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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歷史書讀經班

王文堂牧師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 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
的善事。（提後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2 Tim. 3:16-17, NIV）

讀經班金句



讀經者的信念

我相信聖經是神的
話語，是基督徒生
活與信仰的最高準
則。

我相信神的話語是
活潑常存的，神會
藉著聖經向他的兒
女說話。

我相信一個人若喜
愛並遵行神的話
語，這人便為有
福。

11/3/2013 Warren Wang



完整的讀經計劃

CBCWLA讀經班的計劃是

每天讀二章

每週讀五天

一週的進度是十章

若固定參加讀經班，可以在三年

年之內有系統地讀完整本聖經。

11/3/2013 Warren Wang



配合讀經的主日學

配讀經期間，每週舉行「讀經班
主日學」，每次上課一小時。

上課的內容是講解上週所讀過的
十章聖經，以求瞭解每本書的主
旨和重點。

上課的人必須是基督徒，並且每
週按照進度讀經。

11/3/2013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要求

本班是為已經信主受浸、
有意研讀聖經的基督徒所
預備的。

各人在每次上課之前必須
已經讀完指定的經文（每
週十章）。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

不遲到早退，有良好的學
習態度。

11/3/2013 Warren Wang



讀經的態度

讀神的話語要有信心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
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
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
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
（希伯來書4:2）

讀神的話語要認真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
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
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
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
篇1:2-3）

11/3/2013 Warren Wang



其他的規定

可以中途插班

每次的測驗是 closedbook，請勿看
聖經

課程結束時，達到以下要求者將由
教會頒發結業證書:

讀完全部歷史書

缺課不超過四次

11/3/2013 Warren Wang



讀經者的禱告

願主的道興旺

在我裡面！

在教會！

在社區！

願主賜福我讀經的日子！

11/3/2013 Warren Wang



士師記
主题：在恩典中堕落

金句 21:25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士師記大纲

11/24/2013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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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沒有趕出他們」：1-2章

2. 主體-「耶和華興起士師」：3-16章

3. 後記-「各人任意而行」：17-21章

士師記的主題:

「在恩典中墮落」，所描述的是一個浪子的

故事（神是父親，以色列是浪子）。



士師記

17-21章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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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經叛道的年代

• 士師記的結語: 17-21章

• 從時間上來看，這並不是16章的延續

• 這段記載，是士師時代的 “樣品 sample”

• 這部分的主題是 “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
人任意而行。”

• 主要的故事有兩個：
(1) 米迦事件

(2) 基比亞事件

• 這五章的經文可說是整本聖經之中最黑暗的記
載，給人看到當神的子民任意而行之時他們的道
德與靈性可以淪喪到何種程度。

12/8/2013 Warren Wang

兩個故事都發生於士師記的早期，各有一位律
法書主要人物的後代：米迦事件有摩西的孫子
約拿單；基比亞事件有亞倫的孫子非尼哈。





米迦事件:以偶像為真神

• 一個任意妄為的兒子

• 一個沒有立場的母親

• 一個又拜真神又拜偶像的家庭

• 一個為利奔走的祭司

• 一個來自虛偽信仰的錯誤思想
米迦說：現在我知道耶和華必 賜福與我
，因我有一個利未人做祭司。（士
17:13）

• 一個形同強盜的支派

• 一個遺患無窮的措施

12/8/2013 Warren Wang

士师记17、18章



偷錢的孩子，溺愛的母親

•米迦偷了母親一千一百舍客勒銀子，這是一
大筆錢，當時一年的工資 才十舍客勒銀子（
士17:10）。母親發出咒詛，米迦一聽，就承
認是自己拿了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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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聽米迦偷了銀子，不但沒有責怪他，反
倒祝福他：我兒啊，願耶和華賜福與你！
•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
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

士师记17章

士師記17:1-6

12.7kg银子
•米迦將銀子還給母親，母親說：我將一
部分的銀子分出來，為你獻與耶和華！

•如何獻與耶和華？母親將二百舍客勒交
給銀匠去製造偶像，造好了就 將偶像
安置在米迦的屋內。

5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得和家中
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作祭司。

•這就是米迦事件的開場白，這段開場白
以「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
行」收場。

一個任意妄
為的兒子

一個沒有
立場的母
親

一個又拜真神又拜偶像的家庭



製造偶像獻與耶和華！

•米迦的母親用二百舍客勒銀子「雕刻一個像，鑄成一個像」，安置在
米迦的屋中，為了要「獻與耶和華」。
•這樣，米迦就有了神堂。米迦一看神堂，嫌這些還不夠，就又「製
造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神像是複數（household  gods），表示不
只一座。現在神堂看起來就比較壯觀了！
•這一切都是為了「獻與耶和華！」在十誡中耶和華不是禁止以色列製
造偶像嗎？他們犯了神的誡命卻說這是獻與耶和華，神的百姓可以悖
逆到這種程度嗎？

