֹּ֥ ֹוד ַעָ֖ ֹון ְבַאְׁשדֵּ֑ ן ָדגָ֖ ְפַתֹּ֥ ֹון ַעל־מ  ית־ָדגֻ֛ ים ב  ִ֧ ל־ַהָבא  ֹון ְוָכִֽ י ָדגֲ֜ ֲהנ   ְדְרכוּ֩ כ  א־י  ן ל ִֽ ה׃  ַעל־כ ֵּ֡ ם ַהֶזִֽ  

所以，大袞的祭司們、還有進入大袞廟的所有人，他們不踩踏亞實突大袞(廟)的門檻上面，

直到今日。 

5章6節 

ָתם    ְַּ֤ך א  ם ַוַיֵ֤ ֵּ֑ מ  ים ַוְיׁש  ָ֖ ד ַיד־ְיהָוֻ֛ה ֶאל־ָהַאְׁשדֹוד  ְכַבִ֧ ים ַות  ל  יָה׃  ַבְעפ  ֹוד ְוֶאת־ְגבוֶלִֽ ֶאת־ַאְׁשדָ֖  

耶和華的手重重地加在亞實突人們身上，驚嚇他們，用痔瘡擊打他們，就是亞實突與其四

境。70  

5章7節 

ו ל ִֽ   ן ְוָאְמרִ֗ ֵּ֑ י־כ  ִֽ ֹוד כ  י־ַאְׁשדָ֖ ִֽ ו ַאְנׁש  ְראֹּ֥ ינו׃ַוי  ִֽ ֹון ֱאֹלה  ל ָדגֹּ֥ ינו ְוַעָ֖ ה ָידֹו  ָעל ִ֔ י־ָקְׁשָתֵ֤ ִֽ נו כ  ָמִ֔ ל  ע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ב ֲאר  א־י ׁש ֵׁ֞  

亞實突的男人們，他們看見了。因此，他們還有說以色列神的約櫃，它不可停留跟我們一

                                         

ים“ 70 ל  ] 是”ַבְעפ  יםבָ  ֳעָפל  ]寫型與 (ים ִ֔ ר   。讀型的混合字型(ַבְט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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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為他的手在我們上面——它艱苦我們，而且在我們的神明大袞上面也是如此。 

5章8節 

י  ְׁשת ֲ֜ י ְפל  ו ַוַיַאְ פוּ֩ ֶאת־ָכל־ַ ְרנ   ְׁשְלחֵּ֡ ֹון ַוי  ב ֲארָ֖ ס ִ֔ ו ַג֣ת י  אְמרִ֔ ל ַוי ֣ ְשָרא ִ֔ י י  ֣ ֲארֹון  ֱאֹלה  ה ַלִֽ ה־ַנֲעֶשִ֗ אְמרו  ַמִֽ ם ַוי ִֽ יֶהִ֗ ם ֲאל 
ל׃    ִֽ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בו ֶאת־ֲארָ֖ ל ַוַיס ֵּ֕ ֵּ֑ ְשָרא  י י  ֣  ֱאֹלה 

因此，他們派人之後，非利士人的眾首領全聚集了， 他們向他們說：我們為以色列神的

約櫃，做什麼？於是他們說:使以色列神的約櫃自己轉到(=包圍)迦特去； 因此，他們使以色

列神的約櫃運轉到那裡。71 

5章9節  

י  י ָהע ִ֔ ֣ ד ַוַיְך  ֶאת־ַאְנׁש  ה ְמא ִ֔ יר  ְמהוָמה  ְגדֹוָל֣ י ַיד־ְיהָוֵ֤ה׀ ָבע  ֹו ַוְתה   תִ֗ בו א  ֣ ַ י׀ ה  ֣ י ַאֲחר  רַוְיה ֵׁ֞  
ם  ו ָלֶהָ֖ ָשְתרֹּ֥ ֹול ַוי  ן ְוַעד־ָגדֵּ֑ ָקט ָ֖ מ  ים׃  ל   ְעפ 

當它（=痔瘡）發生了，他們（亞實突的男人們：=7節的主詞）把它（=約櫃）轉運到之後，

當耶和華的手臨到時候，對那個城有極其大的混亂不安。他（=耶和華的手）把那個城裡的男

人們被擊殺，從小到大，（耶和華的手）向他們，他們自己被長出痔瘡。 

5章10節 

י  נ ֲ֜ ֶעְקר  ו ָהִֽ ְזֲעק  ֹון ַוי  ים  ֶעְקרִ֔ ֹון ָהֱאֹלה  ֹוא ֲארֵ֤ י ְכב  ֹון ַוְיה ִ֗ ים ֶעְקרֵּ֑ ָ֖ ֹון ָהֱאֹלה  ו ֶאת־ֲארֹּ֥ ְַּ֤יַׁשְלחֻ֛ ַלי  ֶאת־ֲארֹון  ַוִֽ בו א  ֵ֤ ַ ר ה  אמ ִ֗ ם ל 
י  ֣ י׃ֱאֹלה  ִֽ י ְוֶאת־ַעמ  נ  ָ֖ ית  ל ַלֲהמ  ְשָרא ִ֔ י   

於是，他們把神的約櫃送運到以革倫，當它臨到了，因為他們把神的約櫃帶來以革倫的時

候，所以以革倫人們，他們哀求地說：他們把以色列神的約櫃向我帶過來了。並且使我和我的

百姓害死。 

5章11節 

ל  וְ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ו ֶאת־ֲאר  אְמרו  ַׁשְלחֵׁ֞ ים ַוי ִֽ ְׁשת ִ֗ ֣י ְפל  ו ֶאת־ָכל־ַ ְרנ  ו ַוַיַאְ פֲ֜ ְׁשְלח  י ְוֶאת־ַוי  ָ֖ ת  ית א  ֹּ֥ א־ָימ  ֹו ְול ִֽ מִ֔ ְמק  ב ל  ָיׁש ֣
ם׃ ים ָׁשִֽ ָ֖ ד ַיֹּ֥ד ָהֱאֹלה  ה ְמא ֻ֛ יר ָכְבָדֹּ֥ ֶות  ְבָכל־ָהע ִ֔ וַמת־ָמ  ה ְמהִֽ י־ָהְיָתֵ֤ ִֽ י כ  ֵּ֑  ַעמ 

因此，他們派人招聚非利士人們的整個首領們來，說：“願你們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送回到

它的原處，不要殺死我和我的百姓，因為死亡的混亂臨到那全城裡。神的手極大重重加在那裡。 

5章12節 

ים  ֲאֶׁש֣   ֲאָנׁש  וְוָהִֽ תו ֻהכָ֖ ר ל א־מ ִ֔ ם׃  י  יר ַהָשָמִֽ ָ֖ ת ָהע  ְוַעֹּ֥ ַעל ַׁשִֽ ים ַוַתֻ֛ ל   ַבְעפ 

還沒有死的那些男人們在痔瘡裡受到擊殺，於是那城市的呼求上達到那些天空。 

 

 

 

 

                                         

71 第四子句裡從文脈上看出來省略『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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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歷史、考古學的脈絡  

撒母耳記上第五章的地點是從以便以謝開始，主要歷史舞臺是從神的約櫃被擄到非利士人

的地方，先到亞實突又到迦特然後再到以革倫地區為止，情節的最後描述『合城的哀哭上達於

天』。這件事件似乎是一部小短的話劇一樣始終很有精彩，因此藉著歷史的蹤跡來考察證實本

章的歷時性和真實性，對本文報告來說具有很大的意義。 

在撒母耳記上第四章裡記錄以便以謝與亞弗的戰爭故事，本文推測亞弗戰爭的年代，Mur

phy主張西元前1180年海洋民族即包含非利士人進入迦南地開始定居生活，大約青銅器晚期，

他們定居迦南的南部，擴張了380平方英里的領土，亦即亞實突、迦特、以革倫、亞實基倫和

迦薩。
72
 

撒母耳記上五章的背景是非利士人的地，亞實突、迦特、和迦薩。這些地名都在鐵器初期

聖經歷史中佔有具有重要的地位，因為非利士人在迦南地的出現前後的探索，是與以色列進入

迦南地定居前後的生活很密切關係。以色列在當地生活上，他們與迦南地的原住民接觸、衝突

和調和；非利士人在當地生活，他們也與迦南地的原住民接觸，衝突和調和，在這個剛崩潰青

銅器時代而開始過鐵器初期時期的環境中，前者定居的範疇只是山區，而後者定居的範疇是西

南部平野。非利士人後來逐漸往山區方向征服土地，與以色列經常打仗，相反，以色列從山嶽

中往平野方向攻打征服土地。在這個過程中，以色列難免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逐漸淡漠他們

的“申命記觀”，卻融入在當地的文化，特別在宗教信仰上彼此施受影響。從而言之，從五章

中彰顯出以色列神的大能之手，表示宇宙性的警告和審判，一方是預告非利士的審判；另一方

是向屬靈方面麻木不仁不孕狀態的以色列提醒以色列神就是真王。
73
 

在歷史書，撒母耳記上第五章的地位，就是使以色列百姓不要忘記以色列神就是聖潔公義

的真神；神的王國、神的掌權和神的百姓還在迦南地一定要進行申命記的律例、典章，完成建

立神聖潔的國度，盡都毀滅（Herem）的任務。但，在約書亞時代，十二支派們被分配迦南地

的東西南北，
74
還未征服的土地仍然留下，反而他們面對太平生活，就忘記神的命令——Herem

的任務。
75
  

這樣，撒母耳記上五章很豐富地尋到非利士人的歷史起源，海洋民族有關的考古證據，
76

在埃及Luxor的Medinet Habu上
77
發現牆壁上的浮雕和RamessesIII碑文上的記錄。 他在位的第八

年浮雕和碑文上（Ramesses III，西元前1187至1156）記錄了六個聯盟軍和埃及的打仗內容，即

"Peleset, Tjeker, Shekelesh, Denyen, Weshesh，他們聯合地攻打埃及，RamessesIII大大得勝，將

                                         

72 Francesca Aran Murphy, 1Samuel: Brazos Theolog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America:Published by Brazos Press 

a division of Baker Publishing Group,2010）5. 

73 撒母耳記上五章中耶和華的手重重地懲罰非利士的神明和他們，作者表示耶和華是掌管天地的主宰。參照在耶

和華的面前大袞的臉倒下地（3、4節）；以革倫全城呼號，聲音上達於天（12節）。Richard S. Hess說當時鐵器

初期的時期，以色列百姓定居在迦南地，這時期以色列百姓們在萬神殿中崇拜神明們。Hess主張以色列信仰共同

體裡不但崇拜耶和華而且包括亞舍拉，這是根據Kuntillet Ajrud所發掘的遺物來說明的。Kuntillet Ajrud位於西奈半

島，是鐵器時代宗教中心地。從中發掘陶缸上寫的銘文裡發掘“耶和華與他的亞舍拉”的字（見Richard S.Hess:p

21）。在如此的背景之下，作者在五章中要提示耶和華的能力（手、頭）、榮耀（重重地攻擊）、聖潔（約櫃要

回送以色列），以呼籲的方式顯示耶和華就是真神，真王。 

74 Wallace Louie, From Beersheva to Dan: A Guide to The Holy Land (HongKong：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

y, 1994)286.  根據士二十1，撒上三30，撒下三10，十七11，二十四2節等的經文。 

75 約書亞記11章21節至23節，在五經當中，耶和華對以色列進入迦南地之前的命令就是一定要完成Helem的任務。 

76 Christoph Bachhuber, Sea Peoples,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History (Oxford: Wiley-Blackwell, Published Online, 

2012) 2. 他提及从埃及Luxor的Medinet Habu中发掘RamesesIII的坟墓墙壁浮雕，主张海洋民族，即包括非利士人從

RamesesIII八年牆壁浮雕、碑文上記錄的內容以及五年牆壁浮雕和柱子上的內容中可以推测他們的起源。 

77 James B. Pritchard ed.,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y of Texts & Pictures, trans.by Kim,KooWon(Seoul: Chri

stian Literature Center,2016)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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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的凱旋記錄在浮雕和碑文上，剩下的Sherden在浮雕上看到做俘虜的雕刻，被記錄Sherden 

of the sea。
78
 

另外,在他在位的第五年碑文上記錄Merneptah(西元前1224至1214年)統治期間的內容，Ekwesh, 

Teresh, Lukka的聯合軍攻打埃及的時候，與利比亞同盟，為紀念Merneptah的勝利，在柱子上記

錄其內容。Dothan根據這些柱子的發掘，重新解釋Medinet Habu雕刻的內容而主張那是大量移

動人口的現象。
79
這移動現象並不表示軍事侵略的代表圖像，而是與西部的亞細亞和東部的地

中海後期青銅器末期出現的，即一般社會、政治性氣候的潮流。從研究過程中發掘東部地中海

沿海的古跡，即Mycenaean Aegean, Hittite Anatolia, Syro-Palestinian littoral 及Cyprus的王宮遺跡

解釋了當時那些宮殿被破壞的痕跡，因而重新推翻以前的解釋。從海洋民族的傳統解釋推翻到

青銅器末期崩潰時期發生的移動現象（社會和政治的氣候有關）加上同時出現埃及的侵略。 

從19世紀後期開始注目觀察海洋民族的地理起源，其推測和論點幾乎認同他們從Anatolia

和Aegean（安納托利亞和愛琴海）的地區海洋種族群體和Toponymsin的名字之間的根基。 

   近幾年的考古學觀察的結果具有分歧，海洋民族的根基從愛琴或安納托利亞所起因。在埃

及的文獻中看到他們與海洋民族有過兩次的大戰，在雕刻上記錄的海洋民族們在如下的圖示上，

可以推測海洋民族什麼時候進入迦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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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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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宮。80 

其推測和論點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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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l ia和Aegean

（安納托利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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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eset, Tjeke

r, Shekelesh, 

Denyen, W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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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e r de n 在浮

雕上看到做俘

虏的雕刻。 

他第八年的

牆壁、碑文 

戰爭的俘

虜 

雖然Hittite的文獻中記錄Lukka Lands，
81
在於西南部的Anatolia(安納托利亞)Lycia，

82
 但對

                                         

78 David M. Howard Jr, The Philistine，Peoples of the Old Testament World, ed. by Alfred J. Hoerth et al, trans. by 

Shin,DeukIl & Kim,BaekSok（Seoul：Christian Literature Center，2012）336-340. 

79 Trude Dothan, THE PHILISTINES AND THEIR MATERIAL CULTURE（America:The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198

2）8. 

80 David M. Howard Jr., 342. Howard引用Kitchen的文章“Philistines”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頁，闡述中期青銅器（西元

前2000至1500年）時期 非利士人們與“Mycenaean Aegean, Hittite Anatolia”之間接觸的可能，包括與希伯來族長

們來往的可能。Howard主張聖經中 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不但與埃及文獻中所記錄的“Peleset”有連貫而且從

中還包括其他民族的可能性也大。 

81 Trude Dothan, 1. 

82 Harry A. Hoffiner Jr., <The Hittite>, Peoples of the Old Testament World, ed. by Alfred J. Hoerth et al, trans.by S

hin,DeukIl&Kim,BaekSok(Seoul: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201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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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海洋民族進入到迦南地的起源，更有可靠的根據就是從愛琴海而來的Peleset。
83
   

海洋民族最可靠的來源是Peleset， 根據聖經推測他們是指非利士人，他們不但是迦南的

鄰居，也是以色列的仇敵。 從語言的角度來解釋非利士人的來源可以推測到愛琴海的海洋民

族
84
；另外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非利士人的來源更可靠Peleset民族。

85
 後期的青銅器末期結束

之後，非利士人的物質文明從西部移動到東部來定居就開始發展流行起來了。
86
  

K.L.Noll認為非利士人的移動是在青銅器的崩潰、鐵器時代的開始、分散、移住和侵略的

歷史背景之下漸漸同化而定居，並不是因不穩定的社會、政治性的原因，而他們大規模的人口

佔領之地而形成的原因。
87
   

由此可見，對於非利士人在迦南地的歷史來源，雖然意見不一致，但是重點，在埃及文獻

上的確看到非利士人的蹤跡，
88
又在Tel Ashdod、Tel Miqne-Ekron上發掘鐵器中期的地層，

89
發

現非利士人的陶器來推測十二、十一世紀的文化水準很發達。
90
最近在以革倫的地區上發掘非

利士人晚期的裝飾器（Decorated Ware），
91
這些器皿是由Dothan曾經在亞實突發掘過的器皿

（Ashdod ware）。
92
 Steven M. Ortiz說藉著最近發掘的遺物，能推測到當時以革倫的非利士人

與亞實突、迦特有商業貿易的來往。從而言之，非利士人們定居在迦南地生活，通過考古的發

掘能夠證明聖經中敘述他們的歷史背景是真實的，他們隨著物質文明的變遷，定居在迦南地生

活，這是在撒母耳記上五章中所敘述有關他們的現實生活。
93
  

總而言之，筆者要結論非利士人的來源和他們定居在迦南地生活，認同Howard的文章表明，

通過研究埃及的法老政治方面的敘述中能夠構思非利士人的起源和移動範圍, 
94
認同K.L.Noll的

假說，西元前1170年與RamessesIII戰爭之後的移動，到西元前1130年，埃及勢力在迦南地弱化

時，非利士人的勢力擴張領土，獲得迦密山南部的猶大山嶽地帶Shephelah
95
大部分地區，考古

                                         

83 Davide M. Howard Jr., 336. 

84 Davide M. Howard Jr., 337. Howard闡述西元前1200年在愛琴海和地中海一帶發生混亂時期即海洋戰爭和地上戰 

  爭，推測這大戰時期他們群體轉移到迦南地的可能。 Howard主張埃及王Merenptah統治五年（西元前1208年）的 

 時候，海洋民族群體其中的Libyans抗 議法老。海洋民族有五個團體，即Sherden、Lukka、Ekwesh、Teresh、Shekele

 sh。他們群體來自愛琴海和地中海一帶定居在迦南地，據埃及文獻記錄海洋民族來自眾島的外邦民族，或來自全  

 地的北方民族。 

85 Ibid, 336. Howard闡述大部分的學者們主張聖經的非利士人與海洋民族中的“Peleset”是同一個民族。 

86 John R. Spencer, Robert A. Mullins, and Aaron J. Brody eds.,Material Culture Matters: Essays on the Archaeology o
ff the Southern Levant in Honor of Seymour Gitin, (America： eisenbrauns inc,2014), Xiii-Xiv. 其實非利士人定居在

迦南地時，將他們自己的文明一定會有影響當地人，不過,K.L.Noll主張非利士人們仍然收容迦南地的生活，在他

們定居之處發掘了非利士人曾經使用過當地的器皿，證明他們與迦南人混合在一起生活。筆者從中找到撒母耳記

上五章的線索，非利士人所祭拜的大袞神明是海洋和當地的混合而造出來的偶像即下部為魚，上部為人的形狀。 

87 K.L.Noll, Cannan and Israel in Antiquity: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So,HyongGun（Seoul: preaching Academy, 2009）

211-212. 從中闡述『非利士人怎樣進入到迦南地？』的問題。 

88 根據RamesesIII世的Medinet Habu的浮雕上記錄埃及為海洋民族的攻擊預備戰爭場面，雖然他們雙方戰爭很激烈，

但最後Rameses得勝，浮雕上刻畫那些俘虜們的圖畫。Rameses的文獻裡提到海洋民族中的Peleset。從這個時期，R

ameses派遣俘虜的海洋民族包括非利士人到迦南地的西南部定居，就是撒母耳記上五章的地區。（David M. How

ard Jr：333-362中339-340） 

89 Trude Dothan, 36, 296. 

90 David Ben-Shlomo, Marked Jar Handles from Tel Miqhne-Ekron, in Material culture Matters: Essays on the Archaeol
ogy of the Southern Levant in Honor of Seymour Gitin, 17.  

91 Steven M. Ortiz，“Ashdod Ware”from Ekron Stratum IV: Degenerated and Late Philistine Decorated Ware，in Ma
terial culture Matters: Essays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outhern Levant in Honor of Seymour Gitin, 209, 215. 

92 Trude Dothan，39. 

93 撒母耳記上五章闡述耶和華的約櫃運送到亞實突、迦特、以革倫的敘述內容，發掘當時三個城市之間商業貿易

的根據，筆者更清楚地瞭解作者敘述五章代表提示三個城市的原因。 

94 David M. Howard Jr., 339-340. 

95 Yohanan Aharoni, Old Testament Biblical Geography, ed.&trans. by Lee,HeeChuol(Seoul: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

ty Press, 1990)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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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巴勒斯坦單色土器（西元前1170至1140）作為證據，另外西元前1140年之後，後期非利士

的裝飾器在迦南地的城市之間交流商貿也作為證據。如此看來，非利士人們到迦南地的年代至

少西元前十二世紀後期，不超過西元前的1130年。
96
 

    以色列安營在以便以謝，非利士人安營在亞弗。（4:1節）以便以謝和亞弗，這古老的城

市第一次出現在約書亞記十二章十八節。在約書亞記十二章18節記錄有關亞弗（Aphek in Shar

on），約書亞征服約旦西部，迦南地的南部有16個、北部有15個，一共有31個城邦。其中亞弗

在地理學上佔有很重要的基地，它的位置在戰爭的戰略上具有重要的戰爭樞紐。 

因此在那個地區戰爭不休，剛好亞弗在撒母耳時代，本文的經文背景上闡述非利士人與以

色列人的戰爭，在歷史的現場上非利士人打敗以色列軍，甚至奪取耶和華的約櫃作為非利士人

的戰利品，便把它轉運到亞實突的大袞廟中。 

1923 年 W.F.Albright 中後期青銅器時代發掘土器和找到鐵器時代第一期的破片，當發掘團

確據那些遺物都是與亞弗的一致。1961 年 A.Eitan 發掘的成果也很大，墳墓裡後期青銅器時代

第二期的遺物，1970 年、1980 年的發掘，1973 年至 1978 年之間發掘的成果證明亞弗的遺物，

大約主前 10 世紀所使用過的器皿能夠推測當時亞弗的生活水準是很發達的。
97
 

撒母耳記上五章裡出現非利士人的幾個城市即亞實突、迦特和以革倫。對於非利士人的城

市，筆者認為撒母耳記上五章發生的事件與約書亞記第十一章二一節至二三節所描寫的經文內

容具有相關，即在雙方之間看到因果關係。因為約書亞記十一章二一節至二三節的經文中出現

非利士人的城市大體與以色列所沒有完全佔領過的區域（書十三1至7節），筆者認為原因撒母

耳記上第五章的事件就出現的是必然的。約書亞記記錄了以色列百姓們征服迦南地的內容，他

們在申命記的歷史觀上
98
具體帶有聖戰的任務，他們面對當滅物的使命工作，要進行完成“盡

都毀滅”的事工。這是神對以色列百姓所要求的命令，對於這個任務，因為以色列百姓未完全

做到，所以造成撒母耳記五章的情境。其實這個情境與士師記的背景是有相關的，一直到撒母

耳記上五章故事的呈現是必然的現象。
99
 

換句話來說，從撒母耳記上開始描述撒母耳的出生背景，作者以諷刺的手法來暴露當時宗

教信仰的腐敗現象，宗教領袖們的屬靈麻木狀態和貪汙，百姓們與迦南地的人們在一起生活，

引起他們對耶和華信仰的危機，一方在外，與其他外邦民族經常打仗。比如，非利士人、亞捫

人和亞瑪力人，另一方在內，與他們對耶和華唯一的信仰方面受到很大的挑戰。
100

比如，外邦

人們所拜的大袞、巴力、巴力西蔔等萬神觀與以色列所敬拜的耶和華信仰的神觀意識衝突、調

諧並混合，作者表露出當時撒母耳記上早期的問題：逐步地“削皮”以示羅為中心信仰生活的

以色列百姓對士師們的要求，同時暗示王政體系的必要。在五章上前後上，作者不斷地提示現

實與理想生活的衝突矛盾，在其內，作者還仍然保留以色列百姓在神所應許的土地上如何展現

出未來所成就的王國。接著撒母耳記上五章非利士人的歷史事件，展示耶和華神親自介入在他

們的歷史中，並親自保守自己的聖潔， 耶和華親自教導那些在萬神殿的意識觀念上將耶和華

看做一個神明的非利士人彰顯出生命、死亡的權柄者是耶和華。
101

 撒母耳記上四章以色列的

                                         

96 K.L.Noll, 210-211. 他在『何時非利士人到達迦南地？』的小主題下如此表明自己的立場。 

97 Kang,DoHwan,《舊約25：撒母耳記上1至15章》The Karis Bible Commentary（Seoul：基督智慧社，2003）770-772。

這注釋書的詮釋使用Analysis & Synthesis，Synchronic & Diachronic的接近法。 

98 包德雯（Joyce G.Baldwin）, 《撒母耳記上下》《丁道爾舊約聖經注釋》，潘秋松譯（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2002）33。 

99 萨特思韋特、麦糠维尔（P. Satterthwaite,G. McConville）, 《歷史書：舊約文學與神學》，李雋譯，（香港：天

道書樓有限公司，2007）16。 

100 據摩西五經的教導，耶和華的信仰是唯一的（十誡的教導）神觀，他們進入迦南地之後，當地人所拜的偶像影

響以色列民族帶來信仰的威脅。 

101  Ayali-Darshan, Noga，Baal, Son of Dagan: In Search of Baal’s Double Paterit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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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失敗，甚至神的約櫃被擄到非利士人的手中，神的約櫃被擄走之後，作者在第五章中以諷

刺和戲劇性的文筆來提醒以色列麻木不仁的屬靈狀態，召喚在信仰上不孕狀態的以色列共同體，

要回復他們的信仰，更要明確的體現出耶和華就是以色列共同體的神。總之，作者通過五章的

故事，證明出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歷史性和現實性。當約書亞年老了，以色列還有許多未得之地，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現在你要把這地分給九個支派和瑪拿西半個支派為業”。（書十三1

至7節） 

從中看來，未征服而剩下的土地是非利士人所有的海岸地區包括五個城邑。這一帶屬於南

方，都是盟邦城市。阿摩司書一6節至8節描述非利士受罰的神諭，迦薩、亞實突、亞實基倫和

以革倫，是非利士的代表城市（雖然經文上沒有提到迦特，但它也是屬於非利士五個大城市之

一）。要追蹤非利士人的來源，從創世記第十章中得出他們的根基，
102

據《和合本聖經》記錄

迦斐託，它是一個島，後來改稱為克裡特島，
103

在舊約歷史中非利士人的蹤跡，他們的出發點

是從他們的祖先含而開始看。聖經記錄他們的最終必定遭受神的審判：當非利士人在資源富有

和肥沃的平原中，擴大迦南地的領土，他們的民族性很強烈，也是很剛硬。
104

非利士人遭受神

的審判是必然的現象。 

儘管如此，藉著前邊所提示的考古證據，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歷史背景，限為西元前十二至

十一世紀，能夠看出非利士人在迦南地的定居生活極大豐富的生活，他們享受豐富的土產，通

過他們的陶瓷文化來推測他們的生活藝術、工匠的技術是很高的，他們享受陸地和海上貿易的

商業利益也很普及。
105 

非利士人始終的結局，通過歷史的考查和聖經中的歷史，由後裔們能夠反思一些問題: 作

為繁榮昌盛的國家或家庭容易陷入靠自己富裕的危險，歷史教訓我們最富有的國家和百姓，如

何遭受神公義的審判。非利士人的政治特徵以聯合或同盟的方式來加強他們的勢力，但是撒母

耳記上五章雖然如此，也不能避免國家該受的審判。非利士的五個大城市是盟邦都市，亦即各

都市彼此支援，互相幫助，派遣軍事有關的需要。他們確信同盟才有力量，非利士的聯合軍雖

然強而有力，但在神的審判面前，他們都經歷到自己是無用的廢物。 

    看聖經中的非利士人的地，它位於猶大的西部，舊約聖經描述他們與東部的以東有同盟關

係，以便打敗猶大。據以西結書三十五章五節、阿摩司書一章十一節描述了非利士人還把以色

列民交給西珥山他們聯盟國的手中。但是結果，他們便都遭受神的審判。
106

  

                                         

al Society Oct-Dec 2013. Vol. 133. Issue4(651-57), 651. 在舊約聖經希伯來文裡大袞（dagon）,而在烏加迾文獻裡

稱為Dagan（Tony: 82）。 

102 中文和合本聖經與希伯來原文、LXX、英文譯本、韓譯本等有不同。將非利士人的來源記錄在中文和合本聖經

寫的是迦斐讬，原文寫的是迦斯路希人。 

103 藉著Davied M. Howard Jr的文章，非利士人是從克裡特島包括愛琴海的許多島和沿海地區中移民到迦南地。以

西結書二十五章十五節至十六節與西番雅書二章四節至五節中出現Cherethites(Cretans),這用語是與非利士人表示並

行結構。耶利米書四十七章四節與阿摩司書九章七節描述非利士人與迦斐託人（Caphtor）有連貫。Howard說有一

些埃及文獻上看到Keftiu字表示Kaptara，用各種語言的楔形文字來記錄下來了。這文字又接近Caphtor的名字，推

測他們都住在Creta或其周圍。因此，根據申命記二章二十三節，迦斐讬人(Caphtorites)與Cherethites(Cretans)人有一

致，Cherethites定居在迦薩南部一帶，而Caphtorites在大衛時期佔領迦薩南部（撒上三十章十四節）。見於Peoples 

of the Old Testament World第334頁至第335頁。 

104 含族並不是神所揀選的系列，閃族才是。士師記十七章參孫的敘述中看非利士人的邪惡；撒母耳記上四章八節

至九節；五章中看到以色列神的大作為，他們雖然認定以色列神的大能，但仍然不認罪悔改也不信耶和華；通過

撒母耳記上十七章描繪迦特人哥利亞的情景可以瞭解非利士人們不屬於神救恩的物件，而屬於受審判的物件。 

105 Leem,MeeYoung, Reading the Bible in Light of Archaeology（Seoul: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2016）40. 根據

考古的發掘，西元前十三世紀末的鳥和魚的裝飾品，即黑白的網絲圖案是『MycenaeanIIIC土器』是用迦南的南部

地中海的土製造的『土器2』，可見用來可以推測當時非利士的文明是很發達的。撒母耳記上十三章十九節至二

十一節記錄非利士人當時兵工技術很高。 

106 到大衛、所羅門時代，以色列完全掌握非利士地區。基述人的地本來位於民數記三四11節基尼烈湖的往東北，

屬於分配約旦河東邊的支派的（約書亞記十三27節）。新約聖經裡又把它的名稱為革尼撒勒湖（路加福音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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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薩、亞實突、亞實基倫、迦特和以革倫是非利士的五個重要城市，五個首領各掌權各城

市。 

 

迦特(Tell es-Safi) 
Denis Baly的The Geography of the Bible譯本《聖經地理》第166頁上提到關於迦特的原址，

也在Tell es-Safi。有趣的是，迦特是哥利亞的故鄉（撒上十七4節），至今，聖經考古學界除

了迦薩意外，在四個大城市（迦特、以革倫、亞實突和亞實基倫）中發掘出來古非利士人的器

皿和生活的痕跡。根據最近迦特的考古發掘，可以推論西元前2900年的迦特的城牆歷史，還有

在城牆裡再次發現西元前九世紀的非利士人遺物。從中可以瞭解到迦特的文明很悠久。更值得

一提的是，考古學發掘非利士時代（西元前九世紀）
107

製造的鐵器之場所。其實，Block-Smith

也主張以革倫早期鐵器時期的建築，裡面的罐葬是中期青銅器時期的遺物。Laura B. Mazow主

張這接續使用到早期鐵器時期的建築上發現門檻以下所建造的嬰兒罐埋的地方。
108

 撒母耳記

上五章五節記錄『門檻』，是亞實突大袞神殿的門檻，有關門檻的傳說在古今以外，東西方的

文化裡的確有很多故事，撒母耳上五章五節記錄『大袞的頭和兩手都在門檻上折斷，因此大袞

的祭司和一切進亞實突大袞廟的人，都不踏大袞廟的門檻，直到今日』。同樣，有關鐵器的遺

物，當在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歷史背景下能夠查出來的根據，如同發掘非利士人建築物的遺物一

樣。在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十三章十九節至二十二節，在以色列百姓中沒有鐵匠，所以他們需

要那些“磨鋤、犁、斧、鏟，就下到非利士人那裡去磨”。
109

 可見在迦南地，當時非利士人

的文明早已超過以色列的文明，通過初期鐵器時期的考古遺物，生動地摸索撒母耳記上五章的

歷史背景。   

以革倫(Tel Miqne)110
 

西元前八世紀，非利士人的城市以革倫是最大最繁榮的城市，它是亞述國的藩屬國，橄欖

油生產使其地方成為發達城市，以革倫神殿的建築很像亞述的神殿形式，最近在以革倫地區發

掘『獻上亞吉神殿的石碑』，便為聖經和考古學研究上重要的遺物。   

根據希伯來大學Joseph Naveh教授早已（1957年至58年）主張大概離耶路撒冷西南部35公

里有距離的現Tel Miqne就是非利士的以革倫。從1981年開始一直到96年，希伯來大學和考古學

研究所發掘Tel Miqne，即古非利士地區，接著1994年至96年，發掘龐大的神殿（主前8至7世

紀）。根據研究的結果，Tel Miqne本來是4萬平方公尺一個規模小的都市（主前8世紀），但

是主前第8世紀末亞述國撒珥根佔領以革倫之後，這個都市變成35萬平方公尺的巨大城市。因

為以革倫生產橄欖油，所以享受富有生活。它是當時的古近東一帶最大橄欖油生產之地，發掘

了壓榨器的遺跡，巨大的石頭錘子。
111

 

                                         

節），是指加利利海。      

107 Leem對迦特城牆的發掘，把城牆的歷史推論到早已2900年, 他們接著發掘大約西元前九世紀的遺物，從中可以

推測迦特的文明很悠久。Smith也推論青銅器中期的遺物。 

108 Laura B. Mazow, Competing Material Culture: Philistine Settlement at Tel Miqne-Ekron in the Early Iron Age, Mat
erial Culture Matters: Essays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outhern Levant in Honor of Seymour Gitin, eds. by John S

pencer et al (Indiana: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14, 131-163)143. 

109 這年代的推論在本文章裡還要保留，而本文章將撒母耳記上五章的年代限為十二世紀至十一世紀。 

110 Leem,MeeYoung, 43-48. 

111 Kim,YoungJin, Historical Survey on Philistine Ekron, Theological Form,Vol.28 No.- [2000]（Seoul：YonSei Universit

y Department of Theology, 2000, 33-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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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考古學發掘許多石錘，推測100多個橄欖油壓榨器的痕跡，當時平均每年一千噸以上

生產橄欖油，出口迦南地、埃及和亞述，還有其他古代近東一帶。如此看來，撒母耳記上第五

章以革倫的背景是在亞述帝國掌權之前的城市，關於以革倫神殿的外表形狀，是在當時迦南地

上唯一的樣式。
112

 在神殿裡發現亞述國所用過的祭祀用品，在建築的正面和側面都有入口，

每個入口上長寬四米左右的門檻。在神殿裡又發現埃及的遺物。埃及王Merneptah的名字記錄

在以女王形象的象牙片上，以金做的長度二十三米左右的埃及Uraeus(cobra)等。 

根據耶利米書四十二章十四節至十九節，以西結書十七章十一節至二四節，以革倫還包括

非利士人的地區，西元前七世紀末，他們與埃及的關係是很緊密的，通過這些遺物，猜得出來

他們直接受過埃及的影響。
113

  

1996年，在以革倫的神殿中發現『亞基神殿的獻程碑』，接著發掘西元前第七世紀中半的

石碑，其內容有關期望『女神Ptgyh』祝福亞吉王和他的土地的獻呈碑。
114

 

這裡出現的亞吉的名稱，他自稱自己是Pady的兒子，Yisd的兒子，Ada的兒子，Yair的兒子，

以革倫的統治者。
115

以革倫的名字在出現的根據，要連接聖經中的人物，推測亞吉是大衛躲避

掃羅逃亡到迦特的時候，當時迦特王的名字就是亞吉，但石碑上的亞吉和迦特王亞吉並不是同

一個人物，因為石碑的年代至少比大衛時代晚了250年的建築物，因此判斷此獻呈碑的亞吉王

並不等與大衛時代的迦特王亞吉。『亞吉』的名字是非利士人的名字，藉著考古的發掘，例證

西元前第七世紀以革倫的非利士人仍然保持來他們傳統的名字。 

碑文的主人亞吉、他的父親Pady都在西元前第七世紀的亞述文獻中被記錄的人物，都是非

利士人的名字。據聖經的記錄，亞吉的父親Pady在列王記下十八章八節出現，
116

 當希西家王

興起宗教改革的時候，希西家抗議亞述王西拿基立（西元前705至701），反而因為以革倫的首

領Pady沒有加入聯盟隊，所以希西家王把他關在監獄裡。
117

 

   亞吉的亞述名稱為YikCaSu,當他向亞述王Essarhaddon(亞述語，Ashur-Aha-Iddina，西元前680

至669年，撒珥根二世的後裔)奉獻貢品，提供給Essarhaddon建造宮殿的材料。亞吉在自己的碑

文上指稱自己是Sar, 是“統治者”的意思，表示以革倫是屬於亞述國的小城市而已。
118

 

以革倫人崇拜的物件是女神Ptgyh,在迦南地看不到的神明名稱，也不是希伯來語的名稱，

推測非利士人故鄉的愛琴文明的女神之一。在根據的考古，以革倫的神殿規模很大，可見那Pt

                                         

112 David Ben-Shlomo&Michael D., A Reexamination of Aegean-Style Figurines in Light of new Evidence from Ashdo

d, Ashkelon, and Ekron (America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353[February 2009] 39-

74) 40. 這些建築上的差異，筆者藉著另外學術文章所闡明的非利士人建築的形狀，雕像，特別是女性雕像類型、

裝飾的牛雕像、形狀和姿勢都是特別的。它們的形式可以追溯到愛琴海物質文化。 

113 Anson F. Rainey& R. Steven Notley, The Sacred Bridge: Carta’s Atlas of the Biblical World,（Jerusalem: Carta, 

2006）99-100. 

