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得记第 1课（1: 1-18）   7/6/2018 

V_0628 

路得的忠心 

归納  

路得记记载年青摩押寡妇路得,跟着婆婆到以色列，后嫁给波阿斯，成了大卫王的

先祖。故事发生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受外邦人欺压，生活困苦。以色列人常背叛

神，敬拜偶像，道德低下。"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在本书中，

我们看到一个从苦难到蒙福，从绝望到如愿的过程。这激励我们在世上分别为圣，

作有见证的门徒。路得记也是『救赎』的预表。 

路得作了一生重大的決定, 決定成为以色列的一分子, 来事奉耶和华, 甚至对著耶

和华起誓, 說“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這表露出路得坚定的忠心与爱心, 也是真

情的流露。 

分段和重點： 

1，以利米勒一家到摩押生活 1：1-6 

2，拿俄米劝说媳妇回娘家, 路得要跟随婆婆 1：7-18 

建议討論的問題  

1） 拿俄米一家跟随丈夫以利米勒到了摩押，为什么去那里? 摩押 是什么地方

(创 19:36-37)? 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  

2） 拿俄米劝说媳妇回娘家，她们不答应，拿俄米说了什么理由？理由的背景

是什么？ 

 

3） 婆媳关系常常难以相处。拿俄米是什么样婆婆？她有那些品性值得我们学习

并对照自己处理关系？  

4） 路得又说了她要跟随婆婆的理由，这理由让拿俄米改变了心意。如何从这段

话理解路得对耶和华对人的忠心与爱心？请讨论? 

5） 经文中有几次选择，请讨论选择的原因和结果？我们选择来到湾区，选择信

主，有什么个人经历可以分享？ 

 



 路得记第 2课 (1:18 – 2: 10)   7/20/2018 

V_0628 

路得的品性 

归納 

拿俄米和路得回到伯利恒老家，拿俄米这时心情很失落。正好是收获季节，路得与

婆婆商量，去田地拾遗落的麦穗。她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中。波阿斯是拿俄米丈夫

以利米勒的亲族，是个大财主。波阿斯看到路得并让她跟着他的使女拾麦穗。 

分段和重點： 

1，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心情很失落 1：19-22 

2，路得去田地拾遗落的麦穗 2：1-3 

3，波阿斯看到路得并让她拾麦穗 2：4-10 

建議討論的問題  

1）  为什么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合城惊訝？拿俄米这时对神的态度，对苦难的

态度如何？请用您的想象力，体会一下『回家的感觉』如何？ 

2） 波阿斯和仆人互相问候，并与路得谈话。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有哪些品

徳值得我们学习？ 

3） 路得在困难的局面下，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表现出什么样的贤德美质？值

得我们学习。 

4)  請分享以色列人如何在拾取麦穗上照顧寡婦和貧苦者。例如, 收割麦子不可

割尽田 

的四角 (利 19:9), 不可拾回已掉在地上的(利 23:22)。 也分享在今日社会的应

用。 

5） 请描述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在生活中，我们如何感受到神？ 

6） 请找出本课经文中有哪些” 恰巧” 的经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路得记第 3课 (2:8-23)   7/27/2018 

V_0628 

路得的蒙恩 

归納  

本课有长段波阿斯和路得的对话，表达波阿斯对路得的关怀，和路得对蒙恩的感激。

波阿斯赞扬路得离开父母家，来照顾婆婆，愿神会赏赐她。又招呼路得喝水，吃饭，

并吩咐仆人照顾她。路得谦和勤奋，拾取了一伊法大麦。婆婆问了她的情况，告诉

她波阿斯是近亲，亲人代赎者，让路得以后只跟着波阿斯使女拾穗。 

分段和重點： 

1，波阿斯对路得的关怀 2：8-14 

2，路得拾取了一伊法大麦 2：15-18 

3，晚上路得和婆婆的谈论 2：19-23 

  