•不但可以，而且還可以更過分。米迦一看，神堂和神像都有
了，以弗得也有了，只缺少一位祭司，於是就派他的一個兒子做祭司
。

士师记17章

士師記17:1-6



自己立一個祭司

•對於設立祭司神有嚴格的規定，只有利未人亞倫的子孫才可以做祭
司，而且必須在神所指定的地方任職，不可隨意獻祭。

•現在有一個叫做米迦的以法蓮人在自己的家裡設立神堂，擺了神不
許以色列人製造的偶像，在神沒有指定的地方派了自己的兒子做祭
司。如果你沒有讀過律法書就罷了，如果你讀過了「創出利民申」
五本律法書，請問你做何感想？

•他又是祭司，又是以弗得，又是獻與耶和華，一切有模有樣。但是
如果他跟你說「我是敬拜耶和華的人」，你會同意嗎？現代有類似
米迦的人嗎？

士师记17章

士師記17:1-6



為利奔走的神職人員
•接著入場的是一個來自猶大伯利恆的少年利未人

。約書亞分給利未人四十八座城， 其中沒有伯

利恆。這人不知為何住在伯利恆，又不知為何離

開伯利恆來到以法蓮的山地。

•米迦一問，知道他是個正牌的利未人，這可比

自己的兒子當祭司要強得多了。於是就許他年

薪、食宿、衣服，請他做家庭祭司。利未人一

聽，就欣然答應。

士师记17章

士師記17:7-12

摩西的孙子、革舜的儿
子约拿单（18：30）

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
衣服，包食宿(17:10)

•後來但族人大遷徙，要這個利未人考
慮「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還是做

一個支派的祭司好呢？」利未人一

聽「心裡喜悅」，就跟但族人走了。

•申命記有一個為利奔走的先知巴蘭，
士師記有一個為利奔走的祭司約拿單
（這是他的名字，士18:30）。一個
人若利字當頭，將神放在後面，無論
先知或祭司， 就只是虛有其名。



一個來自虛偽信仰的錯誤思想

•十七章以一句特別有意思的話做結
束：米迦說：「現在我知道耶和
華必賜福與我，因我有一個利未人
作祭司。」（士17:13）一個人在
違背了耶和華諸般誡命之後，他的
思想居然是「耶和華必賜福與
我！」這個「匪夷所思」的根據
，只是因為他雇用了一個為利奔
走的利未人！

士师记17章

士師記17:7-13

一面事奉神，一面事奉名利、欲望……

•二十一世紀並不缺少虛偽的信仰和
錯誤的思想，非但不缺貨，而且還

花樣翻新，種類繁多，任君選擇。

許多「米迦」在違背了耶和華諸般

誡命之後仍存著「耶和華必賜福與

我！」的心…他們是活在士師時代

麼？好像是的。



但人的三個問題

•十二支派當中，但族人特別有意思。約書亞分地給他們，別的支派就算
不能趕出境內所有的迦南人，起碼還能將地界維持住，只有但族人例外：

「亞摩利人強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們下到平原。」（士1:34）這就解釋了為

何十八章一開始說：「但支派的人仍是尋地居住；因為到那日子，他們還沒有在
以色列支派中得地為業。」(士18:1)

•但人派了五個探子去尋找地業，來到以法蓮山地米迦的家中，聽出少年利未人
的口音，就一口氣問了他三個問題：「誰領你到這裡來？你在這 裡做什麼？你
在這裡得什麼？」

THE BIBK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士师记18章

士師記18:1-3



但人的三個問題
•雖然但人不是甚麼好人，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這三個問題卻很值得回答。回
答完了頭腦會清醒很多：

1. 誰領你到這裡來？Who brought you here?無論你在哪裡，是誰領你的？你看

到主的帶領麼？

2. 你在這裡做什麼？What are you doing in this place?你在所居之地做甚麼？所

做的和主的旨意有關麼？

3. 你在這裡得什麼？Why are you here?你每日生活行動，目的是甚麼？你想要得

到的，是否與神有關？

THE BIBK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士师记18章

士師記18:3



但支派夺取拉亿（利善）为地业

一、打发五勇士窥探以法连山地巧进米迦家(1~6节)
5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
6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012345678,9/:;6<=>,?@ABC