114 Leem,MeeYoung, 46. 記錄求告PTgyh女神祝福亞吉王的內容。 

115 Kim, YoungJin, 50. 非利士人的城市（除迦特以外）做亞述帝國的封臣國，經濟上得到穩定的生活，據考古學

的發掘，以革倫的碑文中刻畫以革倫的五個王名。י ד “， ”אדא “, ערי”，“ פדי  ”，“ אכיׁש  ”。 

116 列王記下十八章八節，“希西家攻擊非利士人，直到迦薩，並迦薩的四境，從瞭望樓到堅固城”。可見這段經

文的歷史背景，從上下文來能推測以革倫城市與猶大國、亞述國的關係。 

117 T. Dothan &S. Gitin, Miqne, Tel(Ekron) ,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in the Holy Land,V

ol.3,ed.by E.Stern(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94,1051-59)1052. Dothan和Gitin主張以革倫在希西家王時代

（西元前八世紀）隸屬猶大國。 

118 Kim, YoungJin, 36. 以革倫屬於亞述國的封臣國，據以賽亞書二十章一節的記錄（大約西元前712年或711年），

亞述國攻擊亞實突的時期，以革倫在Pady王以前已經是亞述的附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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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h女神影響以革倫人的範圍很深。另外， 目前考古學的結果，列王記下一章二節至十六節

所出現的巴力西蔔'(Baalzebub)是還沒發掘（王下1:2、3、6和16節）。根據約書亞記十三章三

節，以革倫位於非利士人五個城市中最北端，雖然約書亞生前未征服過（書15:11節、45節、4

6節），後來，猶大支派在士師時代初期佔領了它（士1:18節）。非利士人主要在士師時代和

王國時代住過以革倫，但從哥利亞死亡起，被趕出到以革倫城門外（撒上十七：52節）。 

儘管如此，撒母耳記上五章中出現的以革倫，追蹤歷史的痕跡，雖然在之前提到的以革倫

考古年代大約西元前八至七世紀的遺址，但第五章的歷史年代推測約有西元前十世紀至十一世

紀，
119

 聖經上對以革倫的記錄仍然是當時一個有勢力的城邦，與以色列百姓經常是敵對的關

係，最後非利士人的命運在聖經裡如此描述說：『迦薩必致見棄，亞實基倫必然荒涼。人在正

午趕出亞實突的民，以革倫也被拔出根來。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禍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

啊，耶和華的話語與你反對說：我必毀滅你，以致無人居住。』（番二章四節至五節）
120

 

從中思考，非利士人們將約櫃從亞實突的大袞廟中運轉到迦特，然後運送到以革倫，他們

不同的城市，又在各不同的神殿裡祭拜不同的神明，但結果仍然是一樣，不能免除以色列神降

的災殃。 

亞實突  121
 

是一所大城市，位於地中海沿岸。離以色列的首都到Tel-Aviv有一段距離，大約往南35公 

裡左右。亞實突從1962年到1972年，由美國的Freedman教授與希伯來大學Dothan教授夫妻所發 

掘的地方。亞實突的歷史悠久，在發掘了舊石器時代的遺物。Dothan夫妻在發掘亞實突的遺物 

中，擴散的發現非利士人所使用過的土器。從中猜測非利士人在西元前十三世紀末到十二世紀 

初已經定居在地中海沿海上，正是撒母耳記上第五章前後的年代。 

撒母耳記上五章開始敘述神的約櫃被關在亞實突的大袞廟中，亞實突的大袞神明和神殿，

住在非利士人的沿岸平原裡掌管農作物和雨水的豐腴之神，歷代志上十章十節記錄大袞的神殿，

大袞是非利士民族的神明，大袞是西元前2300年左右的神明，它也在Ebla（敘利亞北部）、烏

加迾（敘利亞北部地中海沿岸）、Sargon of Akkad(2334-2279)上被記錄。
122
 由此可見，在

撒母耳記上第五章亞實突的大袞廟，根據當時亞實突城市在迦南地的影響力，大袞神明的確在

許多城市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123

 

Ebla的城市城門都有大袞的名字，西元前1300年的烏加迾文獻裡記錄巨大的大袞廟。大袞

和巴力神明的地位在迦南地一樣高，
124

   Ebla所出土的泥版上就能瞭解到大袞是萬神殿中最高

最重要的地位。 在泥版上的記錄，大袞與其他神明打仗，大袞就得到眾神的主（
d
BE DIGIR）,

125
後來撒珥根時期，他所征服的地方都將大袞作為國家的守護神明。

126
  撒母耳記上五章，非

                                         

119 Francesca Aran Murphy, 5. 

120 Leem,MeeYoung, 48. 

121 Ibid, 48-49. 

122 Tony W. Cartledge, 1 & 2 Samuel, (America: Smyth & Helwys Publishing, Inc., 2001)82. 

123 Ibid. 

124 Park,YoungGuk《在大袞神明受審判中出現的勇士神的神學：以撒母耳記上五章為中心》（Th.M.dissertation.Chon

gshin University, 2014）52。 看烏加迾土版上的記錄，大袞的地位比巴力還高，記錄大袞是巴力的父親，不過同

時El也是巴力的父親。 

125 在Ebla土版上，將大袞作為『主』，Park,YoungGuk的論文見於第八十四頁介紹Ebla Tablets的內容。同時，Loren

zo Vigano的文章“Literary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alestine and Syria: The Ebla Tablets”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ume47. No.1.(Mar.,1984)(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9. 

126 Ibi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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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士人們打敗以色列軍，甚至將約櫃奪取到亞實突的地方，在眼前，他們證實大袞神明的力量

超過以色列的神，他們將約櫃安放在大袞身旁，表示大袞獲得了雙倍的力量。
127

誰敢猛撲它呢？

非利士人為此感到得意萬分，這是撒母耳記上第五章一節至二節的情景。
128

 

亞實基倫 
129

 

    在非利士的城市中，亞實突和亞實基倫是最有名的城市。亞實突是撒母耳記上4章1節至5

章1節中非利士人從以便以謝奪取約櫃之後，第一次把約櫃放在亞實突的地方。亞實基倫是士

師記十四章十九節，描述參孫殺掉亞實基倫的三十個人。 

因此，通過非利士人的城市，可以從很多方面瞭解到他們的信仰和文化是與以色列民族完

全不一樣。在迦特裡發現祭壇和以革倫的神殿，通過這些考古資料，更清楚的認識到當時非利

士人的實際生活和以色列人的生活具有不同。 

    亞實基倫位於亞實突的西南部離53公里相距的地點，如今成為以色列人們的修養地。因為

它靠近巴勒斯坦的中心地Gasa地區，所以紛爭不休。聖經時代迦薩和亞實基倫都靠近，所以它

們成為非利士人們中心的城市。但是如今，巴勒斯坦的迦薩與以色列的亞實基倫不再和過去一

樣，因政治上的緣故，雖然距離近，關係反而疏遠了。  

哈弗大學發掘隊伍，如今不斷地進行發掘亞實基倫的遺物工作。在那裡發現到非利士人獨

特的土器，後來發掘到他們的與迦南的文化融合的土器形狀。 

亞實基倫生產葡萄酒，在遺跡之地上發掘了許多酒醡、酒蕹，在缸片上的字（‘yn ‘dm,

 『紅葡萄酒』），來更清楚的瞭解到亞實基倫葡萄酒生產情況。 

亞實基倫的富有，通過士師記十四章參孫的故事中瞭解到，參孫為要三十件衣服，這時參

孫到亞實基倫去拿到它們，其實亞實基倫的富有，不單是非利士人的時代，還有西元前1350年

前後，埃及佔領迦南地時，亞實基倫被埃及征服，在Tel-El-Amrna文獻
130

中描述他們早已建立圍

牆城市的事。大約西元前1850年，已經以拱形為堆成磚石的圍牆，建造都市化的要塞。1992年，

發掘此遺跡，城門的長度約有15米，高度約有4米，厚度約有2米，這寬度大小是馬車進入、進

出的大門。
131

 

亞實基倫城門拱形的天花板成為最早表現出令人驚訝的藝術作品。 非利士人為了防禦外

邊的侵略，更加強化了。建造塔樓、使用城門作為防禦敵軍的手段，因此，以色列民族要征服

亞實基倫是相當困難的事，不難怪未征服那城市。參孫進去亞實基倫也是經過那城門進入到裡

面。 

從亞實基倫的城門開始一直到港口通道是連接的。在路旁上發現以牛的樣式製造的牛犢形

                                         

127 非利士人所認為的以色列神耶和華的力量早已聽過他在出埃及時的大作為（撒上4:8節、6:5節），因此，這場

戰爭上，非利士人完全的勝利是相當不得了的驚喜。 

128 Cyrus H.Gordon, Ugaritic Textbook: Grammar Texts in transliteration cuneiform selections glossary indices(Italy:Ponti

fical Biblical Institute Rome 2, 1965) 198. UT137:36,37: Yymm.‘dk.b‘ (你的奴隸巴力，噢，Yam啊)；bn.dgn.as

rkm（大袞的兒子是你的俘虜） dk（奴隸），b‘（巴力），bn(兒子)，dgn(大袞)，asrkm(俘虜)。（Park,YoungG

uk：52） 

129 Leem,MeeYoung, Reading the Bible in Light of Archaeology（Seoul：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2016）50-51. 

130 Richard s. Hess, Israelite Religions：An Archaeological and Biblical Survey，trans. by Kim,KooWon(Seoul: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2009)112-114. 後期青銅器時代的文獻中埃及文獻（El-Amrna，簡稱為EA），從中發掘埃及王和

迦南地的君王們之間的外交書信。 

13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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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牛是迦南的神明El與巴力的象徵。巴力掌管雷電、風雨，是迦南地的有關氣候和豐盛的神

明。 

    關於金牛犢（出埃及記32章），耶羅波安在『但』、『別是巴』設立金牛像（王上12章），

還有向銀像面前祭拜的人，等於親牛犢的嘴一樣（何13章2節）。撒母耳記上六章，非利士人

將約櫃送回到以色列的時候，他們讓剛生下牛犢的兩隻母牛拉車子，牠們的牛犢都關在自己的

地方， 這也與古近東的文化有密切關係。
132
 

其實撒母耳記上五章中的非利士人大家一致同意發生疾病（痔瘡）的原因，是以色列神的

約櫃在他們當中，接下來發生的事證實非利士人並沒有誤解。按照對於疾病與其成因除了臨床

的醫學診斷之外，還有屬靈層面的因果關係（見如，民十一33節、林前十一29節至30節）。
133
 

非利士人相信，只要把約櫃移到別地方去，亞實突就會得醫治。非利士人的眾首領一起商

量後，同意將約櫃送到迦特、當疾病擊打迦特時，約櫃又被送到北方的以革倫，給當地居民帶

來擊大的恐慌。從中看到非利士人的眾首領，五章出現兩次（8節、9節），這些眾首領是指五

個城市的首領們，
134

即亞實突、迦特、以革倫、亞實基倫和迦薩。雖然亞實基倫和迦薩在五章

中沒有被記錄，但是，非利士人的集體生活本身都在互相聯絡，文化和生活都是緊密關係的。

撒母耳記上五章十節，MT的“Ακκαρών”，在LXX裡是Ἀσκαλῶνα。 

迦薩 

     Moain Sadeq發掘鐵器時期的迦薩地區考古遺物，推測西元前十二世紀已成為相當重要的

城市，它在商業貿易、政治交流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地區。它是一個高度繁榮的城市，亞洲和非

洲之間既做邊境城市的中心，又做緩衝地帶；控制東南地中海的海上貿易以及埃及和阿拉伯半

島之間的商業貿易。
135

 

他說西元前十二世紀的早期，同時青銅器的結束，RamessesIII（西元前1175至1144）統治

期間，海洋民族包括非利士人們沿著迦南的南部海岸，成功的定居在迦南地。他們在迦南地佔

領 曾經埃及所主導的地區，其中五個城市包括迦薩、亞實基倫、亞實突、以革倫和迦特。他

們在最早定居階段的特點，從考古上發掘MyceneanIIIC：1b陶器。
136

 

    Dothan推測Tell Harube是古代迦薩的位置，距離現代城市東北部海岸約五公里。約書亞記

十五章四十七節、士師記一章十八節記錄迦薩是屬於猶大支派所分配的土地，一直到西元前十

二世紀初，它仍是由非利士人所佔有的迦南地。根據約書亞記十三章三節、撒母耳記上六章十

七節、耶利米書二十五章二十節，大袞的神殿一直在非利士人的地上佔有著名寺廟。在1922年，

W.J. Phythian-Adams挖掘青銅時代晚期的陶器（推測這陶器是屬於非利士人定居迦南地的最後

階段）。
137

 

Moain Sadeq，提出迦薩的位置，Tell el-Harubeh、Tell-el-Ajjul、 Deir el-Balah、Iblakhiyya

還有Tel Ruqeish都是鐵器時期的迦薩之區。 

在Tell-el-Ajjul上發掘七世紀晚期的鐵器時期的陶器（Moain Sadeq: p243-244的圖畫），在Iblakhi

yya上發掘亞述國的城郭（Moain Sadeq: p246-247的圖畫）和七世紀鐵器時期Amphora（Moain S

                                         

132 Tony W. Cartledge, 1&2 Samuel(America: Smyth&Helwys Publishing, Inc., 2001) 89. 

133 《和合本》的“痔瘡”，是韓文聖經的『毒種』。漢語的痔瘡並不會傳染，《新普及譯本》翻為“毒瘡”。參

照本文第271頁的注腳六十二。 

134 Ralph W. Klein，1 Samuel：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volume10，eds.John D.W.Watts（America:Word Incorporate

d,1983）51. 

135 Moain Sadeq, An overview of Iron Age Gaza in Light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239-253) 239, 240. 

136 Trude Dothan，295. 

137 Ibid,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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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q: p248-249的圖畫）。在新亞述時期中看迦薩的遺跡，大約西元前734年，位於Deir el-Balah

的地中海沿岸距離古代敘利亞西南約有18公里的Tel el-Ruqeish（西元前八世紀至六世紀）。 

根據士師記十六章二十二節至三十一節，可以瞭解非利士人在大袞廟會裡獻大祭，參孫被

捆綁在此地，最後他與非利士三千多個男女一同死亡，可見迦薩也拜大袞神明，雖然非利士的

眾首領們同盟團結抓參孫並要殺死他，但是終歸他們敗在參孫的手中。 

由此可見，在晚期的青銅器時期和早期的鐵器時期的迦薩文明，一直到七世紀亞述統治時

期的考古證據，如今發掘的證據幫助了舊約聖經歷史書的瞭解，能夠確證聖經的歷史性和現實

性。這些歷史證實早期鐵器時期的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之間的關係是仇敵的，一直到大衛佔領

領土為止。不過這些太平關係也是短暫而已，到亞述帝國在國際舞臺上出風頭時，非利士人在

亞述的支配之下仍然與以色列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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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撒母耳記上第五章一節至十二節的文法分析 

第一幕 大袞受難（1節至5節） 

第一節 

第一節，分為兩個子句，按照Waw的敘述文的分析，子句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的，waw

就在此反映前後的敘述狀況。第一子句，“ ים  ִ֑ ת ֲא֣רֹון ָהֱאֹלה  ֵ֖ ּו א  ְקחִ֔ י֙ם ָלַֽ ְשת  ּוְפל  ”。 

第一節第一子句“ י֙ם ְשת  這裡的Waw是連接詞，連續到四章二十二節的情景，又表，”ּוְפל 

示敘述的進展，是非閃族系統的語言。非利士人們把『神的約櫃被擄』到非利士人的地方，五

章一節waw的開始表示佈景的地點從戰爭的地方轉換為非利士人們的地。  

第二子句，“ ֹוָדה׃  ְשּדַֽ ֶזר א  ֵ֖ ֶבן ָהע  ֶאֵ֥ הּו מ  ֻאָ֛ ְיב  ו  ”。 

第一節第二子句“הּו ֻאָ֛ ְיב  ，是反轉性waw和未完成式Hiphil動詞結合，表示敘述式完成式”ו 

它的動作與第一子句的“ּו ְקחִ֔ 是連續性的，翻譯成，『他們從以便以謝戰場中拿取來，然後”ָלַֽ

他們將約櫃來到亞實突』。從時間上來看，兩個動詞動作是同時出現的，waw就說明這一點。

『拿取之後,（毫無憂慮地）將它進入到亞實突』。 

“ ּו ְקחִ֔ 的完成式第三人稱複數，屬性是共性（common），以中文翻譯成『他” לקח“是” ָלַֽ

們拿取 』或『他們奪取』，然後“ הּו  ֻאָ֛ ְיב  ו  ”是“ ，的 Hiphil動詞表示『帶進來』『進來』” בוא

第三人稱陽性複數，又帶第三人稱陽性單數的詞尾，翻譯成『他們把它帶入到』。第一節出現

兩個waw,前者表示第四章22節情景的“連接棒”，後者表示它前邊字句的連接作用。“ ֹוָד ְשּדַֽ א 

後邊加上的指示方向，”ה ה  ָָ ，這說明第1節第二個waw的敘述進展的指向是亞實突。 

 

第二節 

旁白者接著1節的敘述，具體講述了非利士人們將神的約櫃所運送的地方。從中看到三個

waw：第一子句“ ּו ְקחֵ֤ י  יאּו“第二子句；”ו  ֵ֥ ָיב  “第三子句；”ו  יגּו  ֵ֥ צ  י  ו  ”。 

其實三個waw都不用翻譯也可以，它表示敘述式的連接詞，便包含上下文之間的連貫。但，

筆者為了在中文翻譯上要突出waw的功能，特別將第一個waw翻譯成『甚至』，第二個waw翻

譯成『接著』，第三個waw翻譯成『而且』。第一個waw是因為它包含第一節的場景，所以使

用“甚至”，來滿足上下文敘述進展的連接關係。MT的“ים 的『神』，在LXX”ֶאת־ֲא֣רֹון ָהֱאֹלה ִ֔
B

上寫為“Yahweh”（見於McCarter、Klein的注釋書）。 

ּו “ ְקחֵ֤ י  ּו“與第一節的”ו  ְקחִ֔ 比較，前者是敘述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未完成式的動詞轉為”ָלַֽ

完成式，是因為敘述式反轉性Waw的緣故；後者是完成式第三人稱，雖然它的屬性是中性複數，

但它在與“ּו ְקחִ֔ י֙ם ָלַֽ ְשת  י֙ם “上理解，就認出這中性歸屬”ּוְפל  ְשת  從此看來，未完成式與完。”ּוְפל 

成式之間符合相同的範例就在這兩節經文上看到。 

יאו“    ֹּ֥ “是與第一節的”ַוָיב  הו  ֻאֻ֛ ַוְיב  ”一樣，Hiphil動詞，有比較如下： 

  一節：  “ הו  ֻאֻ֛ ַוְיב  ”  它自己本身帶詞尾，翻譯為『他們把它帶進』 

  二節：  “ ֹו  תָ֖ יאו א  ֹּ֥ ַוָיב  ” 『他們把它帶進』 

二節的“ֹו תָ֖ “是與（受詞記號）”א  הו  ֻאֻ֛ ַוְיב  ”的詞尾一樣表示受詞的功能。 

第三個waw帶有的動詞“יגו ֹּ֥ 是Hiphil動詞，它在子句中表示被動的含義，翻譯為『把”ַוַיצ 

它放在大袞的旁邊』。    

從中，值得分析作者為何使用Hiphil動詞，它本來主要功能是使役的，但在本節經文上翻

譯時這些動詞表示被動的含義比較強，並似乎看不到使役的功能。但筆者認為作者使用Hiphil

的目的是一定有他的意圖，從中可以解釋到雙重含義：一是，要諷刺並揭露出當時以色列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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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約櫃變為一張櫃子而已，它的神聖、尊嚴和榮耀，便“墮落”到一張木頭做的櫃子被外邦人

隨意拿取、帶進、放置下來的地步，因此明顯看到被動性的含義；二是以色列神的約櫃是神所

臨在之處，神特別重視聖潔和榮耀，因為神降臨在約櫃上面的施恩寶座上，以色列百姓無能為

力保存神的約櫃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親自保護自己的聖潔和榮耀了。 

其實神的約櫃本身不會受任何的束縛，它不受非利士人的限制和控制，雖然在經文上描述

約櫃被擄去了，也被放置到大袞的廟會中，但作者又表示具有主動性的使役含義，來暗示神要

工作。 

 

第三節 

在四個子句裡出現四個waw：“ מו ֵ֤ “； ”ַוַיְׁשכ  ֣ה  נ  ְוה  ”；“ ְקחו    ַוי  בו“；” ֹּ֥  。”ַוָיׁש 

第一子句的“ מו ֵ֤  。是Hiphil動詞，反轉性waw,表示使役的含義，『叫他們早起來』”ַוַיְׁשכ 

從中看到，作者暗示亞實突人早起來的目的是為了向大袞祭拜，還有推測是否他們帶有一

種期待的心，前夜廟裡發生什麼事？“ ת  ָמֳחָרִ֔ ִֽ מ  ”表示『次日』或『第二天』，它使第一子句

的時間概念更加明確。 

第二子句的“֣ה נ  ，” ְוה 
138

獨立性的指示詞，waw作為上下文的連接，表示『看哪』。其實

waw不用翻譯，作者使用此單詞敘述這子句，更有效地吸引讀者的關心，旁白者開始敘述單調、

平凡的情節，突然用『看哪』的單詞，使讀者注目關注，預告接下來更精彩的故事，作為描述

敘事發展的開端。 

第二子句裡有“ְרָצה ל ְלָפָניו  ַאִ֔ ֵ֤ פ  “與”לְ “中的介係詞”ְלָפָניו  “，”נ  ְרָצה  ַאִ֔ ”裡有指示方向的

“。是有連貫的，把這段子句翻譯為『它的臉伏在地』”ָה“ נפל   ”的“ל ֵ֤ פ  主動分詞，完成”נ 

式，過去領域的分詞，表示持續的時態。
139

  

“ ְרָצה  ַאִ֔ ”裡有指示方向的“ָה”，這是作者以生動的筆墨來描繪大袞的頭倒在地上時的

狀態，它的頭向地倒下的樣子。在本節上作者使用分詞與指示方向，來提示持續的狀態，筆者

把它翻譯為『大袞在耶和華的約櫃前面，它的臉（一直）倒在地上』。 參照撒母耳記上17章4

9節，“ ְרָצה׃  ל ַעל־ָפָנָ֖יו ָאִֽ פ ֹּ֥ ַוי  ”，17章裡哥利亞倒在地上死去的場面，『他的臉伏於地』。 

介係詞“ ַעל־  ”與““ ְל””都是一樣的功能。 第三子句，“  ְקחו 以英文翻譯為“and，”ַוי 

 They took”(=『他們將~拿取』)。 “ לקח”的變形在第一節到第三節每個經文上都看到，已

有三次出現（一節、二節和三節），作者使用Qal的敘述式動詞，表示“לקח”的受詞的觀點—

—不管是耶和華的約櫃，還是大袞，作者對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所崇拜的聖物上沒有付出多大

的意義。第四子句，“בו ֹּ֥ ֹו“，是Hiphil的第三人稱陽性複數，”ַוָיׁש  ְמקֹומִֽ 它（原來）的』=）”ל 

地方』），在本文中私譯特別加『原來』，是因為從上下文來看，“ ׁשוב”的Hiphil動詞

בו“ ֹּ֥  。兩個單詞加在一起翻譯為『他們把它放回到原處』，”ַוָיׁש 

 

第四節 

四節裡有四個子句。第一子句上的主詞是“מו ֣ Hiphil動詞，敘述式反轉性waw。它，”ַוַיְׁשכ 

與“  ָמֳחָרת ִֽ ָמֳחָרת   “。在一起被使用，從上下文來翻譯為『再次日』”מ  ִֽ ֶק֘ר מ  מו ַבב  ֣ Klein，”ַוַיְׁשכ 

翻譯成“They go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McCarter翻譯成“But when they arose the next 

morning”。“  ָמֳחָרת ִֽ ֶק֘ר מ  מו ַבב  ֣ מו“中”ַוַיְׁשכ  ֣ 翻成『早起來』，從中表示被動的使役，與，”ַוַיְׁשכ 

反轉性waw結合起來，含有某種環境讓他們早起來。 

                                         

138 Williams’Hebrew Syntax，#439，156. Waw的單詞表示諷刺、慣用的用法，在句子開頭上出現，waw是連接詞 

帶有一種富有情感的子句。 

139 Robert B.Chisholm.Jr.,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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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節和四節上Hiphil的“מו ֣ 中推測非利士人每天清晨起來去大袞廟會向他們的神明”ַוַיְׁשכ 

——大袞做出祭拜行為。第二子句的主詞是“֣ה נ  。表示『看哪』，”ְוה 
140

這段子句與第三節的

第一、第二子句是相同的，在希伯來文的敘述文中常見的典範。 

י ֲא֣רֹון ְיהָוֵּ֑ה“ ָ֖ ְפנ  ְרָצה ל  ל ְלָפָניו  ַאִ֔ ֵ֤ פ  ֹון נ  ֣ה ָדגִ֗ נ  “介係詞，『它的臉』”ְלָפָניו  “，”ְוה  לְ   ”是『為了、

給、在~上』。“  ְלָפָניו”本身作為介係詞，表示“in front of or before”。
141

  

從上下文來解釋，它包含帶方向指示的“ְרָצה 所以確定翻譯為『他的臉伏於地』，直譯，”ַאִ֔

時，『向地倒它的臉伏的』，還可以翻譯成『在它的臉上』。 

接下來第三子句開頭的waw表示連接詞。在這個時候，waw連綴於名詞之前，如“אׁש ，”ְור  

其說明前面的子句與它之間具有敘述進展的關係。
142

 

 

1節“ הו  ֻאֻ֛ ַוְיב  ”< 2節“ ֹו  תָ֖ יאו א  ֹּ֥ ַוָיב  ”< 3節“ מו ֵ֤ “> ”ַוַיְׁשכ  ֣ה  נ  ְוה  ”<“ ְקחו  ַוי    בו“>” ֹּ֥  >”ַוָיׁש 

4節“מו ֣  >”ַוַיְׁשכ 

 

第四節第三子句： 

“ ֹון  אׁש   ָדגֲ֜ י׀       ְור   ֣ יו            ַכ֣פֹות             וְׁשת  ן        ְכֻרתֹות              ָיָדִ֗ ְפָתִ֔ ֶאל־ַהמ  ” 

  在門檻上    被砍下的     他的手   手掌      和兩個   大袞  頭   waw 

 

第三子句的“ֶאל”『向、往(相當towords)』或『靠近事物、表示位置（相當at,by,near）』，
143

 但是原文批判資料提示許多其他抄本在 因為從上下文的解釋來。”ַעל“的地方寫成”ֶאל“

看它與“ַעל” (相當“on” or “in front of”)是一樣，所以本文選擇“ַעל”的意思，而把“ֶאל”

翻譯為『在門檻上』。
144 

 

第四節第四子句： 

第四子句裡Niphal的“ר ֵ֥ ְשא  表示被動的含義，雖然Niphal動詞還包含反身的語氣，但是”נ 

從這段子句中看，這動詞具有被動的意思比較大。因為耶和華的手把大袞的頭和與大袞的兩手

折斷下來，就把它的雙手和頭留置在門檻上（或附近），只留下它的身體而已。這個光景強調

描述耶和華的手只把大袞的殘體留下在它的地方上而大袞的手和頭被折斷在門檻上。 

第四子句的“יו ר ָעָלִֽ ְׁשַאֹּ֥ ֹון נ  ק ָדגָ֖ ֹון“從中看，”ַרֹּ֥ 是LXX的“ ἡ ῥάχις”，是相符的。希臘，”ָדגָ֖

                                         

140 嘆詞，指示語助詞，表示旁白者引進讀者的注目。 

141 Williams’ Hebrew Syntax, #370, 135. 

142 筆者通過分析過程，就發現希伯來文聖經敘述體的特點具有時間的進展，情節的進展，用來瞭解人物、事物的

緊張關係。更值得一提的是，時間、情節的發展是由waw和動詞的變化而決定的。 

143 Williams’ Hebrew Syntax, #299 & #308, 116,308. 

144 Williams’ Hebrew Syntax, #286,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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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 ἡ ῥάχις”意思是『後面 』（=back ）、 『軀幹』 （=trunk ），這相當於希伯來文與亞

蘭文上所表示的“ֶֶםֶרג”，『骨』。 

McCarter將第四子句翻譯為“only his t runk was left  intact”（=『只有剩下他的身

體』）”；或者“only his back was left upon him”。這個『軀幹』（=Trunk），在Bible works

上解釋『只剩下了大袞（ ֹון  ָדגָ֖ ）』中的大袞。 

大袞的詞裡“ו “表示『後面』（=back），與它類似的詞語是” גֶ  היָּוֶ  是『軀幹』（=b，”גֶ 

ody）。這種轉化的根據，就在LXX上的 ῥάχις(『後面』或『主幹』)。敘利亞版本也把它記錄

為“and the body of” (=『和身體』)，Targum記錄為『身體』；Vulgate記錄為“the trunk of”

（=『軀幹』）”。根據這個證據的強度，目前的翻譯採用短語『大袞的身體』。 

 

第二幕 敘述如今 

第五節 

第一子句“ ְּ֩דְרכו א־י  ן ל ִֽ  （『所以他們不踩踏』=），”ַעל־כ ֵּ֡

ן“ 。表示接續上文的內容，與前節是因果關係，『所以』，”ַעל־כ ֵּ֡
145 

ְדְרכוּ֩ “ א־י   。是Qal動詞，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他們不踩踏』”ל ִֽ

第二子句“ֹון ית־ָדגֻ֛ ים ב  ִ֧ ל־הַ ָבא  ֹון ְוָכִֽ י ָדגֲ֜ ֲהנ   （『大袞的祭司和所有進來大袞廟裡的人們』=）”כ 
146 

ים“的”בוא “ ִ֧  。是主動分詞陽性複數，從上下文來解釋翻譯成『出入者』”ַהָבא 

第三子句“ֹוד ֹון ְבַאְׁשדֵּ֑ ן ָדגָ֖ ְפַתֹּ֥  （『在亞實突大袞的門檻上面』=）”ַעל־מ 

ֹוד“和”ַעל“ 。兩個介係詞大體上都可以一樣詮釋，”בְ “的”ְבַאְׁשדֵּ֑
147 

第四子句“ה׃ ֹום ַהֶזִֽ ד ַהיֹּ֥  。是指『今天』『直到這個日子』，”ַעָ֖

ה׃“ ֶזַֽ ה“。是常與其他單詞連在一起使用，”ה  ֶזַֽ ֹום ה  יֵ֥ 翻譯為『這個日子』，可以證明第”ה 

五章的事件是真實發生的，也是歷史性的。根據《天道聖經注釋撒母耳記上（卷一）》闡明作

者寫下這節文字時，至少已和事件發生時，時間上有一段距離。當時大袞廟的祭司和入廟敬拜

的人，已沿襲一個習慣，不踏大袞廟的門檻。以色列人中，可能也有這種迷信，所以先知西番

雅就斥責那些跳過門檻的人（番1:9）。在本節上旁白者所講的時間與發生事件並不一定是同

一個時代。148 

ְדְרכּו  “  ְך “，時態是Yiqtol，（『他們踏進』=）”י  是動作（action）性動詞，從上下文”ָּדר 

來看，它在現在領域中被使用為反覆和持續的動作，
149
 表示從過去的那個事件起一直到現在

持續沒有踩踏門檻。 其實在非利士人中，這個習俗在迦薩地區，一直到主前第一世紀，仍然

被遵守， 根據古代中東地區的迷信——『門檻』（=threshold）是一家的妖魔鬼怪所集中的

場所。150 

                                         

ן“145  介係詞，以中文翻譯成『依據』（= in accordance，”ַעל־“，它們連用，表示『所以』，”ַעל־כ ֵּ֡

with）。Williams’ Hebrew Syntax, #290，113. “ ן  כ ֵּ֡ ”是副詞，『因此』、『如此』等的意思。 

י“ 146 ֲהנ    表示『依據』。（Williams’Hebrew Syntax, #259, 102）”כ  “的”כ 

 表示『在~上面』。（Williams’Hebrew Syntax, #240, 97），”בְ “ 147

148 David G. Firth, 95. 

149 Robert B.Chisholm.Jr., 125-128. 

150 在古代的人們思想中具有鬼神明住在門檻下面而保護那家裡的人們。難怪，原來士師記19章27節所

記錄的那門檻包含一種避難處的概念。 至於，本節上發生了一大事件，亦即非利士人們看見他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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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耶和華的手（6節至11節） 

（事件1）第六節至第八節第三子句：亞實突人受難和商議 

六節裡一共有三個子句。 

第一個子句，“ ד ַיד־ְיהָוֻ֛ה ֶאל־ָהאַ  ְכַבִ֧ יםַות  ָ֖ ְׁשדֹוד  ”(=『耶和華的手——她（=手）向那些亞實突人加

重了』或『耶和華的手——她重重加在亞實突人們身上』)。  waw動詞“ד ְכַבִ֧ 的原型是”ַות 

它的意思有多種，其中在這段子句上的意思是『深重（重量，災難）』=“weigh he，”כבד “

avily”。
151 

從上下文的理解來看，介係詞“ֶאל”（=『向、往』）可以與“ַעל”（在~上面）一樣詮

釋。
152

 在本文中已經在第四節第二子句中提過兩個介係詞的解釋。 

第二個子句，“ ָתם    ְַּ֤ך א  ם ַוַיֵ֤ ֵּ֑ מ  ים ַוְיׁש  ל  ַבְעפ  ”（=『他——耶和華使他們荒蕪，還有在痔瘡上使

他——耶和華擊打他們』） 

本段裡的“ם ֵּ֑ מ  ם “的”המם “在撒母耳記上7章10節上使用，”ַוְיׁש  他混亂（=或』）”ַוְיֻהמ ִ֔

搗亂、破壞）他們』。 “ם ֵּ֑ מ  的Hiphil形態，它是第三人稱陽性單數，帶詞尾”ׁשמם “是”ַוְיׁש 

是第三人稱複數，翻譯為『他使他們驚嚇』或『使事物或人毀滅』。在LXX裡, 使用為 καὶ ἐπ

ήγαγεν αὐτοῖς”，主要用在場所和事物上面作為使役動作。 

比如，何西阿書二章十四節，“   ה ָנָתִ֔ ֣ י ַגְפָנה  וְתא  ת ִ֗ מ  使葡萄園變為『荒』、『蹂 ，”ַוֲהׁש 

躪』。 以西結書二十章二六節“ ם מ ִ֔ ַען ֲאׁש  約伯記16章7節、”（『好使他們淒涼』=）ְלַמ֣

ֹוָת “ מִ֗ ׁש  י ֲהֲ֜ נ    。（『~他（神）使我困倦，你（神）使我驚駭（或離棄、遠離）』=)”ֶהְלָאֵּ֑

“ ים(,ֶֶאת ֹחר  םֶבעפליםֶ)ַבט  ֶאת-ַוַיְךֶֹאתָּ ּדֹודֶו  בּוֶליהֶָּ-ַאש  ג  ”，『=他（耶和華）用那些痔瘡（複數）攻擊

他們，亞實突還有它的那些邊境（複數）』。要判斷“ ים  ל  ַבְעפ  ”與撒上六章四節的老鼠有連

貫，從老鼠帶來的傳染病，翻譯成中文是『痔瘡』或『腫瘤』或『瘟疫』。
153
 

                                         

崇拜的大袞的頭和兩手掌斷掉，而那些斷掉的手和頭在門檻上，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從那時候開始，

他們忌諱踩踏門檻。雖然他們親眼看到以色列神的大能，也看到自己所拜的大袞只不過是無能為力的

石頭，但是非利士人仍然做出拜偶像的愚蠢行為，看起來他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他們也能當耶和華神

的百姓；或者是對神觀上，自己一生來拜的神明，儘管它是強還是弱，或者是真還是假，自己一生決

定的神明是不可要換的嗎？神的大能彰顯在非利士人的地，這是為了以色列還是非利士，或者是為神

自己的榮耀呢？第1節接續4章的敘述，希伯來文的waw的作用就表示開幕新的佈景。3節至4節是莫名

其妙的事件發生在大袞廟中，大袞倒在耶和華的約櫃前；大袞的頭與兩手折斷在門檻上，只有身體倒

在耶和華的約櫃前。從讀者的眼光來看，以色列讀者和非利士讀者感受的反應肯定是不一樣的。以色

列讀者相信這是由神開始做工，以色列百姓又有盼望從悲觀轉為喜樂的時刻，因為得勝者於耶和華的

手中；相反，非利士讀者開始預感這場事件一定會發生不吉現象。作者描繪的寫作風格，要比較第二

節和第三節的經文，相當技巧。 

151 Bible Works. 

152 Rev.S.R. Driver, D.D., 51. 

153 可參照LXX第6節的第二子句在如下: 

καὶ   μέσον       τῆς    χώρας    αὐτῆς       ἀνεφύησαν            μύες  
and in the middle   the  a country   himself   to produce again  field-mouse or the hamster  

καὶ   ἐγένετο     σύγχυσις      θανάτου  μεγάλη   ἐν  τῇ   πόλει  
and   to become    confusion       death    large   in  the  a city. 

Ralph W.Klein翻譯為“It brought up against them mice who swarmed in their boats and came up into 

the midst of their land. There was a great panic in the city –a deadly one.”  

可參照現代的NIV聖經譯為“He brought devastation upon them and afflicted them with tumors.” 

從中容易看出NIV就是從MT的抄本而翻譯出來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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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成英文“with;by，”בְ “翻譯為『藉由痔瘡或腫瘤』，介係詞”ַבעפלים “
 154 

中

文『藉此、用』。 這從“{ ים  ָבֳעָפל  }隨著Kethiv（寫型）的詞 與[ים ִ֔ ר  隨著Qere（讀型）的[ַבְטח 

詞”而混合出來的。『耶和華的手向那些亞實突人們加重』。“בעפלים”，寫型名詞，它的詞

根“ֶפל 的複數而組合的，『在痔瘡裡』或『藉由痔瘡』或『用痔瘡』。本文採取『藉由痔”ע 

瘡』。
155

 

“ ָתם בעפלים  ם  ַוַיְך א  מ  ים)ַוְיׁש  ר  .ְגבוֶליהָ -ַאְׁשדֹוד ְוֶאת-ֶאת(, ַבְטח  ”，是要翻譯waw,從上下文來看

ם“ מ  的waw，本文解釋為連接詞『不但~，而且~』即『 不但使他們被驚嚇，而”ַוַיְך“與”ַוְיׁש 

且使他們被擊打』。 

『耶和華的手向那亞實突人們加重』 =“ ם  מ  ָתם בעפלים  ַוְיׁש  ים)ַוַיְך א  ר  -ַאְׁשדֹוד ְוֶאת-ֶאת(, ַבְטח 

.ְגבוֶליהָ  ”。從上下文來詮釋“ם מ  中的waw，本文解釋為連接詞『不但~，而且”ַוַיְך“與”ַוְיׁש 

~』，亦即『不但使他們被驚嚇，而且使他們被擊打』。
156 

第三子句，“ יָה׃  ֹוד ְוֶאת־ְגבּוֶלַֽ ְשּדֵ֖ ֶאת־א  ”，『向亞實突，還有向它的四境』。 

六節的第三子句表示受詞的作用，第一子句作為它的主詞，第二子句作為它的謂詞，看圖表。 

根據中文和合本聖經 

主詞，耶和華的手 謂詞，敗壞、生長痔瘡 

受詞，向亞實突和他的四境 

 

七節一共有三個子句。 

第一子句“ ְוָאְמ֗רּו  ן  ִ֑ י־כ  ַֽ ֹוד  כ  ְשּדֵ֖ י־א  ַֽ ְנש  ּו א  ְראֵ֥ י  ו  ”『=亞實突的男人們(=他們)看見了，因為這樣，

他們說』=“And when the men of Ashdod saw that it was so, they said ”。 

ּו“ ְראֵ֥ י   中的反轉性waw包含六節的光景。『他們看見了』 (敘述式Waw包含上節的光景)”ו 

ן ְוָאְמ֗רּו“ ִ֑ י־כ  ַֽ 。”that it was so, they said“=『就是這樣，他們說』，”כ 
157

 

   
第一子句再切分如下有兩種可能： 

（I）範例1 

ֹוד“ י־ַאְׁשדָ֖ ִֽ ו ַאְנׁש  ְראֹּ֥  『亞實突的男人們看見了waw』”ַוי 

 “ ו  ְוָאְמרִ֗ ן  ֵּ֑ י־כ  ִֽ  『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說』 ”כ 

（II）範例2，“ן ֵּ֑ י־כ  ִֽ ֹוד“包括”כ  י־ַאְׁשדָ֖ ִֽ ו ַאְנׁש  ְראֹּ֥  。”ַוי 

ן“ ֵּ֑ י־כ  ִֽ ֹוד  כ  י־ַאְׁשדָ֖ ִֽ ו ַאְנׁש  ְראֹּ֥ ַוי  ”『亞實突的男人們看見了這光景，因為這樣』 

ו“  。『所以他們說』 ”ְוָאְמרִ֗

從中特別提示“ ר“的問題，“They said”，waw作為連續式的作用。原型” ְוָאְמ֗רּו  ”ָאמ 

                                         

154 Williams’Hebrew Syntax, #243, 98. 

155 關於『痔瘡』，McCarter將MT的五章六節和LXX如此比較，分析的很仔細, 參照本文的第十三頁。 

156 關於LXX所提示的『老鼠』這個單詞，根據McCarter認為LXX的第六節經文是在前邊MT的第三節最

後上該要加的部分， 並且雖然在MT的五章第六節上沒有看到『老鼠』、『船』等的單詞，但作者在

MT的第六章四節、五節、十一節和十八節上描述『老鼠』，非利士人們將也很好的約櫃移送到以色

列地的場景上，他們所舉行的宗教儀式中便容易看到當時他們相信『痔瘡』是從老鼠傳來的瘟疫（參

照撒上六章）。五章所描寫的『痔瘡』，是與6章的『老鼠』具有相關，據Ralph W.Klein的注釋書，

將“ים ִ֔ ר  解釋為痔瘡或腫瘤，他還補充說明這是來自於亞蘭語的大便的變形（strain at t”（讀型）ַבְטח 

he stool）。 

157 如果把第一子句的“ו ן ְוָאְמרִ֗ ֵּ֑ י־כ  ִֽ  ？放在第二子句上，會不會意思不一樣”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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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的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相當於LXX的“καὶ λέγουσιν”。  

Klein（p48）、Driver(p52)指摘“  T.Muraoka解釋。”ו   יֹאְמרּו“的地方應該換為” ְוָאְמ֗רּו 

這 是 因 為 在 古 典 的 用 法 上 w-qatalti型 可 代 替wayyiqtol。
158

但 是 否 那 是 因 為 抄

寫 者 脫落 “ ”י 而 造成 的問 題。
159
 

第二子句“ ב       ֲא֙רֹון  ש ֵׁ֞ א־י  ַֹֽ י            ל ֵ֤ ֙ל      ֱאֹלה  ְשָרא  נּו       י  ָמִ֔ ע  ” 

          跟我們  以色列   神    （約）櫃  他停留-不 

ל֙ “ ְשָרא  י י  ֵ֤  。 κιβωτὸς τοῦ θεοῦ Ισραηλ = "The ark of the God of Israel =”ֲא֙רֹון ֱאֹלה 

在五章中出現『神的約櫃』或『耶和華的約櫃』共有12次出現。 

從文法上來看『神』複數——“ י  ֵ֤ ֱאֹלה  ”或“ים ִ֑  。”ָהֱאֹלה 

第三子句“ ה  י־ָקְשָתֵ֤ ַֽ ל            ָידֹ֙ו                              כ  ֵ֖ ינּו                  ְוע  ינּו                ָעל ִ֔ ַֽ ֹון     ֱאֹלה  ָּדגֵ֥ ” 

       我們的神明 大袞   而且在~上面    在我們上面 
160
   他的手       因為他艱苦了 

 

六節的“ ַבד   כ  ַות  ”（=『他加重了』）與七節的“ּו ְראֵ֥ י  是對稱關（『他們看見了』=）”ו 

係。前者的動作主持者是『以色列神重重地加在亞實突人身上』；後者的動作主持者是『亞實

突男人們看見這光景』。『這光景』就是『耶和華重重地加在亞實突人身上的光景』。  

第八節 

八節有四個子句。 

第一子句“ ים    ֲאל   ְשת ִּ֜ י    ְפל  ְרנ ֙ ְספּו    ֶאת־ָכל־ס  א  י  ְשְל֡חּו       ו  י  םו  יֶה֗ ” 

        向他們  非利士人們   整個君主們     他們招聚    他們打發了 

ו“ ְׁשְלחֵּ֡ 的敘述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主詞是人，從7節的內容來看，派人的”ָׁשַלח“是”י 

主詞是『亞實突的男人們（ ֹוד  י־ַאְׁשדָ֖ ִֽ ַאְנׁש   ）』。所以八節『他們派人』時的『他們』指為『亞

實突的男人們』。  

 。的waw是連接詞，動詞『他們招聚』的『他們』是指『派人』”ַוַיַאְ פוּ֩ “

י“ ְרנ ֙ 。指非利士的五個城市的首領”ָכל־ס 
161

 

יֶה֗ ם“ 。帶詞尾（第三人稱複數），又表示結束位置”ֲאל 
162

 

主詞：亞實突的男人們=他們派人           謂詞：派人=他們招聚 

                                         

158 Park，YoungGuk,《在大袞的審判中顯現勇士之神的神學：以撒母耳記上五章為中心》（Th.M.dissert

ation.Chongshin University, 2014）40. 

