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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爱的故事：神的救赎史诗》第二讲。我是大卫‧普莱

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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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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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得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她恰巧

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

耶和华赐福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

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她说：『请你容我跟着

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她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

这里。」 
 

波阿斯对路得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

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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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得就俯伏在地叩

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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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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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路得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

慰我的心。」 
 

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得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得就在

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她。她吃饱了，还有余剩的。她起来又拾

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她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她，不可羞辱她；

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她拾取，不可叱吓她。」这样，路得在田间拾取麦

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伊法大麦。她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

看，又把她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 
 

婆婆问她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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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 
 

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

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得说：「他对我说：

『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 
 

拿俄米对儿妇路得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

这才为好。」于是路得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

路得仍与婆婆同住。（路得记 2:1-23） 

 

在上次的信息中，我们思想了这四次信息里的第一个，这是讲到一个旧约的爱情故

事，这故事使得在我们的文化里出现的那些浪漫爱情小说及电影相形逊色，而羞愧得

无地自容。这是一个真实的，坚定的，如假包换的确发生过的爱情故事。如果你没听

到第一讲的信息，你并不算落后太多进度。我要再讲一下路得记第一章里看到的重

点，好为将要在路得记第二章看到的东西设立舞台。 

 

因此我要大概浏览一下路得记第一章的内容。第一章一直绕着拿俄米打转。拿俄米有

一个丈夫名叫以利米勒，她有两个儿子，他们一起住在伯利恒。伯利恒被称为面包

屋，可是有一段时间伯利恒遭遇饥荒，没有面包可以吃，因此以利米勒带着家人，就

是拿俄米和两个儿子离开应许之地，离开伯利恒，一起前往到了妥协之地，在这故事

里妥协之地就是摩押。摩押有过一段历史，是记载在创世记。 

 

基本上，摩押人的起源是罗得和女儿乱伦的结果。这种历史真不值得骄傲。曾经有一

段时期，摩押人真的跟以色列人对抗，后来是摩押女人引诱以色列男人行不道德的性

行为及拜偶像，这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了神的审判。摩押女人引诱以色列男人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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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万四千人被击杀而死。因此不用说，可想而知以色列人和摩押人的关系不会是太

正面的。当你从以色列人的立场想想摩押，这当然是一段可耻的过去。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画面，就是以利米勒带着家人，离开伯利恒，搬到摩押地。如今他

们到了那里，出乎意料的，以利米勒死了，因此留下拿俄米和两个儿子，拿俄米的儿

子们后来娶了两个摩押女人为妻。他们在摩押住了约十年，她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妻子

都没小孩，后来，她的儿子们也死了。拿俄米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跟着两

个媳妇在一起。她现在是孤孤单单的一个寡妇。俄珥巴和路得这两位摩押女人也没小

孩，现在也成为寡妇。这不应该出现在拿俄米的人生计划中。 

 

拿俄米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伯利恒又有面包了，在那里有食物可吃，因此她展开一段

归回伯利恒的旅程。一路上她企图劝俄珥巴和路得不要跟着她。为了她们的好处，这

样做会比较好，她叫她们留在摩押改嫁，重新再组一个家庭。如果她们要跟着她，她

们根本就是会终其一身要守寡而且也不会有小孩。俄珥巴听劝了，她转身往回走了。 

 

但是在路得记 1:16-17 里，出现了在圣经里最崇高的奉献的画面：路得舍不得拿俄

米，对她说：「我要跟着你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 神就是我的 神。我要跟

你葬在一起。」她把自己托付出去留在拿俄米身边。因此路得记一章的结尾，这个画

面是路得和拿俄米一起进入伯利恒。所有认识拿俄米的人都靠近她说：「嗨，拿俄

米」，她马上回头看看他们。 

 

拿俄米这名字意思是「愉悦或可爱」，而她回头对他们说：「我的名字不再是拿俄

米。我带着心爱的东西出去现在却空手回来，所以要叫我玛拉。」这字的意思是

「苦」。「因为神使我受苦也降祸给我。」她站在那里，路得就在她身旁，这一幅画

面画的是她丈夫的罪，他们离弃应许之地到别的地方后来回来了，现在有个摩押媳妇

跟着她。这是路得记第一章结束的地方，也留了一点希望的光芒让我们看到，因为正

是大麦收割时候。这给路得记第二章设了一个舞台。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轮廓。你做了一些笔记了，可是我们还不要进到那里面去。反而

我们是要在这章慢慢浏览，一节接一节慢慢看，慢慢地解开这个故事。我们要做的是

要设法进到当原始读者听这故事时，他们当时的心思里面去。我们要把自己置身在故

事当中。我们要看看故事里这些人物的面貌。我们要感受他们的情感。我们要抓住他

们互相交谈时的重点及深处的意义，这就是让我们停下来的原因，看看语言上的一些

小差异，还有作者就是叙述的人在圣灵的激励下，他所做的就是意图经由整个故事提

供我们一个更伟大的故事，我们将在这四次信息中看到它被打开来。 

 