二、其后来到拉亿发现该地适合安居置业，回报派军夺取(7~13节)

三、派六百但人夺地途经米迦家，强夺神像并利诱少年祭司同行(14~20节)

四、米迦聚众追赶但人，惟因力量悬殊被迫无功而回(21~26节)

五、但人攻取拉亿改名但，设立所夺的神像和所拐利未人为祭司(27~31节)

士师记18章



但支派的遷徙

•但支派所分配到的土
地原本在南部，因為
無法趕除敵人，所以
放棄了分地，到北方
去搶了一塊地，並開
始拜偶像。

THE BIBK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士师记18章

但支派的參孫家住在瑪哈
尼但、就是瑣拉和以
實陶中間



拉億就是利善 Laish is Leshem

•但人的地界越過原得的地界；因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擊殺城中的
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們先祖但的名將利善改名為但。(書19:47)

•但人將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帶到拉億，見安居無慮的民，就用
刀殺了那民，又放火燒了那城…照著他們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給那
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億。(士18:27,29)

THE BIBK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士师记18章

士師記18:27-29



一個形同強盜的支派

•老實說，讀了但支派得地業的經過，心裡悶悶的，實在高興不起來。這
不是一群殺人越貨的強盜嗎？先是搶了米迦的祭司和神像，後來又殺了
一城「安居無慮」的人民，奪他們的地居住。
•這些但族人吃軟怕硬，打不過亞摩利人，就在北方找了一個與世無爭的
地方，「見安居無慮的民，就用刀殺了那民，又放火燒了那城」，於是
但人修城居住。
•自那以後，「從但到別是巴」就成了一個地理名詞：以色列人的地界最
北是但，最南是別是巴。

THE BIBK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士师记18章

士師記18:27-29



一個後患無窮的措施

•但人就為自己設立那雕刻的像。摩西
的孫子、革舜的兒 子約拿單，和他的
子孫作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擄
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羅多少日子，
但人為自己設立米 迦所雕刻的像也在
但多少日子。(士18:30-31)

士师记18章

士師記18:30-31

•大江大河的起源僅是細小的溪流
，影響國家民族的大事 開頭僅是
個人的小事。米迦偷了母親的錢
，母親卻為他 製作雕刻的偶像。
米迦事件的結語再度將我們的目
光引 向那個偶像：「神的殿在示
羅多少日子，但人為自己設 立米
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
」基督徒，一定要不真正的改变行为以符合神的期望。敬

虔不能只是口头上的宣称，它必须真真实实地除掉心中
的各种雕像，除掉这世上的名利，地位和骄傲。



一個後患無窮的措施

•幾百年後，到了耶羅波安在北國作王的時候，他給以色列
人製作了兩隻金牛犢，一隻安在伯特利，一隻安在但。但
人早已習慣於拜偶像，如今其他支派的人也去但拜偶像：
「這事叫百姓陷在罪裡，因為他們往但去拜那牛
犢。」（王上12:30）

士师记18章

士師記18:30-31



基比亞事件:暗无天日，罪惡滔天

THE BIBKE READING CLASS王文堂牧師

• 破損的婚姻：多妻的利未人和他

犯姦淫的妾

• 變態的城市：不接待遠人又同性

戀猖狂的基比亞

• 暴民圍宅：無法無天的社會

• 分屍送信：自私冷酷的丈夫

• 寧可打仗，不肯認錯的便雅憫人

• 急速敗壞：非尼哈仍在的時候

士师记19章

•支派血戰:以色列人自相殘殺,死傷累累

•瀕臨滅絕:便雅憫人被屠殺,只剩六百人

•以色列人後悔

•後悔之後的暴行:基列雅比人的遭遇

•看重誓言,卻不看重人命的以色列人

•士羅搶婚:在神面前任意而行

•這是什麼樣的長老?

•這是什麼樣的時代?



利未人和他行淫的妾
•基比亞事件的開頭語是「當以色列中沒有
王的時候」，結語 是「那時以色列中沒有

王，各人任意而行」（士19:1，21:25）。

DEFEGHIJKL.MN,/OE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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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樣的觀念，看到故事中一個比一個
更離經叛道的行為就不會過於吃驚了。