159 Ellis R. Brotzman, 113. 

160 Wiliams’ Hebrew Syntax, #288a，112. 以英文解釋相當包含disadvantage（against）。 

161 撒母耳記上六章描述用金製造的5個痔瘡、5個老鼠的數位“5”，就是針對非利士人的五個城市。

這已經在任何注釋書上都能看到的詮釋內容。 

162 Willams’Hebrew Syntax, #298,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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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主詞：派人招聚非利士的五個城市的

首領 

小謂詞：到他們（=亞實突的男人們）那裡來 

第二子句“ל ְשָרא ִ֔ י  י  ֣ ֲארֹון֙    ֱאֹלה  ַֽ ה       163 ל  ֲעֶש֗ ה־נ  ַֽ אְמרּ֙ו      מ  ַֹֽ י  ”ו 

          以色列   神    向或為（約）櫃    我們做—什麼    他們說 

ה“ ֲעֶש֗  。是未完成式第一人稱複數，『我們做』”נ 

אְמרּו֙ “ ַֹֽ י  ：的waw具有佈景的反轉性功能，從上下文來看如下”ו 

第一子句的『他們派人招聚非利士人們的整個首領們往他們那裡來』 

反轉性waw（表示佈景的轉變） 

第二子句的 ֙אְמרּו ַֹֽ י  『？他們說：我們為（=向）以色列神的約櫃做什麼』， ו 

 

第三子句“  ֹ֣ י לו  ִ֑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ב ֲארֵ֖ סִֹ֔ ֣ת י  ּו ג  אְמרִ֔ ”。 

ֹסב“ “，它具有Niphal的被動和反身的含義，第三人稱陽性單數，”י  ֶֹ ֶַוי ֹסב ֶי  ֶַגת רּו, אמ  ”，翻

譯成『他們說：它自己把它運轉到迦特去』（不用翻譯waw）。164 

 

八節 第二子句，“ ל  ְשָרא ִ֔ י י  ֣ ֲארֹון֙ ֱאֹלה  ַֽ ה ל  ֲעֶש֗ ה־נ  ַֽ אְמרּ֙ו מ  ַֹֽ  ” וי

                 他們便說，我們怎樣做以色列神的約櫃呢？ 

第三子句，“ ל  ִ֑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ב ֲארֵ֖ סִֹ֔ ֣ת י  ּו ג  אְמרִ֔ ֹ֣ י  ” ו 

                他們（回答）說，願使以色列神的約櫃運轉到（=包圍）迦特吧。 

動詞“ ב“的” סבב סִֹ֔ בו“是Niphal，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可以Hiphil的 ”י  ”ַיס ֵּ֕

（=第三人稱陽性複數，他們把以色列神的約櫃運轉了）比較。  

作者採取Niphal動詞“ ב  סִֹ֔ י  ”表示允許（Tolerative）的作用。因為在第三子句裡可以看

到神的主權與人的選擇：非利士人被動地將神的約櫃運到迦特去，這裡雖然沒有顯示出神的主

導行為，但是Niphal的動詞就表現出神在背後裡做工來；Hiphil動詞“בו 是與Niphal的動”ַיס ֵּ֕

詞有連貫的，也表示使役（Causative）的作用。 

誰是使役動作的主詞呢？ 非利士人嗎? 根據表面的文法分析，非利士人就是使役動作的

主詞。從宏觀的來看，在希伯來文的文脈中Hiphil動詞就說明非利士人的背後中有神的操縱；

從微觀的來看，第三子句中所命令的『他們』（=亞實突的男人們，參照六節和七節）。 

以上，第一幕（第一節至四節）；第二幕（第五節）；第三幕（第六節至八節第三子句）

文法分析的結果， 它的敘述發展是如下： 

旁白者開始敘述一、二節；開始事件的敘述三、四節；旁白者闡述五節；耶和華的手重重

地（“ 攻擊非利士人們，六、七節和八節第三子句的商議（亞實突人）；八節第四子（” כבד

                                         

163 Williams’ Hebrew Syntax, 271a, 107. 

164 八節的第三子句“ב ס ִ֔ בו“Niphal的形式，八節的第4子句”י  Hiphil的形式可值得思考。從作者刻”ַוַיס 

意描述的敘述人物來看在經文的情節上可以看出來說話者對『神的約櫃』的觀點：通過八節裡對話的

人物來可以推測他們對約櫃的觀點。亞實突的男人們：我們向以色列神的約櫃應當怎樣做呢？   

非利士人的全領導們：它自己可以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運到迦特去。 Niphal表示Passive和Reflexive的意

思,即被動和反身的作用，見於From Exegesis to Exposition, 110。 

旁白者：於是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運到那裡去。 HIphil的句子是作者的觀點，表示Ingressive(=有動作、

狀態的開始)，又包含Jussive(=命令式的動詞)，見於From Exegesis to Exposition,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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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九節（迦特人）；十節、十一節第四子句（以革倫人）；十一節第五子句、十二節（旁白

者闡述）。 

看如下圖表：  

第一幕旁白一、二節是底平線數字1；三、四節是最高峰線數字 7.5； 

第二幕旁白五節是底平線數字1； 

第三幕事件1（六節至八節第三子句）是數字4； 

      事件2（八節第四子句至九節）是數字5； 

      事件3（十節至十一節第四子句）是數字6； 

第四幕旁白十一節第五子句至十二節是數字7.5。 

 

 

（事件2）第八節第四子句至九節：迦特人受難 

八節的第四子句 

“ ֶֶאת בּו, ל-ַוַיס  א  רָּ ש  ֶי  י ֱֶאֹלה  ֲֶֶארֹון ”中“בּו 是Hiphil的第三人稱陽性複數，敘述式動詞，『把”ַוַיס 

它帶過來』，具有使役（被動性）的動作。從說話者的觀點來看，約櫃並不是被人隨意操縱的

事物，而是神聖的物件，所以作者使用Hiphil形式來表示使役的動作，主詞雖然是『他們』，

但在使役動作上還暗示上帝的做工。 

八節第四子句，筆者添加『於是他們把以色列神的約櫃轉運到那裡』的『那裡=迦特』。 

第九節 

第九節裡一共有四個子句。 

九節的第一子句是接下八節第四子句『於是他們把以色列神的約櫃轉回去了』的情景之後

敘述開始有新的佈景。י 。就說明瞭這個部分 ַוְיה ֵׁ֞

第一子句， ֹו  תִ֗ בו א  ֣ ַ י׀ ה  ֣ י ַאֲחר  ַוְיה ֵׁ֞ ，它直譯為『當亞實突的男人們把櫃轉運到了之後』。

                                         

י“ 165  。的waw是反轉性waw, 它將9節的第4子句和10節第一子句連接下來，作為敘述體上的佈景轉換的作用 ”ַוְי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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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節2節 3,4節 5節 6-8節 8-9節 10-11節 12節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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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 בו  ֣ ַ ה  的主詞是七節的ֹוד י־ַאְׁשדָ֖ ִֽ 。使役和被動的對像是『櫃』，ַאְנׁש 

י ，ַוְיה ֵׁ֞ 在敘述文上表示佈景轉換的作用。י 是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這裡翻成過ְיה ֵׁ֞

去式，『當什麼的時候』比較合適。

ֹו תִ֗ י帶有第三人稱陽性單數的詞尾，它的詞尾與א  的第三人稱是一致的。從上下文來看本ְיה ֵׁ֞

經文，第三人稱陽性單數是指『櫃』 。

第二子句， י     יר          ַיד־ְיהָוֵ֤ה׀             ַוְתה   ה                 ְמהוָמה           ָבע  ד       ְגדֹוָל֣ ְמא ִ֔

極其 大的 吵鬧不安 在城裡 耶和華的手 她臨到

י 的反轉性ַוְתה   不用翻譯，它表示前後的連續性動作次序，י 。是第三人稱陰性單數ְתה  

耶和華的手與י  。的主語是一致的。『手』是陰性單數，表示她（=手）臨到城裡ַוְתה  

יר  “ LXX表示“ἐν τῇ πόλει”（=in the city）,在本文章中使用『其，”בָ “的介係詞”ָבע 

中』（=among），翻譯為『在城裡』。 

 ,表示陰性單數，名詞，相當LXX的“τάραχος”，翻譯成『騷動, 騷亂, 混亂，”ְמהוָמה  “

不安, 擾亂』等。 

 。表示陰性單數，形容詞『大的、偉大的』”ְגדֹוָל֣ה“

ד“  。副詞，『極其、非常』，”ְמא ִ֔

第三子句，“יר י ָהע ִ֔ ֣ ְנש  ְ֙ך ֶאת־א  י  ְך֙ “的”ו  י  是敘述式waw帶Hiphil動詞，第三人稱陽性單數，表”ו 

示『他擊打、擊殺』。在這個短語裡主詞是『耶和華』，動詞是主詞的使役和被動的詞，受詞

是『那城裡的男人們』 =“יר י ָהע ִ֔ ֣ ְנש   。 ”ֶאת־א 

第四子句，“ ים    ל  ן           ְעפ  ָקט ָ֖ ֹול                  מ  ו                   ְוַעד־ָגדֵּ֑ ָשְתרֹּ֥ ם         ַוי  ָלֶהָ֖ ”。 

          痔瘡   向他們  他們被生長出來   還有一直到達到    從小的 

ו“ ָשְתרֹּ֥  是反轉性waw和Niphal敘述式動詞第三人稱陽性複數，『他們被長出來了』”ַוי 

它帶間接受詞“ם ים“又帶直接受詞，（『向他們』=）”ָלֶהָ֖ ל   。（『在痔瘡中』=）”ַבְעפ 

MT: “ים ל  ם            ְעפ  ו             ָלֶהָ֖ ָשְתרֹּ֥  ”ַוי 

         痔瘡       向他們  他們被長出來 

LXX:  καὶ    ἐποίησαν  ἑαυτοῖς   οἱ   Γεθθαῖοι      ἕδρας  

       And   make   himself   the   emerods   a seat 

KJV:  and they had emerods in their secret parts.  

NAS:  so that tumors broke out on them.  

本文把這個地方翻譯成『痔瘡向著他們，使他們被長出來』 

ים“  ל  166的單詞在撒母耳記上五章裡出現六節、九節、十二節，可參照本文的第六節解釋”ְעפ 

的部分。 

在第四子句中的Niphal動詞“ּו ָשְתרֵ֥ 表示既有被動又有反身，『使他們自己被長出（痔”י 

瘡）』。雖然耶和華的手是主詞，但是因為他們自造成的災殃，所以筆者認為作者用Niphal描

述這段子句帶給讀者感受更精彩的情景。在這段子句裡“ם ” ָלֶהֵ֖
167

的出現，筆者認為這是作者

刻意用的: 前者用Niphal來生動描述自作造成的災殃，後者用『向他們、給他們、為他們』，

來表示主詞的『耶和華的手』和受詞的明確區分，包含作者對受害者的諷刺。 

                                         

ים“ 166 ל  ים =是 （写型”ְעפ  ים = 与  （读型（ ֳעָפל  ִֽ ר  （ ְטח   的混合字。 

167 “ ם  ָלֶהָ֖ ”，『向著』，表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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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3） 第十節至第十一節第三子句：以革倫人受難 
第十節 

第十節有五個子句。 

第一子句， “ ו        ְַּ֤יַׁשְלחֻ֛ ֹון         ַוִֽ ֹון   ֶאת־ֲארֹּ֥ ים       ֶעְקרֵּ֑ ָ֖ ָהֱאֹלה  ” 

           以革倫   那位神  （約）櫃    他們送走 

ו“ ְַּ֤יַׁשְלחֻ֛  waw是反轉性的，表示Piel動詞，第三人稱陽性複數，表示『他們就送走』，”ַוִֽ

從上下文來看，Piel動詞包含Resultative(=為結果的條件)，Piel動詞強調行為的結果。 

第一子句解釋為『他們就把神的約櫃送到以革倫』 

ים“ ָ֖ י“與”ָהֱאֹלה  ֣  。都是名詞陽性複數，前者表示專有名詞，後者附屬形名詞”ֱאֹלה 

י“ ֣ ל“的出現是在”ֱאֹלה  ְשָרא ִ֔ י י  ֣ י“上，意味”ֱאֹלה  ֣ ל“是屬於”ֱאֹלה  ְשָרא ִ֔  。的”י 

ים“ ָ֖  。表示專有名詞，”הָ “帶有定冠詞”ֱאֹלה 

第二子句，“ ֹון  ים        ֶעְקרִ֔ ֹון        ָהֱאֹלה  ֹוא            ֲארֵ֤ י               ְכב  ַוְיה ִ֗ ” 

         以革倫   那位神  （約）櫃  因為來到   當它臨到了 

י“ ，表示敘述體佈景轉換的作用，第一子句的行動結束之後，第二子句開始表示新的佈景”ַוְיה ִ֗

表示新的場面開始。Waw可以說引進（introductory）的作用。
168

 

ֹוא“ ”是相當英文的“as”כְ “的介係詞”ְכב 
169

ֹוא“，  。是不定詞形態，翻譯成『來到』”ב 

第二子句翻譯成“and it happened as the ark of God came to Ekron” 

=『當那位神的約櫃來到以革倫的時候』。 

第三子句，“ ר  אמ ִ֗ ים           ל  נ ֲ֜ ֶעְקר  ו                 ָהִֽ ְזֲעק  ַוי  ” 

              說     （那個）以革倫人們    他們哀求 

ְזֲע֙קּו“ י   。waw是反轉性，翻譯為『因為』，敘述式動詞第三人稱陽性複數，”ו 

第二子句的“ְכ֙בֹוא”是第三子句的原因。
170
 

『當那位神的約櫃因為來到以革倫的時候，以革倫人們哀求說：』 

ר“ אֹמ֗ ְזֲע֙קּו“Qal,不定詞結構，這種句型是常出現的。它與前邊的動詞，”ל  י  ”包含“連動”ו 

的關係。
171
 

第四子句，“ ל  ְשָרא ִ֔ י       י  ֣ ַלי      ֶאת־ ֲארֹון     ֱאֹלה  בו      א  ֵ֤ ַ ה  ” 

          以色列    神   （約）櫃   向我   使包圍 

בו“ ֵ֤ ַ “，”ה  的Hiphil,完成式第三人稱複數，在這裡表示『他們使約櫃包圍』。這” בב  

裡『他們』是指迦特人，還是仍然為亞實突的男人們呢？ 

而言之，第十節的第一子句到第四子句在第六節的第一子句和第七節的第一子句上具有連續性。

從一個共同主詞的“連續動作”中可以分析到情景。 

看下面在子句之間主詞的“連動”形式： 

  6節，第一子句，『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亞實突人們身上，敗壞他們』 

  7節，第一子句，『亞實突的男人們見著光景』 

                                         

י“ 168 =)Wayyigtol形態，這是敘述文上經常看到的，在這裡表示導入（introductry）的含義，『當~的時候』，”ַוְיה ִ֗

and it so happened), 見於From Exegesis to Exposition, 174. 

169 Williams’Hebrew syntax,#262a，103 

170 如果跟第三子句連接起來解釋，可以把“ ְכ”看做“because”(williams’s Hebrew Syntax#260, 102)。 

171 表示連接形式（connection form）。（Williams’Hebrew Syntax, #2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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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節，第四子句的“בו  是Hiphil的第三人稱陽性複數”ַוַיס 

『於是他們（=亞實突的男人們）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運到那裡（=迦特）去』 

10節，『他們（=亞實突的男人們）就把神的約櫃送到以革倫』172 

  

Hiphil的“בּו ֵ֤ ס  有兩種意思： 第一，轉彎, 使轉彎, 轉回, 迴轉, 帶過來, 轉進某處, 繞”ה 

著圈子帶過來； 第二，使繞著圈子轉彎發生, 使包圍, 使圍繞。 

第五子句，“ י׃  ַֽ מ  י         ְוֶאת־ע  נ  ֵ֖ ית  ֲהמ  ל  ” 

          我的百姓   殺死死、治死我 

י“ נ  ֵ֖ ית  ֲהמ  173表示與不定詞的Hiphil動詞帶第一人稱的詞尾，翻譯成『殺”ל  “的介係詞”ל 

死我還有我的百姓』。這裡『我』表示以革倫人們（10節），ＭＴ的作者將以革倫人們指代表

一個人而描述這樣說的，要看ＬＸＸ或其他抄本的時候，可見抄寫者用第一人稱複數的『我們』

（＝以革倫的人們）。 

第十一節 

第十一節有五個子句。 

第一子句，“ ְשְל֙חּו   י  ּו  ו  ְספִּ֜ א  י  ֣י    ו  ְרנ  ים   ֶאת־ָכל־ס  ְשת ֗ ְפל  ” 

     非利士人們   全首領們    他們聚集  他們派人 

ְשְל֙חּו“ י   。Ｑａｌ動詞，反轉性waw，敘述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他們派人』，”ו 

ּו“ ְספִּ֜ א  י   。Ｑａｌ動詞，反轉性waw，敘述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他們聚集』，”ו 

֣י“ ְרנ   。這裡的『全首領們』，代表非利士人的五個城市的首領們，”ֶאת־ָכל־ס 

 
十一節的第一子句與八節的第一子句是一樣的，如下比較： 

 

八節第一子句， ם  יֶה֗ ים ֲאל  ְשת ִּ֜ י ְפל  ְרנ ֙ ְספּו  ֶאת־ָכל־ס  א  י  ְשְל֡חּו ו  י     ו 

            因此他們派人（然後）招聚非利士人們的所有首領們來，向他們~ 

十一節第一子句， ים  ְשת ֗ ֣י ְפל  ְרנ  ּו ֶאת־ָכל־ס  ְספִּ֜ א  י  ְשְל֙חּו ו  י    ו 

因此他們派人（然後）招聚非利士人們的所有首領們來， 

使用符號學者所提議的模式174，看這兩句，差派者是亞實突的男人們，其目標是招聚 

首領們，接受者是眾首領；同時，協助者是眾首領，主體是亞實突的男人們，敵對者是約櫃。 

可見，使用兩節第一子句的動詞『派人』和『聚集』都是Qal動詞，接著第二子句開始的

                                         

172 從情節的主流上分析撒母耳記上第5章第6節的亞實突的男人們一直成為將神的約櫃運轉送去的主詞。亞實突的

男人們到底是什麼人，這是從第三節出現的亞實突人來推測很可能他們是宗教工作人員如祭司等人。 

173 具有帶主語或直接受詞的不定詞結構，不用翻譯。(Williams’ Hebrew Syntax #276, 109) 

174 Jean Louis Ska, Our Fathers Have Told Us: Intrud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Hebrew Narratives，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譯（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5）139. 在本文中分析八節的第一子句和十一節的第一子句，筆者借用史茄

所引用的符號學的研究『行動者樣式』，來解釋此段落： 

Sender(差派者)——》Object 目標——》Receiver 接受者， 

Helper(協助者)——》Subject 主體——》Opponent 敵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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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都是“ ֙אְמרּו ַֹֽ י 敘述式反轉性Waw與第三人稱陽性複數結合，從上下文 ,（然後他們說=）”ו 

來看，反轉的未完成式被用來描述一連串的連續性動作，第二子句的“ ֙אְמרּו ַֹֽ י 接續第一子句”ו 

前邊的動詞『派人=“ְשְל֡חּו י  ּו“=和『聚集『”ו  ְספִּ֜ א  י  表示過去時態敘事序列。作者使用w，『”ו 

aw來撰寫關於過去的一系列動作，
175

表現出事件的真實性，而且使讀者充分體會到場景內的

氣氛，富有生動性和緊迫性。 

接下來看八節第二子句、第三子句與十一節的第二子句、第三子句可以比照： 

 
8節 第二子句， 

“ אְמרּו֙   ַֹֽ ל וי ְשָרא ִ֔ י י  ֣ ֲארֹון֙ ֱאֹלה  ַֽ ה ל  ֲעֶש֗ ה־נ  ַֽ  ” מ 

=他們便說，我們怎樣做以色列神的約櫃呢？ 

動詞“ ב“的” סבב סִֹ֔ 是Niph ”י 

al ，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

數，可以Hiphil的“בו  ַיס ֵּ֕

 8節 第三子句， 

“ ל  ִ֑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ב ֲארֵ֖ סִֹ֔ ֣ת י  ּו ג  אְמרִ֔ ֹ֣ י  ” ו 

=他們（回答）說，把以色列神的約櫃帶到迦特吧。 

11節第二子句， 

“ אְמרּו֙   ַֹֽ י ל֙  ו  ְשָרא  י י  ֵ֤ ּו ֶאת־ֲא֙רֹון ֱאֹלה  ְלחֵׁ֞  ” ש 

=然後他們說，把以色列神的約櫃，請送走吧。 

ּו“ ְלחֵׁ֞ 是Piel”ש  ,祈使式陽性複

數，從上下文來看，它表示反覆

性動作。 

11節第三子句， 

“ י  ִ֑ מ  י      ְוֶאת־ע  ֵ֖ ית      אֹת  ֵ֥ א־ָימ  ַֹֽ ֹו    ְול ְמקֹמִ֔ ב        ל  ְוָישֹ֣ ”  

= 願它恢復到=它的地方，不然他會殺死我和我的百姓。 

 

十一節的第三子句的單詞個別解釋在如下： 

ב“   的祈願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waw表示連接詞。（=他們）,翻譯為『他”ׁשוב “是，”ְוָיׁש ֣

恢復』、『他回轉』、『他重複』等。 

ֹו“ מִ֔ ְמק  。表示『到』”ל  “介係詞，”ל 
176 

 

ית“   ֹּ֥  。是Hiphil動詞，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表示『殺死, 治死』，”ָימ 

ית“  ֹּ֥ א־ָימ  ית“waw是連接詞，Hiphil動詞，”ְול ִֽ ֹּ֥ 是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不要使他”ָימ 

治死我』或『 不要使他害死我 』。 

י“ ָ֖ ת  י“，第一人稱單數的受詞帶詞尾，”א  ָ֖ ת  י“與”א  ֵּ֑ waw的連接”וְ “，是並列關係”ְוֶאת־ַעמ 

詞都包容兩個單詞。 

第三子句要切成如下結果： 

י“ ִ֑ מ  י               ֶאת־ע  ֵ֖ ית                      אֹת  ֵ֥ א־ָימ  ַֹֽ ֹו ”ְול ְמקֹמִ֔ ב               ל   ְוָישֹ֣

謂詞 主詞 

不要讓他治死我和我的國家 （願他回轉到它的地方） 

受詞,並列關係 動詞     

 

第四幕 呼號的聲音上達於天（第十一節第四子句至第十二節） 

                                         

175 Gary D. Pratico、 Miles V. Van Pelt，Basics of Biblical Hebrew Grammar, 205. 

176 Williams’ Hebrew Syntax, #274a,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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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子句，“ י־ָה   ַֽ ירכ  ֶו֙ת ְבָכל־ָהע ִ֔ ת־ָמ֙ ּומ  ה ְמהַֽ ְיָתֵ֤ ” 

『因為，它臨到了，死亡的混亂在整個城市裡。』 

 

ה“ י־ָהְיָתֵ֤ ַֽ י“從上下文來看，介係詞，”כ  ַֽ ，(because=)”כ 
177

表示敘述的轉折，將前邊的對話方

式轉為旁白者的敘述，“ היה ”在敘述文上作為換場景的開頭作用。
178
 

 

第五子句，“ ם׃  ים      ָשַֽ ֵ֖ ֵ֥ד ָהֱאֹלה  ד       י  ה       ְמֹאָ֛ ָכְבָדֵ֥ ” 

在那裡   神的手，   非常   加重  

動詞“ הכָ  ְבָדֹּ֥ ”是Qal完成式第三人稱陰性單數，表示『 重重地 』。它本是有幾種意思，『有

尊榮』、『有份量』、『沉重』。
179
 

第十二節 

第十二節有二個子句。 

第一子句，“  ים ְעֹפל  ּו  ב  תּו ֻהכֵ֖ ר לֹא־מ ִ֔ י֙ם ֲאֶש֣ ֲאָנש  ְוָהַֽ  ” 

ים  “  ֲאָנׁש  ים  “名詞，”ָהִֽ “連接詞Waw，定冠詞，”ְוָהִֽ  。是陽性複數，翻譯成『男人們』”ֲאָנׁש 

ר“ 。是關係代名詞，從 上下文來看，它在第一子句上表示結果子句的開始，”ֲאֶׁש֣
180

 

תו“ ,是否定詞，在這裡表示『一定不』或『一定沒有』”ל א“的”ל  א־מ ִ֔
181

תו“  是Qal動詞”מ ִ֔

完成式第三人稱複數，翻譯為『他們死了』 

ו  “ 的Hophal動詞，完成式第三人稱中性複數，表示因果關係及包含進入到某”נכה “是” ֻהכָ֖

種狀態。
182

Hophal動詞是與Hiphil動詞有連貫的，表達一個帶有被動語氣的使役動作，就是作為

Hiphil的被動式。
183

 

ים“ ל  相當英文為“with,i，”בַ “的解釋在第六節的注腳，可以參考。介係詞『痔瘡』，”ַבְעפ 

n”,在本文的私譯上翻譯中文為『藉由』。
184

從上下文來看，可見痔瘡是在條件和環境下產生

的災殃。 

“的Hiphil動詞”נכה“  ְַּ֤ך    ַוַיֵ֤ ”在六節和七節上看到，表示第三人稱男性單數，翻譯成『使他

擊殺~』；Hophal動詞是“ו  。翻譯成『他們被擊殺』（第三人稱複數）”ֻהכָ֖
 

第二子句， ם׃  י  ָשָמַֽ יר      ה  ֵ֖ ת           ָהע  ֵ֥ ְוע  ַֽ ל               ש  ע  ָ֛ ת  ו   

        那天空  那城   呼求（名詞）  她上去 

                                         

177 Williams’ Hebrew Syntax, #260, 102. 

178 第四子句的“ י־ ִֽ הכ  ָהְיָתֵ֤ ”表示補充說明並提供故事的佈景和舞臺（“supplemental”）。這是在非正常的結構上出

現的現象。（“Nonstandard Constructions”）見於From Exegesis to Exposition, 180~181. 

179 Bible Works. 

180 Williams’ Hebrew Syntax, #465，165. 

181 Williams’ Hebrew Syntax，#396，143. 

182 From Exegesis to Exposition, 116. “ ו  הֻ   כָ֖ ”的原型是“ נכה”，“ ו    ֻהכָ֖ ”是Hophal動詞，在CBOL舊約parsing上

提示Hophal的詞義有如下：被擊打、受擊打、受傷、被鞭打、被 (致命地) 擊打, 被殺害, 被殺戮、被攻擊和俘擄、

被折磨 (疾病)、枯萎 (植物)。  

183 Basics of Biblical Hebrew Grammar，387. 

184 Williams’Hebrew Syntax, #2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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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על“ “，”ַוַתֻ֛ עלה   ”是它的原型。Waw是反轉性，翻譯為『於是她上達』。 

『她』表示『那城的呼求』，『城』和『呼求』都表示名詞的陰性，“ְיָמה 是在”ַהָשַמָ֫

ם“ י  表示『 向天 』的意思。從上下文來看，能看出以革倫的人們，”ָה“加指示方向”ַהָשָמִֽ

向天非常強烈的懇求傳達他們的苦楚。從三節的“ ְרָצה  ַאִ֔ ”裡有指示方向的“ָה”描述往地下

摔倒的大袞的畫面（3節）。三節““ ְרָצה  ַאִ֔ ”與十二節b“ְיָמה 比較：前者是往向地，表”ַהָשַמָ֫

示死亡的絕望；後者是往向天，表示生命的盼望。 

    以上的文法分析中，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文法結構第一幕（一節至四節）比較簡單，第二幕

（五節）比較複雜。Hiphil和Niphal的動詞來表達被動和反身含義，更明確的顯示以色列神與

被造物的角色。 

第三、四幕（六節至八節第一子句），亞實突人與四境受難，特別通過動詞“ה 、6）”ָכְבָדֵ֥

7、11節）的敘述發展，來更清楚地看到作者刻意描述兩方面的對照： 

非利士人：受神的擊打而嚇死， 

得痔瘡的災殃而受羞辱 

以色列神：唯有耶和華是力量中的力量 

聖潔和榮耀 

第五幕（八節第二子句至十節a）,迦特人受難，與第四幕一樣帶有如此的含義。第六幕

（十節b至十二節），以革倫人受難，也與第四幕一樣帶有如此的含義。 

五章一節的Waw表示四章二二節的連續。從四章閉幕之後又開始新的佈景，這佈局的中心

從以色列的以便以謝轉向非利士人的地，這地就是亞實突的大袞廟，是第五章佈景的開始。第

四章二二節說『榮耀離開以色列，因為神的約櫃被擄去了』，第四章閉幕同時第五章開幕，第

五章的開頭的連接詞waw就說明第四章二二節與第五章一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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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章的結構分析 

 ֵ֖ ּו א  ְקחִ֔ י֙ם ָלַֽ ְשת  יםּוְפל  ִ֑  ת ֲא֣רֹון ָהֱאֹלה 

ֹוָדה׃   ְשּדַֽ ֶזר א  ֵ֖ ֶבן ָהע  ֶאֵ֥ הּו מ  ֻאָ֛ ְיב   ו 

一節，第一子句上看到大主詞『非利士人們』，它含剩下的短語，主語與謂語；又含第二

子句整個短語。第一個waw表示連續四章二二節，waw和“ּו ְקחִ֔ 結構表示新主題的開始，又引”ָלַֽ

入新的人物在故事裡出場，包括場面的轉換、新的故事的單元。它的功能作為一種文章符號作

用。185第二子句Waw表示具體化（specifying）。186  第一子句是非正常的結構（Nonstandard

 Constructions）,第二子句是Wayyigtol形態的子句。 

ים י֙ם ֶאת־ֲא֣רֹון ָהֱאֹלה ִ֔ ְשת  ּו ְפל  ְקחֵ֤ י   ו 

ֹון  ית ָּדגִ֑ ֣ ֹו ב  יאּו ֹאתֵ֖ ֵ֥ ָיב   ו 

ֹון׃  ֶצל  ָּדגַֽ ֵ֥ ֹו א  יגּו ֹאתֵ֖ ֵ֥ צ  י   ו 

二節，開頭的waw表示連接1節的作用。三個子句之間是連動關係，他們都是Wayyiqtol形

態的子句，有三個waw各有加動詞『拿取』、『進入』、『安放』。第一子句的waw表示上節的

敘述進展連接功能，即Resumptive的作用；第二子句的waw表示連接（conseguential）的作用；

第三子句的waw表示具體化（Specifying）的作用。
187
 

ת ָמֳחָרִ֔ ַֽ י֙ם מ  ְשּדֹוד  מּו א  ֵ֤ ְשכ  י   ו 

ֵ֖י ֲא֣רֹון ְיהָוִ֑ה   ְפנ  ְרָצה ל  ל ְלָפָניו֙ א ִ֔ ֵ֤ ֣ה ָד֗גֹון ֹנפ  נ   ְוה 

ֹון  ְקחּ֙ו ֶאת־ָּדגִ֔ י   ו 

ֹו  ְמקֹומַֽ ֹו ל  בּו ֹאתֵ֖ ֵ֥ ָיש   ׃ו 

三節，有四個子句，按照四個waw出現的地方切開四個段落。第一個waw的動詞『他們早起

來』或『使他們早起來』，waw表示Introductry的作用，意味一個場面的轉換；第二waw的動

詞『他們看哪』，waw表示Conseguential（連接）, 但動詞本身帶有使人注目關注的功能，

同時更有表現出Specifying（具體化）的作用。第三waw的動詞『他們拿取』，waw表示連接詞

的作用，同時具有Explanatory的含義。第四waw的動詞『他們放置』，waw同樣表示連接詞的

作用，又包含Focusing的含義。
188
 

ָמֳחָרת   ַֽ בֶֹק֘ר מ  מּו ב  ֣ ְשכ  י   ו 

ֵ֖י ֲא֣רֹון ְיהָוִ֑ה  ְפנ  ְרָצה ל  ל ְלָפָניו֙ א ִ֔ ֵ֤ ֣ה ָד֗גֹון ֹנפ  נ   ְוה 

ן ְפָתִ֔ מ  יו ְכֻרתֹו֙ת ֶאל־ה  ֣פֹות ָיָד֗ י׀ כ  ֣ ֹון ּוְשת  אש ָּדגִּ֜ ֹ֙  ְור

יו׃ ר ָעָלַֽ ֵ֥ ְשא  ֹון נ  ק ָּדגֵ֖ ֵ֥  ר 

四節，有四個子句之間，waw的功能稍微不同，按著從中的分析，每逢詮釋原文時，就有

感受不同的滋味。第一子句與三節的第一子句大體相同，不過從四節第一子句裡看出省略三節

第一子句中的『亞實突人們』，意味三節與四節的主詞是一致的，也是連線性的。四節第一子

                                         

185 Ibid, 181. 

186 Robert B.Chisholm.Jr., 175, 177. 

187 Ibid. 

188 Ibid, 17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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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waw動詞『他們清早起來』，waw表示Reiterative（反覆）的作用。
189
 第二子句中的waw

動詞『他們看哪』，waw表示連接第一子句的功能，還表示Reiterative（反覆）的作用。第三

子句中的waw名詞『頭』，表示連接詞，這個時候Waw不是Wayyiqtol，而接續第二子句的功能。

第四子句表示第三子句的補充說明，從第三子句的waw表示連接第四子句的作用。 

ְדְרכּו   א־י  ַֹֽ ן ל ל־כ ֡  ע 

ֹון ית־ָּדגָ֛ ים ב  ִ֧ ָבא  ל־ה  ֹון ְוָכַֽ י ָדגִּ֜  כֲֹהנ ֙

ֹוד    ְשּדִ֑ ֹון ְבא  ן ָּדגֵ֖ ֵ֥ ְפת  ל־מ   ע 

ה׃ ס  ֶזַֽ ֹום ה  יֵ֥ ד ה  ֵ֖  ע 

  

五節，這條經文是在第五章中最有特別的段落。從時間上來看，作者寫作第五節的時間與

其他第一節至第四節、第六節至第十二節的情景不一定是一樣時間。這個線索就在五節的第四

子句『直到如今』上作為證據。『如今』就是作者寫作時間，從中要分析五章的時間，事件發

生的時間與寫作的時間很可能有一段距離，大袞的頭和兩個手掌被折斷在大袞廟的門檻上，這

事件的發生時間跟直到如今是否一致？這整段經文是第4節第三子句的扼要，也是結論（concl

uding）。190 

  因為大袞的頭和兩個手掌被折斷在門

檻上（四節的第三子句） 

所以，他們不踩踏，大袞的祭司、所有來大袞家的人們，

都在亞實突的大袞家門檻上，直到今日。（五節整段） 

 

ים  ֵ֖ ְשּדֹוד  ד־ְיהָוָ֛ה ֶאל־ָהא  ד י  ִ֧ ְכב  ת   ו 

ְֵַּ֤֤ך ו   י  ם ו  ִ֑ מ  ים ֹאָת֙ם ְיש  ל   ַבְעפ 

ֹוד  ְשּדֵ֖ יָה׃ ֶאת־א   ְוֶאת־ְגבּוֶלַֽ

六節， 第一子句的waw表示連續四節。第二子句裡出現兩個waw, 前者的waw表示具體

化，與第一子句有連貫的具體表現(focusing)，191 而後者的waw表示連接作用（and/ conseg

uential）。192 第三子句是第二子句的附屬句，受詞記號的“ֶאת”前頭上加waw，表示它屬下

的短語與前邊短語是並列關係，把它翻譯成『亞實突與四境』，在本文章的文法分析裡翻譯成

『向亞實突，還有向它的四境』。 

ן ְוָאְמ֗רּו  ִ֑ י־כ  ַֽ ֹוד כ  ְשּדֵ֖ י־א  ַֽ ְנש  ּו א  ְראֵ֥ י   ו 

נּו  ָמִ֔ ֙ל ע  ְשָרא  י י  ֵ֤ ב ֲא֙רֹון ֱאֹלה  ש ֵׁ֞ א־י  ַֹֽ  ל

ינּו׃  ַֽ ֹון ֱאֹלה  ל ָּדגֵ֥ ֵ֖ ינּו ְוע  ה ָידֹו֙ ָעל ִ֔ י־ָקְשָתֵ֤ ַֽ  כ 

  

七節，第一子句的waw動詞Wayyiqtol形態，『他們見』，它的主詞是亞實突的男人們。W

aw表示導入的作用（Introductry），因為7節開始佈置第二幕，所以在第一子句中的開頭waw作

                                         

189 Ibid, 177. 

190 Ibid, 179. 

191 Ibid, 177. 

192 Ibid, 175. 



 

52 

 

為Wayyigtol形態，它表示新場面的開始。“ ו  ְוָאְמרִ֗ ”的waw表示說明（explanatory），作為引進

敘述的陳述作用。
193

 第二子句，『以色列神的約櫃不可以留在我們這裡』，這整段子句是屬

於“ו  。的附屬句。第三子句是屬於第二子句的附屬子句”ְוָאְמרִ֗

主詞句：  亞實突人見這光景， 

 

謂詞句：就說（第一子句） 以色列神的約櫃不可留在我們

這裡 

                               謂詞句的從屬句：因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們和我們神大袞

的身上 

 

ם יֶה֗ ים ֲאל  ְשת ִּ֜ י ְפל  ְרנ ֙ ְספּו  ֶאת־ָכל־ס  א  י  ְשְל֡חּו ו  י   ו 

ל  ְשָרא ִ֔ י י  ֣ ֲארֹון֙ ֱאֹלה  ַֽ ה ל  ֲעֶש֗ ה־נ  ַֽ אְמרּ֙ו מ  ַֹֽ י  ו 

ל  ִ֑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ב ֲארֵ֖ סִֹ֔ ֣ת י  ּו ג  אְמרִ֔ ֹ֣ י  ו 