所以我们要从路得记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而且是一行一行走下去。上次的信息还有一

件事，这真理真的把我们上次的信息所看到的整个压缩起来，就是在神统管万有的计

划里，祂设计了令人哀伤的悲剧发生，好让令人惊奇的得胜有一展身手表演的舞台。

所以，我们在上次信息中看到悲剧发生，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惊奇的得胜。在神似乎离

我们最远的时刻里，祂会立下根基来为祂对我们的信实做最大的展现。因此当我们哀

伤及遭遇悲剧的时候，要向前仰望胜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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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 2:1，作者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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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停一秒钟想想。路得记第一章结尾时你看到两个人留下来，很奇特

的两个人，就是拿俄米和路得，一起出现在路得记第一章结尾。两个没小孩有重大需

求的的寡妇，她们需要东西－我们在上次信息就看出来了－她们需要食物需要家庭，

这就是这卷书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她们要怎样得到食物及家庭的供应呢？ 

 

因此路得记第二章第一节是这个画面，是她走进波阿斯这位穿着闪亮盔甲的武士的世

界里。第一节这里提到关于波阿斯的两个完整的事实。第一是他是来自以利米勒家

族。现在以色列社会的运作方式是，你个人是家族的一部分。你的家族是一个宗族的

一部分，几个宗族组成部落。因此你有个人，家族，宗族，部落这些身分，而宗族这

一层在以色列社会里是最重要的社会家族团体。 

 

这一点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某个宗族里的成员，你就有责任照顾同宗族里

的其他人，供应他们的需要。因此这很重要。波阿斯跟以利米勒，就是拿俄米的丈夫

是来自同一宗族。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是，圣经说他是个大财主，你可知道

他有多大的财富，他相当富有，也可从这里简单看到他的性格。这是跟士师记六章里

用来形容基甸的的说法一样，那里形容基甸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有英勇的人。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画面是，波阿斯是穿着闪亮盔甲的武士那种人。现在他还没有

任何行动。我们要回到第二节看看路得和拿俄米，但我们看到作者说：「好的，有个

叫波阿斯的家伙出现在这里，他来自以利米勒的宗族，他是个相当牢靠的家伙。」第

二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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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得记 2:2）  

 

现在转机就在这里出现了。神已经订下收割的季节，目的是要供应那些穷人和缺乏的

人，那些没有土地没有食物的人。意思是祂订下了－在律法中祂已经命令－在收割季

节时，地主和收割的人，当他们收割谷粒时，要在田里四处留一些角落遗留大麦的麦

穗，好让穷人和缺乏的人跟在他们背后得到供应。神在旧约订了这规矩，给在这里发

生的这种情况立下了根基，因此对名下什么都没有的路得和拿俄米来说，路得可以

说：「我要出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遵行神命令的地主或收割的人，可以施些恩

惠给我也说不定。」 

 

如今她已经得到恩情了，因为事实上是，她在以色列文化的环境下算是个外邦人，还

有她必须找到一座田地，可以有人让她尾随在后，并且至少从这里或那里得到一丁点

麦穗以获得温饱。她就是在寻找那个可以让她得到那么一丁点麦穗的人，或许要花一

两天才找得到，或许要好几天，就只是为了获得一丁点麦穗让她们自己可以度日。因

此这里就是真正美好的事要发生的地方。 

 

第三节说：「路得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她恰巧到了以利米

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如果你忘记，他就是「以利米勒本族的人。」（路得

记 2:3）。真是巧啊！看看这句话，作者用了这个写法：「她恰巧」，字面上的意思是

「这是偶然，偶然发生的。」今天我们会用这个讲法：「说有多幸运就有多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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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她就正巧进到这块田去，也正巧发现自己就在…，谁会想到？「就在波阿斯的田

里。」这就是这里的画面。 

 

弟兄姊妹们，要抓住这个真理。在神的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事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任

何事是偶然发生的。各样的事都是因着命定才发生的。我们不是被驱使或陷入某种偶

然或巧合的盲目的非人为的力量里面。有一位掌管万有的神，这位掌管万有的神为了

祂选民的好处及祂自己的荣耀，总是把所发生的事件都安排得很协调，祂总是这样

的。 

 