建議討論的問題  

1）    本章 20节，拿俄米说波阿斯是亲人代赎者（至近的亲属），律法书中这样

的人有什么权力与责任？申 25:5-10，利 25:25-28，民 35:18-21。至近的亲属与

我们的救赎有什么关联？ 

2）    路得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中，得到蒙恩。请分享你遇到困难时蒙恩的經历？ 

3）    查过了拿俄米对媳妇的爱心，波阿斯对路得照顾，和路得对婆婆的关爱。

我们要如何关心弟兄姐妹？罗马书 12:9-10，13-18。 

4）  拿俄米在路得一日拾穗的晚上，有怎样的感恩和劝告？我们如何体会她心情

的转变和对神的信心？ 

5） 波阿斯愿路得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满得他的赏赐。请查考在神翅膀

阴荫下，如何得保护？诗篇 17:8，36:7，57:1，61:4，91:1-4。 

 



“路得記”查經     第 4 課  (3：1 – 3：18)                  8/3/2018 

 

路得求波阿斯盡親屬本分蒙應允 

歸納總意 

路得的婆婆拿俄米為她謀劃婚姻大事。路得順服婆婆的安排，在夜間去打麥場見波阿斯。

路得勇敢地請求波阿斯娶她，因為波阿斯是一位至近的親屬，可以按律法替她已死的丈夫

留名。波阿斯稱讚路得的賢德，但因另一位親屬有優先權，波阿斯明早就去找他詢問。如

果那人放棄權利，波阿斯發誓他會娶路得。次晨天快亮時，波阿斯讓路得悄悄回家，並帶

回很多的大麥給婆婆做禮物。拿俄米判斷波阿斯當日必辦成這事，指示路得在家安坐等候

好消息。 

 

分段大意 

3：1 – 3：5 拿俄米指示路得夜間去打麥場見波阿斯 

3：6 – 3：15 路得求波阿斯盡親屬本分蒙應允 

3：16 - 3:18 拿俄米指示路得在家安坐等候好消息 

 

討論與應用問題 

1. 路得到田裡撿麥穗雖然暫時解決了婆媳倆的生計，但並非長久之計。為了路得將來

的生活有保障，婆婆拿俄米希望路得成親，有個“安身之處”，生活才得無憂。因

此指示路得在夜間去打麥場見波阿斯。你如何看待拿俄米的這個計劃？這個計劃有

哪些不確定的因素？ 
 

 

 

 

2. 當時的打麥場常有異教活動舉行，也有盜賊、妓女和醉漢出沒。路得答應婆婆夜間

去打麥場見波阿斯，可能面臨哪些風險？需要克服哪些困難？為什麽路得願意去？ 
 

 

  有什麽事，你明白是神要你去做的，但是因為懼怕而沒有去做？你準備如何克服你

的懼怕？ 
 



   

3. 路得請求波阿斯“用你的衣襟遮蓋我”是請求波阿斯娶她的委婉說法。根據申命記

25章 5-10節，寡婦有權要求至近的親屬娶她，目的是為死去的丈夫留後。這也是

律法對寡婦提供的一種生活保障。 
 

波阿斯是如何回复路得的請求？波阿斯同意盡至近親屬的本分的原因有哪些？為什

麽波阿斯不能立即答應娶路得？ 
 

 

 

 

4. 路得次晨回家後，婆婆拿俄米的反應在開始和後來有什麽不同？聽了路得的報告，

拿俄米為何斷定波阿斯當日必辦成這事？ 
 

 

 

 

 

5. 本章的三位人物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敬畏神，並願意憑信心去遵行神的話 （對

舊約的人來說就是摩西律法），即使這樣做要付出代價。請就其中一位人物來分享

她或他在這一事件中所展露的信心。 

 

 

 

 

新約聖經提醒我們，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雅各書 2：17），而信心的行為

則體現在對神/聖靈的順服和對鄰舍的愛（約翰一書 5：1）。請分享你自己在信心

操練上的經歷。 
 

 

 

 