י י    ֵ֥ ֹון ֱאֹלה  בּו ֶאת־ֲארֵ֖ ס ֵּ֕ י  ל׃ סו  ַֽ  ְשָרא 

八節，waw的子句在如下由畫出的圖表來說明： 

第一子句，子句開頭的waw表示具體化（focusing）,繼續具體的講述前節的內容。 

第二次出現的waw表示連接（and/ conseguential），與前邊的waw動詞是連動關係。 

第二子句，waw，wayyigtol形態表示情節前後的連接功能。 

第三子句，waw,wayyigtol形態表示同樣連接功能。 

第四子句，waw,wayyigtol形態表示concluding。前邊的子句的結論。 

第二幕從第七節開始，第七節是屬於從八節到十二節的主詞；在情節的脈絡上七節是它們

的主詞段落，從而言之，第二幕第七節是主詞，八節、九節、十節、十一節和十二節是它的從

屬句。第七節的從屬句第一個段落是第八節，上邊已經分析過文章的結構。下面，第九節接續

八節的第三子句。 

בּו ֹא֗תֹו  ֣ ס  י׀ ה  ֣ ֲחר  י א  ְיה ֵׁ֞  ו 

ד ה ְמֹאִ֔ י֙ר ְמהּוָמ֙ה ְגדֹוָל֣ ד־ְיהָוֵ֤ה׀ ָבע  י י  ְתה ֙  ו 

יר  י ָהע ִ֔ ֣ ְנש  ְ֙ך ֶאת־א  י   ו 

ן וְ   ָקטֵֹ֖ םמ  ּו ָלֶהֵ֖ ָשְתרֵ֥ י  ֹול ו  ד־ָגדִ֑ ים ע  ל   ְעפ 

九節有四個子句，其中第一子句連續8節的第三子句，表示補充、插入的作用（supplement

al or parenthetical）。
194

  

Wayyiqtol形態的“י ְיה ֵׁ֞  :表示在情節上導入插入的情節”ו 

它接續8節的第三子句『可以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運到迦特去』； 

8節的第四子句是插入句，『於是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運到哪裡去』； 

                                         

193 Ibid, 179. 

194 Ibid,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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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節第一子句接續8節的第三子句：“י ְיה ֵׁ֞  是『運到之後』”ו 

由此可見，八節的第四子句與9節的第一子句，在Wayyigtol形態的子句前邊表示反覆（reit

erative）的作用。
195

 

九節的第二子句，『當耶和華的手臨到的時候，對那個城有極其大的混亂不安』。這段子

句裡Wayyiqtol形態“י ְתה ֙ 。表示在前邊的子句內容更加為具體化（Focusing）”ו 
196

  第三子句的

waw表示第二子句的補充（supplemental）。
197

 第四子句是第三子句的從屬句。 

第七節至第九節，主詞開始轉變了。第七節的主詞是『 亞實突的男人們 』，這主詞一直

到第九節的第一子句，而從第九節的第二子句開始主詞就轉變為『耶和華的手』。但是到了第

十節的時候，主詞又轉換為『他們』，他們就是亞實突的男人們。要看下面的圖表，可以瞭解

主詞的轉變過程與子句之間的關係： 

ֹון  ים ֶעְקרִ֑ ֵ֖ ֹון ָהֱאֹלה  ּו ֶאת־ֲארֵ֥ ְלחָ֛ ְַּ֤יש  ַֽ  ו 

ֹון  י֙ם ֶעְקרִ֔ ֹון ָהֱאֹלה  י ְכ֙בֹוא ֲארֵ֤ ְיה ֗  ו 

ר  אֹמ֗ ים ל  ֶעְקרֹנ ִּ֜ ְזֲע֙קּו ָהַֽ י   ו 

י י   ֣ י֙ ֶאת־ֲארֹון֙ ֱאֹלה  ל  בּו א  ֵ֤ ס  ל ה   ְשָרא ִ֔

י׃ ַֽ מ  י ְוֶאת־ע  נ  ֵ֖ ית  ֲהמ   ל 

十節，wayyigtol形態的第一子句的waw表示具體化（specifying）的作用。198 第二子句W

ayyiqtol形態的“י ְיה ֗ ְזֲע֙קּו“表示Parenthetical的作用。199 第三子句Wayyiqtol形態”ו  י  表示”ו 

連接（and/conseguential）第二子句。200  第三子句的“ר אמֹ֗ ְזֲע֙קּו“與Wayyiqtol形態的”ל  י  ”ו 

是連動關係，『他們喊嚷起來說』。“ א רל  ֹמ֗ ”包容第四子句，第四子句表示第三子句的說明

（explanatory）。201 第四子句說明瞭之後，第五子句補充的講話（supplemental）。 如下

說明它們之間的關係： 

十節Wayyiqtol形態子句之間的結構關係 

第一子句 Resumptive 

第二子句 Parenthetical 

第三子句 and/conseguential 

從屬句 第四子句 Explanatory 

第五子句 supplemental 

                                         

195 Ibid, 177. 

196 Ibid, 179. 

197 Ibid, 179. 

198 Ibid, 175. 
199 Ibid, 179，可參照前節的解釋。 

200 Ibid, 175. 

201 Ibid,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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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ו ֶאת־ָכל־ס   ְספִּ֜ א  י  ְשְל֙חּו ו  י  יםו  ְשת ֗ ֣י ְפל   ְרנ 

֙ל   ְשָרא  י י  ֵ֤ ּו ֶאת־ֲא֙רֹון ֱאֹלה  ְלחֵׁ֞ אְמרּ֙ו ש  ַֹֽ י  ו 

י  ִ֑ מ  י ְוֶאת־ע  ֵ֖ ית ֹאת  ֵ֥ א־ָימ  ַֹֽ ֹו ְול ְמקֹמִ֔ ב ל   ְוָישֹ֣

יר  ֶו֙ת ְבָכל־ָהע ִ֔ ת־ָמ֙ ּומ  ה ְמהַֽ י־ָהְיָתֵ֤ ַֽ  כ 

ם׃ ים ָשַֽ ֵ֖ ֵ֥ד ָהֱאֹלה  ד י  ה ְמֹאָ֛  ָכְבָדֵ֥

十一節的開頭Wayyiqtol形態waw子句更具體陳述10節的情節（specifying）
202

； 這條經文與

8節經文的情景差不多，因此11節的第一子句、第二子句都表示8節的反覆作用（reiterative）。
203

 第二子句是第一子句的說明（explanatory）。
204

 第三子句的Wayyiqtol形態表示連接作用（an

d/consequential）。第四子句是第三子句的從屬句，表示具體化的作用（focusing）。
205

 第五子

句是第三子句的從屬句，表示簡要和總結的作用（concluding）。
206

 第四子句與第五子句是聯

合結構，第三子句是第四、五子句的結果，而它們是第三子句的原因。 

第四子句的“ה 從“非標準”的結構（Nonstandard Constructions）上看，它是非waw”ָהְיָתֵ֤

的子句（Non-Consecutive waw），是完全式動詞。“ י   ַֽ 代替了waw，表示在情節上換佈景” כ 

的開頭作用，在第四子句上第二、第三子句裡『 講話方式 』轉為旁白者所講的敘述方式。 

十一節裡出現的動詞，不同的子句它們之間表示連動的作用。如下看動詞的敘述進展： 

主詞 謂詞 

他們 =亞實突的男人們（與7節的主詞是一樣的） 打發人招聚眾首領 

說 

送回 

不安的死亡 臨到全城裡  

神的手 重重 攻擊 

 

上行是結果句，下行是它的原因句。 

ים ְעֹפל  ּו ב  תּו ֻהכֵ֖ ר לֹא־מ ִ֔ י֙ם ֲאֶש֣ ֲאָנש   ְוָהַֽ

ם׃   י  ָשָמַֽ יר ה  ֵ֖ ת ָהע  ֵ֥ ְוע  ַֽ ל ש  ע  ָ֛ ת   ו 

  

十二節，第一子句開頭的waw是連接第11節的段落，它是第11節第三子句的Wayyiqtol形態

ב“  屬下的原因句，它與11節第四子句、第五子句是並列關係，也是聯合關係，它們都 ”ְוָישֹ֣

是“ב ל“的原因句。但是第12節又是11節原因句補充說明的敘述句。12節的第二子句”ְוָישֹ֣ ע  ָ֛ ת  ”ו 

的waw表示具體化的作用。207 

以上分析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文章結構，Wayyiqtol形態從上下文的脈絡中顯示出具有多樣

                                         

202 Ibid, 177. 

203 Ibid, 177. 

204 Ibid, 179. 

205 Ibid, 177. 

206 Ibid, 179. 

207 Ibid,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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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導入（Introductry）、連接（and/conseguential）、重複陳述（resumptive）為了

把前後之間插入句所造成停頓的情節，用來表示自然而然地連續講話、反覆（reiterative）、

具體化（specifying or focusing）、說明（explanatory）、簡要/結論（summarizing/conc

luding）。 

另外，還有看到“非標準”的結構（Nonstandard Constructions），比如第一節很明顯

的看到waw加無動詞（Nonverb）的結構，又稱為分離節。如下看範例“ּו ְקחִ֔ י֙ם ָלַֽ ְשת  這就。”ּוְפל 

是五章開幕的符號，表示公式傳達給讀者新的場面開始的文章符號（introductory）。
208
 

筆者在文章結構分析中遇到面臨的問題如下：
209

 

第一、撒母耳記上第五章中『耶和華的約櫃』和『 神的約櫃 』，有時候『 以色列神的

約櫃 』是作者刻意所使用的單詞，還是無意中所使用的單詞？假設作者刻意挑選使用『神』

或『耶和華』的話，在五章中這些單詞所蘊含的意思是什麼？本文採取史茄的書所提出『觀點』

來處理這些問題得到有所成就。在文章分析過程中，不斷地問號撒母耳記五章中可否找到古代

近東國家的神觀與以色列唯一的耶和華神觀是如何？ 作者對五章中帶有什麼樣的立場？ 

第二、耶和華攻擊非利士人的描述，在第五章裡看到模糊現象。其原因推測六節、九節、

十一節和十二節的MT和LXX的抄寫記錄不一致。 

第三、主詞的變化上發現有些模糊現象。第一節的非利士人，到三節的時候主詞變為亞實

突人，五節提示大袞的祭司和一切進亞實突大袞廟的人，從中可以推測三節的亞實突人指示包

括五節所提名的人。第六節主詞變為耶和華的手，第七節的主詞變為亞實突人，它連續八節的

主詞。九節的主詞，從上下文來推測，都是亞實突的男人。這又連續到十節。到十節之後，十

節的第三子句開始主詞變為以革倫人。以革倫人做主詞，又連續到十一節。 

按道理來講，九節和十節的主詞應該是迦特的男人。因為約櫃運轉到迦特去，雖然作者在

八節的後邊和九節上沒有詳細地提及迦特人們的名字，但是從情節的進展過程中就可以預測到

迦特人可以做第八節第五子句和第九節的第一子句的主詞。另外，第一、二節的非利士人們與

第三、四節的亞實突人一樣人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第三、四節的亞實突人指示大袞廟裡祭

司們的可能性。因為從第六章的情節上，能夠推測到從五章中運送約櫃的人就是祭司們的可能

性。 

第四、五章的整段是敘述文（Narrative Literature），將事件的描述發現重複性表達。批判

學者對希伯來原文中的這種現像是肯定還是負面。 

而言之，筆者通過文學結構的分析，來找出以上所提到的問題。 

 

 

 

 

 

 

 

 

 

                                         

208 Ibid, 181. 

209 本文在分析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藉著Jean Louis Ska、Robert B. Chisholm和何世利的希伯來解經講義案，來

找到一系列線索。 



 

56 

 

七．文學結構分析 

第五章的人物與場所都在歷史性和文學的背景上可以理解。210 為了生動的瞭解五章的事

件，值得研究經文的人物。本文使用Ska所提出的聖經內角色，用來更詳細的研究經文中的主

題，也揣摩神在歷史中的主宰。藉Ska的人物分類，五章的事件可以分成平面人物和立體人物。
211 

第一、撒母耳記上五章裡平面人物有非利士人、 非利士的眾首領、 大袞的祭司和祭拜大

袞的亞實突人們。他們在經文上被描述為被動性的動作，由旁白者敘述他們的動作而出現而已。 

（1）非利士人在第五章中的角色，第一節、二節上旁白者敘述非利士人的行動。（2）非利士

人的眾首領在第八節、第十一節上旁白者敘述招聚眾首領的事情。（3）大袞的祭司和祭拜大

袞的亞實突人們在第五節上，旁白者敘述他們都不踏大袞廟的門檻。 

第二、 撒母耳記上五章裡立體人物，是亞實突的男人、迦特人、以革倫人。立體人物在

經文中常常出現矛盾、對立的傾向，這些內心的矛盾常從對話中表現。212 

（1）亞實突的男人在三節、四節、七節、八節、九節、十節上具有立體式的做出行動。清早

起來去亞實突的廟會祭拜的動作，可以預測到他們很有宗教性的。（3、4節）亞實突人看見大

袞身上發生不吉利的事，先將它扶起來；後派人招聚眾首領開會，如何處理耶和華的約櫃，決

定之後他們主動把約櫃轉運到迦特（7節至9節），又把約櫃轉運到以革倫。（10節）（2） 以

革倫人在十節至十二節上立體式的做出行動。以革倫人也跟亞實突人一樣派人招聚眾首領開會，

如何處理耶和華的約櫃，就決定把約櫃送回原處。 （3）迦特人，是不是也屬於立體人物，在

這個問題上，筆者還要保留，這是最終要決定的事。 

因為，在聖經的脈絡上亞實突的男人們一直成為事件的主導；神的約櫃到迦特的時候，迦特人

似乎表現消極的行動（8節），又立刻把事件的主導轉換為以革倫人們。（10節）213 

   從中看，對本文的人物方面還需要加強的解釋，因而筆者引用Ska補充提示角色與佈局的關

係，正是本文需要的資料。撒母耳記上五章中的主角、配角、功能者（代理人、旁觀者）、群

眾（合唱團、臨角）等人物。撒母耳記上五章的1）主角是耶和華，2）配角是大袞的祭司（5

節）214、眾首領、所有屬非利士人（包括亞實突、迦特、以革倫），3）功能者為神的約櫃、

旁白者、耶和華的手、痔瘡，大袞4）群眾為進亞實突大袞廟會的人（5節）、眾民和城中的人

（11節）。 

   以上查出五章的人物結構，使讀者更有清楚明白故事的情節。接下來，在這情節上不可忽

略地點和時間，因此本文歸納出五章所出現的地點。敘述文的基本要素是背景（setting）、

                                         

210 何世莉，希伯來文解經講義案，2015年，敘述文體的希伯來文聖經解經，應當考慮聖經的文學體裁，然後以各

有不同的方法來接近原文。 

211 Jean Louis Ska, Our Fathers Have Told Us: Intrud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Hebrew Narratives，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译（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5）125-128。 

212 Ska, 127. 

213 第十節他們是指迦特人，還是亞實突人（7節的主詞），筆者在本文分析中決定十節他們仍然也是亞實突人。 

214 第五節『大袞的祭司』到底是指誰？的問題，從一節到四節的經文裡沒有出現大袞的祭司，只出現亞實突的男

人。三、四節，清早起來看大袞的亞實突人與五節的大袞的祭司是一致嗎？筆者在本文分析中三、四節的亞實

突的男人與5節出現的大袞的祭司不看做同一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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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場人物(characterization)和情節(plot)，215下面看在五章裡的背景。 

亞實突、亞實突的大袞廟會 、亞實突的四境、迦特、以革倫、合城、以便以謝、原處（3

節、11節），這些都是五章裡出現的地名。為要瞭解這些場所與情節的關係，探討考古的、聖

經內部的和聖經外部的證據，來分析那些地名的背景。第一節、二節，非利士人們從以便以謝

中奪取神的約櫃帶到亞實突的大袞廟會裡。以色列與非利士人打仗時，以色列從示羅帶起耶和

華的約櫃到戰場來，剛開始非利士人們害怕（四章6至8節），但，最後非利士人們猛烈衝上以

色列陣營，打敗以色列軍，甚至奪取耶和華的約櫃作為他們的戰利品。到撒母耳記上四章，主

要舞臺以以色列百姓們為主，但兩個民族的戰爭結束，以色列完全敗輸在非利士人的手裡，甚

至將象徵耶和華臨在的約櫃被擄到敵人手裡之後，舞臺的中樞從以色列轉為非利士了。耶和華

的約櫃在四章的打仗過程中沒有彰顯出任何能力來，反而被非利士人作為最大的戰利品。 

五章一節描述非利士人五個城市之一的亞實突（撒上6:17節，書13:3節），經上說亞實突

的大袞廟裡，從中可以推測大袞是亞實突人的神明。亞實突是當時最強大的鄰邦城邑。非利士

的起源有關的主張大為分歧兩點：來自愛琴海一帶的民族；來自與含的子孫有關聯的。 

Klein Ralph W 、Kitchen Kenneth A等的學者認同前者, 216 Klein引用阿摩司書九章七

節，主張非利士人從迦斐託而來，推測他的起源是“Caphtor”或“Crete”。217主前十三世紀

後期攻打埃及的海洋民族其中的部分就是他們。在RamessesIII世治理期間他們與埃及戰爭之

後，他們開始定居在沿海平原五大城市，即亞實突、亞實基倫、以革倫、迦特和迦薩等地。這

期間大約主前1200至1050年間。218 

Klein主張非利士人的影響擴展以北部為Esdraelon（Jezreel）平野，一直到約旦溪流為

止。219Kitchen將迦斐託與Crete看做同一個地方，220他根據申命記2章23節的話，非利士民族

的來源包括愛琴諸海島、沿海地區的人們形成的民族。 

至於Davaid M. Howard Jr的立場是與他們不一樣。Howard先反駁Klein等從阿摩司九章七

節中找出迦斐託是非利士人根源的說法，Howard強調從上下文來看，假如Klein的主張是有道

理的話，以色列的根源是否埃及，如此看來，『~我豈不是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領非利士人

出迦斐託，領亞蘭人出吉珥嗎？』（摩9:15）的解釋就必要客觀的證據。 

Howard主張非利士人的根源在創世記第十章六節至二十節中可以找到答案。非利士人的民

族與含族的血統具有密切關係。Howard還強調創世記第十章十三節和十四節，221迦斐託人和迦

斯路希人是從麥西而生的，從迦斯路希人出來的有非利士人。他提出非利士人雖然具有愛琴海

文化，但從阿摩司第九章的根據並不能成立第一次的根源。222 筆者贊同Howard的主張，即非

                                         

215 Robert B. Chisholm. Jr, From Exegesis To Exposition: A Practical Guide to Using Bibical Hebrew, trans. by Ryu,K

eunSang(Seoul: Christian Publishing House, 2003)220. 

216 Ralph W. Klein，1 Samuel：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volume10，eds.John D.W.Watts（America: 

Word Incorporated,1983）40. 

217 包德雯（Joyce G. Baldwin）,《撒母耳記上下》《丁道爾舊約聖經注釋》，潘秋松譯（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2002）81-82。 

218 Ibid, 82. 

219 Klein, 1 Samuel, 40. 

220 K.A.Kitchen, Ancient Orient and Old Testament（America:Inter-Varsity Press,1966）80. 

221 Howard Jr., PHILISTINES, People of the Old Testament World, 335. 

222 有關創世記十章十四節的原文、英文、韓文記錄是一樣，非利士人是從迦斯路希人而出來的；中文《和合本》



 

58 

 

利士人第一次的根源從含族的後裔中找到的根據。 

接下來，值得研究非利士人何時進入到迦南地定居生活。Anson F. Rainey推論非利士人

們進入迦南地的時間大約鐵器第一時期（主前1200年左右）。
223
 當時迦南地鐵器時代第一時

期的中期主要平野是Jezreel（耶斯列平野）、 Beth-shan平野和 Acco 平野224。這時期，加

利利、猶大、撒瑪利亞包括山區的眾小城市開始以農業為基礎定居生活，225這考古根據在Vict

or的書上提示四房屋(Four room hous)，這是以色列百姓們典型的房屋結構。
226

可見，本文研

究撒母耳記上五章背景的前後，根據考古和歷史的調查提供研究西元前十二世紀至十一世紀初

期鐵器時期的迦南地生活有所成就。這時期227可以看到非利士人的出現，他們帶有愛琴海一帶

的傳統文化定居在沿海平野，甚至逐漸把他們的勢力擴大為東部和北部。他們的領域擴大，自

然而然影響迦南地人原住民的文化，形成相互被同化的現象。228 

這樣看來，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是迦南地的外邦人、也是居寄的，他們各自在迦南地開

始定居，前者在山區裡，後者在平野裡229；而他們之間彼此帶有緊張關係——佔領土地、打仗、

衝突、混合，太平，作者描述當時迦南地民族之間的葛藤關係，的確用迴圈的節奏來刻畫以色

列百姓在神面前重蹈覆轍的犯錯，這些都在士師記和撒母耳記上可以看到的。聖經的作者採取

敘述的方式生機勃勃的描述以色列與迦南的原住民、其他民族之間的戰爭歷史，撒母耳記上五

章的圖像也是不例外的。 

至於，本文要詮釋撒母耳記上五章，還要參照游斌所講的道理，他說因為敘述體聖經反映

出希伯來聖經的文體、歷史和思想世界，所以要瞭解敘述體聖經應當從各有不同生活處境（Si

tz im Leben）中詮釋它比較好。
230

 因為撒母耳記的體裁是歷史性敘述體（Historical Narrative），

它的內容具有作者獨有採取的敘述特點（Characterizes the narratives）。
231

因此，本文試圖去分

析文學脈絡，就要用如此的方法，聖經文本的標準為BHS的希伯來文聖經（Masoretic Text）。 

第一節出現兩個waw,前者表示第四章22節情景的連接棒，後者表示它前邊字句的連接作用。 

對於撒母耳記上五章的主角是耶和華的約櫃、大袞神明、神、耶和華的手；配角是非利士

人、亞實突人、迦特人、以革倫人、非利士人的眾首領；功能性人物是旁白者。
232

 

    要說撒母耳記上第五章的主人翁並不是非利士人，也不是大袞神明，更不是約櫃，而是以

                                         

聖經記錄為非利士人是從迦斐託而出的。 

223 Anson F. Rainey&R.Steven Notley，The Sacred Bridge: Carta’s Atlas of the Biblical World (Jerusalem: Carta,200

6) 133. 

224 O.Palmer Robertson, Understanding the Land of the Bible: A Biblical- Theological Guide, trans. Oh,KwangMan(Seou

l: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2003) 29,59. 

225 K.L. Noll, Canaan and Israel in Antiquity: An Introduction, 232.  

226 Victor H. Mattews, Manners & Customs in the Bible((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6) 52.  

227 以色列進入迦南地定居的1200年左右時期，這是與『約書亞記』、『士師記』和『撒母耳記上』所記錄非利士

人和以色列人定居時期差不多。 

228 Anson F. Rainey&R.Steven Notley, 135. 

229 Ibid，136. 

230 游斌，《希伯來聖經的問題、歷史與思想世界》（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1），152。 

231 Anson F. Rainey&R.Steven Notley, 136. 

232 Sky,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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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的神。在五章的事件上，作者為了針對當時以色列百姓而寫作這篇歷史事件？
233

  

『非利士人』，這個名字來源不屬於閃族系統，希伯來文中查不出名稱的詞源。這些民族

在初期的鐵器時期住在迦南地的影響力很深。從『非利士人』的名稱中就查出來他們並不是迦

南地的原住民，也不是與以色列人同一族系統。要瞭解神觀，迦南之地的風俗宗教信仰從烏加

迾文獻中得到許多的資料，其中它裡面所描述的眾神對舊約聖經的詮釋上做出很大的貢獻。
234

 

  

根據Norman K. Gottwald的話，要瞭解猶太人的文獻希伯來文聖經，有需要注意觀察古代

中東的其他文獻有連貫的地方。
235 

特別要關心注目希伯來文聖經本來的意思與它的宗旨如何變

遷，如何發展，就形成聖經的故事。
236

 筆者認為他說的很有道理，從與古代中東有連貫的資

料中看撒母耳記五章，特別與古代敘利亞——即烏加迾神話的對比，在希伯來聖經敘述的內容

中看到古代神話的神明戰爭相似的描述。亦即，『神明們的打仗（theomachy,Chaoskamf）』的

神話就在撒母耳記上五章大袞的描述中就看到的。 

在烏加迾文獻上，神明中巴力（Baal）的描述，就很像舊約聖經中所敘述的以色列神。巴

力，這個含義具有『家長』、『丈夫』、『所有者』、『主』等的意思。
237

 他是萬神殿（Pant

heon）的主神。在烏加迾上發現兩個神殿，其中一個是獻上給巴力（Baal）的，從他的稱呼中

發現他比任何神明更尊貴。
238

 在巴力的屬性中具有描述駕雲彩中的含義，他主管農耕、大自

然，也成為萬神殿的主神。
239

  

John Gray闡述巴力（Baal）表示暴風雨與植物性功能的自然神，具有全能神的風度。
240  

的確，烏加迾（Ugaritic）文獻的發現能夠提供聖經以外的證據，是成為重大發現的資料。 

舊約聖經對迦南的記錄，發現很多負面的地方和根據不充份的現象。更不能發現正確的實

體。在這種困難之中，烏加迾(Ugaritic)文獻的發掘對巴力（Baal）有關的聖經以外資料，因為

在“Ras Shamra”上發掘,所以稱它為“Ras Shamra Epic”。
241

 從中看Baal的敘事詩，很相似舊

約聖經中的耶和華卓越的領導能力，假定為巴力與耶和華是否同一個人物。死亡之神(Mot)與

巴力（Baal）打仗，巴力（Baal）死在“Mot”的手中，
242

這很像撒母耳記上五章耶和華（Elohi

m）折斷大袞（Dagon）的頭和手所描述的事件差不多。 

                                         

233 這個部分，應該與寫作年代有連貫。 

234 H.L. Ginsberg, Ugarit mythology(229-352),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 Picturs, eds.by Jam

es B.Pritchard,trans.by Kim,KooWon et al.(Seoul:Christian Literature Center, 2016) 229. 

235 Norman K. Gottwald，The Hebrew Bible: A Socio-Literary Introduction(America:Fortress Press,1985)36. 

236 Ibid，86-89. 

237 Bible Works. Charles F. Pfeiffer解釋巴力的父親是El, El与Athtart是夫妻，後來，在舊約聖經上提到Baal與Athtart

是夫妻。El的七十個眾子當中第一就是Baal, 非利士人所拜的Dagon, 原來在烏加迾文獻上記錄為Dagan, 在舊約裡

Dagon包含糧食的神和農作物的天才。在五章，非利士人首先將約櫃帶到亞實突，意味亞實突本身已經是具有豐

腴的城市，再加非利士人帶著Dagon到亞實突定居，更加表示亞實突城市的重要性和它在當時迦南地中的地位。  

238 Baal的屬性通過被用在與神明們打仗中的名稱來瞭解到，如“The Mighty Baal”，“The Maghtiest of Heroer”,

“Our King is Baal”,“Our ruler there is none above him”,“Our King is Aliyn Baal”等的稱呼。 

239 Charles F. Pfeiffer, Ras Shamra And The Bible(America: Baker Book House Fourth printing, 1980) 34. 

240 John Gray, I & II Kings： a commentary, 1970. 

241 Charles F. Pfeiffer, Ras Shamra And The Bible(America: Baker Book House Fourth printing, 1980) 29. 

242 H.L. Ginsberg, Ugarit mythology(229-352),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 Picturs, 

eds.by James B.Pritchard,trans. by Kim,KooWon et al. (Seoul:Christian Literature Center, 2016) 248, 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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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Cyrus H. Gorden主張烏加迾文獻是在二十世紀所發現的古代文獻中最重要的文獻，

他說的有道理，在烏加迾文獻中發現舊約的歷史背景——即迦南地的鐵器時期古代近東歷史的

聖經背景。烏加迾的大袞廟與巴力廟中發掘一系列的泥版。烏加迾是在西元前15世紀至14世紀

中出現的國家。法國的Virolleard描述烏加迾語言是屬於閃族系統的語言，對這方面有研究的學

者便是美國的Gordon, Ginsberg， Gaster等的學者們。他們對泥版的判讀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烏加迾的文學、宗教性的文字都是在西元前1400年至1350年之間記錄的。它裡面所描述的

神話、傳說都體現出舊約聖經上被先知們攻擊的那些迦南宗教。 在五章裡體現宗教性的神話，

如描述大袞神明的受難；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非利士人的身上和大袞的身上加害它們；亞實突

人、迦特人和以革倫人們受難；耶和華的約櫃被流浪到別處——都是在烏加迾上所描述的神明

之間打仗的神話很相似。 

迦南地所崇拜的『巴力』是在農耕社會上負責多產、豐饒和富足的神明。是在萬神殿裡至

高神“El”與他的夫人“Asherat”之間出生的神明。在迦南地的農耕社會裡相信這些神話是很

自然的現象。他們還相信“El”在Cassius山上主管七十位神明,
243

 同時一起主管會議。巴力“B

aal”是主管雲彩和雨水的神明，因此他在迦南地成為豐饒和生命的主管者，他的妻子“Anat”

是主管愛情和戰爭的女神。而在亞實突人所拜的是大袞，是Baal的父親，可見，對亞實突人來

說，大袞的力量是超過任何神明，甚至事實擺在他贏得過以色列的神。
244

 

這烏加迾的神話，看來與撒母耳記五章的內容很相應，比如說神明們的打仗，將對方的神

明作為戰利品並且將它作為自己神明的俘虜；“El”的描述包含至高神，El的描述很像與以色

列神一樣，表示古近東人們的思想具有『 單一 』的神觀。但，這單一神觀早期在以色列信仰

中，的確看得到，後來逐漸地變為唯一神觀，正如以賽亞十分明顯的闡述『唯一神』。古代近

東國家的單一神觀是在萬神殿中的一位神明觀，他們相信萬神論，但只相信一個作為保護他們

的神。
245

  

巴力(Baal)作為萬物的神明，他專門負責消滅和再生，“Baal”、“Anat”主管人生的豐年

和凶年，也管理週期的迴圈和反覆的自然規律，所以古代近東迦南地的人們每逢新年時的祭拜

是與他們農耕文化有密切的相關。“Baal”與”Anat”的永遠敵手是死亡的神明“Mot”,在五

章中描述死亡的敘述，可以從烏加迾文獻中探求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和相異點，以便瞭解希伯來

文聖經的背景。 

舊約聖經耶利米書九章二十一節所描述的“Mot”作為擬人化，“ ֶו֙ת   ָלה ָמ֙ י־ָעֵ֤ ַֽ 因為死』” כ 

亡, 他上來了』。從中，死亡從哪裡上來？他的空間“Sheol”
246

是『地獄』、『陰間』？在烏

加迾文獻裡，“Baal”與“Mot”打仗，“Mot”殺了“Baal”,“Baal”就死了，那是死後要去

的地方。這與撒母耳記上五章所描繪的大袞神明死亡很相似。烏加迾文獻中有關死亡的神話從

烏加迾的文獻(KTU 1.3[CTA 3]. Ⅱ.7-13)中
247

可以瞭解，看如下：  

 

                                         

243 七十個神明的數字，在出埃及記二十四章裡描述七十個長老的出現，這數字表示完美的意思。 

244 根據撒母耳記上四章八節，非利士人所認為以色列神是大能的神。 

245 古代近東眾神有階級之含，El是眾神當中最大，大袞的地位相當於El，因為根據考古學的解釋，大袞是Baal的

父親。怪不得，非利士所崇拜的大袞的力量原來比當地迦南地的Baal至上？對於神觀的問題，筆者在第二大報告

『以賽亞書十四章十二節的“ ל ֣ יל  中提過以色列早期的單一神觀，但神命令以色列進入迦南地之後完成Here『”ה 

m的任務，表明以色列的唯有神觀。甚至，以賽亞描述偶像時，用諷刺的手法來構思偶像只不過是人手製造的

“工藝品”而已。 

246 舊約聖經中出現95次，原文意思為“the unseen world”，『陰間』的意思；有時翻譯成地獄或墳墓，代表經文

為創37:35節，42:38節和44節，伯14:13節，17:13至16節， 詩18:4、5節，30:3節。而新約裡Sheol翻譯成Hell（23

次）;Hades（10次）;Gehenna（12次）;Tartarus『無底坑，=abyss』（1次）。 

247 H.L. Ginsberg, Ugarit mythology(229-352),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 Picturs, eds.by James 

B.Pritchard,trans. by Kim,KooWon et al. (Seoul:Christian Literature Center, 2016) 24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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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rytmtm ḫṣ .  li m. ḫ p  y[ m ]( ? ) 在海的岸上，殘忍地殺害人們的她（=Anat女神）。 

(8)  t ṣ mt . adm .  ṣ at . š pš          抹殺了升起來的太陽民族 

(9)  t ḥ th . kkdrt .  r i [ š ]           在她的腳底下，滿地都是死者們的頭  

(10) ʿ lh . kirbym kp . k . q ṣm         她的手裡滿有被折斷的死者們的手腕如同蝗蟲一樣, 

(11)  ǵrmn . kp . mhr .  ʿ tkt [ ]        戰士們的手腕累積在一大堆，如同蝗蟲一樣被散開 

(12)  rišt.lbmth.šnst. []                   她將砍掉的頭系在自己的背後  

(13)  kpt.b ḥ bšh . brkm . tǵ [ ll ]       被砍掉的一堆手腕系在自己的腰圍上 

   

在烏加迾文獻上出現的“Anat”女神殺人的描述，與撒母耳記上五章大袞的頭和手被砍掉

的敘述內容很相似，
248

 又舉出烏加迾文獻中描述“Baal”在地下世界徘徊當中的神話
249

，描繪

“Baal”死亡的場景(KTU 1.5 [CTA 5]. Ⅴ 12-16)，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即那神話與五章中所

描述的死亡場景很相似，他確定在五章中出現的耶和華與大袞圖像很像烏加迾文獻中所描述的

“Mot”和“Baal”的場景一樣，看如下： 

(12)  pnk.alttn.tk ǵ r              真是，你的臉降低向我的基礎，我的石頭放下。 

(13)  knkny.ša.ǵr  ʿ l y d m       向我的石頭的方向放好。舉出你的兩手上邊的石頭和 

(14) ḫ lb . l ẓ r . r ḥ tm w r d   你的兩個手腕上邊的樹木來 

(15)  bt ḫ p ṯ t . ar ṣ t sp rby    請進來自由的家, 那麼， 

(16)  rdm.ar ṣ . wtd ʿ i ll         你也跟降下到地下的人們，你在其中與他們一起。 

 

   撒母耳記上五章與這個段落比照，“Baal”的兩手在樹木上邊（14）；“Dagon”的手掌在

大袞廟裡的門檻上邊（撒上5章4節）。
250

 

向我的石頭的方向 向地的方向（臉伏於地，3節、4節中）。 

而言之，烏加迾文獻與五章的敘述內容有些相似，其實，本文並不是要報告烏加迾文獻與

五章的事件比較而證明出它們之間的“關連性”，而是通過烏加迾文獻的神話來更廣泛的認識

當時的社會宗教的觀念，以便期望正確的分析出五章的事件，找出它的中心思想。 

至於，本文研究的範疇，本文所研究的經文屬於舊約聖經的前先知書（Former prophet

s），它的背景正是黑暗時期的士師時代，記錄包含西元前12世紀初以色列征服迦南事件及11

世紀末王政時代中間史，將近200多年的歷史，根據歷代志下三十五章二十七節，撒母耳記上

下和列王記上下是記錄有關以色列和猶大國君王的事蹟，大約西元前400年的時候被記錄下來

的。
251

  

這四卷的歷史背景是與約書亞記和士師記有一定相貫的，因為王國之前的以色列是由耶和

華所使用的士師們（shophetim:judges）來治理的，這是很特別的政治體系， 撒母耳記上一章

                                         

248『手』和『頭』在古近東迦南地的人意識中具有表示力量和能力，這個觀念同樣在希伯來文聖經中看到。 

249. H.L. Ginsberg, Ugarit mythology(229-352),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 Picturs, eds.by James 

B.Pritchard,trans. by Kim,KooWon et al.(Seoul:Christian Literature Center, 2016) 284. 