每当我思想这幅画面时，我的心思就会马上飘到特别是关心这里的穷人的事情里面。

我的心思马上飘到海瑟和我从哈萨克领养孩子迦勒的这趟领养之旅里面。我想到所有

这些机遇，可以说「就是这样发生」。好几年神都没有赐给我们小孩，这件事让我们

开始思考并且祷告寻求领养的可能性。我们坐下来，前面就像摆着一幅世界地图一

样，我们是要在本国这里领养呢？还是到国外领养？若是到国外，是从哪里领养呢？

我们开始研究各个国家。 

 

我们偶然想到哈萨克。我甚至根本不知道哈萨克在哪里。甚至不确定有没有哈萨克这

国家，但忽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都在看是不是有可能从哈萨克领养小孩？当我们的心

和心思都被吸引到哈萨克时，正巧就在我们住的这条街上就有一家专营哈萨克领养事

务的公司。如同他们所知的，这国家是存在的。正巧我们和这间公司在同一条街上，

因为正好有一个飓风侵袭纽奥良，把我们的房子都泡在水里了，我们因同时遇到这种

事而彼此认识。 

 

好的，他们突然寄给我们一些数据，我们就提出申请，因此开始了文书作业的阶段，

我们努力把表格填好，走遍所有相关的政府单位，就是要努力表现我们有能力养小

孩，此刻就围困在一个念头里面，我们思考为什么发生这种事？一直到 14 个月之后，

我们的文书作业流程终于完成了，终于完整送到哈萨克了。要给我们领养的这个孩子

是哈萨克一个叫犹洛斯克的小城市。 

 

当两个星期后我们就搭着一架小飞机，要前往哈萨克的犹洛斯克这个无名小城，这城

里面住着数以百计的孤儿，我们到了一家孤儿院，突然间这家伙就被抱到我们的手臂

上。当我看着我的养子迦勒时，我心里哭叫说：「神掌管万有。」在那趟整个旅程，

每个细节都显示出神在背後引领我们找到这个孩子。想一想吧。过去一个星期你或我

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神也极美好地安排你未来一星期所有的事情都协

调地发生，是为了你的好处及祂的荣耀的缘故。 

 

真令人难以置信，并且在第四节里景况更好了，「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路得记

2:4）我的意思是，发生太多事了！当到那里时路得正好来到波阿斯的田里，你从来不

会猜得到谁会跟你同时间出现在一个地方。你是否曾经跟妻子一起看着一部会让人动

感情的影片，你看着剧情逐渐被解开来，但显得很不合理，很荒谬吗？就像这些情节

不应该这样发生一样。不会像这样同时发生，而且你在想「这很可笑。」你准备要关

掉电视，并且要发表一番言论，你转身要对妻子说话，并且看着她。我的内人或者会

大大地笑，好像自己就卷入在故事情节里面，宛如这结果好到不像是真的。或者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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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着眼泪，只是想着「这种事从不可能发生。」我会看着她，就像是说：「啊，来

吧。」 

 

事情不会是这样的，所以你只要把它忍过去就好。但这是神处理的方式。真的是会这

样发生的。在掌管万有的神掌控下真的会这样发生的。「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

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路得记 2:4）从他们嘴巴讲出的第一句话，

你就可以对人讲很多旧约中关于某人的故事。所以我们已经从波阿斯出现在这场景的

一开始得到一个画面，就是神与人同在。他们的响应是：「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

赐福与你！』」 （路得记 2:4） 

 

之后在第五节 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路得记

2:5）原来的意思是：「去调查她的身分」。所有在田里的人…。现在留意一下，他不

是说：「那是谁？」而是说「那是谁家的女子？」，意思是「她属于谁？她是哪个宗

族的一份子？」路得记里在这里把紧张的情势化解开来了，因为她是无丈夫的摩押媳

妇，没有同宗的人可以同住，她只是一个小人物。她需要一个家，这正是监管收割的

仆人响应的方式。 

 

第六节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路得记 2:6）作者让你

在第二节看到「 摩押女子路得」，在第六节这里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

押地回来的。」这是强调「她不是本地人。」在第七节，「她说：『请你容我跟着收

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她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

里。」（路得记 2:7）。因此波阿斯有点进入状况了，他立刻说：「我要跟她讲讲

话。」波阿斯开始用最短的路线走向路得。 

 

想一想吧，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这位富有的以色列地主，现在正朝着他田里的这

个摩押外邦女人走去，这女人是社会阶级里最低级的人。看看他说什么，「波阿斯对

路得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

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

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得记 2:8-9） 

 

在旧约时代，人是如何搭讪呢？这不是你听过的最激烈的搭讪方式，但当你真正想一

想时，波阿斯对路得说话的内容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是表达爱意的说法，「女儿啊，

听我说。」，而且他还说，重复地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

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你可以把「不要离开这里」这句圈起来并且在旁边加

上批注。这跟我们已经在路得记 1:14 看到的是用同一句话，我们在上次信息讲到的，

当路得舍不得拿俄米时的情形，就是和创世记 2:24 用了一样的话，那个画面是在婚姻

的关系里，丈夫离开原生家庭并且与妻子连结成为 一体。 

 