6. 波阿斯當初在麥田初遇路得時，曾祝福路得滿得耶和華的賞賜（2：12），沒想到

今日自己就是神祝福路得所使用的管道（“翅膀”和“衣襟”在原文是同一個

字）。我們為別人代求，是否想到神也許就要使用我們成為祂恩典的管道或出口？

我們如何更好的體會神的心意和作為？ 
 



“路得記”查經     第 5 課  (4：1 – 4：13 上)              8/10/2018 

 

波阿斯得買贖權，娶路得為妻 

歸納總意 

波阿斯按他對路得的應許，一大早就去找那位更近的親屬。正巧在城門口遇見他。於是波

阿斯邀請他和十位長老在城門口坐下。波阿斯說明拿俄米需要有族人替以利米勒贖回土

地，那位更近的親屬說他肯贖。但贖地的同時也要娶路得為妻，好生子為以利米勒家族在

產業上留名。那位更近的親屬因此就不肯贖了，以免與他的產業有礙。於是將買贖權讓給

了波阿斯。波阿斯隨即請長老和眾民作證，他要從拿俄米手中買下土地並娶路得為妻。長

老和眾民都為波阿斯和路得祝福。於是，波阿斯娶路得為妻。 

 

分段大意 

4：1 – 4：8 城門決議，波阿斯取得買贖權 

4：9 – 4：12 波阿斯行使買贖權，得長老作證和祝福 

4：13上  波阿斯娶路得為妻 

 

討論與應用問題 

1. 觀察 4：1-4：9 節經文，波阿斯取得買贖權的過程中有哪幾個步驟？其中可以看出

波阿斯有哪些好的品格特質值得我們學習？  
 

 

 

 

 

2. 那位更近的親屬為什麽開始肯贖，後來有改變了想法？反觀波阿斯，雖然在律法上

沒有義務來替拿俄米贖地，卻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成為至近的親屬。 
 

 

 

雖然基督徒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但新約教導我們說“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

要顧別人的事（腓 2：4，加 6：10）。你是誰的至近的親屬或鄰舍（路 10：25-

31），你有照顧他或她嗎？ 



 

 

3. 根據摩西的律法，“至近的親屬”（或譯作“贖業至親”）的主要責任是贖地（利

未記 25：23-26）和贖人（利未記 25：47-55），以及娶兄弟的遺孀為妻（申命記

25：5-10）。舊約裡這個字用於神時常譯為“救贖主”，這正是波阿斯在路得記中

所扮演的角色，因為他把拿俄米和路得從無法自救的困境中救贖了出來。從波阿斯

取得買贖權的過程看，要成為路得的至近親屬，波阿斯至少要具備哪三個條件？ 
 

 

 

 

我們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個共同的救贖主-基督耶穌。基督耶穌是如何滿足這三個

條件的？基督耶穌幫我們贖回了什麽樣的名分和產業？ 
 

 

 

 

 

 

4. 在長老的祝福中，稱路得為“你家的女子”，而不再是摩押女子，有什麼特別的含

義？把路得和拉結、利亞同列，意味着什麽？她瑪是以色列歷史上的女英雄（創

38章），路得和她瑪的經歷有何相似之處？ 

 

 

 

 

 

我們本來也像摩押人一樣，在神所應許的諸約裡是局外人（以弗所書 2：12）。但

像路得因願意投靠在耶和華的翅膀下而被接納成為神的子民一樣，只要我們接受主

耶穌，神就接納我們做祂的兒女（約 1：12）。神的救恩何等浩大，不分種族，我

們當如何感謝祂呢？我們將如何把這好消息告訴他人呢？ 
 

 

 

 

 

5. 路得的故事發生在士師時代，那時以色列人棄絕神，各人任意而行（士師記 17：

6，21：25）。但波阿斯敬畏神，並遵行神的話語而行，成為那個黑暗時代的亮光

和榜樣。我們正處在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時期，我們如何效法波阿斯，成為我們

這個時代的“光”和“鹽”？ 
 



“路得記”查經     第 6 課  (4：13 下 – 4：22)                 8/17/2018 

耶和華在歷史中掌王權 

歸納總意 

波阿斯娶了路得，耶和華使路得懷孕，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俄備得（“僕人”的意思）。