250 大袞的手在門檻表示大袞的死；把這個連接在Baal的手在樹木上邊，意思是巴力也死了。列王記上十四章十七

節來解釋門檻象徵死亡。門檻還包含守護神救人生命的含義，據士師記十九章二十七節的情景，利未人的妾死

在房門前，她兩手搭在門檻上，也許這是她面對死亡面前為了維持生命的最後掙紮。 

251 Francesca Aran Murphy, 1 Samuel: Brazos Theolog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2010, pxvii. Murphy把四卷書稱

為Biblia Basileion（王國的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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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七章的內容
252

就闡述了所謂士師時代的狀況和面貌，描述最後士師撒母耳的出現同時引進以

色列王國的前奏。士師時代是接續約書亞記二十三章十六節的情節，一直到士師記二章六節，

接著撒母耳記上十二章為止士師時代結束，以色列也開始走向王政體系的政治舞臺。撒母耳記

上五章裡出現非利士人，這個外邦民族出現在迦南地是與以色列百姓進入迦南地的時間早晚相

距不大，如果要提示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的關係，從本文中一定下為決定時間的界限，本文所

著重的歷史範疇是約書亞進入迦南地之後一直到大衛君王時期為止。 

    當然，從文學分析結構上在本文裡重要的因素，筆者認為分析人物和人物的觀點，主要目

的是通過人物的觀點來分析作者的觀點；更深層的摸索神學的主題。本文將五章的事件所描述

的主角歸納為約櫃、大袞神明、以色列神，功能性人物為旁白者，
253

作者將他們三個人物的塑

造在五章中展現出各有不同的性質，筆者以來界定他們的角色：第一主角為以色列神；第二配

角為大袞神明、約櫃；第三功能為旁白者 。 

 

5章整個事件的圖像：主要人物的分配 

  

   

  

                                            (非利士人) 

  

 

 

由此可見，大袞和櫃子只是一個物體而已，一點都不能做出活躍的作為。非利士人、以色

列百姓所認為大袞和約櫃都是他們各自所有的神明。
254

接下來，按照配角的人物的敘述，分為

非利士人、亞實突人、迦特人、以革倫人、眾首領和旁白者歸納到配角。在前邊，已經提示過

非利士的五個城市，主要在五章中出現的三個城市的背景與聖經中的地位。
255

 

非利士人從以便以謝戰爭中打敗以色列軍，甚至奪取神的約櫃當做他們的最好戰利品。當

在第四章裡非利士人們看見以色列神的約櫃在戰場時，開始膽怯懼怕（四章六至八節），但藉

著4章9節敘述的內容，『非利士人哪，你們要剛強，要做大丈夫，免得作希伯來人的奴僕，如

同他們作你們的奴僕一樣。你們要做大丈夫，與他們爭戰』。從這經文上能夠看出約書亞率領

以色列百姓進入迦南地的時候，神對約書亞又有幾次囑咐他和以色列百姓們的話語。倒過來，

                                         

252 Murphy，將撒母耳記四章至七章的主題定為『約櫃的嘉年華會』=“The Carnival Of The Ark”，這約櫃指向神

的王國，難怪他把四卷書的主題定為王國。 

253 參考本文第五十二頁。 

254 對以色列百姓來說，撒母耳記上四章已經揭露出他們不正確的信仰觀，因為他們認為將約櫃抬到戰場的時候，

約櫃會給他們帶來得勝；這與非利士人的迷信觀沒有什麼差異。所以筆者在這段落的地方上畫出如此的圖形，表

明主角之間的關係，參照以賽亞書四十章十九至二十節。（Robert P.Gordon：99） 

255 參考本文的歷史性脈絡和文學分析的頭緒部分。 

以色列神 旁白者=作者 以色列百姓 

約櫃（神的臨在） 大袞是石頭 = 約櫃是一張櫃子 約櫃是神 

理想 現實 
忘記 

申命記觀        申命記的歷史觀                    100%遵守 

呼
求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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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撒母耳記上4章就由敵對神和以色列的非利士人口中述說這些話語，使讀者感受具有不同

的滋味。看來，撒母耳記上的作者描述事件，以尖銳的諷刺手段來揭露出以色列人的屬靈狀態

是何等嚴重。 從角色來看，筆者將五章的主題視為『耶和華就是真神（真王）』。對於這個

問題上撒母耳記上第五章解答了這個問題。 

第一幕大袞受難 

一節至二節 

非利士人們將在戰爭中所奪取的耶和華約櫃安放在亞實突大袞廟裡。亞實突本來是由約書

亞分配給猶大支派的土地（書 15:1、47 節）。 

因為非利士人的緣故，猶大支派不能征服亞實突，亞實突是埃及的通關，它是在地理學上

非常重要的要塞。因此以色列和非利士雙方為了佔領亞實突，彼此激烈不休的打仗。亞實突有

大袞的廟。它不是非利士原來固有祭拜的神明。從古近東的歷史資料中可以找到大袞是在美索

不達米亞地區、亞述、腓尼基一帶等地普及崇拜的物件（The New Bible Dictionary）。當時大

袞的廟不但在亞實突，而且迦薩（士 16:23）等非利士主要城邑裡而建立的。
256

  

非利士民族把大袞偶像從腓尼基宗族進口而收容作為民族守護神，
257

也成為當地化了。非

利士民族是海洋民族，大袞的下半身是魚的形狀，在 Khorsabad 上出土『陽刻雕刻作品』，
258

身體的上半身是有鬍子的男人形象，他頭上戴王冠；他身體的下半身是魚的形狀游泳在海中。

非利士人的大袞表示兩種含義，它是農耕神明，
259

也是海洋神明。
260

它的象徵包含豐盛，烏加

迾（北部迦南地）文獻(Ugaritic Texts)
261

中記錄到大袞神明是巴力神明的父親，因為巴力是迦南

地的農耕神明，
262

 所以非利士種族受到他們的影響，把大袞當做帶五穀豐收的神明，而便崇

拜大袞。根據考古學者們說，大袞的神殿裡有祭壇，人要進去神殿，必須經過大院子，這院子

以便執行宗廟儀式而開放的，上階梯之後就到神殿，這神殿的結構先有聖所，在後邊有至聖

所。 

大袞廟的結構很像以色列人的會幕，在它的神殿的至聖所中央看到壇，在壇上邊佈置祭壇

和神像。海洋民族的非利士人進入迦南地定居生活，他們還領受中東地區的偶像作為他們的神

明，很明顯他們接受迦南各樣的習慣和傳統的一面。這與以色列“herem”的任務相沖。
263

 

                                         

256 Henry p. Smith,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s of Samuel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89

9) 39. 大袞廟已經在Ugarit(Dussaud, op. cit)、Bethshan (1 Chron 10:10; cf. 1 Sam 31:7-10)、Gaza (Judg 16:23) 、

Ashdod (1 Sam 5:1-7)中發掘到。 

257 Moon,HeeSuk,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Old Testament(Seoul: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Korea,
 
3

rd
 Printin

g,2014)174. 初期的鐵器時期，腓尼基人進入迦南地的時間是與非利士人的時間差不多，他們都被稱為海洋民族，

這時大袞也是從腓尼基人原地帶進來的。（Rev.Walter Baxendale:78） 

258 Tony W. Cartledge, 1&2 Samuel(America: Smyth&Helwys Publishing, Inc., 2001) 82. 

259 Richard S.Hess，Israelite Religions：An Archaeologial and Biblical Survey,trans.by Kim,GooWon(Seoul:Christian Liter

ature Crusade,2009)125. Hess說十三世紀在Emar表示做重要的穀物之神。這是Albright、Ewald、 Bunsen、De Groo

和Gaubert等的觀點。 

260 Tony W. Cartledge, 1&2 Samuel(America: Smyth&Helwys Publishing, Inc., 2001) 82.  

261 Ibid, Mari, Ugarit(北部迦南)古代文獻中發現有關非利士宗族所崇拜的神明，大袞神殿雖然在非利士地區上未發

掘，但是藉著考古學者們，在古代Ugarit地區上發掘到大袞神明。 

262 Robert B. Chisholm Jr., 1&2 Samuel, ed. by Rosalie de Rosset(America: Baker Books, 2013) 33. 

263 以色列定居在迦南地初期，神命令“Herem”的原則；而非利士人定居在迦南地很快融入當地的文化中。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1Chr.10.10&version=NIV&src=tool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1Sam.31.7-1Sam.31.10&version=NIV&src=tool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udg.16.23&version=NIV&src=tool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1Sam.5.1-1Sam.5.7&version=NIV&src=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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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與以色列戰爭代表以色列神和巴力的父親大袞神明的爭戰，
264

如同以利亞時代巴

力與耶和華的決戰一樣（王上 18:20 節）。但更有滑稽的是作者描述撒母耳記上四章打仗的結

果是大袞神明得勝，以色列神卻是慘敗，甚至描述耶和華的約櫃被擄到大袞神殿的祭物。而五

章的開幕並不給以色列讀者帶有愉快的場景，對當時以色列百姓來說，這佈景的氣氛是多麼緊

張；對當時非利士人來說，他們的出發點相反，是得意洋洋的開始。 

至於，非利士人將在以便以謝戰爭（又稱亞弗戰爭）中奪取的耶和華約櫃放在大袞廟裡的

目的，一是感謝他們的神明大袞叫他們得勝；二是大袞神明的優勢超過以色列神的象徵性作

為。
265

 

在五章中描繪神的約櫃只不過是一張櫃子，作者刻意地把神的約櫃與神的關係分開的很清

楚。神的約櫃被擄到大袞廟裡做大袞的附屬，但在夜晚安靜時刻發生不可思議的事件。亞實突

人們早起來去大袞廟裡，看見大袞倒在神的約櫃前；作者開始描述這部分的時候，這件事似乎

是一次偶然發生的事；而第二次他們發現大袞的頭和兩隻手掌被折斷在門檻上，就感知到那事

件並不是偶爾發生的事。 

三節和四節裡，他們扶起大袞放回在它的原處。雖然聖經沒有提示『他們』是指大袞神殿

的祭司們，
266

但是從上下文來推論特別看第五節的敘述內容，容易發現在大袞神殿裡工作的祭

司們。大袞倒下在神的約櫃前，甚至大袞的臉倒在地上，第二天大袞的頭和兩隻手掌被折斷在

門檻上。三節的『倒下、伏下』是 Niphal 的動詞，這單詞經常被使用僕人在主人的面前；或

臣僕在君王的面前；或人們在神面前敬拜時的姿勢（20:41 節、25:24 節、書 7:6 節，士 13:20、

斯 7:8）描述為『俯伏在地』。這單詞還有第二個語義『投降、降服』（王下 7:4 節，『投降

亞蘭人的軍隊』）。大袞神像倒伏在耶和華的約櫃前面，象徵大袞神明降服在耶和華面前。耶

和華神親自證明他是『輕慢不得』的活神，也是不可妄稱的神（加 6:7，出 20:7 節）。 

剛開始，非利士人認為大袞倒伏在耶和華的約櫃前面，這件是偶然發生的事件。從三節後

半節的短語說明瞭這一點。『拿取大袞放回在原處』。他們認為的偶然事件，其實這意味耶和

華神對非利士人懲戒的開始，還包含耶和華神神性的作為。 

四節 

這樣三節中非利士人們認為偶爾發生的事件，第二天發現大袞的受難，它遭受更慘的事

變。大袞的頭、兩隻手掌都折斷了。非利士人們開始感知到非凡的事件臨到他們身上。 

有趣的是，三、四節的時間的單詞『第二天、次日』出現兩次，並且事件的輕重，前者

輕，後者重的現象，這與 4 章的兩次打仗表示對稱關係。 

4 章 2 節  非利士人在戰場上殺了以色列的

軍兵約有四千人; 

5 章 3 節 次日清早，見大袞伏倒在耶和華的

約櫃前，臉伏於地。 

4 章 10 節 以色列步兵伏倒了三萬。 5 章 4 節 又次日清早，大袞的頭和兩手都在

門檻上折斷。 

                                         

264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2001，212。 

265 Kang,PyuongDo, THE CHOKMAH COMMENTARY：1 Samuel（Seoul:基督智慧社，2013）,27。 

26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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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章，非利士人殺了以色列軍三萬四千，第一次殺四千，第二次殺三萬。因此，神在五

章裡三、四節開始的大袞受難暗示了耶和華神對非利士人默示的懲戒。同時神要顯示出以色列

神的優勢超越大袞偶像。神警告非利士人無知的麻木狀態，並施行審判。根據啟示錄十三章十

六節，『頭』和『手』所包含的意思，前者象徵想像、思想、智慧，後者表示能力、活動。從

文字上的解釋，原文的“יו ֣פֹות ָיָד֗  。『手掌』”כ 

烏加迾文獻中描述 Anat 女神與敵軍打仗的場面，這女神的腰掛著很多頭與手掌，表示當

時頭和手的象徵具有大的力量。
267

回頭來看五章 4 節經文，頭和兩手被折斷的含義是大袞神明

完全慘敗於以色列的神。（17 章 51 節，31:9 節） 

對於門檻，通過這短語猜得出來古代近東一帶迷信的風俗。當時對門檻的觀念，他們相信

在門檻下邊有眾鬼神，這眾鬼神要被住宿的人應當接待的，不能輕視它們的存在，以恭敬的態

度來隨時消解它們的怒氣，這樣它們會給住宿的家人蒙福。根據士師記十九章二十五節至二十

七節，利未人的妾伏倒在房門前死了，兩手搭在門檻上，從這裡看，人在死亡的危機中他的本

性抓住門檻，是由這種傳統觀念而出現的一面。 

在五章中，作者描述將那折斷的大袞的頭和手在門檻上，表示耶和華攻擊大袞，又生動地

刻意暗示連大袞都在自己的危機上求門檻下邊的眾鬼神，救它窘困的樣子。 

非利士人也許向來堅信大袞神明的優越性，到五章二節為止，但是作者在五章第三、四節

反而刻畫大袞無能為力的樣子，以便警告敬拜大袞神明而時常越過神殿門檻的非利士眾祭拜者

望梅止渴。作者暴露既有現實感又有生動活躍感的事件，使非利士人們親自目擊他們所拜的大

袞只是無能為力，連大袞神明都求門檻的眾鬼神。而作者用對比的敘述方式，來證明出以色列

的耶和華果真唯一真神。 

第二幕 敘述如今 

五節 

『他們不踩踏大袞的門檻』，大袞崇拜者不踩踏而越過，因為大袞神像的頭、手被折斷在

門檻上，所以那門檻多麼神聖；連大袞都求眾鬼神的保護，因此應當小心不要讓門檻的眾鬼神

發氣。西番雅書一章九節，『到那日，我必懲罰一切跳過門檻將強暴和詭詐得來之物充滿主人

房屋的』。五節的最後子句裡『直到如今』，這個時間暗示撒母耳記所記錄的那日，又說明發

生事件與作者寫作的時間產生一段距離。而言之，5 節的敘述證實了傳統習俗的歷史性。 

作者通過一節至五節，證實真神和假神的歷史性。 

非利士人的風俗亦即不踩踏門檻的風俗，似乎在東方的國家裡具有各有不同的來由。據韓國，

踩踏門檻就消失蒙福的機會；在中國現代文學大作家魯迅先生的《祝福》裡，祥林嫂為了贖罪

自己不好的命運，花了很多錢買回廟會的門檻，以便消陣門檻鬼神的怒氣，希望那些鬼神保護

她的命運。
268

 

                                         

267 Kang,PyuongDo, THE CHOKMAH COMMENTARY：1 Samuel（Seoul:基督智慧社，2013）27。 
268 魯迅，《祝福》，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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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語 

五章五節的『直到如今』與六章18節的『到今日』，這是與作者寫作的時間有相關的。本

文已經提示五章事件歷史背景大約是青銅器沒落期即初期鐵器時期（BC12至11）的某一個年

代。在本文的前邊言及了『書士撒王』是申命記歷史書也是前先知書，推測一位作者編輯這四

本，那撒母耳記所成書的年代，大約是王國分裂之後的西元前930年至900年，收信者是指針對

王國分離之後面臨信仰共同體危機的以色列百姓。
269 

 

一節至五節的重點，筆者認為作者採取戲劇性的手法，來揭露大袞神明和櫃子原來的樣子，

它們同樣是一個不能動、不能說話、不能聽、不能感受的物體而已。筆者將以賽亞書四十六章

五節至九節的經文視為撒母耳記上五章一節至五節的答案。
270 

從第一幕（1至4節）到第三幕（6節的頭緒），它們之間具有相互連續性： 

1、 2節 旁白者的敘述：非利士人得意洋洋，以色列人沉默中無奈（事件發生時期） 隐藏的神 

3、 4節 大袞受難，大袞、櫃子在佈景內；而以色列神被隱藏（事件發生時期） 隐藏的神 

5節 旁白者的敘述：直到如今  （作者寫作的時期） 實證 

6節 耶和華的手大行作為，非利士人受難 （事件發生時期） 顯示的神 

 

第三幕：耶和華的手（六節至十一節） 

（事件1）第六節至第八節第三子句：亞實突人受難和商議  

六節 

『耶和華的手』表示神的能力和權柄，與四節『大袞的手』可以比較。六節，耶和華的手

是神人同性(擬人化, Anthropomorphism)的表現
271

（書 4:24 節，拉 7:9 節，詩 89:13 節）。 

六節第一子句與4節的第四子句是對稱關係： 

4節第四子句： 

『大袞的頭和兩手都在門檻上折斷』 

6節第一子句： 

『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亞實突人身上』 

『誰是真神』的問題上，『事件 1』就證實耶和華是真神。 

『耶和華的手重重地加在亞實突人身上』，神的能力第一次出現在大袞身上；非利士人所

拜的大袞神明倒伏、甚至頭、兩手被折斷、只剩下身子（3、4 節）。接著神的能力轉向給非

利士人的身上。六節的『荒蕪』“ ם  ִ֑ מ  ְיש  ו  ”是耶和華向非利士人們懲罰的開始，接著以『痔

瘡』“ ים  ְעֹפל  ”來擊打他們。 

《和合本聖經》描述为痔瘡，《新普及譯本》描述为毒瘡，表示老鼠傳染的皮膚病，在胯

襠或腋窩下所發作的皮膚病，使患者感到恥辱的疾患。 六章四節，非利士人們為贖罪祭拿取

五個金痔瘡、五個金老鼠，說明五章的痔瘡
272

來自老鼠傳染來的病。可見參考七十士譯本的六

                                         

269 Panorama Bible, ed. by Kang,DuckSuop(Seoul: Panorama Bible Institute,2002). 

270 五節，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可以與我比較，使我們相同呢？ 六節，那從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銀

子的人，雇銀匠製造神像，他們又俯伏，又叩拜。 七節，他們將神像擡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處，他就站立，

不離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應，也不能救人脫離患難。 八節，你們當想念這事，自己作大丈夫。悖逆的人

哪，要心裡思想。 九節，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沒有能比我的。  

271 蔡麗貞，《誰說字句叫人死》（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14）57-58。 

272 Hertzberg,Hans Wilhelm,1&11 Samuel:a commentary, trans.by J.S.Bowden(London:SCM Press,1972). 是一種“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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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多加了老鼠的災殃。“ ְֵַּ֤֤ך  י  ו  ”『敗壞、擊打』，表示對方受到致命的損害（士 15:16,撒下

11:21，王上 16:11， 王下 3：19）。 

六節開始連接四節的最後子句，不影響它們中間插入句的五節，是因為六節開頭的

ד“ ִ֧ ְכב  ת  的”ו  waw 表示插入句的連接作用。第二幕的主詞是耶和華的手，本文考慮這一點，把

六節佈置在第二幕裡。一至五節，神隱藏在場外；六節，神出現在場內。
273

 

七節，亞實突人見這光景，“ ּו  ְראֵ֥ י  ו  ”與三、四節的“֣ה נ  的場景，作者採用各不同的單”ְוה 

詞，前者側重於旁白者的敘述句而後者側重於關注人並預告更精彩滑稽的事件要登場。 

七節的主詞，亞實突人才感知到以色列神的能力發出在他們和他們的神。『以色列神約櫃

不可留在我們這裡，因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們和我們神大袞的身上』。這個語氣，好像他們認

為三、四節發生的事件都是偶然的，到七節，才有意識到原來這些不可思議的事件是由以色列

神耶和華的能力而造成的。在他們的語言裡看得出來他們也不能不承認以色列神耶和華的能力

超過他們的神明大袞。事實擺在眼前，非利士人們不得不承認耶和華的能力，可以將 7 節與出

埃及記八章十九節的情景連接在一起看。 

『行法術的就對法老說：這是神的手段』

（出 8:19） 

『因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們好我們神大袞的

身上』（5:7） 

在埃及遭受的各種災殃上，法老和占卜的人們不能不認定神的大能，這與撒母耳記上五章

七節的情景是差不多。 

八節 

這節經文中，『非利士的眾首領』代表非利士的五個城市迦薩、亞實突、亞實基倫、迦特

和以革倫的各首領（書 13 章 3 節）。根據“י ְרנ ֙ 這個單詞可以推測五，『所有眾首領』”ָכל־ס 

個城市各自分開統治，並且非利士的集團體系具有部族聯合的性質。
274

 這個單詞在舊約聖經

第一次出現的書卷是約書亞記十三章三節，在歷史書裡共有 21 次出現都是複數形態，這單詞

不是閃族語系統的語言，
275

 從主前 11 世紀到 7 世紀，非利士的統治者身上被使用的單詞。
276

 

這個單詞（“ֶסֶרן”）到希臘時代的時候，引申為 τύραννος(暴君，tyrannical)，又在使徒行

傳十九章九節的 ἐν τῇ σχολῇ Τυράννου，轉義為推啦奴學堂。
277

 撒母耳記上五章八節，非利士

人的眾首領聚合召開會議，他們確定因為將神的約櫃放在大袞廟裡的大袞神明旁邊，所以神的

震怒降在他們身上，因此決定將約櫃運轉到迦特的地方，是神的手重重加在亞實突人的身上，

其原因就是神的約櫃放置在大袞廟大袞神明旁邊。
278

 『他們運到迦特去』，迦特是古老城

                                         

毒種，即從老鼠而傳染的病，LXX中加添“老鼠災殃”）、瘟疫、腫瘤、痔瘡。 

273 看起來神隱藏在佈景內，但是其實神一直在衡量人的行為。（撒上2:2節） 

274 包德雯,《丁道爾舊約聖經注釋：撒母耳記上下》, 潘秋松譯（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2002）82。 
275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216-217。 

276 同上，217。  

277 希臘語為τῇ σχολῇ Τυράννου，使徒行傳十九章九節的 ἐν τῇ σχολῇ Τυράννου NAS譯為 daily in the school of Tyra

nnus.；KJV譯為 the school of one Tyrannus.；INT譯為 the lecture hall。 

278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鮑會園主編（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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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他們』是指很模糊，
279

本文從原文分析之後，把他們指示為七節的『亞實突的男人

們』。迦特本來是該要被約書亞滅絕的地方（書 10:36-39,11:21、22），但是經上描述為雖然

『約書亞將他們和他們的城邑盡都毀滅。在以色列人的地沒有留下一個亞衲族人，只在迦薩、

迦特和亞實突有留下的』。從中看來，住在迦特的居民都是亞衲族的後裔，他們的身體很壯大

（民 13:33），在約書亞征服時期，亞衲族人一部分還留在迦特、迦薩、和亞實突。住在迦特

的人被稱為迦特人（the Gittite,可見於撒下 6:10、11 節，15:18、19、22 節）。看來，約書亞在

盡都毀滅的事工上留下自招災禍的圈子。迦特位於亞實突的東邊，地點相距十九公里，城牆設

置的很好，『迦特』字面的意義是『酒醡』。
280

 

LXX 的八節，第三子句和第四子句的解釋，與 MT 的解釋有所不同： 

第三子句

LXX 

καὶ   λέγουσιν   οἱ Γεθθαῖοι  μετελθέτω  κιβωτὸς  τοῦ θεοῦ   πρὸς     ἡμᾶς 
(and) (They said)  (the Gath) (go around)   (ark)   (the God)  (toward,to)  (us) 

迦特人們說把神的約櫃運轉到我們那裡。 

MT ו אְמרִ֔ ב                                         ַג֣ת                 ַוי ֣ ס ִ֔ ֹון            י  י        ֲארָ֖ ֣ ל            ֱאֹלה  ֵּ֑ ְשָרא  י   
(以色列)  （神）（約櫃） （他把~運轉）         （迦特）   （他們說） 

他們說, 願以色列神的約櫃被包圍迦特。（=轉運到迦特） 

第四子句 

LXX 

καὶ    μετῆλθεν    κιβωτὸς      τοῦ θεοῦ     εἰς      Γεθθα  
（and） (go around)    (ark)       (the God)     (into)    (Gath) 

他們把神的約櫃轉運到迦特。 

MT בו ֹון           ַוַיס ֵּ֕ י           ֶאת־ֲארָ֖ ֹּ֥ ל׃         ֱאֹלה  ִֽ ְשָרא                            י 
於是他們把以色列神的約櫃轉運了。 

詹正義說，LXX的『運到我們這裡』，迦特人們很主動的說將約櫃運到他們那裡，迦特人

敢如此自告奮勇，是根據撒母耳記上二十九章一到十節，大衛稱呼亞吉是王，從中推論只有迦

特的亞吉被稱為『王』，所以迦特在五城中可能居最重要的地位。但筆者認為詹正義的說法有

些沒有可靠，因為二十九章從上下文來分析大衛對亞吉說的話語，只是口頭上恭維他的表達而

已。從字面的意義來看，為了克服五章八節詮釋的差異，筆者維持文法結構分析中的結論和私

譯。 

（事件2）第八節第四子句至九節：迦特人受難 

八節的第四子句, 

是旁白者對前邊的子句總結的內容。雖然MT上沒有具體描述將約櫃運過去的地方，但是

從上下文來看他們將約櫃轉運的地方是迦特。從地理和考古學的根據，初期鐵器時期前後實證

亞實突、迦特和以革倫之間有商業貿易來往頻繁的遺跡。
281

 

九節 

“ ד ה   ְמֹאִ֔ 極其大的恐』、『非常大的破壞』、『極其大大的毀滅』）” ְמהּוָמ֙ה ְגדֹוָל֣

慌 』）的“ ְמהּוָמ֙ה”是來自“ הּום ”『抱怨、咆哮、搞亂』中派生出來的轉義。Chokmah 的注

釋書上把此短語翻譯成『極其大大的破壞』（“a very great destruction”)，指示這是作者三重

                                         

279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217。 

280 P.Kyle McCarter, Jr, I Samuel: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Lond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123. 

281 參考本文的第二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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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的說法。
282

亦即這描述了神審判的手何等嚴重。在九節的第三、四子句上說明瞭神審判的

程度——『使那城的人大大驚慌，無論大小都生痔瘡』。 

這表示那城邑的人們荒蕪的程度是何等深重，住在那個城裡從小到大的人們，“ ” שתר 

『爆出』或『冒出皮膚』(=break out)，詹正義把它翻譯為『發生』，原來從阿拉伯文借用的

字，指眼簾或下唇的破裂，這裡可能也指破裂，或者皮膚出毒瘡。
283

  

作者揭露出非利士的眾首領召開會議謀士（8 節）是相當愚蠢的行為；相對地描述神審判

迦特超過亞實突。從上下文來看，六、七節的描述程度沒有九節嚴重： 

6、7節： 『重重加在』—》『敗壞』—》『生痔瘡』—》『亞實突和亞實突的四境都是如此』 

9節：    『攻擊』—》『極其-大的-荒蕪』—》『無論大小都』—》『生痔瘡』 

 

   作者描述以革倫人們受過審判的內容，更要比前兩個地方精彩生動（10 節至 12 節）： 

《以革倫人受難的程度》 

10 節：『喊嚷起來說』 

11 節：『願你們』、『殺死或害死』、『死亡的混亂』、『極其加重』 

12 節：『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瘡』、『合城呼號』、『聲音上達於天』 

 

十節，從這裡，作者沒有記錄迦特的眾首領召開的會議（比照八節），只是提示了約櫃移

動的事情而已，關於這個問題，Chokmah 的注釋書表明了這是作者有意的省略。十章第一子

句，『他們就把神的約櫃送到以革倫』。 

九節和十節中間省略了非利士眾首領的出場
284

： 

9 節第三、四子句 『使那城的人大大驚慌，無論大小都生痔瘡』 

省略非利士眾首領的出場 

10 節第一子句 『他們就把神的約櫃送到以革倫』 

這是迦特遭受神的審判之後的情節，可比照亞實突遭受神的審判時的情節。 

  6 節，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亞實突人身上 

  7 節，亞實突人見這光景 

  8 節，就打發人去請非利士的眾首領來聚集 

 

接下來，以革倫遭受神的審判之後的情節： 

  10 節，以革倫人就喊嚷起來說：要害我和我的眾民。 

  11 節，於是打發人去請非利士的眾首領來 

 

從上下文的分析，就看到作者以『逐漸的方式』來刻畫亞實突、亞實突的四境、迦特和以

革倫遭受的情景。MT 和 4QSam
a
都記錄十節第一子句的以革倫這城名；而 LXX、武加大譯本

和約瑟夫都記錄『亞實基倫』。
285

『以革倫』位於亞實突的東北部，相距大約二十公里的地

點，非利士的五個城市之一。八節的非利士的眾首領還包括以革倫的首領；六節第四子句的

『亞實突的四境』包含以革倫。 

今日之墨奎那廢墟（Khirbet el-Muqanna）,它最接近以色列人的地區。以革倫在約書亞時代

分配給猶大支派的地，但約書亞生前未征服過那地（書 13:3 節,15:11、25、26 節）。後來，雖

                                         

282 Chokmah, 28.  

283 詹正義，219。 
284 詹正義只提示迦特人沒有招聚非利士人的眾首領商議，但Chokmah的注釋指摘這是作者刻意省略的部分。 

285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219。 LXX( εἰς Ἀσκαλῶνα )、Gv（武加大譯本“נלקשאה'ם”）和約瑟夫

( יםרהעק  。( נִּ֜



 

70 

 

然在一段時期，猶大支派征服過它（士 1:18），不久它被非利士人支配，一直到猶大滅亡被擄

到巴比倫俘虜為止，耶利米書二十五章二十節的話『神的怒杯喻列國之滅』時就結束。有關以

革倫的神明，據列王記下一章二、三、六和十六節，則為巴力西蔔（Baalzebub）。從中推測，

因為在以革倫沒有祭拜大袞神明，所以非利士人們將約櫃轉運到那裡。 

 

（事件3） 第十節至第十一節第三子句：以革倫人的受難 
第十節 

第十節的第二子句描述約櫃到以革倫了。
286

 作者暗示以革倫開始受患難了，因為『神的

約櫃到了』，更深層的刻畫以革倫人們的反應，第三子句就說明他們『喊嚷起來』的形態。 

十節的第四、五子句說『他們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運到我們這裡，要害我和我的眾民』，是

因為他們早已聽說約櫃在亞實突和迦特帶來的災禍，所以約櫃一運到，立刻群起反對。
287

 

十節的第五子句，MT 原文的『我和我的眾民』；中文《和合本聖經》譯為『我們和我們

的眾民』,這與 LXX 的“ἡμᾶς καὶ τὸν λαὸν ἡμῶν ”一致。到底說話者是誰？據 Chokmah 的注釋書

和詹正義的注釋書解釋了發言者就是第一人稱代名詞，他代表所有以革倫人說話 ；還有另外

意思，發言者可能指是以革倫的每個人，他們異口同聲所講的話。
288

 

儘管如此，通過十節第四、五子句的口語，能夠推測以革倫的人們早已聽說過、也親眼看

過亞實突、迦特所遭受過的患難。 

 

十一節 

十一節第一子句『非利士人們的眾首領』與八節的第一子句是平行的。十一節描述實際正

面的死亡問題。 

詹正義的注釋第三子句翻譯成『免得害了我們和我們的眾民』；而文本的私譯把 MT 的原

文直接翻譯成『 不要殺死我和我的百姓 』。 

從以革倫眾首領召開商議內容中可以摸索到他們已經意識到用從前的方式來把約櫃運送到

別的地方去，還仍然免不了以色列神的震怒。他們為了免受耶和華的審判，徹底感知到一定要

把約櫃送回到它的原處。五章的結語十一節和十二節，筆者認為未完成故事的總結，讀起來很

像一個半成品似的，令人留下深刻的遺憾。而五章的總結含蓄故事的情節繼續發展下去，到六

章的開頭佈景和情節就是它的續篇。再看六章第二節，以革倫的人就邀請祭司和占卜的聚了

來，便說『請指示我們用何法將約櫃送回原處』。根據 Bible works,“ 在舊約聖經” ָמקֹום 379

條經節中總共出現 400 次。 

它的詞義有六個意思。其中，撒母耳記上五章三節的“ ֹו ְמקֹומַֽ ，是『雕刻站立在原處』” ל 

這具有 Stand of statue 的含義；十一節，“ ֹו ְמקֹמִ֔ 是『將約櫃送回到原處』，這具有” ל  Holy 

place 的含義。
289

 (出 10:23，代上 15:1，代下 5:7 節) 

                                         

286 以革倫的碑文（Ekron Inscription, early 7th century BCE）, 以革倫 (Ekron / Tel Miqne)是非利士的五個代表城

市之一。離耶路撒冷西南部大約37公里（23mile）地點的位置。這城市屬於猶大和但支派的基業 (書15:45-46, 

書19:43; 士1:18)。這文物雖然是比五章的時期還晚，不過從這個發掘之後的考古研究對照聖經歷史有做出了很

大的幫助。 

287 同上，219。 

288 同上，219 & Chokmah, 29。 
289 詹正義提示兩節經文的『原處』都是一樣的含義，3節指安放大袞像的基座；11節藉以革倫人的口氣，指將約

櫃送回以色列，一個屬於可安放約櫃的地方，他們不一定是特指某一地點，而是任何可以停放以色列人的神的約

櫃的地方。但是，筆者認為11節的『原處』包含聖潔的地，是因為作者雖然藉以革倫人的口講述此段落，但筆者

的意識還仍然留在文章中，對作者來說，神的約櫃是在以色列共同體的信仰表白中與神見面的場所，它象徵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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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非利士人們遇到災殃之後，將約櫃送回以色列地，他們才經歷和覺悟到耶和華

的大能（四章八節），就降服於以色列神，不能將約櫃留在他們的地。筆者將十一節的“ 

ֹו ְמקֹמִ֔ 看做聖潔的地，Chokmah的注釋書解釋從廣義來看那地是指以色列地；從狹窄的意義” ל 

來看那地是指會幕。
290

   

關於，約櫃的場所，當然到大衛將約櫃抬到耶路撒冷的時候，這約櫃所帶有的意義差不多

達成了其目的。在五章中出現『約櫃』的單詞有十二次，就要說明約櫃本身沒有神明的作用，

它的功能只是象徵聖潔的神臨在的意義。作者通過五章的敘述進展，喚醒以色列讀者記起耶和

華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耶和華神的百姓，這位神就是唯一的真神。 

的確，作者通過敘述進展的描述來喚醒以色列讀者。第十一節的『神的手』，在五章裡出

現第四次（包括6、7、9節），神借著手來審判非利士人的程度愈來愈重，看如下： 

 

6節 ם ַוַיְֵַּ֤֤ך ֵּ֑ מ   荒蕪我們，他用痔瘡擊殺 ַוְיׁש 

7節 ינו ה ָידֹו  ָעל ִ֔ י־ָקְׁשָתֵ֤ ִֽ  耶和華的手艱苦我們 כ 

9節 ד  ְמהוָמה  ְגדֹוָל֣ה ְמא ִ֔
 ַוַיְך  

ו ָשְתרֹּ֥  ַוי 

極其大的混亂 

他擊打 

爆出、長出痔瘡 

11節   ֶות וַמת־ָמ   ְמהִֽ
דָכְבָדֹּ֥  ה ְמא ֻ֛  

死亡的混亂 

耶和華的手極其重重在那裡 

從上下文來分析『 耶和華手 』審判非利士人的程度，筆者從原文的分析中就發現神的手

懲罰的嚴重性一次比一次大。
291

 

第五幕 旁白者敘述(合城呼求聲音上達於天: 第十一節四子句至十二節) 

原文十一節的子句順序和中文《和合本聖經》的具有差異：十一節第四子句和第五子句的

排列不同。 

MT11 節 LXX NAS 和合本 

第四子句， 

因為，它臨到了，死亡

的混亂在整個城市裡。 

第五子句， 

原 來 神 的 手 加 重 在 那

裡。  

四子句， 

ὅτι ἐγενήθη σύγχυσις 

θανάτου ἐν ὅλῃ τῇ πόλε
ι  
五子句， 

βαρεῖα σφόδρα ὡς  
εἰσῆλθεν κιβωτὸς θεοῦ 

 Ισραηλ ἐκεῖ  

四子句， 

For there was a deadly  

confusion throughout the 

city;  

五子句， 

the hand of God was  

very heavy there. 

四子句， 

原來神的手重重攻擊那

城 

五子句， 

城中的人有因驚慌而死

的。 

關於“ ֶו֙ת ת־ָמ֙ ּומ  詹正義直譯為『致死的驚慌』, 本文的私譯為『死亡的混亂』，Chok，”ְמהַֽ

                                         

臨在，因此約櫃回到以色列地，它所在的地就是聖潔的地方。 

290 同時，《Karis注釋》裡表示從非利士人的立場上看“ ֹו   מִ֔ ְמק  ל  ”的地點有兩種可能，是指他們奪取約櫃的地點，

推測以便以謝；也許是指以色列聖所——示羅。  

291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220。 六節的『荒蕪』與『擊殺』是平行關係，還是敘述發展中的連接關

係？神荒蕪他們之後擊殺他們？還是神荒蕪他們，還有擊殺他們？筆者選擇Waw的功能是連接作用，這是作者採

取逐漸的動作描述方法，前者的解釋裡可以看到神給非利士人生命保險的機會。後者的解釋裡看到神審判敵人的

時候，叫人嚇死和被擊打死亡都要同时行动。根據中文《和合本聖經》，這個線索在11節後半句和12節裡可以找

到。『城中的人又因驚慌而死的』和『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瘡』。原來，神審判敵人的手段是兩種，一是讓他們

嚇死；而是在痔瘡中死去。 



 

72 

 

mah解釋為『死亡的患難』(“ת ּומ  的連繫性”ְמהּוָמה“是”ְמהַֽ
292

名詞)。 

直譯為『死亡的破滅』（= a deadly destruction, KJV ），是一種非常大的患難，因破滅

而混亂的狀態(即詩篇55:4節的“ֶות ִ֗ ֹות ָמֲ֜ ימֹּ֥ And the terrors of death，NAS&KJV), 也是致命 =”ְוא 

的恐慌（=a deadly panic,NRS）狀態。
293

 

看來，以革倫全城市變為廢墟，城邑的居民因恐怖而發抖，作者描述以革倫居民們面對死

亡的恐懼狀況。『神的手極其重重攻擊那城』（十一節的第五子句），以革倫所遭受的神的震

怒比任何城市還更嚴重。“ ד  ה ְמֹאָ֛ 表示極其沉重了的意思，在原文中，筆者描述” ָכְבָדֵ֥

ה“ 的情節，說明以革倫比其他城市所遭受的患難更嚴重，看十一節上所加添的副詞”ָכְבָדֵ֥

ד“  。”ְמֹאָ֛

 

    6節，“ ד־ְיהָוָ֛ה  ד י  ִ֧ ְכב  ת   ” ו 

    11節，“ ד  ה ְמֹאָ֛ ָכְבָדֵ֥ ” 

 

4QSam，把『死亡的驚慌』譯為『耶和華的驚慌』，
294

 這致死的驚慌，換為耶和華的驚

慌，筆者認為很有道理。這表示把死亡與耶和華看做“同位”?
295

 

對於非利士人來說，從以便以謝奪取以色列神的約櫃帶回到亞實突大袞廟裡，又把它放在

大袞旁邊，這是多麽興奮、高興的大喜事。在戰場上殺滅三萬四千以色列軍，而且將大能之神

的手耶和華（4章8節）的約櫃帶到他們的地方來，他們得意洋洋，相信他們的神明大袞還加上

以色列神的約櫃在一起的雙倍力量會保護他們。 

但想不到他們的神明受到患難（3、4節）；接著亞實突的人們遭受驚慌的攻擊和痔瘡病，

即亞實突人的受難日（6、7節）；他們知道他們遭受災殃，原來是以色列神的約櫃放在他們的

地方大袞的廟裡，因此將召開會議，決定把約櫃轉運到迦特（8節）；到迦特，迦特的人們也

仍然遭受耶和華大大的攻擊，使他們大大驚慌，無論大小都生痔瘡，簡直是迦特人的受難日

（9節）；因此他們將約櫃轉運到以革倫，以革倫人們在抗議當中召開會議，決定將約櫃送回

原處，以革倫的人們受難日，受害的更比別的城市大（10、11、12節）。 

神的智慧高過人的智慧，正是哈拿在撒母耳記二章九節至十節的話語，『他必保護聖民的

腳步；使惡人在寂然不動。人都不能靠力量得勝。與耶和華爭競的，必被打碎。耶和華必從天

上以雷攻擊他；必審判地極的人』。 

作者從十節到十二節上描述以革倫的人們的受難，分析這三節經文，十、十一節,說話者

是“ ים ֶעְקרֹנ ִּ֜ 十二節，敘述的人是旁白者，通過作者所採取的寫作風格，讓讀者感受到真；” ָהַֽ

實的、現實的歷史事件。 

10節5個子句 旁白者的話 第一、二、三子句 

ים “  נ ֲ֜ ֶעְקר   第四、五子句 ”ָהִֽ

11節5個子句 旁白者的話 第一子句 

ים “  ְׁשת ִ֗ י ְפל  ֣  第二、三子句 ”ָכל־ַ ְרנ 

 旁白者的話 第四、五子句 

12節2個子句 旁白者的話 第一、二子句 

 

十二節的“יר ֵ֖ ת ָהע  ֵ֥ ְוע  ַֽ “，(『那城的呼求』= )”ש  יר  ֵ֖ ָהע  ”是單數，遭受神的震怒的地方指示

                                         

292 Kang,DooHwan,《Karis综合注释舊約25:撒母耳記上》(Seoul:基督智慧社,2003)252，它表示“connection form”。 

293 Kang，DooHwan, 《Karis綜合注釋舊約25：撒母耳記上》（Seoul:基督智慧社，2003）262。 

294 Eugene Charles Ulrich, Jr., The Qumran Text Of Samuel And Josephus(America: The President and Fell 

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78)123. 

295 筆者從神主權的角度來看，因為神主管生死禍福，所以版本上出現這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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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倫，這是因為神的約櫃在以革倫的緣故，
296

所以神的震怒降在以革倫這個城市。這段經文

可以與六節的第四子句比較，神的約櫃在亞實突的時候，神的災殃不但在亞實突，而且在它的

四境： 

6節第四子句 ：“ יהָ   ֹוד ְוֶאת־ְגבוֶלִֽ ֶאת־ַאְׁשדָ֖ ”（=『亞實突與亞實突的四境』） 

12節第二子句：“ יר  ֵ֖ ָהע  ”（=『那城』=以革倫） 

“  ֵ֥ ְוע  ַֽ תש  ”，在出埃及記二章二十三節裡以色列民族從埃及人遭受虐待時『哀聲達於

神』；詩篇三十篇二節，大衛的詩歌裡描述『耶和華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醫治了我』；

約拿書二章二節，約拿在魚腹中向神禱告，『我遭遇患難求告耶和華，你就應允我』。這些經

文的共同點都是神的兒女們向神求告時神的應許；相反地，本文中向神禱告的以革倫的人們都

不屬於神的兒女。 以革倫的人們向天呼號時，作者刻意描繪他們完全降服於神的樣子，刻畫

他們認定神的主權。可見，非利士人們的呼求與約拿書三章八節的呼求加認罪悔改是具有差別

的。“ת ֵ֥ ְוע  ַֽ 從上下文來看，對神的呼求表示完全俯伏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失敗，而這單，”ש 

詞和“ַעל 『呼求上達』）”ַוַתֻ֛
297

），作者表達『呼求』的程度達到『天』，代表了他們的絕

望，他們承認自己失敗。
298

 

ַעל“ “的基本型 ”ַוַתֻ֛ 是從（『燔祭』=）”עָֹלה “，是『上達、上去』的意思” עלה

出來的詞。 有趣的是，本文的非利士人們親眼目擊（3、4、7節）過對亞實突的神明”עלה“

大袞身上發生的事，亞實突和亞實突四境受過的驚慌和痔瘡，接著迦特人身上和以革倫身上發

生以色列神的震怒和審判。但他們沒有悔改，
299

只是因為面對的死亡之患難，全城的人們呼

號，聲音上達於天。 

 

小結語 

引用 Von Rad 的文章，撒母耳記上五章一節至五節的事件，
300

耶和華獨自行事的事實，一

定影響敵人的情緒，使敵人失去勇氣。
301

 撒母耳記上四章的戰爭——即通過非利士人與以色

列人的打仗過程，非利士人們就看見約櫃，開始驚恐，因為他們將以色列神的作為早已聽說

過，所以如此驚恐。但，在四章中的戰爭結果，萬萬想不到非利士人就完全得勝了，而以色列

的『聖戰』
302

情況就發生戲劇般的反轉現象。以色列百姓戰爭敗輸之後的挫折不是一般的，而

是在聖戰中經歷的失敗和挫折表示著神工作開頭的暗示（利 26:36、書 7:5、撒上 17:11、28:5

節）。同樣，撒母耳記上四章描述以色列軍隊的戰爭失敗，甚至耶和華的約櫃被擄到非利士人

                                         

296 詹正義，220。 

297『呼求』是陰性，『上達』也是第三人稱陰性單數。 

298 詹正義，220。 

299 注釋書上解釋此段落上沒有看到非利士人們認罪悔改的樣式。Chokmah注釋引用撒母耳記上7章6節的經文，人

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耶和華的面前認罪悔改，這是沒有例外的。 

300 筆者刻意用『事件』，不用『故事』是有理由，是因為本文認同五章的歷史性和真實性。烏加迾的發現，在其

文獻中記錄神明之間的神話和傳說很像舊約聖經的內容，這裡會有產生舊約聖經所描繪的敘述文是否也是神話？

本文要比較五章與烏加迾文獻之間的相異之處和相似之處，來舉出筆者的觀點。 

301 Gerhard Von Rad,Holy War in Ancient Israel, ed.&trans.by MarvaJ.Dawn(Grand Rapids:Mich.W.B.Eerdmans Pub.

Co.,1991）46-47. 