因此这里的画面是「妳不要离开这里。」你几乎可以在波阿斯的言词里画出一个加强

语气的手势。「不要到那田里，不要进到任何别人的田里。就留在这里。妳将在这田

里得到供应，也会在这田里得到保护。」很显然在那年代，女人特别是外邦女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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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在田里受到伤害或虐待，不然至少也是受到羞辱。他说：「妳在这里会得到保

护，然后每当妳口渴时就去拿仆人装在器皿里的水喝。」 

 

如果我们是这里的原始读者或听众，我们跟人闲聊时会得到一般人的认同。这真是震

撼哪。波阿斯要越过的界线就是像这样接近这位摩押女子，并且向她伸开双臂。「你

可以从这些器皿喝水。」这是有一天一个外邦人在以色列人的器皿加水给他们喝，以

及当女人在器皿加水给男人喝时所说的话，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以色列男人在器皿加水

给一个摩押女人喝。当听到原文里记载这样的事我们都很震撼，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第十节时，我们就不会很讶异的原因，我们会想「好啊，这听起来很像是有点做得太

过分。」但这使得刚刚发生的事情显得很有意义。 

 

「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路得记 2:10）「叩拜」这字是旧约用来说明敬拜所用的

字。「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路得记

2:10）这正是这章在那里出现的疑问。在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了。我需要有人愿意对我施

恩。而她就很震撼地坐在这里。「为什么你对我这样施恩？我不配啊。我是个外邦

人。为什么你这样怜悯我呢？」这样的疑问展开一段美丽的对话，就发生在这一章的

波阿斯与路得之间。 

 

波阿斯对路得说的话，以及路得对波阿斯的回应是多么崇高又有诗意，让我们看到一

幅有赐福，怜悯，及关爱的画面。听一听 11 节里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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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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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得记 2:11-12）在 12 节下面画条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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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得

记 2:12） 

 

在这里想象一下。「你已经在耶和华的翅膀下立定你的一生，你已经在以色列的神的

翅膀下得到避难之地。」之后路得响应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

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得记 2:13）基本上路得是说：

「虽然我是社会阶层里最低级的人，你却已经使我的心得安慰，你也已经对我的心说

话。」 

 

这有点像路得记 1:16-17 里的话。当她对拿俄米说完后，拿俄米静默不语。相同的事

也发生在这里的 13 和 14 节，在那里意味深长地停了一下，也就是说，波阿斯相对无

话可说。现在这件事给 14 节立下舞台。看看发生了什么。这里发生的事是在白天，然

后 14 节 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得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

里。』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她。她吃饱了，还有余剩

的。」（路得记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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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路得记里第一个约会的场景，是发生在享用烘烤的麦穗的美好浪漫的晚餐里面

的。在这里你不能对这出美好的戏做任何攻击。这不只是一顿晚餐，也是更深入的一

个象征。这是一幅在桌边建立友谊的画面，而不是毫无意义单单坐在桌边而已。看看

这画面，「当她与收割工人坐在一起时，波阿斯递给她一些烘好的麦穗。」这是旧约

里唯一一次用到「递给她」这个词。这是一幅波阿斯伺候路得的画面。不只是一个摩

押外邦女子被请为座上宾。而是波阿斯亲自走向她，并且在桌边伺候她，收割的主在

桌边伺候外邦人。叫她吃些饼并将饼蘸在醋里。 

 

这就是这里将要发生在路得和波阿斯身上的事，他们在桌边吃，路得正在吃着，「她

吃饱了，还有余剩的。」（路得记 2:14）。她吃到饱足为止。15 节 说，「她起来又拾

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她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她，不可羞辱她；

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她拾取，不可叱吓她。』」（路得记 2:15-16）再一

次她将得到供应和保护。波阿斯要担保路得会确实得到供应和保护。 

 

17 节说，「这样，路得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伊法大

麦。」（路得记 2:17）现在看一下这里。「一伊法」到底是多少呢？有一种说法是大

约一蒲式耳的一半至三分之二那么多。这是像要对人表示很多感激。现在让我们进一

步看。一蒲式耳的一半至三分之二，介于 30 和 50 磅之间。古巴比伦时，一个男人平

均每天的工资是一至二磅。一天一至二磅。而她正好带走 30 至 50 磅之间的量。我们

知道路得是个相当严谨的女人，因为接着下一节说，「她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

（路得记 2:18） 

 

因此她把这 30 至 50 磅之间的麦穗捆好开始搬回家。看看发生了什么－这是美好的－

『她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你可以想象拿俄米脸上的表情吗？她整天坐

在那里期待路得过得平安，或许她会在傍晚时带点饭回来给她，现在她搬了 30 至 50

磅的麦穗回来了。这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她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