士师记19章

士師記19:1-10

•故事的開頭是講一個住在以法蓮的利未人

，他的妾行淫離開 丈夫，回到伯利恆的父

家。

•利未人帶了一個僕人去伯利恆， 妾的父親

很高興，留女婿吃了幾天的酒。

•到了第五天日頭偏 西的時候，女婿堅持要

走，就帶著妾和僕人上路了。





在基比亞遇到同鄉

• 11-13鄰近耶布斯（就是後來的耶路撒

冷）的時候，日頭將落，僕人建議在

耶布 斯找住宿。利未人不願進入外邦

人的城市，決定趕路前行，到便雅憫

支派的基比亞去。

• 14-15他們來到了基比亞，沒想到這裡

雖是以色列人的城，卻無人願意接待

他們住宿。

士师记19章

士師記19:11-21

• 16-21三人無可奈何，只好坐在基比亞的街頭
上。這時來了一個從田裡工 作回家的老人，
也是以法蓮人，和利未人同鄉，一聽他們的
請況，就邀他 們來家中住宿。老人餵了他們
的驢，給他們洗腳、吃喝。
16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作工回来，他原是以
法莲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却是便雅
悯人。

正當他們心裡歡暢的時候，事情卻急轉直下。
接下來發生的事導致以色列支派之間的血戰，
幾乎使一個支派滅絕。



基比亞的變態匪徒
•22老人接待利未人的消息，傳到基比亞一群邪惡變態的匪徒耳中。
他 們圍住老人的房子，頻頻敲門，要老人將利未人交出，任憑他
們與他交合。

•類似的事情曾經發生過一次。兩位天使來到所多瑪羅得的家中，暴
民將羅得的家圍住，提出相同的要求。（創19:1-19）

•唯一不同的是所多瑪人是外邦人，基比亞的匪徒卻是以色列人。這
些神的百姓不但沾染了外邦的惡習，而且更進一步，要以暴力滿足
自己邪惡的情慾。

士师记19章

士師記19:22-28



自私男人的冷酷作為

• 23在事態危急的時候，老人向匪徒交涉，建議

用自己的女兒和利未人的妾來 代替。25匪徒不

肯，利未人就把他從遠道來接回家的妾強拉出

去，交給那幫匪徒。這一切作為，只是為了自

保。

• 27-28第二天早上，利未人開了房門，準備上路

。只見婦人仆倒在門口，雙手搭在門檻上。他

對婦人說：起來，我們走吧！婦人卻不回答，

她已經死了。

士师记19章

士師記19:22-28

•在利未人開門之前，婦人曾經爬回家，雙
手搭在門檻上。無人聽到她呼求 的聲音，

無人給她開門，她就死在門口。利未人開

門，看見仆倒的婦人， 沒有關懷的慰問，

沒有扶她起來，只說：「起來，我們走吧

！」

•一股逼人的冷酷無情，從字裡行間撲面而
來，令人不寒而慄。



支派血戰
接下來發生的事，一件比一件殘酷，一件比一

件不可思議。

• 19:29利未人將妾的屍身切成十二塊，分送各支
派。各支派一見大驚.

• 20:1-2從但到別示巴「都出來如同一人」。他們
在米斯巴聚集，拿刀的步兵有四十萬，準備討
伐便雅憫人。

• 12他們先打發人去便雅憫支派，叫他們將作惡
的基比亞匪徒交出來。

士师记19、20章

士師記19:29-20:46

• 13-17在正常的情況下，便雅憫人理虧，又
大軍壓境，只要 交出匪徒事情就結束了。
沒想到便雅憫人卻不肯，聚集了
二 萬六千七百人，要與四十萬大軍對抗

。

• 18-47聯軍先敗後勝，最後的結果是便雅憫
軍隊被殺得只剩下六百人，逃到一個叫做臨
門磐的地方，死守不出。



命中頭髮，毫不 “犯罪”
• 16在眾軍之中有揀選的七百精兵，都是左手便
利的，能用機弦甩石打人，毫髮不差 (chata, to 

miss)。

“差”的原文chata，意思是“未命中”，在舊約聖經

被譯為“犯罪”。

•這些精兵甩石打一根頭髮，也不會錯失（犯罪
）。

•「罪」的意思就是「錯失目標」，沒有達到神
所設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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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20章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
，有律法和先知 為證：就是神的義，因信
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 沒有分別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
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
的稱義。(羅3:21-24)

26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号，
27那时神的约柜在哪里。28 那時，亞倫的孫子，以
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侍立在約櫃前。

这标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不久就快速败坏。



悲劇中的悲劇

•在戰爭的狂熱中，支派聯軍做了一件不可

思議的事。他們不但將戰場上的便雅憫人

殺得只剩六百人，而且還掃蕩他們的村莊

，殺盡一切人口：「以色列人又 轉到便雅

憫地，將各城的人和牲畜，並一切所遇見

的，都用刀殺盡，又放火燒 了一切城邑。

」(士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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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20、21章