舉出經文出15:14至16節（Moses and people to Yahweh）; 出23:27至28節（Yahweh to Israel）; 申2:25節（Yahweh 

to the people）; 申11:25節（Moses to Israel）; 書2:9節（Rahab to the spies）;書2:24節（spies to Joshua）; 書5:1

、10:2、11:20、24:12節（Yahweh to Israel）；撒上4:7至8節（The Philistines were afraid）。 

302 T. Raymond Hobbs, A time for war: a study of warfare in the Old Testament (Wilmington, Del.: M. Glazier, 1989)

 202.他借着Von Rad的文章，引用“古代以色列早期戰爭的整個事件都與聖戰的概念相聯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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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甚至被擄到大袞廟裡作為他們的戰利品，
303

而作者在四章二十二節提及『神的榮

耀』，雖然說『神的榮耀離開以色列』，但這是作者暗示反轉的記號。 

再看，五章頭緒的情景，接下來敘事五章一節與四章二十二節時間上的距離，也許要一段

的路程。因為從以便以謝中奪取約櫃，回到亞實突的路途過於漫長。無論如何，非利士人不急

不忙，因為他們在品嚐每一步伐的凱旋滋味。相對之下，以色列則是急轉直下，淪入落敗，死

亡與絕望。
304

 筆者認為這對以色列人來說是最大的漫長羞辱旅程。
305

 

在下面看從上下文的連續、不同人的觀點、神的屬性中觀察敘述的進展。 

五章的敘述進展在如下描述 

I. 四章、五章、六章的連續性 II.從不同人的觀點來看五章的事件 III.神的屬性： 

第四章二二節連續 非利士人的觀點： 大袞得勝—》以

色列神敗輸—》大袞受難—》非利士

人受難—》以色列神厲害—》呼求聲

音上達於天 

神是聖潔的:     

土地的聖潔 遵守

律法  

 

 

第五章 

第一幕：敘述大袞得勝 

第二幕：大袞受難   

第三幕：敘述如今 

第四幕：耶和華的手 

（事件1,2,3）         

第五幕 : 敘述 

以色列人的觀點： 

耶和華的榮耀離開以色列—》約櫃被

擄去 —》絕望—》耶和華自己做工

—》暗示以色列有盼望—》證實唯有

以色列神是真王—》覺醒唯有呼求的

對像是以色列神耶和華 

 

神是唯一的神性: 

耶和華是真王, 耶

和華的王權， 

 

神是信實的:  

永不改變的應許 

土地和 百姓的應

許 

第六章事件的延續 作者的觀點：  

大滾不是神 = 約櫃不是神—》唯有

耶和華就是真神，真王—》人唯一的

出路回轉向神，呼求神 

神是公義的: 

審判未 受割禮的

非利士 人 。為百

姓教導的鞭子 

   

  敘述進展的圖形： 

場景（1-2）            衝突（3-4）  化解（5） 衝突（6 至 11 節）  化解（12 節） 

約櫃被俘虜在大袞旁    被折斷       如今      約櫃與痔瘡        呼求聲音 

                                         

303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約櫃流浪記：讓布魯格曼教你劇場讀經法》(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14)

11。 

304 Ibid，14。 

305 Brueggemann描述五章一、二節的敘述是耶和華並沒有搭理譴責，為當下的意外結局找正當理由（14），但是筆

者不認為。四章最後經文22節說『榮耀離開以色列，因為神的約櫃被擄去』，面對死亡的一個女人最後留下的遺

言，雖然四章閉幕了，但五章一、二節仍然帶有悲傷、沉重的空氣，神的沉默就說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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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六何原則來看敘述進展： 

耶和華的榮耀離開以色列了，因為約櫃被擄去了 

When 以便以謝與亞弗的戰爭結束時期，本文確定 1200 年 

今日——作者寫作的日期 

Who 非利士人、旁白者、亞實突人、迦特人、以革倫人、非利士的眾首領、耶和華 

Where 以便以謝——》五章的地點：亞實突的大袞廟、迦特、以革倫 

What 約櫃、大袞 

How 痔瘡、重重地攻擊、驚慌、哀哭、死亡、 運送、呼求 

Why 約櫃的緣故、痔瘡和死亡的緣故 

唯有耶和華是真神、真王，配得人呼求的對象 

五章的地理，巴勒斯坦是神所賜給以色列的應許之地，也是神所掌權的聖地，表示唯有耶

和華是以色列王，呼求的對象。 

 

 

 

 

 

0
1
2
3
4
5
6

五章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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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撒母耳記上五章一節至十二節的結構形式：約櫃的流浪記 

 

以便以謝 
亞弗 

 
  

 
4:22 

 

佈景閉幕，但

暗示後續佈景

的開幕306306 

 非利士人 們 

亞實突人的地 

י֙ם  ְשת  ים ּוְפל  ֵּ֑ ת ֲא֣רֹון ָהֱאֹלה  ָ֖ ו א  ְקחִ֔  ָלִֽ
 
5:1 

va v表 示 佈

景的地點轉

變   ֶזר ֵ֖ ֶבן ָהע  ֶאֵ֥ הּו מ  ֻאָ֛ ְיב  ֹוָדהו  ְשּדַֽ   ׃ א 
大袞廟  ו ְקחֵ֤ ים  ַוי  ְׁשת  יםֶאת־ֲא֣רֹון ְפל  ָהֱאֹלה ִ֔  2 約櫃受難記 

ֹו תָ֖ יאו א  ֹּ֥ ֹון ַוָיב  ית ָדגֵּ֑ ֣ ב    
次日清早 

原處 
מּוֶ ִּ֤ כ  יםֶ ַוַיש  ּדֹוד  תֶַאש  ָ֔ ֳחרָּ מָּ ִֽ מ   3 

 

大 滾 受 難 記

開 始 ： 倒 在

約櫃前面 

 

֣ה נ  ָ֖י ֲא֣רֹון ְיהָוֵּ֑ה ְוה  ְפנ  ְרָצה ל  ל ְלָפָניו  ַאִ֔ ֵ֤ פ  ֹון נ  ָדגִ֗   

ֹון  ְקחו  ֶאת־ָדגִ֔                       ַוי 

בּו ו   ֵ֥ ֹו׃ָיש  ְמקֹומַֽ ֹו ל                  ֹאתֵ֖

                                         

306 在『榮耀離開』和『約櫃被擄去』的事件上可以解釋多重含義：第一表示以色列百姓徹底慘敗在非利士人的手中；第二表示離開的榮耀和被擄去的約櫃

要回來的期待和盼望；第三暗示神的榮耀通過被擄的約櫃來由神親自恢復。從這三重含義，4章22節預告新的情景的開幕。這是由5章1節的waw來可以說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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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日 

早晨 
תַויֶַ ֳחרָּ מָּ ִֽ מּוֶַבֹבֶק֘רֶמ  ִּ֣ כ  ש   4 大袞受難記 

： 生 動 的 事

件 

 

 

 

 

 

֣ה נ    ְוה 

ֵ֖י ֲא֣רֹון ְיהָוִ֑ה ְפנ  ְרָצה ל  ל ְלָפָני֙ו א ִ֔ ֵ֤   ָד֗גֹון ֹנפ 

ן ְפָתִ֔ מ  יו ְכֻרתֹו֙ת ֶאל־ה  ֣פֹות ָיָד֗ י׀ כ  ֣ ֹון ּוְשת  אש ָּדגִּ֜ ֹ֙   ְור

יו׃ ר ָעָלַֽ ֵ֥ ְשא  ֹון נ  ק ָּדגֵ֖ ֵ֥   ר 

直到今日 

（ 這 是 與 事 件

的 時 間 有 相 對

的距離） 

ְדְרכּו   א־י  ַֹֽ ן ל ל־כ ֡ 4節與6節中 5  ע 

間的插入句 
ֹון ית־ָּדגָ֛ ים ב  ִ֧ ָבא  ל־ה  ֹון ְוָכַֽ י ָדגִּ֜ כֲֹהנ ֙

  

 

ֹוד ְשּדִ֑ ֹון ְבא  ן ָּדגֵ֖ ֵ֥ ְפת  ל־מ    ע 

ה׃ ס  ֶזַֽ ֹום ה  יֵ֥ ד ה  ֵ֖ ע    

亞 實 突 與 其 四

境 
ים ֵ֖ ְשּדֹוד  ד־ְיהָוָ֛ה ֶאל־ָהא  ד י  ִ֧ ְכב  ת  連接4節的情 6 ו 

景 ： 耶 和 華

的 手 ， 使 亞

實 突 人 們 受

難 

ְֵַּ֤֤ך ֹאָת֙ם   י  ם ו  ִ֑ מ  ְיש  ים ו  ְעֹפל  ב    

יָה׃  ֹוד ְוֶאת־ְגבּוֶלַֽ ְשּדֵ֖ ֶאת־א    

亞實突  ן ְוָאְמ֗רּו ִ֑ י־כ  ַֽ ֹוד כ  ְשּדֵ֖ י־א  ַֽ ְנש  ּו א  ְראֵ֥ י  亞 7 ו  實 突 的 男

人們 

נּו ָמִ֔ ֙ל ע  ְשָרא  י י  ֵ֤ ב ֲא֙רֹון ֱאֹלה  ש ֵׁ֞ א־י  ַֹֽ   ל

ה ָידֹו֙   י־ָקְשָתֵ֤ ַֽ ינּו׃ כ  ַֽ ֹון ֱאֹלה  ל ָּדגֵ֥ ֵ֖ ינּו ְוע  ָעל ִ֔   

ְשְל֡חּו  י  亞 8 ו  實 突 的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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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到迦特 

 

 

 

 

前後的插句 

ם יֶה֗ ים ֲאל  ְשת ִּ֜ י ְפל  ְרנ ֙ ְספּו  ֶאת־ָכל־ס  א  י     ו 

 

 

人 們 與 眾 首

領們開會 

ל ְשָרא ִ֔ י י  ֣ ֲארֹון֙ ֱאֹלה  ַֽ ה ל  ֲעֶש֗ ה־נ  ַֽ אְמרּ֙ו מ  ַֹֽ י         ו 

 

 

 

֣ת  ו ג  אְמרִ֔ ֹ֣ י לו  ִ֑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ב ֲארֵ֖ סִֹ֔ י    首 領 們 回 答

說； 

旁白者敘述 ל׃ ס ַֽ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בּו ֶאת־ֲארֵ֖ ס ֵּ֕ י   ו 

迦特 

 

 

 

 

י ְיה ֵׁ֞ 它 5:9 ו  環 節 上 節

插 句 造 成 的

情 節 停 頓 現

象。連續8節

的 第 四 子

句。 

迦特受難記 

בּו ֹא֗תֹו ֣ ס  י׀ ה  ֣ ֲחר    א 

י ְתה ֙  ו 

ה ְמֹאִ֔  י֙ר ְמהּוָמ֙ה ְגדֹוָל֣ ד־ְיהָוֵ֤ה׀ ָבע    די 

יר י ָהע ִ֔ ֣ ְנש  ְ֙ך ֶאת־א  י    ו 

ים ֹפל  םֶַבע  ֶהֹ֖ ֥רּוֶלָּ ת  שָּ ֑דֹולֶַוי  ַעד־גָּ ןֶו  ֹטֹ֖ קָּ   מ 

以革倫  ֹון ים ֶעְקרִ֑ ֵ֖ ֹון ָהֱאֹלה  ּו ֶאת־ֲארֵ֥ ְלחָ֛ ְַּ֤יש  ַֽ 以 10 ו  革 倫 人 們

抗議。 

ֹון י֙ם ֶעְקרִ֔ ֹון ָהֱאֹלה  י ְכ֙בֹוא ֲארֵ֤ ְיה ֗  因為 ו 

ֶעְקרֹ  ְזֲע֙קּו ָהַֽ י  ר ו  אֹמ֗ ים ל  נ ִּ֜  所以 

ל ְשָרא ִ֔ י י  ֣ י֙ ֶאת־ֲארֹון֙ ֱאֹלה  ל  בּו א  ֵ֤ ס   所以的原因 ה 

י׃  ַֽ מ  י ְוֶאת־ע  נ  ֵ֖ ית  ֲהמ  ל   原因的结果 

送回原處 ְשְל֙חּו י  以 11 ו  革 倫 人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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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倫 

 

ים  ְשת ֗ ֣י ְפל  ְרנ  ּו ֶאת־ָכל־ס  ְספִּ֜ א  י   ו 

 

 與 眾 首 領 開

會 

 

 

以 革 倫 人 們

受難記 

אְמרּ֙ו  ַֹֽ י  ו 

לְ  לש  ְשָרא  י י  ֵ֤ ּו ֶאת־ֲא֙רֹון ֱאֹלה    חֵׁ֞
 

 

י ִ֑ מ  י ְוֶאת־ע  ֵ֖ ית ֹאת  ֵ֥ א־ָימ  ַֹֽ ֹו ְול ְמקֹמִ֔ ב ל    ְוָישֹ֣

ה י־ָהְיָתֵ֤ ַֽ    כ 

יר ֶו֙ת ְבָכל־ָהע ִ֔ ת־ָמ֙ ּומ    ְמהַֽ

ם׃ ים ָשַֽ ֵ֖ ֵ֥ד ָהֱאֹלה  ד י  ה ְמֹאָ֛   ָכְבָדֵ֥

以革倫全城 

 

天   

תּו ר לֹא־מ ִ֔ י֙ם ֲאֶש֣ ֲאָנש  ּו ְוָהַֽ ים   ֻהכֵ֖ ְעֹפל  6 12 ב  節、9 節、

11 節的總結 
ם׃ י  ָשָמַֽ יר ה  ֵ֖ ת ָהע  ֵ֥ ְוע  ַֽ ל ש  ע  ָ֛ ת   307307 ו 

 

 

                                         

307『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瘡；合城呼號，聲音上達於天』，這個意思是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亞實突人、迦特人和以革倫人身上，使他們驚慌，又使他們遭

受痔瘡病，其中未曾死亡的人就呼號？5章中的情節，有些部分上很模糊。第一、到底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他們身上，這個懲罰意味痔瘡病的意思嗎？還是耶

和華的手重重加在他們身上時，他們就驚慌、荒蕪，而就死去，但還有剩下的人仍然遭受痔瘡病，因此得痔瘡病中受苦的那些人們哭聲上達於天。從上下文

的推論，筆者選擇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他們身上包含雙重含義，不但是重重地力量遭害他們荒蕪而嚇死，而且是生痔瘡。這是在文學結構分析上詳細探討的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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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字義分析 

接下來，分類和解釋撒母耳記上五章一節至十二節中出現的希伯來文的單詞，主

要分析它在聖經中的神學意義。 

 ” לקח“

“ ּו ְקחִ֔ 的完成式第三人稱複數，第1節上它的屬性表示共同的（commo” לקח“是” ָלַֽ

n），因為““ ּו ְקחִ֔ י֙ם “的前邊出現大主詞” ָלַֽ ְשת  所以以中文翻，『非利士人們』=”ּוְפל 

譯成『非利士人們，他們拿取或奪取~』。5章中一共3次出現，1節（“ ּו ְקחִ֔ = （” ָלַֽ

『他們拿取神的約櫃』、2節（“ ּו ְקחֵ֤ י  “）3節、『他們拿取神的約櫃』= （”ו  ְקח  י  ו 

 。『他們拿取大袞來』=（”ּו֙ 

從上下文來看，1節和2節上的“ּו ְקחִ֔ 接近『擄去』的概念，而3節上相反以恭敬、敬”ָלַֽ

畏的態度來拿取他們的神明大袞放回原處。 

“  ” בוא

“ הו  ֻאֻ֛ ַוְיב  ”是“ בוא”（進來）的 Hiphil動詞(帶進來)，第三人稱陽性複數，又帶第三人稱

陽性單數的詞尾，以中文翻譯成“他們把它帶入到”。五章中一共4次出現，1節（“ הו  ֻאֻ֛ ַוְיב  ”）

=『他們把它帶入到』、二節（ יאו  ֹּ֥ ַוָיב   ）=『他們帶進』、五節（ ים   ִ֧ ַהָבא  ）=『來的人們』和十

節（ ֹוא   ְכב  ）=『當因為帶進來的時候』。從上下文來看，一節、二節和十節都是把神的約櫃從

戰場的地方帶進到自己本地（=非利士人的地）的時候使用，著重在事物『進來、進入、進到』

的地方；五節著重在人物進來之處。 

一節，來到亞實突；二節，進入到大袞廟裡；十節，來到以革倫。 

五節，進來亞實突大袞廟的人。 

 

“  ” יצג

舊約聖經中它一共出現16次，其中撒母耳記上五章二節裡顯示為Hiphil的動詞““יגו ֹּ֥ ，”ַוַיצ 

『使他們放、使他們擺』。這單詞是在非利士人們把他們所奪取的以色列神的約櫃放入在大袞

廟的情景上出現。 

 

“  ” שכם

撒母耳記上五章三節和四節一樣出現“מו ֵ֤ Hiphil動詞表示為『他們已早起來』。從，”ַוַיְׁשכ 

上下文來看， 它表示未完成動詞，帶上反轉性waw,表示過去時態敘事序列，
308

讀者可以推測

非利士人們——亞實突的人們早起來的原因是為了在大袞廟會中祭拜大袞而早起來的。某種事

情使他們早起來做事，它在聖經中表示被動或使役動作。從中可以推測那些早起來去廟會裡的

亞實突人們很可能是祭司等，在廟會工作的人員是主要的。這場面或許與撒母耳記上三章一節，

撒母耳、以利事奉耶和華的情景是類似的。 

                                         

308 聖經希伯來文初階，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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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 נ   309”ה 

它在敘述體中出現的領域很豐富，撒母耳記上一共78次出現。在第五章裡有2次的出現，

三節（ ֣ה  נ  ְוה   ）和四節（ ֣ה  נ  ְוה   ），從上下文來看它都在諷刺的語氣上出現。作者刻意使用它，

好使讀者的注意力關注在故事情節上，又提醒讀者接下來的故事更精彩，暗示反轉的戲劇要開

始了：帶給無精打采的以色列百姓興奮和力量；帶給得意洋洋的非利士人遭受災殃。 

 

 “  ” נפל

在撒母耳記上一共出現27次，其中五章裡出現三節和四節都使用主動分詞（ ל   ֵ֤ ֹנפ  ），翻譯

為『大袞跌倒在~』。本文採取Qal動詞的中文翻譯有『倒下、僕倒、俯伏在地』。作者採用它

的主動分詞述語用法來表示肯定，闡述關於大袞倒下的事情。 

 

“  ” שוב

舊約聖經中它的出現一共有951次，其中歷史書上出現為359次，撒母耳記上出現43次，五

章中有2次出現在三節（ בו  ֹּ֥ ַוָיׁש   ）= 『他們使它（=大袞）回復』和十一節（ ב  ְוָיׁש ֣  ）=『願他

（約櫃）回復』（Qal動詞祈願式3 單陽）Qal動詞有670次出現，Hiphil動詞有350次出現, 還有

其他的地方出現。 

從上下文來看，第三節出現的“בו ֹּ֥ 是使役的作用，可翻譯為『他們使它放回它自己的”ָיׁש 

地方』，表達亞實突的人們做出使役動作，較為口語化的翻譯是『他們已把它放回在自己的地

方』。未完成動詞，帶上反轉性waw,表示過去時態敘事序列，
310

 第十一節的Qal動詞祈願式的

表示，在經文上能夠看到非利士人恨不得把約櫃送回去的願望。 

 

“   ” כרת

在本文的經文上出現它的“ ְכֻרתֹו֙ת”是Qal被動分詞陰性複數  立約、剪除、切

開，砍下等。它在經文上表示被動分詞的述語用法，它所修飾的名詞是手掌和數量的

“ י׀ ֣ 因為它們都表示陰性，與被動詞的分詞是一致的。如果這樣確定，『二』=” ּוְשת 

的話，本文的經文撒母耳記上五章四節場景正確的翻譯是『大袞的頭（掉在地上的某

一處），它的兩個手掌被折斷在門檻上』。從中推測頭和手掌的解釋應該分開理解是

才對。
311
  

 ”שאר“

撒母耳記上出現此單詞一共有6次，在本文中的四節出現“ר ְׁשַאֹּ֥ Niphal動詞完成式第三”נ 

人稱陽性單數，翻譯為『它被剩下、遺留 』。從上下文來看，4節的大袞的頭和兩隻手被折斷

在門檻上，只剩下來的是它的身體。希伯來文的Niphal『 剩下』，表達大袞的被動行為或是

                                         

309 聖經希伯來文初階，155。 

310 同上，206。 

311 同上，275。假如被動分詞在所修飾的名詞之前或之後，並且只有在性別及數量（也有限定性）上與名詞一致，

它在述語用法上，本文的經文裡面只修飾兩個手掌而已。分詞到底修飾什麼？子句的意思出現很大的差異，在

“ י׀   ֣ וְׁשת  ”上看到連接詞Waw，那麼折斷的物件並不包括『大袞的頭』。4節的第三子句的直譯是『還有大袞的

頭，還有它的手掌兩個被折斷在門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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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語氣。在它的語境中分析“ר ְׁשַאֹּ֥ 是有未出現的“主導勢力”做出的結果。通過只剩下”נ 

來的大袞的軀幹，可以推論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大袞是受害者，看不到的施害者

的形影，這個時刻作者暗示施害者的影子，緊迫出場了。 

它在舊約裡頭出現的頻率相對的來說，並不很高，共有133次出現， 其中它的Niphal動詞

出現有90次。在歷史書出現它一共有55次，撒母耳記上出現一共有6次。  

根據約書亞記十一章二二節中的“ׁשאר”(“ רו   ְׁשָאִֽ נ  ”，動詞，Niph‘al 完成式）與“ יתר，

（“ ר   א־נֹוַת֣ ל ִֽ ” ，動詞，Niph‘al 完成式 3 單陽，撒母耳記上只出現4次）都是一樣翻譯成

中文為『剩下』的意思。  

 ”יתר“ ”ׁשאר“

撒上5:4,  只剩下大袞的殘體 撒上2:36，你家所剩下的人 

撒上9:24, 撒母耳說：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 撒上15:15，其餘的，我們都滅盡了 

撒上11:11, 剩下的人都逃散，~沒有二人同在一處的。 撒上25:34，凡屬拿八的男丁必定不留一個 

撒上14:36, 直到天亮，不留他們一人 撒上30:9，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裡 

撒上16:11, 還有個小的，現在放羊  

撒上25:22,我若留一個到明日早晨，願神重重降罰與我。  

其實，『剩下者的思想』影響在舊約神學裡是很大的，在挪亞洪水災難（創7:23節）中，

『只留下（“ ֶאר    ָשִ֧ ַוי  ”）挪亞和那些與他同在方舟裡的』本文不討論“舊約剩下者的思想”，

只是要提示它在原文上所出的文法功能。  

 

 ”דרך“

在舊約歷史書裡只出現10次，其中撒母耳記上五章五節1次出現，“ ְדְרכּו  א־י  ַֹֽ Qa” ל

l動詞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翻譯成『他們不踩踏』。 

   “  ” כבד

在舊約聖經裡總共108次出現，其中在歷史書上出現34次，在撒母耳記上出現此單

詞一共有10次。Qal（『沉重災難、受尊榮、發沉』）、Niphal（『被變得沉重、受尊

榮、使自己得榮耀或尊榮』）、Piel（『使之發沉、使之得尊重』）、Pual（『被受

尊榮』）、Hiphil（『使沉重、使遲鈍、致使受尊榮』）、Hithpael（『使自己沉重、

密集、自尊』）312 

在撒母耳記上第六節裡出現，“ ד ִ֧ ְכב  ת  ，是反轉性waw和第三人稱陰性單數結合” ו 

翻譯為『她加重了』。從上下文來看『她』是指『 耶和華的手 』。如下看撒母耳記

上出現的“ 313”כבד的範例： 

撒母耳記上 Qal動詞 Piel動詞 Niphal動詞 形容詞 

ד“ 2:29 ֵ֤ ב  ְתכ  敘 ”ו  述 式 動 詞 第

二 人 稱 陽 性 單

數 

   

                                         

312 CBOL原文字典資料&Bible Works。 

313 聖經希伯來文初級，151。 狀態動詞與他們對應的形容詞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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ד“ 2:30 ֵ֖ ב     未完成式第一人稱單數  ” ֲאכ 

2:30  

“ י־ְמכ   ַֽ יכ  ֵ֥  ” ְבד 

 分詞，陽性複數，帶有第

一人稱陽性複數的詞尾 

  

ד“ 4:18 ִ֑ 連接詞waw,，陽性    ”ְוָכב 

單數 

ד“5:6 ִ֧ ְכב  ת  敘 ”ו  述 式 第 三 人

稱陰性單數 

   

ה“ 5:11 完 ”ָכְבָדֵ֥ 成 式 第 三 人

稱陰性單數 

   

ְבדּו֙ “ 6:6 未完成式第二人稱陽性複  ”ְתכ 

數 

  

ּו“ 6:6 ְבדָ֛    。完成式第三人稱複數  ”כ 

ּו“ 9:6 ְבדָ֛   分詞陽性單數   ”כ 

ד“ 22:14 ְכָבֵ֥  ,連接詞waw   ”ְונ 

分 詞 陽 性 單

數。 

 

ד“ 31:3 ֵ֤ ְכב  ת  敘 ”ו  述 式 第 三 人

稱陰性單數 

   

 

 ”שמם“

在舊約聖經裡出現總共有86次，其中摩西五經和歷史書各有7條經文中看到。它在先知書

總共63條經文中看到。它在撒母耳記上，只有一次在5章6節中看到, 是“ם ִ֑ מ  ְיש  Hiphil動詞，”ו 

反轉性waw,敘述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帶有第三人稱陽性複數的詞尾，『他把他們嚇到了』

或者『他使他們荒蕪了』。從上下文來看，作者刻意使用Hiphil動詞，以便表達出主動者與被

動者明確的切開，從文學的效果上，讀者們通過本經文來能體會到以色列神威嚴、敬畏、全能

的風度。 

根據中文《和合本》聖經，在歷史書中 “שמם”的語義，如『敗壞』、『孤孤單單地』

『驚訝*2』、『荒涼』『驚懼憂悶*2』。 

比照摩西五經出現7次的經文，它們的語義大概是荒涼（*2）、荒場（*4）、差異、荒廢。 

 

 ”נכה“

在舊約聖經裡出現總共有460次。其中在歷史書上出現有261次。這是不難怪，是因為，『打

擊』、『擊打』、『鞭打』、『殘殺』、『殺害』、『毆打』等的表達都在舊約歷史書裡面是

正常的現象。要看撒母耳記上它的出現一共有46條經文中看到。其中5章裡有兩次的出現，六、

九和十二節。 

六節和九節上出現反轉性waw加上Hiphil動詞第三人稱陽性單數，“ ְַּ֤ך ~翻譯為『他使” ַוַיֵ֤

打擊』或『他擊打~』。 

從上下文來看，“ 的子句，翻譯為『 耶和華的手用痔瘡擊打他們 』 。 十二節的” ַוַיְך

ו “ 是Hophal動詞，完成式第三人稱複數， Hophal動詞的字義是Hiphil的被動詞，可以翻”ֻהכָ֖

譯成『他們受擊打』或『他們被鞭打』。 

從上下文來看，12節第一子句上『沒有死的人都受痔瘡的攻擊』，這是以革倫的人們遭受

的語境，以革倫的人們是被動者，但是它裡面還包含使役動作，即以色列神叫以革倫的遭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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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痔瘡的折磨。在他們的被動上能看見神的掌管。
314

 

 

“  ” ראה

在舊約聖經裡它出現的聖經共有1203條，其中摩西五經367條經文；歷史書327條經文；詩

歌212條經文；先知書297條經文。 

在歷史書中的撒母耳記上68條經文中看到它的出現。撒母耳記上五章七節上出現1次，

“ ּו  ְראֵ֥ י  是出現反轉性waw的Qal動詞，敘述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按動詞的變化，Qal動詞1” ו 

170次，詞義 『看見』有897次，最多出現。 從上下文來看，第7節第一子句出現的

“ ּו  ְראֵ֥ י   。在經文的語境上浮現出實際事件的畫面，帶來現實感，” ו 

 

“  ” ישב

在舊約聖經裡它出現的聖經總共980條。其中歷史書出現的最多有403條聖經。在撒母耳記

上42條經文中看到它。它的字義有Qal動詞(1090次)包括『居住』、『留下』、『坐』等的意

思。Niphal動詞表示『有人居住』，Piel動詞表示『放置』、『安放』，Hiphil動詞表示『使

坐下』、『使居住』、『使住下』等。Hophal動詞表示『被使之居住』、『被居住』等。撒

母耳記上五章七節“ ש ֵׁ֞ ב א־י  ַֹֽ 。是從上下文來看，『他不要留下』比較好”ל
315
 

 

 “  ” קשה

它在舊約聖經裡出現的經文總共28條，其中歷史書11條經文上看到它。根據中文《和合本》

聖經，看如下它在撒母耳記上五章七節中的詮釋。『因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們和我們的神大袞

的身上』（5:7節） 

撒母耳記上五章七節“ ה י־ָקְׁשָתֵ֤ ִֽ 、是Qal動詞完成式第三人稱陰性單數，表示『苦難』”כ 

『艱苦』、『使苦難』、『使苛刻』等。 從上下文來看，7節第三子句裡出現的“ה 表”ָקְׁשָתֵ֤

示以色列神對敵人所施行的鞭打是多麼苛刻。
316

 

 

“ לחש ” 

在舊約聖經裡它出現的經文共有780條。其中在歷史書的經文366條上看到它。在

Qal動詞裡表示『打發』、『送走』、『解散』、『差派』等的含義。撒母耳記上五章

八節的“ ְשְל֡חּו  י   。是反轉性waw加上敘述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意味『他們差遣』” ו 

它的Qal形式出現562次；Piel形式出現265次，意味『遣散』、『送走』、『解

散』、『驅逐』、『送出去』、『趕出去』、『放走』、『使自由』等等。 五章十節

的“ ּו  ְלחָ֛ ְַּ֤יש  ַֽ 是Piel動詞，它帶有反轉性waw,第三人稱陽性複數，從上下文看，對它” ו 

的詮釋，值得我們思考，筆者把五章十節第一子句的piel動詞詮釋列出如下： 

                                         

314 聖經希伯來文初階， 383。 

315 看來，這段的子句是很有意思。以色列神的約櫃本來是被俘虜到非利士人的地方而來的。但，第7節第二子句

上卻看到“主客倒換”的含義。作者刻意使用Qal動詞未完成式，來暗示戰爭的勝敗還沒結束，逐漸地剝皮出

真正的戰爭就要開始了。 

316 非利士人的存在只是神為了管教自己的百姓——以色列子民而使用的鞭子。在神的眼裡根本沒有他們，而神對

以色列百姓向來是從立約而成立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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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ון“ ים ֶעְקרִ֑ ֵ֖ ֹון ָהֱאֹלה  ּו ֶאת־ֲארֵ֥ ְלחָ֛ ְַּ֤יש  ַֽ  ”ו 

範例1）他們將神的約櫃送到以革倫去 

範例2）他們將神的約櫃趕出到以革倫去 

範例3）他們將神的約櫃驅逐到以革倫去 

從說話者的觀點來看，可以分析敘述者站在誰的立場上描述這段子句，表達出自己的意念。

敘述者站在非利士人的立場上描述這段子句，Piel動詞肯定包含『趕出』或『驅逐』的概念；

如果敘述者站在以色列讀者的立場上描述這段子句，Piel動詞肯定不包含貶義的含蓄，而表示

中心詞的含義。（既不是褒義又不是貶義） 

在本文，筆者採取中心詞的含義，將這段子句翻譯為『他們就把神的約櫃送到以革倫』。 

同樣在11節裡“ׁשלח”有兩次出現，第一子句的“ ו ְׁשְלח  Qal動詞)ַוי  , 3mp)”和第二子句的

ו “ 前者翻譯為『他們，”ׁשלח“從上下文來詮釋兩個子句中的 。”(Piel動詞，祈使式mp)ַׁשְלחֵׁ֞

派人去聚集』；後者翻譯為『願你們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送走』。
317

 

 

“  ” אסף
在舊約聖經中187條經文裡看到它。歷史書74條經文，其中撒母耳記上12條經文裡看到它

的出現，Qal動詞裡出現200次，表示『招聚』、『聚集』、『除去』等的意思。撒母耳記上五

章裡有2次出現，有八、十一節，看如下的子句： 

 

8節“ ו“ ”ַוַיַאְ פו ו ַוַיַאְ פֲ֜ ְׁשְלח   他們打發人招聚 ”ַוי 

11節“  ו ו ַוַיַאְ פו  “ ”ַוַיַאְ פֲ֜ ְׁשְלחֵּ֡  他們打發人招聚 ”ַוי 

 

 ”עשה“

Qal動詞出現在聖經裡總共2600次，Niphal總共95次出現。它在舊約聖經中出現2286次，

舊約歷史書總共835條聖經，其中撒母耳記上的83條經文中看到它。本文的五章八節裡看到

“ ה ֲעֶש֗ ה־נ  ַֽ 從上下文來看，亞實突人看見大袞的慘變和居民們遭受痔瘡的災殃，便打發人招，” מ 

聚非利士人的眾首領，在這些語境之下，正是亞實突的男人們和眾首領一起開會彼此問答的狀

況。『我們要做什麼？』。“ה ֲעֶש֗  。是Qal 未完成式第一人稱複數”נ 

 

 ”סבב“
在舊約聖經中總共147條聖經中看到它。其中歷史書74條經文中撒母耳記上12條經文裡看

到它，其中五章八節、九節和十節裡看到它。 

它的意思在Qal動詞上表示『轉動』、『旋轉』、『轉向』、『轉回』、『圍繞』、『環

繞』、『改變方向』等。 

另外，它在Hiphil動詞上表示『轉彎』、『使轉彎』、『帶過來』、『使包圍』、『使圍

繞』等。 

它在Niphal動詞上表示『自己旋轉』、『在封閉的圈子裡繞』、『做圓形的旋轉』、『被

翻轉』等撒母耳記上五章裡出現的“בב ”在如下318： 

8節“  ב ס ִ֔ ֣  Niphal未完成式第三人稱陽性單數 ”י  ֹון ֱאֹלה  ב ֲארָ֖ ס ִ֔ ו ַג֣ת י  אְמרִ֔ ל ַוי ֣ ֵּ֑ ְשָרא  י י 

                                         

317 十一節也是與十節一樣解釋為Piel的子句。 

318 它詳細的內容說明在本文的文法分析裡，可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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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節“ בו ל׃  反轉性waw, Hiphil敘述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 ”ַוַיס ֵּ֕ ִֽ ְשָרא  י י  ֹּ֥ ֹון ֱאֹלה  בו ֶאת־ֲארָ֖  ַוַיס ֵּ֕

9節“בו ֣ ַ ֹו  Hiphil完成式第三人稱複數 ”ה  תִ֗ בו א  ֣ ַ י׀ ה  ֣ י ַאֲחר   ַוְיה ֵׁ֞

10節“בו ֣ ַ ֣  Hiphil完成式第三人稱複數 ”ה  ַלי  ֶאת־ֲארֹון  ֱאֹלה  בו א  ֵ֤ ַ ר ה  אמ ִ֗ י ל 
ל ְשָרא ִ֔  י 

 

 ”זעק“
在舊約聖經中72條經文裡看到它。在Qal動詞裡表示『哭』、『哀號』、『呼喊』、『呼

求（某人的幫助）』等；在Niphal動詞裡表示『被聚集』、『被召集』、『被結合在一起』等；

在Hiphil動詞裡表示『喊叫』、『呼叫』、『做出呼求』、『做出宣告』、『向~喊叫』等。 

其中在歷史書37條經文中10條經文在撒母耳記上出現。撒母耳記上五章十節，“  ו ְזֲעק  ”ַוי 

是Qal動詞敘述式第三人稱陽性複數，從上下文來看，它的子句翻譯為『他們哀求』。 

    撒母耳記上五章十節裡使用的“זעק”與出埃及記二章二三節裡的“זעק”比較：筆者認為

關於以色列人的歎息哀求和非利士人的呼求上達於『神』或『天空』有一定的差異。前者是在

立約上被神揀選的百姓；後者是在立約之外成為神的敵人。 

    撒母耳記上第五章第十節，“ ר    אמ ִ֗ ים ל  נ ֲ֜ ֶעְקר  ו ָהִֽ ְזֲעק  ַוי  ”=『以革倫人們喊嚷起來說』。 在

“ ו  ְזֲעק  ַוי  ”上沒有出現以革倫人們喊嚷起來的物件。雖然在十二節裡有發展性的描述城市的人

們『哀聲上達於天』，但作者沒有明確的表示『天』指的是什麼？他們所拜的神明？還是以色

列神？ 從上下文來推測作者的意識觀念，十二節『哀聲上達於天』中的『天』仍然看不出非

利士人們認罪悔改的樣子。作者只是描述非利士人們因受苦而死帶來恐懼，從中無法測量以色

列神留下給他們的憐憫。 

 

 ”ֶסֶרן“

只有在歷史書裡出現這個單詞，都是複數形態“ְרנ י ַ”表示非利士五個城市的眾首領，具

體經文是約書亞記十三章三節、士師記(3:3、16:5、16:8、16:18[兩次]、16:23、16:27、16:30)、

撒母耳記上（5:8、5:11、6:4、6:12、6:16、6:18、7:7、29:2、29:6、29:7）、列王記上（7:30）、

歷代志上（12:19）, 這個單詞不是閃族的名詞，而是一種外來語，有可能是非利士人從他們家

鄉帶來的專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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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古代近東的觀念 

（一）神觀 

要瞭解敘利亞—巴勒斯坦的歷史，從領土的範疇來劃分，希臘語Palaistine是指埃及東北

部的小沿海地區。西元前第二世紀，羅馬人將猶大全地包括敘利亞南部三分之一的區域稱為巴

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境界，西部的地中海及沿岸平原的中間Shephalah,還有古以色列萬國的猶

大和撒瑪利亞山嶽地帶領土都是包括之內。如今，敘利亞-巴勒斯坦是指地中海東部沿海的巴

勒斯坦和它的北部敘利亞的領土。319從廣義的來看，聖經裡出現的迦南地包括黎巴嫩海峽、烏

加迾（RasShamra）、敘利亞南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一帶。320 撒母耳記上五章的舞臺就是

在這個地理環境中“構造的產物”，藉著古代近東世界的認識，特別晚期青銅器的沒落，同時

初期鐵器時期的萌芽階段影響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五章的事件是值得本文研究的部分。 

其實，追蹤非利士人大約晚期的青銅器時期定居在迦南地，Troy滅亡時期生存下來的人

們就移動到近東的海岸，這時期恰恰是鐵器的萌芽時期，他們的勢力藉著鐵器的文化更加帶來

興旺（撒上十三19至22節），西元前1200年，Hittite民族（赫人）滅亡，相反，新亞述的Sh

almaneserIII(858-824BC)在鐵器文化的基礎下成為強大的帝國。321 而舊約聖經對非利士人

的記錄，他們的勢力就在迦南地最興旺的時候，他們已經超過以色列人的勢力。五個城邦連接、

帶有鐵器的武器和鐵車、佔領迦南的西南部的沿海平野，可以說明他們在初期的鐵器時期的強

勢。本文中注釋撒母耳記上五章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前後背景也是如此，他們打敗以色列甚

至奪取耶和華約櫃的事件是不難理解的。 

對於巴勒斯坦的考古文物，近幾年發掘Ebla(如今Tell Mardikh)文獻可以瞭解到西元前3

000年至2000年的敘利亞歷史；發掘烏加迾（如今Ras Shamra）文獻可以瞭解到西元前200

0年至1000年迦南地的歷史，烏加迾是西元前十四世紀迦南的主要城市，西元前1200年從海

洋民族的侵略而滅亡之後Mycenaeans、Hittite、巴比倫、Hurrians和埃及人們混在一起生

活。322  

由此可見，這些考古的文物可以提供五章非利士城市的歷史背景，因此，本文要注重看烏

加迾的文獻，是因為它是一個屬於迦南地的重要城市之一，Hess講的話很有道理，有烏加迾的

發掘（西元前1400年至1200年之間的記錄），可以更多的瞭解當時迦南地的多語言、多民族，

多文化，
323

為了本文的必要，筆者引用參考這些資料比較並瞭解以色列神與迦南地的神明世界，

                                         

319 No,SaeYoung&Park,JongSoo,《古代近東的歷史與宗教》（Seoul：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Korea, 2000）

55.  