把她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路得记 2:18）。路得不只是回来并放下 30 至 50 磅

的麦穗，拿俄米刚刚饿到快不支倒地了，但之后路得伸手摸一摸背后的口袋说：「这

里还有一些我稍早吃剩的食物。」 

 

拿俄米，这是美好的一天。拿俄米已经头昏眼花了，是吧？记得我们上次看到的拿俄

米吗？那时她很苦。她已经从受苦走到赐福之路。现在她整天坐在家里。弟兄姊妹

们，那是否可能也是我们处在哀伤及痛苦时，神可能只是设计要让我们得满足的方

式？是否可能是我们在哀伤及痛苦得最深处时，这位宇宙的神在那时刻设计要让我们

得满足的方式？她头昏眼花了。「婆婆问她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

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得记 2:19）她重复地问，『妳在哪里拾取麦穗？

在哪里做工呢？』她的嘴巴胡言乱语地说『愿这个人得福。』 

 

现在这里是神的对待方式。我们这些读者和听众在这里一开始所明白的，我们明白最

好的消息还没被说出来。耶，我是指这是伟大的举动，30 至 50 磅的麦穗，还有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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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的一些面包和醋。这是多么美好啊，但在这里还有我们所知道的更好的事。现在

路得知道她在哪里工作过，就是在波阿斯的田里，但路得不知道波阿斯有什么重大的

意义。拿俄米知道波阿斯是谁，但她不知道路得在谁的田里工作，所以最主要的讯息

还没有解开来。你知道拿俄米现在很开心，而作者很有目的，在下一句路得说的话

里，作者确保他把路得在他田里工作的那个人的名字保密到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 

 

做为这故事的听众和读者，这是有点在建立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正在看着拿俄米的

脸。我们等不及她听到路得在谁的田里工作。，因为这一切的食物，你认为这是好

的，「路得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路得记

2:19）拿俄米大吃一惊－「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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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

记 2:20） 

 

我要你把 20 节的两个字圈起来。有两个字我们将不会深入去挖出来，但会在下两次信

息中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开锁的钥匙。第一个是「恩待」这字，他不断地施恩。它是

旧约里开锁的钥字。慈爱、仁慈、恩典和怜悯。甚至有很多争论是关于这一段里面的

「他」是谁。「他没有停止不施下仁慈。」这是讲到救主吗？是耶和华吗？或者是讲

波阿斯？但事实是，两个都是。我们要在下两次信息回来再看一看，第二个要圈起来

的字是 20 节的最尾端，「至近的亲属」。把它圈起来。我们要在下两次信息中谈这个

「他」是指谁。 

 

利未记已经为至近的亲属建立一个双重画面。「至近的亲属」是一位亲戚，是家族或

宗族的一份子，他有权力赎回，有权力买回，买回财产，供应被家人离弃而缺乏的

人，也就是丈夫过世的人。他就是至近的亲属。如果我们要了解接下去发生的事情，

就要先了解这两个词的意义。它们是开锁的钥匙。 

 

因此路得就明白了，那天帮助她的那个人不只是一位高贵的人，也是一位至近的亲

属。「摩押女子路得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路得

记 2:21）因此，拿俄米这位典型的婆婆开始计划下一步。「拿俄米对儿妇路得说：

『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路得

记 2:22）「因此你要留在那些田里。」她也的确这样做。「于是路得与波阿斯的使女

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得仍与婆婆同住。」（路得记 2:23） 

 

现在，这是神的处理方式。路得记里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她们需要食物和家

庭。在接下来的 2-3 个月，路得一直留在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直到大麦和小麦收成

完毕。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每天都搬 30 到 50 磅回家，但很像是这两三个月结束时，

在几个星期内，路得透过波阿斯对她的仁慈，而已经经历神的丰富供应，让她及拿俄

米安度那一年里剩下的时日。这是令人惊奇的－丰富供应。 

 

随着路得记第二章里一切的行动，你来到了最后一句，最后一句话，真是不完美的结

束，破坏第二章中的气氛。发生什么事呢？几乎很像是你在观赏一场表演，就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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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像，嗨，所有片段又聚在一起，然后有一个片段断掉连不起来，或是屏幕突然

变黑，这时有旁白的字说：「等待下周继续分解。」不要啊。但就是这样发生了。 

 