士師記20：48-21：2

•殺到這種程度之後，以色列人終於

冷靜下來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呈現

在眼前：整個便雅憫支派只剩下六

百個男人，沒有妻子，以色列即將

缺少一個支派。

•21:2於是他們來到伯特利，坐在耶

和華面前，放聲痛哭！



悲劇中的悲劇

•放聲痛哭？是他們將人殺光的，他們還放聲痛哭？不但如此，他們還將自己的
責任放在神的身上，問神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為何以色列中有這樣缺
了一支派的事呢？」(士21:3)這給我們看到，人性喪失之後接著是理性的喪失。
然而這一切還沒完，更可怕的事接著又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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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21章



基列雅比
•支派聯軍曾立下兩個大誓：第一，不將女兒給便雅
憫人為妻；第二，凡不參加聯軍的，必將他治死：
1.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說：「我們都不將女
兒給便雅憫人為妻。」(士21:1)

2.先是以色列人起過大誓說，凡不上米斯巴到耶
和華面前來的，必將他治死。(士21:5)

•他們一查，查出河東的基列雅比未派一兵一卒。於
是他們就想出一個殘忍的計畫，好使便雅憫人得到
妻子：

士师记21章





基列雅比
•會眾就打發一萬二千大勇士，吩咐他們說：「你們去用刀將基列 雅比人連婦女
帶孩子都擊殺了。所當行的就是這樣：要將一切男 子和已嫁的女子盡行殺戮。
」他們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見了四百 個未嫁的處女，就帶到迦南地的示羅營裡
。(士21:10-12)
•附註：因便雅憫人的妻子來自於基列雅比，基列雅比成為便雅憫人的「娘家
」。以色列的第一個王掃羅是便雅憫人，他和他的三個兒子在戰場上被非利
士人殺死，屍身釘在城牆上：
•基列雅比的居民聽見非利士人向掃羅所行的事，他們中間所 有的勇士就起身
，走了一夜，將掃羅和他兒子的屍身從伯珊 城牆上取下來，送到雅比那裡，
用火燒了； 將他們骸骨葬在 雅比的垂絲柳樹下，就禁食七日。(撒上31:11-
13)

士师记21章



示羅搶婚
•便雅憫支派還剩下六百個男子，從基列雅比擄來四百個未嫁的女子，還差
二百。各支派又不能違背誓約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便雅憫人，怎麼辦？
•於是會中的長老們想出一條「妙計」：先派人告訴躲在臨門磐的便雅憫人，
在示羅有耶和華的節期，女孩子會出來跳舞。你們先在葡萄園埋伏，到時候
就衝出來，各搶一個女子為妻：(士21:16-22)
•於是便雅憫人照樣而行，按著他們的數目從跳舞的女子中搶去為妻，就回
自己的地業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士21:23)

•以色列人完成討伐便雅憫人的壯舉，又為他們解決了妻子的問題，大功告成
，就回家去了：
•當時以色列人離開那裡，各歸本支派、本宗族、本地業去了。(士21:24)

士师记21章



以下是整本士師記的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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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



「只有拯救者但卻沒有王」的人生

• 士師記的強烈信息：
• 「只有拯救者但卻沒有王」的
人生，乃是最黑暗的人生！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耶和華就為他
們興起一位拯救者救他們…3:9

那時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
行。21:25

• 耶穌是誰？
• 耶穌是你的救主，還是
你的主？他是你的拯救
者，還是你的王？

• 只有救主但卻沒有主的
人生，乃是最黑暗的人
生！

12/1/2013 Warren Wang



路得記
C h a pter 1 - 4



路得記的主題和大綱
• 路得記的主題是「救贖」
• 作者：可能是撒母耳

• 路得记大纲
• 前言：拿俄米空了，1:1-5
• 主體：路得遇到救贖者，1:6-4:12

• 後記：拿俄米滿了，4:13-17
• *附帶:大衛的家譜, 4:18-22

在堕落中得拯救

路得记与以斯帖记，是全部圣经六十六卷中所仅有以妇女的名字
命名的二卷书，它们有不少有趣的相似和相异的地方。



拿俄米從苦變甜，由空變滿

•路得記以拿俄米開始，也以拿俄米結束。
•路得記不但是神的啟示，也是一篇精心構
思，前後對稱的文學傑作。路得記的序言
是一章1-5節，共有71個希伯來字。路得記
的結語是四章13-17節，不多不少也是71
個希伯來字。