320 Ibid, 55. 

321 Ibid, 27. 將非利士人定居在迦南地的時期，是青銅器晚期轉變為鐵器初期的階段，他們來自於愛琴海, Troy戰

爭剩下來的難民, 他們很快適應在迦南地的文化, 便掌控鐵器文物來擴大自己的領域。筆者在本文章的歷史脈絡

上又提示另外的根據，是埃及RamseseIII與海洋聯合軍打仗，其結果埃及完全的勝利帶給海洋人們被俘虜到迦南

地開始生活。後來，埃及在迦南地上的勢力逐漸衰退，埃及撤退之後，非利士人們的勢力很快掌控在沿海一帶，

甚至他們征服猶大山嶽，與以色列經常打仗，這是在舊約聖經歷史書上所看到的內容。 但新亞述興起之前在迦

南地的掌權者便是非利士人們，他們在北以色列王朝被亞述滅亡之前，非利士人們已受亞述帝國的控制，他們勢

力愈來愈衰退，一直到南猶大王朝被巴比倫滅亡時，非利士徹底毀滅在巴比倫的手裡。 

322 Michael David Coogan, Stories from ancient Canaan，ed.&trans.by Michael David Coogan(America: Philadelphia,Wes

tminster Press,1978)9. 

323 James I. Packer, The World of the Old Testament, ed. by James I. Packer et al(America: Nashville,  T. Nel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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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揣摩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情景。 

（二）烏加迾 

根據烏加迾的泥版，可以瞭解以色列的神與烏加迾的神明的共同之處和相異之處。比較舊

約聖經與烏加迾的神明，烏加迾萬神殿的324第一是El, 這個名字在聖經裡常常出現。El的名字

和它的變形“Elohim”的稱呼都是指『神』，被使用為固有名詞。Michael David Coogan

比較“El”和“Elohim”的差異，如下舉出一些經文來，本文引用他的做法，以便瞭解撒母

耳記上五章的神觀背景：詩篇八十二篇一節說，325『神站在有權力者的會眾，在諸神中行審

判』，第一個『 神 』是Elohim（ ים  ֹלה ֗ ）第二個『神』是El ,（ ֱאַֽ ל   ִ֑ ת־א  ֲעד   。（ ב 

以賽亞書14:13 
在神眾星以上( ל ֵ֖ י־א  ֹוְכב   ( ְלכַֽ

申命記32:8 
神的眾星（ἀγγέλων θεοῦ ）/ ל׃   ַֽ ְשָרא  ֵ֥י י   (MT) ְבנ 

出埃及記6:2-3 
神曉諭摩西說 ים   ֵ֖ 全能的神《El Shaddy》； ֱאֹלה  י   ָּדִ֑ ל ש  ֣   ְבא 

י“ ָּדִ֑ ל ש  ֣  ,翻譯為“of God Almighty”，但本來是『山的神』或『El（El Shaddy）”ְבא 

在山上的』的意思。
326

 

El,是住在流出生命水並眾神明所召開會議的山上，聖經反應這些神話，特別烏加迾中出

現El的稱呼，與創世記二十一章三十三節的“El”很相似。 

創世記二十一章三十三節：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the Eternal God. (NIV) 

ם׃ ל עֹוָלַֽ ֵ֥ ם ְיהָוֵ֖ה א  ֵ֥   ְבש 

ὄνομα κυρίου θεὸς αἰώνιος  

從中看到耶和華表示為永生神，這裡神是El, 與烏加迾中的El表示『時間的父』，
327

這兩

者很相似。
328

 

創世記49:24，『雅各的全能者』——》“ ב  יר ַיֲעק ִ֔ ֣ ֲאב  ” 『全能者』“יר ָ֖ 與烏加迾的”ֲאב 

“ibr”比照。 

據烏加迾的文獻，『巴力是知道

的』的意思。撒母耳記下5:16節，

『以利雅大』“ ע   ֶאְלָיָדָ֖ ”，在 

歷代志上14:7節，『比利雅大』，

意思是『El是知道的』。 

 

以賽亞書1:24，『以色列的大能者』“ ל  ֵּ֑ ְשָרא  יר י  ָ֖ ֲאב  ” 

                                         

982) 

324 舉出烏加迾中出現閃族的萬神殿（The semitic pantheon）的神明，大約250個以上的神明，撒母耳記上五章出現

的大袞也是屬於烏加迾神話中出現的神明之一，“Mot”(死亡)和“El”都是在烏加迾神話中的神明。在本文中

的經文佈景是非利士人的地，所以必要查考烏加迾神話的功能。 

325 Michael David Coogan, 19. 

326 Ibid. 

327 William L.Holladay，A Concis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America:E.J.Brill, Leiden, Netbe

rlands,1971)2. 另外，第268頁提示時間連貫的神，就是『永生神』 

328 Michael David Cooga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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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34:6，『主，主，有憐憫和有恩典的神』
329

 

ון “ ום ְוַחנֵּ֑ ל ַרחָ֖ ֹּ֥ ה א   ”ְיהָו֣ה׀ ְיהָוִ֔

烏加迾神話，『KTU1.15』中描述

了『El的祝福』，Baal對El所講的

話很相似。
330

 

根據《烏加迾語基礎文法》，331 ‘ibr’確實是與以上的經文比照，與舊約聖經的意思很

接近，對於El的稱呼上，兩者的描繪方式很相似，比如，Baal，包含Bull,的意思，雅各的全

能者的全能者，在原義上表示Bull, 黃牛的意思。El也是從‘ab’的名稱中出現的。Baal,經

常在文獻中描繪成“Lord of plowed furrow”，『雨』、『暴風』和『多產』的功能。要

看撒母耳記上五章的事件，非利士人們將耶和華的約櫃放在他們的神明大袞廟裡，都有連貫。

   在烏加迾文獻上，大袞和El被描述為Baal的父親：非利士人將約櫃放在大袞廟裡，很明顯

看出他們的意圖。非利士人認為El與Dagon的結合，會有帶給他們更多的豐盛。因而，本文特

別重視撒母耳記上的作者觀點，他描繪撒母耳記上五章的事件，因為他的『神』（Elohim）觀

要求申命記的歷史觀，所以他敘述這部歷史事件，
332
 就不然借用撒母耳對掃羅的話說：『你

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撒上十三章十三節）。  

其實撒母耳記上五章『耶和華的手』就象徵全能神的擬人化。烏加迾中的‘Abr’呈現在

撒母耳記上五章以色列神耶和華的手中，作者通過大袞神明與耶和華比照，‘abr’的神就是

耶和華。這事件，往後的舊約聖經以利亞和巴力先知們的競賽——『誰的神是真神』也是同樣

的道理。當以色列祭拜巴力的現象在舊約聖經中經常出現，使先知們警誡那些祭拜巴力的以色

列百姓。以色列受到巴力的影響，連子女們的名字都用巴力的名稱來起名。之所以巴力信仰在

以色列中出現普及現象，是因為以色列描繪耶和華的屬性時，他們都採取迦南地的語言色彩，

便引起以色列的宗教信仰變為混合主義的趨勢。 

本文思考以上的論述，來摸索撒母耳記上五章裡，作者描述十二次的約櫃單詞，有包括修

飾詞『耶和華』、『以色列神』、『神』的單詞，筆者認為這裡面含有作者對神觀提示不同的

意義。 

一、二節，   

神的約櫃（2次）    

Elohim的觀點 迦南地神觀 

神明之一 

以色列神觀 

  El 

作者觀， 

宇宙性 

三、四節， 

耶和華的約櫃（2次） 

Adonai的觀點 信仰表白 Adonai 作者觀， 

唯一性 

七、八節， 

以色列神的約櫃（4次） 

Elohim的觀點 神明之一 Adonai 作者觀， 

制定限制 

十節 ， 

神的約櫃（2次）； 

以色列神的約櫃（1次） 

Elohim的觀點 神明之一 El 

Adonai 

作者觀， 

宇宙性， 

制定限制 

十一節， 

以色列神的約櫃（1次） 

Elohim的觀點 神明之一 Adonai 作者觀， 

制定限制 

從中分析，很清楚的理解到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時代就是宗教混合階段，聖經以外的文獻

（比如烏加迾文獻）中發現迦南地『巴力、El』的描述經常在舊約聖經裡看見。 雖然以色列

                                         

329 Ibid, 12. 

330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 Pictures, 339. 

331 Stanislav Segert, A Basic Grammar Of The Ugaritic Language: With Selected Texts And Glossary(America: Universi

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78. 

332 筆者認同Martian Noth包括後來許多學者們將『書、士、撒、王』定為申命記歷史書，是因為如果聖經的作者

本身沒有“申命記觀”，就會造成當時迦南地以色列人們的意識糊塗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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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身相信唯一的神觀（例子代表五經中的十誡），但是當他們所理解的神表現在媒體當中時，

反而，造成混合狀態，的確以西結先知舉出以色列信仰墮落的症狀，如此描述：“你根本、你

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親是亞摩利人，你母親是赫人”（以西結書十六章三節）。
333

 這句

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關於以色列的文化背景自從四十年曠野生活結束之後進入迦南地定居生

活開始以來，以色列無法保守盡都毀滅的信仰觀，如此在撒母耳記上五章出現耶和華親自彰顯

出自己的榮耀和保守自己的聖潔來，甚至向萬民宣佈耶和華以色列神是唯一的，也是萬神之神。 

 

（三）死亡“ תּו ，（動詞）” מ ִ֔ ֶו֙ת     （名詞） ָמ֙

撒母耳記上五章的事件從頭到尾描繪有關非利士人面臨的死亡問題。大袞的頭和兩手斷掉，

只剩下軀幹，作者描述非利士人的神明倒下在耶和華的約櫃面前，甚至有兩次描述『臉伏於地』

的事。 

然後神的手重重地加在亞實突人、它的四境，接著迦特和以革倫的人們身上，叫他們嚇死，

甚至以痔瘡臨在他們身上，就遭受死亡。 

第四章以色列軍在非利士軍的手中死了三萬四千人，這戰爭帶給以色列人受到災難性的失

敗。這個時候，戰爭的神（耶和華）在哪裡？耶和華的約櫃不代表萬軍之耶和華嗎？反而，耶

和華的約櫃落非利士人的手裡，甚至被放在大袞廟裡大袞旁邊 。看四章的情節，“死亡”支

配在以色列境內，如以利的兒媳婦臨死之前口中最後所講的話一樣，『榮耀離開以色列了，因

為神的約櫃被擄去了』。死亡，名詞“  ֶות 。在烏加迾神話中是神明之一”ָמ 
334

 

撒母耳記上五章裡看到死亡的單詞直接出現在十一、十二節上，一個動詞，另一個名詞。

在這五章的整個圖像中看到都是死亡的氣氛。看如下圖表： 
3、4節 臉伏於地，頭和手被折斷在門檻上 

6節 重重加在，敗壞他們，使他們痔瘡 

9節 耶和華的手攻擊那城，大大驚慌，生痔瘡 

11節 原來重重攻擊那城，城中的人都有因驚慌而死的 

12節 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瘡 

從經文中看到三、四節確實是死亡的光景，六節的敗壞也同樣間接的暗示死亡的場景；九

節也是從上下文來看，的確間接地暗示死亡的情景，十一節和十二節更直接地描繪死亡帶來的

嚴重現象。 

因為，大袞死了，接著大袞的百姓們當然免不了死亡的命運。這與四章具有明顯的對照。

從以色列的死亡狀態（四章）與非利士人死亡狀態（五章）的意義來看，作者的重點並不是約

櫃的本身，而是要以申命記的歷史觀來描繪神的王權和在『約內』的以色列百姓、『約外』的

非利士人命運。 

有趣的是，在五章十二節敘述以革倫城內所有人們的呼求，其聲音上達於天。這又是與四

章二十一節的『以迦博』（=『榮耀離開以色列了』）有對應關係。 兩者都包含人對神切切地

期望，對以色列百姓來說，他們向耶和華呼求恢復以色列共同的盼望；對非利士人來說，他們

                                         

333 呂榮輝博士說古以色列受到迦南人的影響（The Canaanite influence）是難免的，因為巴力、亞斯她錄的偶像作

為迦南人們所信之神多產的象徵，他們相信這些偶像會提供牲口和豐腴的土壤。因此，以色列人也自然而然追

求物質的豐腴，將耶和華放在迦南的信仰中改為豐腴的神。（呂榮輝，《發掘聖經的真相：考古學者看聖經》，

2013，29）。 

334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 Pictures, 293. 根據烏加迾神話『KTU1.4』和『1.6』闡述“Baa

l”的故事，有關“Mot”與“Baal”的打仗，“Baal”死在“Mot”的手中。撒母耳記上五章描述大袞的『臉伏

於地』與烏加迾『KTU1.4』(第260頁至第285頁)第282頁的『4.v』中描繪的『坑內』、『地下』的“Baal”的情

況。“Mot”將“Baal”關在地獄裡，筆者將這場景連接在撒母耳記上五章的大袞身上，從上下文來看五章三、

四節的『臉伏於地』的場面，非常生動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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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呼求保護自身難保的生命。非利士人看見大袞的死亡，就看見以色列神的能力。但作者沒

有留下給非利士人對耶和華懇求期待和盼望，刻意描述『約外』人的結局不在屬神保護之下，

只在死亡『Mot』之下的。 

這複數性的天，對以色列人來說是指一個空間而已，在舊約聖經裡出現420次以上，表示

至高者、至聖者所在的空間。譬如說，詩篇二篇四節、十一篇四節、七十六篇八、九節等描述

天是屬於空間的概念。
335

 雖然古以色列人對天的觀念，在舊約聖經創世記第一章中描述天是

被造物，古以色列人從空間上的概念來理解天空，天的原文是複數，其實古代近東世界都認為

『天』是複數，“Sumerian、Akkadian 、Aramaic、Ugaritic”等中都看到複數性單詞，
336

但是古

近東世界對天是指一種至高、掌權天空的神。而古代以色列人們的思想觀念是與他們有不一樣。 

申命記五章七節、六章五節是以色列共同體信仰的最重要的基礎，在新約耶穌也引用這條

經文來表明律法的核心即總綱。因此，“脫神話化”（Entmythologisierung, 英文：Demythologi

zing）
337

的方式來描述『天』的理解，有意表達與古代近東世界的『天觀』相沖。
338

 

其實耶和華的約櫃被俘虜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以作者的觀點來看，那件事並不是很緊要

的事件。筆者認為作者的關心不在約櫃，而在耶和華本身，作者要揭發出以色列宗教信仰的問

題，而指摘約櫃只不過是一張櫃子而已，重要的是耶和華神，亦即作者通過五章的事件喚醒以

色列百姓呼求神，如同非利士合城呼求聲音上達於天一樣，作者呼喊以色列百姓回歸于立約內，

同時回復信仰的本質。 針對死亡的“Mot”面前要呼求： 

呼求者 呼求的對象 

以革倫合城呼求聲音 上達於天 

作者呼求（隱喻） 以色列百姓 

作者喚醒以色列百姓呼求 以色列神耶和華 

 

 

 

 

 

 

 

 

 

                                         

335 列王記上八章三十節至四十九節中描述所羅門的詩歌，就看到7個『在天上』的短語。這與撒母耳記上五章十

二節『上達於天』是一個概念。兩者都是空間的概念。關鍵是在這空間裡掌權者是誰？的問題。筆者認為在撒母

耳記上五章十二節所指示『天』上掌權生命者就是如所羅門所表白一樣，那位創造宇宙的耶和華以色列神。 

336 Stanislav Segert, 202. 

337 Stanley J. Grenz & Roger E. Olson, 20th Century Theology, trans. by Sin,JaeGoo(Seoul:Korea InterVarsity Press,199

7)140. 

338 參照注腳第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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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神學脈絡 

撒母耳記上十二章六節至九節，撒母耳警告以色列百姓忘記在他們的歷史上耶和華怎樣引

導他們祖先過去的事。 

ל,ֶֶאל  ו מּוא  ם:-ַויֹאֶמרֶש  עָּ הֶֶֶהָּ שָּ ה,ֲֶאֶשרֶעָּ הוָּ י 

ֶאת-ֶאת הֶֶאת-ֹמֶשהֶו  -ַאֲהֹרן,ֶַוֲאֶשרֶֶהעֱלָּ

ם. י  רָּ צ  ֶאֶרץֶמ  יֶכם,ֶמ    ֲאֹבת 

6 And Samuel said unto the people: ‘It is the LORD that made 

Moses and Aaron, and that brought your fathers up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עתֶָּ  ז ֶכםו  ת  הֶא  טָּ פ  שָּ א  בּוֶו  ַיצ  ת  נ יֶ—ה,ֶה  פ  ל 

ה: הוָּ לֶֶי  תֶכָּ הוָּה,ֲֶאֶשר-א  קֹותֶי  ד  ֶכםֶ-צ  ת  הֶא  שָּ עָּ

ֶאת יֶכם.-ו    ֲאבֹות 

7 Now therefore stand still, that I may plead with you before the 

LORD concerning all the righteous acts of the LORD, which He 

did to you and to your fathers.  

ם-ַכֲאֶשר  ח י  רָּ צ  אֶַיֲעֹקב,ֶמ  ֲעקּוֶ—בָּ ז  ַוי 

יֶכם,ֶֶאל הוָּהֶֶאת-ֲאבֹות  ַלחֶי  ש  הוָּה,ֶַוי  ֹמֶשהֶ-י 

ֶאת יאּוֶֶאת-ו  ם,ֶ-ַאֲהֹרןֶַויֹוצ  ַרי  צ  מ  יֶכםֶמ  ֲאֹבת 

קֹוםֶַהֶזה. בּוםֶַבמָּ   ַוֹיש 

8 When Jacob was come into Egypt, then your fathers cried unto 

the LORD, and the LORD sent Moses and Aaron, who brought 

forth your fathers out of Egypt, and they were made to dwell in 

this place.  

חּו,ֶֶאת  ט כ  ש  םֶ-ַוי  ֹכרֶֹאתָּ מ  יֶהם;ֶַוי  הוָּהֱֶאֹלה  י 

אֶַשר רָּ יס  ַידֶס  אֶחֶָּ-ב  בָּ ַידצ  ים,ֶ-צֹורֶּוב  ת  ש  ל  פ 

ם. ֲחמּו,ֶבָּ לָּ ב,ֶַוי  ַידֶֶמֶלְךֶמֹואָּ   ּוב 

9 But they forgot the LORD their God, and He gave them over 

into the hand of Sisera, captain of the host of Hazor, and into the 

hand of the Philistines, and into the hand of the king of Moab, and 

they fought against them.  
 

神就將以色列百姓交付與夏瑣、非利士人並摩押王的手裡，這是因為以色列百姓忘記耶和

華神。撒母耳記上五章與約書亞記十一章二一節至二十三節的“根本問題”也是因為這種原

因。非利士人原來與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定居期間不斷地爭戰，一直到大衛、所羅門王國才為

止。 可見撒母耳記下八章一節，十一至十二節，就有根據大衛王領土擴展的記錄。 

י  א י,ֶַאֲחר  ה  דֶֶאת-ַוי  ו  ן,ֶַוַיְךֶּדָּ תֶ -כ  ש  ל  םֶים,פ  יע  נ  דֶֶאתַוַיכ  ו  ַקחֶּדָּ -;ֶַוי 

ים. ת  ש  ל  ַידֶפ  ה,ֶמ  ַאמָּ   ֶמֶתגֶהָּ

1 And after this it came to pass, that David smote 

the Philistines, and subdued them; and David took 

Metheg-ammah out of the hand of the Philistines. 

יש-ַגם  יא ּד  ק  ם,ֶה  םֶֹאתָּ דֶַליהוָּה,ֶע  ו  בֲֶאֶשרֶ-ַהֶמֶלְךֶּדָּ ַהזָּהָּ ַהֶכֶסףֶו 

ל כָּ יש,ֶמ  ּד  ק  םֲֶאֶשרֶ-ה  ש.ַהגֹוי  ב    כ 

11 These also did king David dedicate unto the 

LORD, with the silver and gold that he dedicated of 

all the nations which he subdued:  

םֶּומֶ   יב ֲארָּ ַללֶמ  ש  ק,ֶּומ  ל  ֲעמָּ יםֶּומ  ת  ש  ל  פ  נ יֶַעמֹון,ֶּומ  ב  בֶּומ  מֹואָּ

ֶעֶזרֶֶבן ה.-ֲהַדד  ֹחב,ֶֶמֶלְךֶצֹובָּ   ר 

12 of Aram, and of Moab, and of the children of 

Ammon, and of the Philistines, and of Amalek, and 

of the spoil of Hadadezer, son of Rehob, king of 

Zobah. 
 

再看所羅門王國時期以色列的勢力更加鞏固起來，根據列王記上四章二一節（BHS，列王

記上4章21節是5章1節）所記錄。 

יָּהֶ   ֹלֹמה,ֶהָּ לּוש  לֶמֹוש  כָּ כֹות-ב  לָּ ן--ַהַממ  ים,ֶ-מ  ת  ש  ל  רֶֶאֶרץֶפ  ַהנָּהָּ

ם: י  רָּ צ  בּולֶמ  ַעדֶג  הֶֶֶו  חָּ נ  יםֶמ  ש  יםַמג  ד  ֹעב  ל-ֶאתֶו  ֹלֹמה,ֶכָּ יֶ-ש  מ  י 

  }פ{ֶֶַחיָּיו.

1 And Solomon ruled over all the kingdoms from 

the River unto the land of the Philistines, and unto 

the border of Egypt; they brought presents, and 

served Solomon all the days of his lif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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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把他們制伏（ ם יע  ְכנ  ש ）他“征服的所有列國、”（ י  ב  使列國服事他“”（ כ 

ים ） 的實現是從神的約而成全的應許。339 征服列國的土地是神的命令，那地就是”（ עְֹבד 

迦南之地，也是神早已給亞伯拉罕所應許的地方，甚至以色列在那地一定按照申命記的律法完

成 helem 的義務。本文特別要研究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的關係，他們在舊約聖經早已開始有

緣分。340 非利士民族包括其他外邦民族其實在舊約聖經中的出現通常解釋為被神使用的工

具，描述以色列百姓的刺。 

Antony F.Campbell, S.J.的撒母耳記上五章的結構，他把五章的題目定為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of Defeat（=『敗亡的情況下逆轉』）。
341

   

I     神與神明的鬥爭（1-5節） 

II  耶和華優勢性的證明（6-12節） 

A. 針對非利士的神明: 在大袞神殿 2–5 

1. 在大袞神殿中的約櫃 2 

2.在神殿發生了事件 3–4 

a.第一天的早晨 3 

b.第二天的早晨 4 

3.記錄(不踩踏門檻)的原因 5 

B.針對非利士人: 在非利士的城市裡 6–12 

1.在亞實突 6–8 

a.耶和華施行災殃 6 

b.人們的反應 7–8 

2.在迦特 9–10a 

a.耶和華施行災殃 9 

b.人們的反應: 拒絕約櫃 10a 

3.在亞實突 10b–12 

a .人們暴露不平的話 10b 

b.眾首領的會議 : 拒絕約櫃 11a 

c.旁白者具體的論述 11b–12 

由此可見，Campbell 的結構前半部分以大袞神殿為中心耶和華向非利士的神明所行的作

為，再分第一天早晨與第二天早晨；後半部分以非利士的城市為中心耶和華向非利士人們所行

的作為，各分亞實突、迦特和以革倫的地方。他把五章的中心思想界定為『敗亡的情況下逆

轉』，而筆者從另外的角度來接近五章的主題，是與四章二一至二二節的名詞“ָכבֹוד” 榮耀

                                         

339 創世記12章1節、7節，15章18節，17章8節。 

340 創世記10章14至15節。 

341 Antony F. Campbell, S.J., 1 Samuel, 2003,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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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迦博（ly-Kabod）= 榮耀何處？』連貫在一起看五章中的動詞“ כבד”『重重的』（5:6、

11 節）
342

，將『敗亡的情況下逆轉』改為『神的榮耀從失去中轉為恢復』，它的結構如下： 

A.以迦博，榮耀何處？（4：21至22節） 

    B. 非利士人得意洋洋，大袞得勝（5:1-2a） 

        C. 神的榮耀被侮辱 （2a） 

D 大袞受難（3、4） 

    E. 亞實突人與四境受難(6b) 

       F. 眾首領來聚集（8a） 

              G 運到迦特（8） 

                  H. 迦特受難（9b） 

                      I. 運到以革倫（10a） 

                           J. 以革倫受難（11b） 

                               K. 驚慌而死，未死的人生了痔瘡（12） 

                           J’ 神的手重重攻擊那城（11b） 

                      I’. 以革倫人喊嚷起來（10b） 

                  H’ 大大驚慌，大小都生痔瘡（9b） 

              G’耶和華的手攻擊那城（9a） 

         F’. 眾首領來聚集（11） 

    E’. 耶和華的手重重的敗壞他們（6節a）; 生痔瘡(6節b)                 

D’ 大袞被倒下（3節）被折斷（4節） 

         C’神的約櫃放在大袞旁邊（2b） 

    B’ 以革倫人呼號，聲音上達於天（5:12節b） 

A’將約櫃送回到原處（11節） 

 

在本文中，分析結構之後的結果，K的驚慌而死，未死的人都生了痔瘡（12節）的部分，

表示耶和華完全的勝利並且包含非利士人（這裡指為以革倫人）的完敗。  

這與A’有密切連貫，開始耶和華的榮耀離開以色列（A的『以迦博的現象），當神的約

櫃被擄到非利士人的手裡時，神的榮耀和自尊徹底被降低了，反而與以色列打仗之後奪取神的

約櫃來到亞實突，將『約櫃放在大袞旁邊』意味非利士人的神明大袞的力量和能力高過以色列

神，更進一步強調以色列神的約櫃放在大袞旁邊的原因，就是使以色列神的力量加添給於大袞

神明，但是，這些得意洋洋的非利士人就遭受以色列神所行的審判，遭受打擊和痔瘡病。 

作者在K的子句上展現出耶和華勇士恢復自己榮耀的高峰階段，B和B’之間的對應，非利

士人為自己的神明和俘虜的戰利品，
343

而感到得意洋洋（B），沒有想到，最後耶和華的手大

大攻擊他們，使他們面臨死亡的恐怖(B’)。 

總而言之，神自己保守自己的榮耀和聖潔，雖然神的百姓以色列虧缺了神的榮耀（4章中

以色列百姓的作為），但是神親自恢復自己的榮耀來，A’的『將約櫃送回到原處』不完全表

示神榮耀的恢復（6章1節，耶和華的約櫃在非利士人之地七個月）。重點，筆者把5章的內容

                                         

ד“342 動詞kabad {kaw-bad'}或是kabed {kaw-bade'}，表示重重的、沉重的意思, Qal是『重』的，Niphal 『受尊”ָכב 

重、得榮耀』，Piel 『榮耀、加重、使遲鈍』，Hiphil 『加重』; “ ֹוד 名詞kabowd{ka:-vo:d'}很少時候是 k”ָכבָ֖

abod {ka:-vo:d'},『榮耀, 富足, 尊榮』。 

343詹正義說這是因為非利士人相信他們這場戰爭（以便以謝與亞弗的爭戰）的勝利是因自己的神明大袞的緣故而

得勝的；另外，他們奪取以色列神的約櫃，帶給他們更大的興奮，以色列神的力量填充在大袞身上，大袞也會得

著更大的力量了。非利士人把以色列神的約櫃看做以色列神，在第四章，他們知道耶和華的約櫃到了營中。非利

士人就懼怕起來說：有神到了他們營中（4: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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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到『榮耀』的主題，證明出耶和華唯一的配得我們榮耀、讚美和頌讃的對象(2:2節)。
344

其

實，榮耀與耶和華的約櫃不能視為水準關係，約櫃本身只是一張櫃子或物體而已，但從耶和華

臨在的象徵意義上，以色列神的約櫃被視為神聖的物體，不難怪以色列百姓、非利士人都把它

看成神或神明。 

據David G.Firth將五章的形式和結構側重於以色列神的約櫃上，並且還把五章一節到七章

一節歸納與一個主題——神的約櫃，
345

 定為約櫃外流（=出埃及）的記錄，
346

 看下麵： 

約櫃 5:1、2 

以色列神的約櫃 5:7、8（*3）、10、11，6:3 

神的約櫃 5:10（*2） 

耶和華的約櫃 5:3、4，6:1、2、8、11、15、18、19、21，7:1（*2） 

櫃子 5:9 

 

總之，Firth將約櫃的主題在從五章到7章1節上，是因為這約櫃表示神的臨在，神所臨在包

含有榮耀充滿的意思(出40:34)，他認為4章中的約櫃從以色列中出來，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都

看到這件事實，他們各有不同的感受，當神的約櫃出來時，神的百姓任何沒有陪伴過，反而神

自己保守自己的聖潔，人們親眼看到耶和華為了保護自己的『榮耀』，用『手』來重重地懲罰

敵人。 

從他的結構中看約櫃有關的稱呼說法不同，史茄提出以『觀點』來看聖經很有道理。
347

 

從非利士人的觀點來看，以色列的約櫃屬於以色列神的，不屬於大袞的。本文的聖經敘述文，

具體背景是非利士人的地，但作者的生動描述引進讀者們能夠經歷到非利士人的經驗。 

在五章一至四節上看到『約的櫃子（即約櫃）』和『耶和華的櫃子（即也很好的約櫃）』，

是以色列人的用語，並不是非利士人所取向的材料，但是作者使用耶和華的約櫃、神的約櫃、

以色列神的約櫃等的用詞來直接在非利士人的身上敘述發生的事件。 

      5:1-4   關於耶和華的約櫃一般性的敘述；不提名行動者是耶和華 

      5:6、9  敘述者提示耶和華的手，但非利士人不提示神的名字 

      5:7, 非利士人們對耶和華的存在和力量，耶和華的手所做的事上反應幾乎很遲鈍。
348

.  

      6:2  非利士人對約櫃的觀點上顯示轉捩點
349

 

Firth,將約櫃的最高轉捩點表示為六章二節，他說這段落連接到以色列出埃及時的場景。

作者刻意借著非利士的口講這段落是因為非利士人知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時候，法老所做的

行為，他不服耶和華的主權，最後放不下追蹤過紅海的以色列百姓，就被吞滅在紅海中。這個

                                         

344 撒母耳記上二章二節，『只有耶和華為聖，除他以外沒有可比的，也沒有磐石像我們的神』。 

345 David G. Firth,Apollos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8: 1&2 Samuel, 2009, 90-91. 他指摘非利士人對約櫃的觀念上

有不同看法，將神的約櫃與以色列神的約櫃有分別的。筆者認為史茄所提示『觀點』史茄把觀點分為內在和外在。 

346 Ibid, 93. 

347 Sky, 99-124. 

348 Firth說他們幾次的把約櫃運送到別的地方（亞實突——>迦特——>以革倫——>還原地）去，具有暗示作者的

雙重意義。他把『以革倫人呼號聲音上達於天』的子句連接上出埃及記十一章六節、十二章三十節作為平行結構。

（David G.Firth: p93） 

349 Firth說撒母耳記的作者描述非利士人對約櫃的觀點有巨大的轉變（六章二節），他舉出非利士人的口中說出

『我們向耶和華的約櫃應當怎樣行？』。這與3節的回應，提及『使瘟疫痊癒』的方法。 

要仔細地分析，說話者是非利士人，聽的人是祭司和占卜的人，費事是人對外邦的祭司占卜的人講出『耶和華的

約櫃』，並不說『以色列神的約櫃』或者『神的約櫃』或者單純的講『約櫃』，是值得要注目的內容。在五章裡，

敘述者講述兩次『耶和華的約櫃』（5章3節、4節，6章1節），這不是借著非利士人的口中說出來的話，看起來，

從6章1節敘述者所講的話與2節非利士人所講的話中看到兩者對約櫃的觀點是有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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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教訓影響非利士人們，就在此段落上說出話來，『不可空空地送去，必要給他獻賠罪的

禮物』。 

本文贊同 Firth 的說法，非利士人對約櫃的觀點上，將 出埃及時的埃及法老王最後的結局

引以為鑒。
350

 Francesca Aran Murphy 的結構，他把五章放在從四章到七章裡面，看做第二個系

列，題目作為“The Carinival Of The Ark”,『約櫃的嘉年華』，本文引用 Murphy 的結構，用在

文章中設定年代和範疇：第一，五章的年代大約鐵器初期時期，大約 1180 年，這是海洋民族

非利士人在迦南地生活的歷史背景，與以色列人因為征服和佔領土地的問題上時常衝突矛盾。

非利士人在 1050 年至 1000 年，勢力最強的聯邦國家。
351

 在下面看 Murphy 的結構： 

  Lost Inheritance(4:1-11)             失去繼承權 

  The Glory Has Departed（4:12-22）  榮耀被離開了 

  Warts and all（5）                一切疣——亦即『全被傳染』 

Restitution (6:1-7:1)                恢復原狀 

The Last of the Judges(7:2-17)       最後士師 

 

Murphy的結構上就看到以色列百姓失去耶和華的約櫃表示與神的關係斷絕了的意思，看四

章後半部分就說明以色列人對神的約櫃的重要性，超過自己的生命還寶貴。 以利祭司死亡的

情景和他的媳婦死亡的情景都是有與神的約櫃被擄走的事情很密切的相關。亦即，沒有約櫃的

以色列共同體，其存在意義是沒用的，因為神的榮耀離開他們了。 

神臨在的象徵（出埃及記25:21-22）奪取到非利士人的手裡，表示以色列百姓就失去神所

應許的繼承權。以色列百姓屬於應許之子，神賜給他們應許之地——迦南地（創17:4至8節），

這迦南地是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分別為聖，也要全毀滅當地的當滅之物（書6：17至18節）。

約櫃正是指向神所應許的土地
352

——即與王國連貫而神的榮耀所臨在的地方是神的約櫃，它表

示以色列共同體與神相會的場所，包含神的統治，同時包含神是以色列的真王。 

但是，神的榮耀離開了以色列，因為神的約櫃被非利士人奪取了，在五章上約櫃的流浪記

指向土地，那土地是以色列神所掌權的王國，
353

 這是撒母耳記上4章和5章所暗示的主題，耶

和華的手大能大力表示以色列神就是真王。  
如此看來，對以色列人來說，在現在和未來生活上的歷史回顧是信仰挑戰初步表現。難怪，

舊約聖經五經、歷史書裡面經常出現耶和華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

神』，這表明教導以色列百姓如何認識到祖先的神，摩西在何烈山遇見耶和華時，耶和華就自

我介紹的話語（出3章6節）。 

耶和華命令以色列百姓“ ד  ה׀ ֶאָחַֽ ינּו ְיהָוֵ֥ ֵ֖ ה ֱאֹלה  ל ְיהָוֵ֥ ִ֑ ְשָרא  ע י  ֵ֖ 是由神的百姓（過，”( Deu 6:4) ְשמ 

去、現在和未來的百姓）一代一代傳承的座標。撒母耳記上五章的作者若不以申命記觀來描繪

其事件，就不能保存神在五經中的旨意。Martian Noth和申命記歷史學派認定歷史書上經常出

現的歷史的警告、懺悔、回顧和反省，筆者認為，撒母耳記上五章的圖像也是同樣，作者針對

處於戰爭的失敗和將耶和華的約櫃被擄到非利士人手中的以色列百姓描繪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

事件。
354

 的確，在撒母耳記上五章歷史事件上就明顯的看到作者的諷刺，特別將約櫃反覆轉

                                         

350 David G. Firth,，Apollos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8: 1&2 Samuel, 2009, 93-94. 

351 Francesca Aran Murphy, 1 Samuel，42. 到了大衛做以色列國的第二君王，非利士人的領土被大衛佔領，一直到

亞捫滅亡、亞述滅亡和巴比倫滅亡之後，波斯帝國時期基本上不見他們。（列王記上下） 

352 Rendtorff, 101. 

353 Park,SamYoull & Rechard Hess,『舊約聖經的兩大柱子是神的王權與約：與Richard Hess的對話』，《牧會與神

學》，Vol.-No.185(Seoul: Duranno, 2004, 200-207) 200. 

354 Edwin M. Good寫Irony in the Old Testament，筆者認同他在舊約聖經上採取具有諷刺性的教導，來解釋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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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到非利士人的不同之地，可見描繪這些場景令人感到很幽默和可笑。 

但，這戲劇性的事件畢竟是歷史的一個場面，在解經上必帶有考古學的根據，而且同時將以色

列的歷史與土地的關係在申命記觀上樹立神學意義，John Bright主張舊約聖經應該著重聖經

資料上的歷史，是有道理的。
355

 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歷史之前的背景，從出埃及的事件、在曠

野生活、進入迦南地之前摩西的訓話、征服和士師時代定居迦南地，一直到成立以色列王國，

都是相互連貫的。對於神的百姓與土地之間的緊密關係，先在約書亞記、士師記上明顯重視它

的意義，後在撒母耳記上重視神的王權的意義，在撒母耳記上五章裡看出『神的王權』和『約

內』的以色列與『約外』的非利士人。 

  如下證明撒母耳五章的中心思想： 

神的王權——————————————》 以色列神的手 

約—————————————————》 約櫃 

   Rechard Hess對聖經的觀點也是一樣，他主張『王國與立約 』是正典聖經的主題，同樣將

似乎『一篇戲劇短片』般的撒母耳記上五章神學主題視為『王權與立約』符合他的觀點。 

(一)  神的王權向約外的非利士人施行災殃（1節至12節） 

        A   大袞王權（1-2） 

           B 大袞受難（3-4） 

              C 約外的亞實突受難（6-7） 

                 D 約外的迦特受難（8-9） 

、                  E 約外的以革倫受難（10-11） 

                        F 約外的非利士人們認定耶和華的王權（12） 

                    E’耶和華重重地懲罰以革倫人（10-11） 

                 D’耶和華重重懲罰迦特（8-9） 

              C’耶和華的手重重懲罰亞實突（6-7） 

           B’耶和華王權（3-4） 

        A’耶和華受羞辱（1-2）            

 

至於『土地』的應許，本來『那地』是由神命令全要滅盡的迦南地（申13章15節至17節）。

要說“全地滅盡（Helem）”，撒母耳記上五章中描繪的那些『地』是以色列未征服的土地。 

按照申命記的律法規定，對以色列人來說完全征服迦南地的使命，也許只是一個理想而已，

因為他們進入到“那地”並征服、衝突及定居，這階段影響他們經歷“國中太平”的滋味，就

開始逐漸融入現實生活。 

本文採取撒母耳記上五章與約書亞記十一章二二節至二三節之間的因果關係，來摸索主題。 

 

 

I. 原因（書11:22-23） 

A 亞衲族人盡都被剪除了（書11:22a） 

B  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話，奪了那全地（書11:23a） 

C國中太平，沒有爭戰（書11:23b） 

B’按著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將地分給他們為業（書11:23b） 

                                         

是因為撒母耳記上五章的事件的確包含悲劇和喜劇的交叉，更使讀者親身經歷真神、真王 

的耶和華大作為。 

355 布萊特(John Bright),《以色列史》，蕭維元譯(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96, 六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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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迦薩、迦特、亞實突的亞衲族人被留下（書11:22b） 

   I’.  結果（撒上5:1-12） 

A 神的約櫃遭受亞實突人的侮辱（1-6） 

B 神的約櫃遭受迦特人的侮辱（8） 

C 神的約櫃遭受以革倫人的侮辱（10） 

 

在I的原因中看C的子句，『太平』、『沒有戰爭』，意味人們的需求，但是他們目標未完

成的時候，就遇到這些誘惑，帶給以色列信仰的危機。古今，迦薩、迦特和亞實突，還有以革

倫和亞實基倫都是位於巴勒斯坦一帶，沿海平野，又是精華地帶。 

以色列在現實生活裡，也許面臨很多現實上的誘惑，R.Smend說的有道理，他說以色列百

姓進入迦南地之後，如士師記所提到的狀況一樣面對屬靈的危機，表示申命記與申命記歷史書

之間離不開理想和現實的鴻溝，
356

正如士師記一樣悲觀的場景和撒母耳記五章的場面作為以色

列人們的現實生活。原來，其原因是以色列百姓忘記神的律法而且不順從神的律例典章，儘管

如此，神通過撒母耳記上五章，來喚醒以色列回到“理想”亦即神為他們所設立的規範中。 

Robrt P. Gordon將撒母耳記上四章一節b至七章1節下為定義是『櫃子的敘述』按他的做

法，櫃子從以便以謝戰爭被擄到非利士人的手中，一直到非利士人地方，又回送到以色列地的

過程，最後亞比拿達的兒子以利亞撒看守為止: 

A. 以色列百姓丟失約櫃  (四章) 

B. 以色列神做行動負責人 (五章) 

C. 非利士人將約櫃回送到以色列人的地：非利士人降服於以色列神 (六章) 

D. 基列耶琳亞比拿達的兒子以利亞撒看守耶和華的約櫃 (七章一節) 

   由此可見，Gordon將五章的主題定為神的責任，
357

 而Millard C. Lind將五章的主題定為『耶

和華是勇士』，
358

來與出埃及記的七章二十五節視為平行結構。看如下『勇士的耶和華』的敘

述進展： 

敘述進展關係 

出埃及記                                                 撒母耳記上 

7:25，『耶和華擊               --------          6:1，『耶和華的約櫃 

打河以後滿了七天』                               在非利士人之地七個月』 

 撒母耳記上 

4:8,『大能之神的手，從前在曠野用

各種災殃擊打埃及人的，就是這些

神』             

 

                                         

356 R.Smend, “Das uneroberte Land”『未征服之地』《舊約論壇》Vol.13 No.1，So,HyoungGun譯， (Se 

oul: 韓國舊約學會，2007，166-180)169. 出處於G. Strecker(Hg.), Das Land Israel in biblischer Zeit, (Got 

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3), 91-102. 