鄰舍的婦女為拿俄米有了後裔稱頌耶和華。俄備得不僅可以照顧拿俄米的晚年生活，為以

利米勒家族在產業上留名，更重要的是成為大衛王的祖父。作者以大衛的家譜結束整卷

書，並追溯到他的祖先猶大的兒子法勒斯，說明大衛作以色列君王是神的救贖計劃的一部

分，也要應驗舊約聖經中的預言。路得和波阿斯的經歷，說明在大衛出生之前，耶和華已

經在看顧保守他的祖先了。 

 

分段大意 

4：13下   耶和華使路得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4：14 – 4：17 耶和華拯救以利米勒家族不至於滅絕 

4：18 – 4：22 大衛的家譜 — 耶和華拯救和看顧整個以色列 

 

討論與應用問題 

1. 4：13 節說耶和華使路得懷孕生了一個兒子，讓我們看到耶和華是賜生命的主。這

是作者第二次提到耶和華直接介入祂的子民的生活，記載耶和華第一次介入的經文

在哪裡？但更多的時候，耶和華的介入隱藏在故事人物的誓言、祝福和人物之間

“因緣際會”的相遇中。請從整卷書中找出相關的經文，留意“恰巧”、“正

是”、“正從”等副詞。 

 

 

我們生活中發生的很多事情，也都有神的恩手在引導。請分享你的親身經歷：當時

發生了什麽事？什麽時候出現了轉機？這件事是如何結束的？你何時才意識到神

（或聖靈）的工作/保守？這意識對你後來處事的方法和態度有何影響？ 

 

 

 

2. 鄰舍的婦女為拿俄米有了後裔稱頌耶和華，而且神祝福她是因為兒媳路得的緣故。

其實神用路得來賜福拿俄米的安排在她歸回應許地的第一天就開始了（1：22）。

但那時，拿俄米只是看到自己缺乏無助的窘境（1：19-21）。很多時候，神的引領



和保守只有在苦難過後才能看得出來。你今日有什麽難處？你準備如何去面對它？

你如何控制自己在難處中不發怨言？ 
 

 

 

  

3. 4：17 說“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給這個孩子起名叫俄備得（“僕人”的意思）。

這個孩子對拿俄米的意義是什麼？對以利米勒家族又意味着什麽？接下來說俄備得

是大衛的祖父，因此拿俄米作為俄備得的養母間接成就了大衛王朝。這遠遠超過拿

俄米所求所想的。讓我們看到一個信靠耶和華的人生的意義不只局限於有生之年，

神的恩典遠超過我們所付出的。 

 

 

 

 

4. 4：18-4：22記載大衛的家譜，並追溯到他的祖先法勒斯。法勒斯是誰（創 38：

27-30）？為什麽大衛的家譜要追溯到法勒斯（創 49：10）？士師記記載以色列民

因遠離神而常落在仇敵手中，撒母耳記講述耶和華設立王權並揀選大衛作以色列的

君王。夾在士師記和撒母耳記中間的路得的故事和大衛的家譜，對於幫助大衛時代

的以色列人來認識神的作為和接受大衛為王，有何特殊的作用？ 
 

 

 

 

 

 

5. 新約馬太福音 1：2-1：16記載了耶穌基督的家譜，路得記所記載的大衛的家譜被

收錄在馬太福音 1：3 – 1：6。馬太特地記錄了四位外邦女子的名字，除路得

外，其他三位是誰？馬太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自從神呼召亞伯拉罕開始，神的應許和救贖計劃因為人的軟弱和環境的艱難（包括

仇敵的攻擊）曾幾度面臨中斷的險境。但耶和華是全能者，祂在歷史中運行祂的旨

意，一代又一代。請從馬太福音家譜中一個人物的經歷，來看耶和華如何在歷史中

掌王權，成就祂的旨意。 
 

 

 

6. 縱觀整卷書，你可以看出神的哪些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