看看这最后的句话，两三个月期间，路得一直在波阿斯的田里工作。你会认为有事要

发生了，在最结尾的地方作者说，「路得仍与婆婆同住。」（路得记 2:23）啊！说得

很令人失望啊。你在想，「波阿斯，你这男人，你还在等什么？她两三个月都在你的

田里工作，最后请记住这问题。她们需要食物，她们需要家庭。」她们需要食物，这

件事我们已经核对无误了，但那里仍有一个大问题。21 节说路得仍然是跟婆婆同住的

摩押女子。要讲一讲缺少解决事情的计谋这件事，这就是路得记第二章留给我们思考

的。因此，很不幸地故事要在这里停留一下。 

 

从波阿斯得到的福音启示 

 

因此我们要从路得记第二章学到什么？什么是圣灵要教导我们的？我要请你看看在路

得记第二章里被强调的两个福音层面。我要大家从从波阿斯得到的福音启示这方面开

始。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我喜欢路得记的原因之一。我们在路得记中看不到任何

单独的一节明确地讲到神。我们只看到像第三节的「她恰巧」这几个字，向我们指明

一个事实就是，神躲在所有事情的背后，但用来描写路得的方式是有目的的，作者要

让我们看到这故事中各个人物所做的事，都有神藏在幕后工作。 

 

这里是神的处理方式。故事里的人物都最终显露出神以什么属性对待我们。神对拿俄

米展现祂的爱，怎么做呢？是透过路得对拿俄米的彻底委身。神展现祂对穷人及外国

人，就是外邦人的关怀，怎么做呢？是透过波阿斯对穷人及外邦人的关怀。我们在故

事中看到的人物是神属性的一个画面。路得记的作者正在让我们从每个人物看到神的

属性。我们也从波阿斯的人物性格中看到福音性。 

 

他寻找被抛弃的人待他如家人 

想一想波阿斯在路得记第二章所做的。他寻找被抛弃的人待他如家人。我们从第 2 节

一路看到第 21 节，其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一次又一次这样的事。路得，一个摩押女子，

摩押来的路得，她来自摩押。路得，一位离开自己的家乡，不属于这里的一个女子。

摩押女子路得，一次又一次被提起，她就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但有趣的是当你来到这

章的结尾时，摩押女子路得看起来很像是波阿斯家里的一份子，难道不是吗？ 

 

我的意思是她在波阿斯的田里工作。在波阿斯的桌边吃饭。波阿斯甚至亲自伺候她。

她从波阿斯的田里搬麦穗回家，使家里有粮食充满。似乎看起来她就是波阿斯家的一

份子，但她依然是一个被抛弃的人。画面就在这里。波阿斯正在寻找被抛弃的人，宛

如她就是自己的家人。 

 

他护庇软弱的人在自己的翅膀下 

第二，他护庇软弱的人在自己的翅膀下。我要利用 12 节这里用的语词，讲到以色列的

神就是你将在祂的翅膀下得到庇护的那一位，事实是，这章里路得是怎么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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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是在谁的翅膀下？就在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的翅膀下。她在这里受到保护。他正

在把软弱的人保护在自己的翅膀下，确保她不会受到伤害，虐待，及羞辱，一切任何

可能发生的事。 

 

他在自己的桌边亲自服事饥饿的人 

第三，他在自己的桌边亲自服事饥饿的人。想一想这景象。我们会有点嘲笑这件事，

但想一想，我们在上次的信息已经讲一点关于这个的事。我们处在富裕中时，很少人

会知道没有食物是什么样子，就是一点都不知道是不是有食物可吃。这里的画面是路

得一路跟随拿俄米从摩押旅行到伯利恒这地，她们空无一物，没有人供应她们，期待

那天走出去时可以得到一点食物。现在突然之间，她发现自己就坐波阿斯的桌边跟他

的家人一起享用丰盛的大餐。她不只是坐在桌边，还被收割的主自己亲自在桌边服事

她。波阿斯在自己的桌边亲自服事饥饿的人。 

 

他倾下恩典给有需要的人 

最后，他倾下恩典给有需要的人。第一天，路得带回 30 至 50 磅的麦穗及吃剩的晚

餐，她知道往后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波阿斯将以他的恩典丰富地倾注在她这位有需要

的人身上。这就是波阿斯的画面。他寻找被抛弃的人，对待她如家人，保护软弱的人

在他的翅膀下，在桌边亲自服事饥饿的人，并且以恩典倾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福音的应用 

 

现在我要做的是请你用这个画面思考一下这是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的。现在我要请你

想一想波阿斯的画面，找出可以从波阿斯身上得到的福音，也就是说在两个层面，从

两个不同的观点找一找。 

 

第一，从波阿斯的观点，他是表现关爱的人，然后第二，从路得的观点，她是接受这

种爱的人。所以我要大家想想这福音怎么对我们表现爱的方式产生影响，然后第二，

这福音怎么对我们接受爱的方式产生影响。 

 

我们将为穷人用尽自己的一生 

 