357 Robert P. Gordon, 1&II Samuel: A Commentary(England: First Published the Paternoster Press,1986) 25. 

358 Millard C. Lind, Yahweh Is a Warrior: The Theology of Warfare in Ancient Israel(Canada: Herald Pres 

s, Scottdale, Pa. 15683 Published simultaneously, 198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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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上 

5:6至12，非利士人遭受災殃；神的

手重重的擊打他們。 

 

撒母耳記上 

6:1至6節 

受到埃及瘟疫敘述的影響很強烈 

 

  根據Tony W. Cartledge的結構，他將五章的主題視為『耶和華的手與大袞的手』，從四章

二十二節到五章十二節，作者始終描述耶和華的榮耀，藉著以色列人的混亂與非利士人的悲劇

來顯示出神的榮耀。『 手 』表示大能，在古近東的世界觀裡它是象徵勇士的力量，行動上的

表現。大袞的手被折斷表示亞實突人的神明力量消失了，它的頭被折斷又表示亞實突人的神明

死了。作者通過古近東的神話，神明之間的戰爭，生動地揭發出以色列神的力量超過迦南地無

數個神明，證實以色列神的唯一神權。
359
 

本文從鑒別原文批判資料、文法分析、文學分析、歷史脈絡還有經過字義分析和探索古代

近東世界的觀點，試圖構思本五章的神學主題，看如下： 

『耶和華是真王』 

A.  榮耀的王是耶和華：詩篇二十四篇八節 

B. 預告立約的王權：申命記十七章十四節至二十節 

C. 暗示王權的必要性：士師記十七章六節、二一章二十五節 

（a）贊王政：  撒母耳記上8:7、9、22， 9:16-17, 10:24， 12:13 

    .        （b）反王政： 撒母耳記上8:7、10:19、12:12-20 

            （b’）亞哈王和耶洗別：王下17:1至22:39 

（a’）希西家王：王下十八章一節至二十章二十一節 

          D．耶和華是真王：撒母耳記上五章 

            （a）大袞只是偶像 

             (b) 因驕傲忘記主 何西阿書十三章十節  

（c）耶和華超乎萬神之上：詩篇九十五篇三節 

 E. 耶和華的榮耀離開以色列（撒母耳記上四章二十二節） 

                   F．合城呼號，聲音上達於天。（撒母耳記上五章12節） 

 F’萬國萬民必歸向主（以賽亞書六十章十節至十二節） 

 E’. 巴比倫王厚待約雅斤（列王紀下二十五章二十七節至三十節） 

         D’. 耶和華是真王：列王記上十八章 

（a） 巴力、亞舍拉是偶像（列王記上十八章） 

（b） 約櫃只是一張櫃子（撒母耳記上五章） 

（c） 歸向耶和華  何西阿書六章一節至三節 

C’. 不順從王權(不順從的警告)的後果：利未記二十六章十四節至四十五節 

（a）以色列要像列國一樣的君王：撒母耳記上八章五節 

（b）北以色列王國的滅亡：列王記下十七章至十八章 

（c）南猶大王國的滅亡：列王記下二十一章 

B’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二十四章十一節 

A’. 羔羊耶穌基督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啟示錄十七章十四節  

                                         

359 Tony W. Cartledge, 1&2 Samuel(America: Smyth & Helwys Publishing Inc., 2001), 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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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五章的神學主題，『真王』按從文學的體裁上，它是主角，所以在歷史事件的

佈景上，還需要一些配角。這配角是與神的約很密切關係。 

真王 

神《———————約———————————》以色列百姓—— ———————》萬民 

土地（申 20:16-18）（Helem 的命令） 

大衛的王權（撒下 7:16） 

彌賽亞的王權（賽 9:6，11:1-2） 

一同歡樂（申 32:43） 

野橄欖樹的枝子接上好橄欖樹上（羅 11:22-23） 

 
    

在五章中，耶和華的手表示真王的象徵含義；約櫃是從本質上說明神和以色列百姓的關係；

雖然經文裡沒有出現以色列百姓，但是他們在佈景外的角色，也是在神約中的讀者；萬民包含

非利士人們，雖然在事件中，基本上沒有看到神對他們憐憫的餘地，但是在十二節，合城的

『呼籲聲音上達於天』說明他們的本能上需求未指定的老天爺救命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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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評估 

有王，應該安置王國，筆者認為這王國包括撒母耳記上五章的背景，則為“Erez Israel”。

那地如同一部戲劇般撒母耳記上五章出現的非利士人之地，今日稱為巴勒斯坦，有關巴勒斯坦

土地的研究產量古今有爭論不休的熱門話題。在這個段落中僅列舉舊約聖經巴勒斯坦土地（限

為主前1500至586年非利士人五個城市）的神學主題與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文學。360
 

Rechard Hess的《以色列的宗教》，主張新舊約中心內容是『約與王國』，筆者用這個主

題照明約書亞記11章21節至23節與撒母耳記上5章的連貫性。按照『約』是約書亞記11章21節

至23節正是在神的應許之下所敘述的內容，那些地與神的約是有相關的，亦即“留下”的那些

地與以色列百姓不順從神的話語是具有連貫的。因為以色列百姓對神的信心和神的命令逐漸淡

漠便忘掉神的約，所以他們定居在那地上就開始追求“國中太平”的生活；後者是撒母耳記上

的主題很明顯地表示以色列王政制度的到來，正是第5章的內容也離不開這主要主題——耶和

華的手摔倒並砍掉非利士人的神明——大袞的頭與手，甚至非利士人遭受痔瘡的災殃，讓他們

知道因為以色列神耶和華約櫃的緣故便招來死亡的災殃，讓非利士人親身經歷耶和華神就是萬

神之神，又讓作為第一讀者的以色列百姓親眼目擊耶和華神就是真神，也是真王。“那地”是

神掌權的國度，神就是那地的真王，筆者認為撒母耳記上的作者刻意描述撒母耳記5章畫出如

此的圖。 

由此可見，筆者竟敢推測神的約櫃在非利士人土地的神學意義，試圖設定在約與王國的根

基上，前腳踏穩，再移後腳：認為撒母耳記的作者為了揭露以色列因為忘記神過去給以色列所

做的“大事”，反而忘恩背德卻求人的王是錯誤的361；為了教導以色列百姓親眼看到耶和華是

真王，作者為了喚醒以色列百姓屬靈狀態麻木不仁的信仰，再次使他們尋根重新恢復申命記土

地觀，亦即在神的約中建立的屬神的百姓所繼承的“那地”。 

猶太人對以色列地（即巴勒斯坦）的思想概念有三大部分，世俗的錫安主義佔領舊約聖經

所指示的那地，從亞伯拉罕開始，一直到建立以色列國的動態，之後如今，錫安主義者變成為

民族主義。那舊約歷史書上的那地， ל ֵּ֑ 對於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的問題上佔 362 ，הארץ י  ְשָרא 

有相當重要位置，錫安主義（Zionism: ציונות）的推動，就達成1948年建立以色列國。自從北國

以色列（BC721年）和南國猶大（BC586年）的滅亡，失去他們的土地，被巴比倫俘虜的以色

列回歸耶路撒冷的那時期——古列下詔重建聖殿（大約BC538年），正是以斯拉和尼西米時代

“找回耶路撒冷”的意識是很強烈的。巴比倫滅亡（BC539年），以色列人回國重建家園，是

十分重要的大事，說明神沒有忘記他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把地賜給他的後裔（創13:15節，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當餘民回國，復興敬拜，

正好可以履行他們的重任：使外邦眾民知道如何敬拜真神。他們又期待彌賽亞降臨的應許，對

錫安（又稱耶路撒冷）之地來說很重要，是因為那地就是神賜給以色列人的應許之地。他們失

                                         

360 Richard Hess, Israelite Religions: An Archaeological and Biblical Survey, trans.by Kim,KooWon(Seoul: Christian Lite

rature Crusade,2009)32.  Richard闡述William Dever的搜集資料(西元前1200年至586年之間的鐵器以色列宗教有關的

考古學證據, 比如, 碑文、遺物等概括在一起編輯成論文集)作為重要資料(Richard:89)。而K.L.Noll將埃及王Mernep

tah時期（晚期青銅器時期西元前1550年至1200年，打敗海洋軍，把一大群俘虜放到迦南地居住），一直到第二期

鐵器歷史（發掘『但』的碑文中看到西元前十世紀的考古遺跡）大約西元前586年，作為在迦南地以色列歷史的

考古資料。 

361 關於立王，申命記十七章表明以色列設立君王是肯定的，還提示到設立君王的規範。問題是以色列求神時的背

景和他們的心不正，正如撒母耳記上八章十九至二十節一樣。 

362 Paul  Bede  Johnson，Holocaust, Zionism: A History of the Jews, trans. by Kim，HanSoneg(Seoul: SalLim Press，20

04:3rd )37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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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土地之後（聖經記載自從以斯拉、尼西米時期），就開始產生這種“回歸重建”的意識是理

所當然的。 

至於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的支配之下，διασπορά猶太人的期望是“回歸重建”猶太人的國

家。從19世紀末開始一直到1949年，錫安主義的期望終於實現建設以色列國，他們民族性解放

運動在巴勒斯坦的地區成就了建設猶太人的國家。 

   縱觀如此，“那地以色列”是對猶太人來說有相當重要的“概念”，考察舊約聖經的以色

列歷史更有深刻的瞭解到那地以色列對猶太人的重要性。古今對猶太人來說，他們奪取巴勒斯

坦的地區，是因為“那地以色列”是神賜給他們的應許之地，所以有血的打仗佔領巴勒斯坦地

區是合理的，他們認為巴勒斯坦——從但到別是巴（士20:1，撒上3:20節），就是他們的土地。

363  

其實，“地”與人類的關係，原來它是神賜給人類的一份禮物364（創1:28節），最初的人

類亞當從神那裡領受命令——“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

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從這個開始，人類與地是密不可分的關係，看起來地的領域範

疇不受限制，相當廣泛。Walter Brueggemann闡述『那地』包含“禮物、約和挑戰”的意思，

值得注目的是，他從神的禮物的角度來解釋“地”的意義。 

這地從創世記十二章一節開始更具體化，即限為神的應許和繼承下來的意思365。從亞伯

拉罕領受神的命令就開始了以色列的歷史。以色列祖先被神揀選並蒙神呼召，這與“那地”分

不開。Rolf Rendtorff說以色列是從歷史起同時被神引領到“那地”。366 

“那地”並不是從原先開始保證好的土地，而是由神的應許而未來要成就並擁有的土地。

這個應許第一次在亞伯拉罕的面前出現，然後常常反覆出現，好使應許之人記憶下來：『我要

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創17:7），這

是神給以色列所賜的『約的本質』。
367
 要談“約的本質”是宗教與信仰的問題，

368
在撒母耳記

上五章中作者敘述『約櫃』被俘虜的事件，提醒以色列百姓們約櫃本身並不等於神，它只是一

張櫃子而已。 

Rendtorff特別強調以色列歷史的出發點就是從神賜給以色列土地的應許和成就而開始

的，也是很有連續性的應許。神把以色列從埃及解放出來，引領他們到那『美好、寬闊、流奶

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出3:8

節）；神要引導以色列給那祖先所應許的地（出6:4、8節）；再次叫摩西提醒以色列抓住神應

許的證據（出32:13，求你記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著自己起誓說：我

必使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並且我所應許的這全地，必給你們的後裔，他們要永遠承

受為業。）；神吩咐摩西引導百姓往那應許之地去（出33:1）；眼前看到應許之地的時候，百

姓們遇到很大的危機，是有關“那地”的偵探內容（民13:2）；接著摩西為以色列民代禱（民

14:17-19），這又使神能保留他們該受的審判，但是除了約書亞和迦勒（民14:24,30）以外，

                                         

363 Guak,AnJuen, 《巴勒斯坦的地理》，大韓基督教書會，1991，17。  

364 Walter Brueggemann，The Land: Place as Gift, Promise and Challenge in Biblical Faith，trans.by Juong, 

JinWon, (Seoul: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2005)11-29. 

365 創世記十二1b節，“~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366 Rolf Rendtorff, Theologie Des Alten Testaments Band 2, trans. by Ha,KyuongTaeck(Seoul：Holy Wave  

Plus, 2009)101. 

367 在聖經好多地方上習慣性的看到神對百姓反復所講的應許內容：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 

各的那地，我要把你們領進去，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我是耶和華。（出6:8，其他相似的經文：出1 

3:11、33:1，民14:23，申1:8、6:10和18，書21:43，尼9:15等） 

368 Yooe,JooBong, 《十字架的福音I》（Seoul：約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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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都叛逆神。結果，不信仰神的第一世代包括摩西，也不能進入到神所應許給他們的土地

（民14:23）。 

  當以色列百姓終於到達應許之地的境界時，重新調查百姓的人口數，就確認到在西南的

曠野第一次被數過的人都不見了（民26:64）。摩西要重新分給“那地”，賜給生存下來的新

的世代。“那地”的分配上，原文
369
ֲחָלה 。的概念相當重要 נ 

370
 

Rendtorff從產業或基業（inheritance）的角度來解釋應許之地的意義。原文(נחלה) - ‘分

給’, ‘分配’的意思，引申到 ‘繼承遺產’, ‘基業’，主要使用在與神的約有密切相關的

地方（王上21:3-4節，伯20:29節，27:13節）。在新約裡，它是在希臘文中的κληρονομίᾳ —— 

κλῆρος（抽籤）和νέμομαι（所有）的合成詞，意思為繼承、產業、份兒（太21章38節，可12

章7節)。看來以色列以抽籤的方式來分配領土（產業）要征服迦南之地，這種表現原來也是一

個以色列古代傳統的由來。從Rendtorff對ֲחָלה 的觀點中，本文參考他所提出的應許之地連續נ 

性是從神學的司法概念來解釋的。對土地上的應許，再看整個舊約聖經中的出現，比如申命記

上出現（申4:26）的摩西妥拉是以色列百姓應當要遵守的義務，這又反覆在約書亞記上提醒以

色列百姓。（書23:6，所以，你們要大大壯膽，謹守遵行寫在摩西律法書上的一切話，不可偏

離左右。）然而，以色列百姓未征服那地的一部分，剩下的那地偏要在撒母耳記上五章發生事

件的場地。 

申命記與歷史書密切相關原來是這麼回事：如果不順從神所吩咐他們所守的約，去事奉別

神，叩拜他，神把以色列百姓從他所賜的美地就速速滅亡。（書23:13、15）。在先知書中揭

發以色列百姓進入迦南地並征服此地的時候，就立刻開始背叛神。（耶2:2、4-8節） 

在曠野上以色列百姓具有與神維持良好的關係，但他們進入迦南之地之後，就轉向別的

神，而撇下耶和華他們的神（耶2:4-8），導致玷污“我的地，使我的產業成為可憎的”。 

在詩篇中描述以色列犯罪的歷史，不但從埃及開始，而且一直到曠野，甚至進入迦南地之

後持續下來的。（詩篇105篇與106篇具有相異的觀點，前者，迦南地是神賜給以色列的禮物；

後者描述以色列犯罪的歷史就是從埃及生活，曠野流浪和進入迦南地持續的。詩篇106篇38節

說，“流無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兒女的血，把他們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穢了。”）
371
 

因此，本文要具體談論“基業”有關的地（約書亞記11章21節到23節）如何影響給進入迦

南之地的以色列百姓，並且如何影響撒母耳記上五章中的歷史：本來，進入迦南之地之後， 

在神的約上以色列一定要征服此地建設神的王國。但是以色列王政時期之前的士師時代沒有做

到這些神的基本命令。這個問題，R. Smend引用了M.North與Alt的話語，歷史書王政時代之前

的以色列背景可見為“現實”與“理想”。
372

按他文章的道理來講，撒母耳記上五章的事件發

生原因，就是以色列百姓對律法實踐的問題上，面臨現實的攔阻，儘管他們已經在曠野受過四

十年的操練，但反而在真要按著律法來完全征服那土地的時候，他們捨不得放棄『太平』生活。
373    

                                         

369 CBOL原文字典中的解釋，『財產, 產業, 基業, 地業』。“產業”涵蓋耶和華賜給以色列的迦南； 

支派的分地；國家是人民的產業 ( 詩111:6 )；國王的產業 ( 詩2:8 )；神以以色列為祂的產業；利未 

人的產業。“業分，分”涵蓋神所分派的；所選擇的。“基業, 業分”。 

370 Rolf Rendtorff, 103-108. 

371 Ibid, 110-112. 

372 R.Smend, “Das uneroberte Land”《未征服之地》，So,HyungGun譯，《舊約論壇》Vol.13 No.1(Seoul: 韓國舊約

學會，2007，166-180)169。 

373 約書亞記十一章二十一節至二三節。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9%A9&chap=111&sec=6&m=
http://bible.fhl.net/new/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A9%A9&chap=2&sec=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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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Smend闡述申命記與申命記歷史的區別在理想和現實當中，以色列的命運在其中。

以色列沒有做到理想，在現實中與當地人一起混合生活，他們受到當地宗教文化的影響很深，

就在舊約歷史書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記裡所看到的內容一樣。總之，申命記史家通過整個

歷史書，解釋神的審判的總結。
374

 總而言之，撒母記上五章藉著真王耶和華、王國（那地也

是巴勒斯坦）、以色列百姓、列邦民族（非利士人）在神的立約上指向聖所——亦即如同『合

城呼籲，聲音上達於天』，預告神的約櫃指向神所臨在的聖所，那聖所先指向大衛的帳幕錫安，

後指向以馬內利耶穌基督，更要從宏觀的來看，那聖所是『主神全能者和神的羔羊為城的殿』。

（啟21:22節）
375 

 

 

 

 

 

 

 

 

 

 

 

 

 

 

 

 

 

 

 

 

 

 

 

 

 

                                         

374 Lee, EnWoo, Recent Research Trend of the so–called Deuteronomistic history,《舊約論壇》 

第14卷3號，2008年9月，67-86。至於，Smend說Mccarter強調申命記主義（思想）是從申命記的教導中把重要的信 

條刻畫出來的神學。申命記的特點是補償、處罰，按著嚴格的體系遵守申命記的律法，耶路撒冷成為禮拜的中央 

化，禁止背教。申命記是申命記歷史的緒論，也是幫助申命記歷史書的文學標準。 

375 可見，從中看到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五章『耶和華的手』與啟示錄十七章十四節，『羔羊得勝，羔羊是萬主之

主，萬王之王』，就是平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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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結論 
的確，以色列在申命記歷史中對於征服土地的問題上，沒有完成耶和華 ֶרם   ָכל־ח ִ֗ 的任務這 

是與筆者在撒母耳記上五章解經報告上所描述的一些內容密切相關，亦即未征服土地是五章事

件發生的原因。神要以色列『盡都滅絕』神所賜的應許之地。這 ֶרם 的種類，在舊約裡可ָכל־ח ִ֗

分為三個部分
376

：第一完全滅盡和征服（出23:23-25節，申7:1-26節，申9:1-6節，申11:23節等）；

第二許願有關的 ֶרם   ָכל־ח ִ֗ （民21:1-3節）；第三針對拜其他偶像的人有關的 ֶרם   ָכל־ח ִ֗ （出22:20節，

申13:1-19節）等。    

其中的例子在如下： 

ְך־ָכל־ח ֡   28 ר א  ֵ֖ ָמכ  א י  ֵֹ֥ ֹו ל ה ֲאֻחָזתִ֔ ֣ ְשד  ָמ֙ה ּומ  ם ּוְבה  ָאָדֵ֤ ָכל־ֲאֶשר־֗לֹו מ  ה מ  יהָוִּ֜ ַֽ יש ל  ם  א ֙ ֲחר  ר י   ֶרם ֲאֶש֣

ל ִ֑ ָגא  א י  ֹ֣ ֶרם  ְול ה׃ָכל־ח ֵּ֕ יהָוַֽ ּוא ל  ים הֵ֖ ֵ֥ ָדש  ֶדש־ָקַֽ  קַֹֽ

ֶרם   29  ֹות יּוָמַֽ ָכל־ח ֗ ה מֵ֖ ָפֶדִ֑ א י  ֹ֣ ם ל ן־ָהָאָדֵ֖ ם מ  ָ֛ ר ָיֳחר   ת׃ֲאֶשִ֧

 
這樣，神對以色列“Helem”的命令是與神的聖戰一定有相關的

377
。古以色列的神帶領自

己的百姓面對當地的迦南敵軍，要趕出當地人的滅盡方式，看起來很殘忍、無情的樣子，但我

們一旦瞭解當時古近東的文化背景的時候，就能夠明白神的“Helem”原則是『公道』的。 

當推測約書亞進入迦南之地的時期，大約是鐵器時期，這個時期迦南地的宗教文化敗壞已

滿到最高頂峰，
378

正是神要以色列百姓盡都毀滅的時機。 

目前從考古學家發掘的文獻中鐵器時期早期歷史書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相關的文獻代表為烏

加迾文獻，在歷史脈絡上，本文已經闡述過撒母耳記上五章的背景通過烏加迾考古文獻的發掘，

更正確的研究分析內容，影響本文解經工作巨大幫助。  

因為烏加迾與舊約聖經之間出現的文化衝突是難免的現象。以色列征服迦南之地，定居生活，

這使他們難免經歷與當地的文化衝突、葛藤與拒絕，還有收容與發展，共存的四大趨向。
379 

    當時迦南並不是一個國家的概念，以色列進入迦南地定居生活以前，它只是一個城邦形式

的都市國家。烏加迾也是在迦南一帶中的城市國家之一。烏加迾與以色列定居的地區具有一段

距離，它與迦南文明中心區域的比伯洛（Byblos，約書亞記十三章五節記錄為迦巴勒）, 推羅

（Tyre）, 西頓（Sidon）較為接近，
380

從中分析烏加迾文明與迦南文明的一般的特徵是差不遠

的。
381

根據1929年發掘的迦南的建築碑文，
382

其中『比伯洛（Byblos）的Yehimilk王』所建築的

『殿』， 這殿推測為神殿。
383

約書亞記十三章四至六節記錄黎巴嫩地區
384

各城，第五節的迦巴

                                         

376 Kim,NamYeel, 『研究 ֶרם  .的倫理方面有正當性』《基督教社會倫理》Vol.14 No.-2007年，153-182ח ִ֗

377 Kang,SsaMoon,『聖經對戰爭的理解』(=The Biblical Understanding of War)《宣教與神學》Vol.26 No.-,2010,13-40

。 

378 創世記十五章十六至二十一節暗示神對亞摩利人審判的預告，只是因為當時，他們的罪孽還沒有滿盈，還有賜

給應許之地的預告，即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大河之地。 

379 Yu,YoonJong, 『研究烏加迾與舊約聖經之間的文化衝突』（=Cultural Clash between Ugaritic Writingsand the Old

 Testament）《現象與認識》Vol.26 No. 3, 2002, 74-92.   

380 Byblos（現稱為Jbail）是舊約聖經以西結書27章7節的Gebal; Tyre（現稱為Sour）與Sidon（現稱為Saida）見於以

西結書26章和27章。(出處-http://en.wikipedia.org/wiki/Byblos) 
381 Ibid, 78，引用了C.H. Gordon and G. A. Rendsburg, The Bibl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New York : W. W Nor

ton & Company, 1997)88~94. 

382 Richard S. Hess, Israelite Religions, 116. 

383 Franz Rosenthal,『迦南與亞攔語碑文: Yehimilk of Byblos 』,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  
pictures, ed. by James B. Pritchard, trans. by Kim,GooWon(Seoul: Christian Literature Center, 2016)569-594. 通過“B

yblos”的考古發掘，很明顯的瞭解到腓尼基文明初期的形態，從青銅器時代開始的地中海世界的城市化過程。腓

尼基人認為“Gublu”(聖經上的Gebal)是他們的最古老城市，在“Byblos”遺跡中能看到新石器以後人們不斷地定

居在那裡生活。 

384 黎巴嫩地區屬於腓尼基古文明的範疇，位於古代迦南地的北部。 腓尼基(希臘文為Φοινίκη, 拉丁文 

為Phœnicia)的中心地區是與今天的黎巴嫩、敘利亞和以色列北部連接上的海岸。據過去的古代史所記錄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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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是比伯洛的城邦，迦巴勒人所控制的地區是沿海一帶，是迦南人北界以北的西頓沿岸，
385

 

非利士的五個城市（Philistine Pentapolis
386

）位於巴勒斯坦南部沿海平原，正是以色列要由抽籤

而分配而征服的土地。 

如此看來，從烏加迾的考古文獻中找到撒母耳記上五章背景的線索：士師時代末期，正是

青銅器晚期同時初期鐵器萌芽時期，也是非利士人在迦南地與以色列定居的那時期，通過考古

文獻來可以瞭解五章的迦南地背景，即宗教信仰，地理的特點、其之間的來往、它們與近東國

家之間的影響和關係，藉此來揣摩五章的主題思想, 幫助並收穫很大，比如說，有關神明的解

釋可以提供瞭解五章中宗教信仰的背景。 

  

   John Bright的舊約神學方法論從上文提示過的那樣，文學、神學、歷史和考古學的方式，

即採取多樣性的方法論來可以揣摩人類無法完全解釋的神學。Devin Freedman的希伯來敘事體

聖經詮釋神的時候，主張人物分析（包括神、人）採取文學的理論來解釋，不用神學的方法來

解釋聖經中的人物（特別指“神”）。這是因為他認為上帝是看不見的，所以強調“上帝不在

希伯來敘事體聖經裡”
。387

 其實，他引用Terrien的書The Elusive presence: Toward a New biblica

l Theology中的一段話，“神的存在隱藏在希伯來神學裡”。這是Terrien引用以賽亞書四十五

章十五節的經文, 他說因為神是看不見的，但希伯來文字可以使人的耳朵來聽得到神的聲音，

人使用五官來經歷神。
388

 Freedman和Terrien的觀點恰切不一樣。
389 

同樣的文學性的方法論，但是他們接近的方法各有不同各有一套理論。這是21世紀舊約神學對

詮釋上的趨勢。再看，Itummeleng J. Mosala教授任職在南非洲的Cape Town大學教舊約神學，

他以黑人的神學觀點來教導舊約聖經，在他的著作The Unquestionable right to be free: Black th

eology from South Africa,（1986）結論上強調提示為了使聖經成為解放我們的經典，最好先解

放聖經本身是必然的。
390

  

Mosala這種主張具有他對傳統聖經神學上表示批判性觀點的突破，在嚴重的根本問題上他

的觀點具有挑戰性的批判。回顧自從十八世紀至今以來的聖經歷史批判學，雖然從它剛開始似

乎找到較為適合的詮釋方法論，但經過時間的驗證，在舊約神學文壇上它愈來愈被失去了認同

                                         

腓尼基古文明出現在西元前1200年到900年之間擴張的海上貿易文化，但是最近考古學的發掘，腓尼基文明擁有

更老以前的歷史，它可見是一個在西元前40世紀的“基西（Gish）文明”聯繫到“地中海文明”與“美索波泰咪

亞”的文明。 據希臘的歷史家Herodotos(BC480-420)的推測，腓尼基人也許從、現在的Persian Gulf移動為地中海

地區的Levant。要看語言和神話，腓尼基人與迦南的文化和相似，他們自稱為迦南人。西元前14世紀製作的Amar

na（埃及第18王朝法老“Akhnaton”時代的首都，位於尼祿江，古代埃及文獻中又稱為“Akhetaton”，意思為

“Aton”的地平線）文獻中記錄“Kenaani或Kinaani”的名稱，自稱為迦南人。 

Amarna文獻的製作是比那些自稱海洋人的民族侵略還更早一世紀。西元前6世紀米利都（Μίλητος: Miletus是位

於Anatolia西部海岸古希臘Ionia人的城市，現屬於土耳其一帶。Miletus的Ionia人建成當時希臘東部最大的城市）的

地理學家Hekataios（BC 550?~BC 475?）把腓尼基標記為“χνα”，Byblos的Philo(BC20至AD50，是腓尼基學者)把

“χνα”解釋為腓尼基。西元前三千年，古埃及早已從Byblos把黎巴嫩的香柏樹（利14:4，撒下7:2，王上4:33,5:6

節）載運船送過來。按考古學來分析腓尼基的古文明是以黎巴嫩海岸為中心發展出來的。它的鄰邦國是古埃及、

Minoan（在Pre-Palace period：Early2600-2000BC; Middle2000-1600BC; Post1600-1000BC。在古代王宮時期為1900- 1

700BC;新王宮時期為1700-1450BC;後期王宮時期為1450-1100BC。Creta文明是2000年至1400BC在Creta島 上繁榮的

古文明，Minos王國的Creta獨裁權到此為結束了）、非利士、古以色列等彼此建立關係發展。 

385 希斯(Richard Hess),《丁道爾舊約聖經注釋:約書亞記》劉良淑譯(臺北:校園書房，2001)271-273。 

386 O.Palmer Robertson, Understanding the Land of the Bible: -A Biblical-Theological Guide-, trans. by Oh,KwangMan,

(Seoul: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2003)111. 

387 Amelia Devin Freedman, God as an absent character in Biblical Hebrew Narrative: A Literary Theoretical Study, 20

05,3-6.  Samuel Terrien引用以賽亞書45章15節的經文,“a self- concealing God”。 
388 Samuel Terrien, The Elusive Presence: Toward a New Biblical Theology, Religious perspectives ( San Francisco: H

arper and Row, 1978) 112. 

389 Amelia Devin Freedman, 3. 

390 Kim,YeeGon,『為什麼是神的戰爭—為要與解放神學對話』《韓神論文集》Vol.9 No.-[1992.11]（23-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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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歡迎。可見，Mosala的詮釋首先表露聖經批判學已經面臨到他們方法論的極限和矛盾的頂峰；

其次顯露聖經批判學通過聖經神學中心主題方法無法解決聖經成為聖經自己本身的目標。 

其實，歷史批判學的局限在詮釋上帶來既有負面又有正面，筆者曾經寫過的報告『淺談出

埃及記二十四章的編輯問題與神學主題』上介紹過歷史批判學的負面和正面，負面是批判學者

們之間都沒有得出一致性的理論，
391

反而破壞聖經正典的權威，正面是由福音派學者們應用他

們的方法論，能夠解釋聖經帶來豐富的神學主題。
392

 

要說歷史批判學的負面，批判學者們解釋同一個聖經文本時，都要不同解釋，Lee，HanY

oung舉出歷史批判學家詮釋聖經的不同觀點在如下例子。反例1，出埃及記1章至15章的理解，

從共時性（Synchronic）的方法論來解讀，就解釋為從埃及的束縛（bondage）到從束縛中得自

由（freedom）的救贖史。如果從歷時性（Diachronic）的方法來解釋同一個聖經段落，就解釋

到6世紀猶太教的確立。將同樣的經文段落，Cassuto（1967）詮釋為猶太人們的傳說，他把出

埃及的經文看做古猶太人的史詩；Childs(1991)詮釋為教會信仰表白的正典；唯物主義詮釋學家

Mosala(1986)把此段經文詮釋為社會的解放。 

Lee提出這些不同觀點的根據是從他們的理性而參照的。
393 

他指摘聖經批判學根本的問題，

他們只要限用理性的尺子作為解釋聖經的工具，人的理性是很複雜的，它的局限是無法生產一

個普遍的、自然客觀的本質（heuristically objective）的產物。批判學包含結構性（constructive）

的目的,因而忽視敘述（descriptive）的意義。
394

 當然，讀者一定要記住聖經是神所啟示的書，

更重要的是按著聖經的體裁感受經文中的Text和Context。 舊約歷史批判學最近的趨勢早已轉

向於敘述（narrative）的方式解釋聖經，根據蔡麗貞的《誰說字句叫人死》，提示解經原則三

部曲，文法、歷史、神學分析
395

，筆者很贊同蔡麗貞的書強調表明在華人的神學上如此的解經

原則，因此本文參考“解經原則三部曲”；同時要使用Lee,HanYoung所提出的“Divine Narrativ

e”
396

方案，中文翻譯成『神聖敘述』。他提示採取“Divine Narrative”的方法解釋舊約歷史書，

參照Paul Ricoeur、Waswo、Deist所講的“history as narrative”
397

的概念來接近歷史書。 

Lee闡述舊約歷史書不是用現代的歷史批判學來理解到的歷史資料，也不是純粹的文學故

事，乃是在以事件為中心包含了神學-文學性的敘述文。自從19世紀的批判歷史觀（即他們只

看歷史事件本身或重視事件的客觀性和事件的重建（event reconstruction））模式轉向為把歷史

看做視覺-文學結構（Literary construction）的範例，亦即將歷史（History）理解為歷史文獻（H

istoriography），
398

他將“Divine”作為歷史書的前提，而反對舊約歷史書是歷史資料。他主張

在Text上固有的本質和內容本身具有超越性，並且強調在歷史書的內部結構上所暗示的神的啟

示。 

其實，Iain Provan、V.Philips Long和Tremper LongmanIII共同著作的《聖經以色列史》上闡

                                         

391 對於歷史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的二元論 

392 吳獻章，摩西五經，2014年。 金賢珠報告文章《出埃及記24章方法論的問題與神學主題》中描述詮釋的多樣

含義，筆者把一些不同的方法論便為肯定，是從身為福音派的立場上與自由派對話，其中福音派可以接受他們的

長處並且以謙卑的心來解釋聖經，同時認同人的局限性，也認同詮釋學不是目的，而是工具。 

393 Lee，HanYoung, From History to Narrative Hermeneutics（New York: Peter Lang,2004）11-23. Lee很明顯的表明 

反對理性主義的產物聖經歷史批判學方法論。尤其是舊約歷史書，強調因為他是敘述體歷史，所以如敘述體般的 

解釋歷史書。 

394 Ibid. 

395 蔡麗貞，《誰說字句叫人死》(新北市：校園書房，2014)281.  

396 Lee,HanYoung，From History to Narrative Hermeneutics，188-192.  

397 Lee,HanYoung, 《舊約神學講義案》，2002，亞細亞聯合神學大學，8.  

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 Vol.2, trans. by Kathleen McLaughlin & David Pellau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

ago Press, 1984)214-215. Waswo,Richard, The History That Literature Make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19 No.3,541-564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561. F. E. Deist.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ld Testament Essay

s, 6[1993], 391. 

398 Lee，HanYoung, From History to Narrative Hermeneutics,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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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聖經歷史之死？”，從文章的結論上提示“歷史文獻”的局限： 

『近幾年來，學術研究一方面將聖經傳統成書的日期往後推至被擄歸回時期，另一方面又特別

強調敘事的技巧，令到探索傳統背後的歷史更為艱難。於是，任何聖經傳統能提供歷史資料的

能力也受到質疑。1860年，A.Kuenen主張，因為沒有經外文獻作為證據，便不可能寫出主前八

世紀之前的以色列史。』
399 

   

A.Kuenen所講的採取經外文獻的方法，是本文還要參考為證據的，
400

是因為本文的研究範

圍就是古以色列進入迦南地前後的時間只限為大衛、所羅門時代為止，如埃及文獻、烏加迾文

獻和其他有關的文獻和碑文等本文必要參考。 

其實，John Bright的舊約神學第四版上的記錄，他的結論也是古代近東和考古學的資料具

有説明解釋聖經難解之處，在文中藉此來將撒母耳記上五章歷史性的連接於約書亞記11章21節

至23節，這雙者的連貫性就可以客觀地證明出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敘述文是真實性的。撒母耳記

上五章就是傳統的敘述體歷史事件，在原文的分析結構上，沒有脫離希伯來文法的步驟。 

只是，與以前筆者解經過的出埃及記二十四章、約書亞記三章相比，對MT和LXX原文批

判資料分析，它們兩者之間的差異，比如說約書亞記和出埃及記的MT內容較長，感覺很囉嗦，

又常常出現重複記錄同樣的短語或子句。但是，撒母耳記上五章原文批判資料分析，與LXX或

其他中世紀抄本比較起來，MT的子句比較短。原先筆者參考Ellis R.Brotzan的書鑒別經文，按

著篇幅的長短推測原本資料，雖然MT的抄寫日期沒有LXX早，但是筆者在鑒別工作研究的結

果上預測到MT的可靠性比較強。而撒母耳記上五章的批判資料，有MT與中世紀的抄本比較，

從中發現MT的原本沒有中世紀抄本的子句或單詞較長。在鑒別的工作上，確定這些差異是文

士們抄本的原文有不同而造成的現象。筆者認同MT的正典性權威。 

這些鑒別進一步連接到歷史脈絡中的文化背景，更擴散到古近東文化觀，如『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的地』、『大袞廟』、『大袞』、『眾首領』、『約櫃』、『痔瘡』、『神』、

『神明』、『耶和華的手』、『門檻』『亞實突』、『迦特』和『以革倫』等，這些研究的結

果幫助撒母耳記五章的解經，更加獲得神學的成就。至於，從文法分析、文章分析和文學分析

中，找到五章的上下文的關係，闡述更加豐富、精彩的意思。特別是從字義的分析中發現本文

用動詞其中Hiphil、Niphal動詞，加上從文章結構上Waw的意思，這些研究的成果幫助了本文確

定神學脈絡的中心思想。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通過鑒別、歷史、文學、神學的分析來探討了

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五章的位置，推測是從神的立約中耶和華的王權與王國同步進行，並體現

唯有神觀的“以色列王國”初步階段。
401

甚至，藉著以色列神的約櫃，指向永恆的聖所，暗示

此後，約櫃的重要性在舊約聖經裡逐漸『消失』或『轉變』 或『替代』它的功能。願彌賽亞

的國降臨，願彌賽亞的王權直到永永遠遠。 

 

 

 

 

 

                                         

399 Iain Provan&V.Philips Long&Tremper LongmanIII,《聖經以色列史》,劉智信外3人譯(香港：天道書樓，2010) 41。 

400 關於聖經以外的文獻，自由派和福音派學者們的視角是不同，譬如從批判學者們的觀點上經外文獻會帶給破壞

聖經正典性的權威；相反，福音派學者們的觀點上經外文獻是會有幫助聖經難解的地方，更加使聖經真實性的部

分上獲得一定的成就。 

401 這段推測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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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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