•序言描述拿俄米由滿變空，結語描述拿俄
米由空變滿。開始的時候， 拿俄米失去
了丈夫，失去了兒子，從滿滿的變為空空
的。結束的時候，路得與波阿斯生了一個
兒子，神將這個孩子放在拿俄米的懷中，
使她從空空的又變為滿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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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文学技巧超卓，人物栩栩如生，为上乘之作。

人物对话的语气及用字，恰如其人身分。故事布

局独特，一章与四章，二章与三章，彼此对称。

一与四章分别提及路得和波阿斯向拿俄米尽其亲

属责任；一章中拿俄米失子，而在四章拿俄米则

得子。二及三章均记载路得离家至田间；二章中

波阿斯嘱咐路得留在田间，并祝福她，而三章则

倒转，波阿斯先祝福路得，然后留她在打麦场；

两章结尾时，路得都向拿俄米叙述她与波阿斯见

面的事情。



路得記的金句和名句
金句：路得記2:20

拿俄米對兒婦說：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因為他不斷地恩待活人
死人。拿俄米又說：那是我們本族的人，是一個至近的親屬。

名句： 路得記1:16

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在哪裡住
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12/8/2013 Warren Wang



黑暗中的一線曙光

•路得記發生於「士師秉政的時候」（得 1:1），當時罪惡氾濫，遍

地黑暗，人間 不再有盼望。就在這時候，猶大地的伯利恆默默地

進行著一個救贖的故事。這故事猶如黑暗中的一道曙光，重新給

人間帶來溫暖與盼望。

•路得記的故事發生於伯利恆。一千多年 之後，救贖主耶穌降生於

伯利恆，來到一個充滿罪惡的世界，默默地死在十字架上，為人

間帶來溫暖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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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從苦到甜，由空到滿
• 路得記由拿俄米開始，也由拿俄
米結束。

• 路得記的前言（1:1-5），原文共有
71個字，講拿俄米從滿滿的變為
空空的。

• 路得記的結語
（4:13-17）也有71個字，講
拿俄米從空空的變為滿滿的.

• 拿俄米（甜的）
• 改名為瑪拉（苦的），
• 又從瑪拉恢復為拿俄米。

12/8/2013 Warren Wang

Redeemer



路得来到波阿斯的城中 爱的跟随

一、路得嫁以利米勒的儿子后丧夫(1~5节)
1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
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2这人名叫以利
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玛伦，一
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
就住在那里。3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
和她两个儿子。4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
俄珥巴，一个名叫路得，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5玛伦和基
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二、婆婆拿俄米劝儿媳们回娘家再嫁(6~13)

三、路得定意跟随婆婆拿俄米回犹大地(14~18)
16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也
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
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7『你在那里死，我也在
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
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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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第一章

四、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19~22节)

20拿俄米对她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

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玛拉(玛拉就是苦的意思)，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21『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

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

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22拿俄米和她儿妇摩押女子路得，从摩押地回来

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以利米勒 拿俄米

基連 瑪倫俄珥巴 路得

你往那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在那
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國就
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
那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

愛
的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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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以色列列猶大支派的伯利利恆人。「拿俄米」的意思是「甜」
路得：摩押人，拿俄米的兒媳婦。



•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在哪裡住
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得1:16）

•在婚禮交換誓言的時候，有時新郎新娘會引用以上的經文。兩條原本不同的人
生道路，因為彼此相愛的緣故而合成了一條。

•這句話是路得向她的婆婆拿俄米說的。路得是一位摩押的女子，並未信奉真神，
也不在神的國度之內。因為她愛她的婆婆（婆媳之間能有這樣的感情，實在是美
好的見證），就選擇了去認識她婆婆的神，並進一步接受她的神。

•基督徒若有未信主的親人，若向對方表達真誠的愛，常能感動對方，使他也選
擇你的神，和你一同進入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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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跟隨





路得来到波阿斯的麦田里至近的亲属

一、路得恰巧到波阿斯那块田里拾取麦穗
(1~7节)

1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
波阿斯，是个大财主。2摩押女子路得对拿俄米说：
『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
麦穗。』拿俄米说：『女儿阿，妳只管去。』3.她
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

二、波阿斯厚待路得(8~16节)
11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
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
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12『愿耶和华照你所
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祂的赏赐。』

三、路得晚上回去将所得交给婆婆拿俄米
(17~18节)
19婆婆问她说：『你今日在那里拾取麦穗，在那里
工作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得就告诉婆婆说：
『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作工。』20拿
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
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
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

四、拿俄米指导路得要一直在波阿斯田里拾

取麦穗(19~23节)
23於是路得與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處拾
取麥穗、直到收完了大麥和小麥．路得仍
與婆婆同住。