根据波阿斯的画面，我们表现爱的第一个方式，应用在我们教会的福音是指我们将为

穷人用尽自己的一生。波阿斯对穷人关心的目的是向我们展现神对穷人的关心。神藏

身在整件事情后面。祂引领路得和拿俄米在这关键时刻回到伯利恒，祂的律法已经规

定在这种关键时刻她们要怎么得到供应。 

 

申命记 10:18 ，「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路得记第二章

把这一节表露无遗。波阿斯在路得记第二章这里是穷人的实时供应者，但神在路得记

第二章是穷人的最终供应者。我们在路得记看到的画面不是只有人在做事，而且是圣

经的神在做事。圣灵从旧约到新约都在做事。神已经命定祂的选民展现神是彻底关怀

穷人的。神已经命定祂的选民展现祂是多么爱穷人及关怀穷人。这是我们必须在路得

记第二章看到的。我们要如何看到这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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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观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他们会不会认为，「神真的关心和

怜悯穷人呢？」 

 

世界上有一半的地方的人，每天靠着比美金二元还少的钱度日。今天，有一万六千个

儿童因为没有食物而死亡。距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州，那里的人过着没有抽水马桶，每

天只吃一丁点食物的生活。在我们所居住的社会里，平均一般人的主卧房浴室比印度

的贫民窟的房子还大。因此，这引发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展现神关顾穷人，关爱

被抛弃的人呢？我们是不是寻找他们如同寻找家人呢？保护他们在自己的翅膀下，在

自己桌边服事他们呢？」 

 

我们知道自己活在一个会怂恿我们忽略穷人的文化里面。我们整个浸在一个画面里

面，我们是这画面的一部分。它不在我们外面。而是在我们里面，是说，「我们愈成

功就得到愈多。」你从这间房子搬到更大的房子，再搬到更大的房子。你从这种车子

换到更好的车子，再换到更好的车子。你有好多衣服，你过得愈来愈好。你得到多而

又多，多而又多的各样东西。这是成功，满足及愉快的象征，我们把这些都带到教会

里去了。 

 

我们也做同样的事。一个成功的教会是愈大愈好。这大帝国正在增长。我们拥有的事

物及我们周遭一切的节目，变得愈来愈多，愈来愈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符

合新约的教导的。新约的教导是说，我们愈在神里面增长，我们会愈少花在自己身

上。我们是否在神里成长呢？或者我们的生活显示，我们违背神看为重要的事情。事

实是，不管我们在星期天说什么或唱了什么，如果我们一点都不关心穷人，圣经说我

们就不是神的选民。 

 

弟兄姊妹们，路得记第二章在召唤我们想一想，我们个人，家庭及教会在这种越大越

好的趋势下，我们必须翻转这样的趋势。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花在神看为重要的事情

上。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让世人看到神的属性。愿神成就这事。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这

引领我们走到这里的第二个真理，把这两个绑在一起。不要只停留在那里，因为如果

我们停留在那里，我们会有罪恶感。你要怎么做呢？现在把它带到下一步，因为我要

大家看看这里的福音，福音应用在教会中。 

 

我们的生命要安歇在祂的保护下 

我们会为穷人用尽自己的一生，因为第二个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安歇在神的保护

下。路得是得到关爱的人。利用 12 节的语词说，我们在神的翅膀下得到庇护，在神的

翅膀下避难，这里的画面很美，好像一只母鸟把它的孩子放在它的翅膀下得到照顾。

现在我要大家看看。我们要用一秒钟想一想。我要请你深入思想像那样被爱是什么意

思，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安歇在神的保护下，但我要大家看一下这里同时进行的两个真

理，看看要怎样把我们的生命安歇在祂的保护下，使我们可以为穷人用尽自己的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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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为了我们周遭的穷人的缘故可以自由地奉献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确信神会照顾

我们时，我们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只要我们认为需要更多来满足自己，来使自己开

心，来经历我们一生中所想要的，我们就会需要更多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只要我们持

续追求那些东西，我们就不会为穷人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是，当我们了解在神里我们

已经拥有所需要的一切的那一刻，我们一切所需都被满足了，我们已经自由不再追求

这世界所追求的东西，现在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安歇在祂的保护下时，我们就得以自

由地为穷人奉献我们的生命。 

 

箴言 19:17 所说的，就在路得记第二章里表露无遗。这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

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箴言 19:17）得到耶和华丰盛的偿还就正是

波阿斯对路得说的。画面就在这里，一个信心的家庭，当我们为穷人舍弃自己，当我

们的教会变得能在自己身上少花一点，而多做一些最贴近神心意的事情时，我们就会

得到大的报偿，极大的报偿。 

 

在以赛亚书第 58 章神对祂的子民说：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

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

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

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 那时你求

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轭和指摘人的

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

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

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以赛亚书 58:6-11）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为穷人用尽自己的生命时，我们没有理由惧怕，我们的神已经说