路得记第二章

路得内心品德受众人夸奖

爱的遮盖



•由空變滿的關鍵在2:20，路得記
位居中央的一節經文。這節經文
敘述了神的恩慈，祂為拿俄米和
路得預備了一位救贖者。

•拿俄米對兒婦說：願那人蒙耶和
華賜福，因為他不斷地恩待活人
死人。拿俄米又說：那是我們本
族的人，是一個至近的親屬。
（得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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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關鍵



至近的親屬
拿俄米又說：「那是我們本族的人，是一個至近的親屬。」（得2:20）

按照摩西律法的規定，

若有以色列人因窮乏而賣了自己的產業，

或甚至賣身為奴，或死了但卻沒有後裔，

•那位「至近的親屬」（和他的親屬關係最近的那個人）就有責任替他將賣出去的
產業「贖回」（替他出錢，將產業買回來還給他）；或替他付贖身的銀子，使他
恢復自由；或娶死者的寡婦為妻，所生的頭一個兒子歸在死者的名下，使那人的
產業有人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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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近的親屬 救赎者

•因此之故，「至近的親屬」逐漸成為「救贖者」的代名詞，因為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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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最需要的時候，願意付上代價來救贖你的人。
•波阿斯是拿俄米家族中一位「至近的親屬」，但還不是最親的。那位最
親的親屬放棄責任之後，波阿斯就承擔起「救屬者」的責任。

•許多英文聖經將「至近的親屬」譯為“ kinsman-redeemer親屬-救屬者,” 
更能表達出原意。



路得来到波阿斯的场上 爱的遮盖

一、婆婆拿俄米指导路得如何找个安

身之处(1~4节)

1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阿，我

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

2『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

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簸大麦；』

二、路得遵从拿俄米的吩咐下到波

阿斯的场上(5~7节)

5路得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三、波阿斯半夜惊醒，答应为她尽亲属的本分(8~13
节)
8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
的脚下。9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
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
属。』10波阿斯说：『女儿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
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11『女儿阿，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四、路得清晨回婆婆处报告经过情形(14~18节)
18婆婆说：『女儿阿，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
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路得记三章

路得求婚

波阿斯的回答



愛的遮蓋
•愛的遮蓋，就是將有需要的人，放在有能力
者的供應和保護之下。父母養育兒女， 讓他
們住在自己的屋簷之下，給他們吃，給他們
穿，給他們一切所需所用的，就是 一種愛的
遮蓋。路得記兩次提到愛的遮蓋，都用到「
翅膀」這個字。

•第一次是波阿斯對路得說的。路得是一個外
邦女子，如今卻來到以色列人的地方， 在波
阿斯的麥場找糧食，這就等於是向以色列的
神尋求遮蓋。波阿斯說，「你來投 靠耶和華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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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路得向波阿斯說的。路得主動提出要

求，說：「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蓋我。（3：9）

」衣襟的「襟」，在原文就是「翅膀」的意思

。耶和華無形的翅膀，要藉著波阿斯有行的衣

襟才能彰顯出來，使困苦的路得得著愛的遮蓋

。

•神的愛，要藉著基督徒的善行才能具體表現出

來。最美好的善行就是愛的遮蓋，沒有條件的

，不求回報的，為困苦的人提供幫助。



路得求婚：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蓋我

接受求婚的義務：
盡上救贖者的本分

1. 贖地：

• 將賣出去的地買回來還給
他

2. 娶孀：
• 所生的長子歸前夫,為死者
立後

時間
收麥子時候的一天晚上

（四，五月）

地點 穀場上，麥堆邊

背後策劃人 拿俄米

求婚者 路得

被求婚者 波阿斯

12/8/2013 Warren Wang



•路得求婚的過程，乍看之下有些奇怪，其實並
沒有道德上的問題，也沒有愈矩的行為。女
子向男子提出結婚的要求（其實不止是結婚，
而是拯救整個家族），並沒有什麼不對。如
果將這件事看成有需要的人向有能力的人求救
，那就更沒有問題了。
•路得說出求婚（求救）的話，就好像彼得快
要沉下去的時候向耶穌說：「主啊，救我！
」一樣，表示在神與人的關係中，那些呼求
主名的就必得救。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贖主
，他願意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不
會將救恩強行塞給一個不想得救的人。你必
須要表示出求救的意願，坦然的說：「主耶
穌，求你拯救我，求你做我的救主」，那時
救恩才會臨到你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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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求婚 求告救贖主

•伯利恆收割麥子是四、五月的時候，
波阿斯是麥田的主人，那天晚上他就
睡在打麥子的 場上，麥堆的旁邊。路
得悄悄的來，掀開他腳上的被子，蓋
在自己身上。半夜波阿斯醒 來，發現
有個女子躺在他的腳下，大吃一驚，
問道：「你是誰？」那女子回答說：
「我 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
襟遮蓋我，因為你是我一個至近的親
屬」。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蓋我」（參考以西
結書16:8）是一句求婚的話，也是一句
求救的話。 波阿斯是一位「至近的親
屬」，他有責任為拿俄米贖回失去的產
業，也有責任娶路得為 妻。



那位賢德的婦人是誰?