我们会像水流不断的泉源。你看见这关连性了吗？把你的生命安歇在祂的保护下。得

以自由不再追求一切，当你把你的生命安歇在祂的保护下时，你就得以自由地为穷人

舍弃生命。 

 

现在这意味着要采取彻底的方式，而且使我们生命各个不同方面看起来是都不相同

的。要在各自的家庭里翻转那种趋势，要在我们教会文化里翻转那种趋势，这趋势就

是说我们为自己做得愈多，我们就会愈好愈成功吗？不是的。要抵抗这样的事，这需

要采取一些激烈的步骤。 

 

现在我们是否确定神会支持我们？我们是否确定自己将成为水流不断的泉源？在踏出

去时我们要先这样确定。路得记第二章说，是的，你可以确定。要怎么做呢？回到波

阿斯带给我们的福音里面，这里的意思是得到这位神的爱。祂已经呼叫我们的名字。

我们是路得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就是漂流在田里的路得，是被抛弃的人，外邦人，罪

人，与收割的救主远离了，并且借着祂的恩典－不要漏掉这点－宇宙的神自己起来追

寻你。祂以人类的肉体为衣穿上，变成人的形象，他为你受苦，受死，他把你的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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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自己身上，祂已经拯救你。祂已经呼叫你的名字。这就是信心，宇宙的神已经呼

叫你的名字。 

 

祂已经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寻找我们成为祂的家人，呼叫我们的名字，祂已经成为我

们的避难所，在祂的翅膀下庇护我们，因此甚至当暴风在我们四周席卷时，甚至当困

难临到你我时，我们有一位神，祂是 

 

…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山

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匉訇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抖，我们也不害怕。（细拉）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 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

必不动摇；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 神发声，地便镕

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布的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

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

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 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

篇 46:1-10） 

 

神的选民们，祂要在祂对你的供应里高举自己。「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布

的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 46:11）这是我们可以倚靠的。祂是避难所是坚固的

堡垒。这就是保障。这就是我们安定的所在。就是平安。是世上的东西不能带给我们

的。 

 

祂已经成为我们的避难所。祂已经满足我们的渴望。收割的主已经邀请你成为祂桌边

的座上宾。祂不只是已经邀请你成为祂桌边的座上宾，祂也带你到桌边亲自在那里服

事你。这位宇宙的神在爱中屈身服事你。 

 

如果这样还不能使我们震惊，就表示我们不认识神。祂在服事我们。喔，我要用波阿

斯的话对每位基督徒弟兄姊妹说，留在祂的田里吧。你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大学生

们，当这世界在你前面这样或那样晃来晃去诱惑你时，你不需要汲汲营营去追求那

个。祂的田是好的。可以满足你。男人女人们，你不需要跑到追求物质的田里去，这

是一种成功并发症。你不需要跑到色情或吸毒成瘾的田里去。你不需要跑到这样的田

里去，在那里这世界的感情清楚可见，因为这座田本身就可满足你。那些田会带来伤

害及危险。但在这里有一个保障可满足我们一切的渴望。 

 

因此基督徒弟兄或姊妹，如果你已经漂流到别的田里去，追求别的东西，让神帮助我

们看看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紧抓着不放，盲目或无知地去追赶这样的东

西，是会夺去我们在神田里找到的保护，庇护及喜乐的，我劝你们悔改，从那些田转

回神的身边。祂借着自己的恩典呼叫你的名字，吸引你归向祂，把你放在自己翅膀下

庇护你。祂是美善的。 

 

祂已经呼叫我们的名字，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满足我们的渴望，而且最后祂已经拯救

我们的灵魂。弟兄姊妹们，在祂的翅膀下我们找到永恒的安歇之处，因为耶稣基督自

己已经担当我们的罪。祂已经把罪钉了十字架。祂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坟墓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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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见证一个事实就是祂自己是美善的。祂自己可以满足现在及永恒的需求。我激励

你们留在祂的田里。或者你从来没到过祂的田里，就跑过去吧，看看神的恩典，祂甚

至带你在这时间点来到这地方听这个故事，这是一个神的画面，祂呼叫你的名字并吸

引你归向祂，我激励你说出，「是的，我信赖祢。耶稣，我需要祢遮盖我的罪，带我

进入庇护及避难所里面，是只有在神的翅膀下才找得到的。」 

 

神在路得记第二章给我们看到一点基督教的样子。这种基督教是完全不需要跑到别人

的田里去得到更多东西或追求其他的享乐，是一种这样的基督教，在祂的田里有满足

的喜乐并可得到供应，而且结果我们也发现自己可以自由地为周遭在灵性上或身体上

的穷人奉献自己的生命。愿神这样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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