• 箴言三十一章有位「賢德的 婦
人」，因為她太傑出了 ，以致
於引起紛紛議論：真的 有這麼
一個人嗎?

• 「賢德」這個字在舊約只出 現
過兩次， 一次是箴言三十一章
，一次是路得記

• 波阿斯對路德說：「你是個
賢德的女子」（3：11）

• 因此有人做結論：
箴言三十一章是路得的畫
像，那位賢德的婦人就是
她。

12/8/2013 Warren Wang



路得来到波阿斯的家里 救赎与救赎主

一、波阿斯按公证手续取得赎产的权利

(1~9节)
9波 阿 斯 對 長老和眾民說、你們今日作見證、
凡屬以利米勒和基連、瑪倫的、我都從拿俄
米手中置買了．

二、波阿斯在长老们见证下娶路得为妻

(10~12节)
10又 娶 了 瑪 倫的妻摩押女子路得為妻、好在
死人的產業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
族本鄉滅沒、你們今日可以作見證。11在 城
門 坐著的眾民和長老都說、我們作見證、願
耶和華使進你家的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
的拉結、利亞二人一樣．又願你在以法他得
亨通、在伯利恆得名聲．12『愿耶和华从这少
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
勒斯的家一般。』

三、路得怀孕生子，给拿俄米乳养(13~17
节)
13於 是 波 阿 斯娶了路得為妻、與他同房、耶
和華使他懷孕生了一個兒子。14婦 人 們 對拿俄
米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今日沒有
撇下你使你無至近的親屬．願這孩子在以色
列中得名聲．15他 必 提 起你的精神、奉養你的
老、因為是愛慕你的那兒婦所生的、有這兒
婦比有七個兒子還好。16拿 俄 米 就把孩子抱在
懷中、作他的養母。17鄰 舍 的 婦人說、拿俄米
得孩子了．就給孩子起名叫俄備得、這俄備
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衛的父。
四、路得按家谱是大卫王的曾祖母(18~22
节)
18法 勒 斯 的 後代記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崙、
19希 斯 崙 生蘭、蘭生亞米拿達、
20亞 米 拿 達生拿順、拿順生撒門、
21撒 門 生 波阿斯、波阿斯生俄備得、
22俄 備 得 生耶西、耶西生大衛。

路得记第四章

与耶稣的家谱相连接（马太1：3~6）



城門口的救贖者

•波阿斯對長老和眾民說：「你們今日作見證，凡屬以利米勒和基連、瑪

倫的，我都從拿俄米手中置買了；又娶了瑪倫的妻摩押女子路得為妻，

好在死人的產業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鄉滅沒。你們今日

可以作見證。」

•在城門坐著的眾民和長老都說：「我們作見證…」(得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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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記的預表性

•路得記的救贖者（波阿斯），預表福音書中的救贖者（耶穌基督）。
•波阿斯是猶大支派的伯利恆人。從肉身來看，耶穌基督也是猶大支派的人，降
生於伯利恆。

•波阿斯是拿俄米和路得的救贖者，耶穌基督是世人的救贖者。拿俄米是猶太人，
路得是外邦人，而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都可因信耶穌基督而得救。

•在路得記的最後，註明了大衛是路得和波阿斯的後裔。在馬太福音的一開始，
註明了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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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者
路得記的三位救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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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上的救贖者: 波阿斯
2. 天上的救贖者: 神
3. 預表的救贖者:耶穌基督

精心構思的預表
1. 他來自伯利恆
2. 他是大衛的家人
3. 他是一位救贖者



彌賽亞的家譜
• 路得記的結尾特意附上大衛的家譜

• 這家譜說明了了大衛是波阿斯與路德的後裔

• 福音書的開頭是耶穌基督的家譜

• 這家譜說明了耶穌是大衛的子孫（從肉身來
說），也是路得的後代

• 路得記是一篇有關救贖的故事，最後以真正
的救贖者耶穌基督的家譜為結束

12/8/2013 Warren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