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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信心的賞賜

• 路得的美德，神的開路

• 波阿斯的敬畏神，神的祝福

• 波阿斯厚待路得，神的賞賜

• 拿俄米的籌劃，神的計劃



路得的美德，神的開路（2:1-3）

1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中，有一個人名叫波阿斯，是個大財主。2 摩押
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容我往田間去，我蒙誰的恩，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
拿俄米說：「女兒啊，你只管去。」。3 路得就去了，來到田間，在收割的人身
後拾取麥穗。她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塊田裏。

 「波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快速、能力」。「大财主」原文是「有名望又富有的

人」。對路得和拿俄米，波阿斯是「大有能力的拯救者」，靈意上預表「基督」。

 「摩押女子」此時路得在伯利恆人的眼中為來自摩押的外邦女子，又是無依無靠的寡

婦，是最低賤的人。

 律法規定，「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忘的，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

（利23:22），「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目的是「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

（申24:19）。神滿有恩典和憐憫的條例，拯救了路得、拿俄米和許多窮苦的人，造

就了「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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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的美德，神的開路（2:1-3）

1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中，有一個人名叫波阿斯，是個大財主。2 摩押
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容我往田間去，我蒙誰的恩，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
拿俄米說：「女兒啊，你只管去。」。3 路得就去了，來到田間，在收割的人身
後拾取麥穗。她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塊田裏。

 路得的美德：「勤奮」立時從卑微和辛苦的工作做起；「孝敬」照顧婆婆，並且尊重
婆婆的意見；「謙卑、懂得感恩」知道施恩的是神，願意順服神的指引，把恩典歸於
神；「信靠神」信靠神的恩典，沒有信靠人去找親屬尋求施捨，以致在親屬和外人中
得到尊敬和好名聲（11節）。

 甘心從最卑微的「拾取麥穗」做起的時候，神的手才能引導我們前面的道路。 因此，
路得「恰巧」（3節）來到波阿斯的田中，波阿斯又恰巧「正從」（4節）田間經過。
生在神百姓身上的「恰巧」，都是神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的結果。

 信靠神，踏出第一步，神會為你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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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的敬畏神，神的祝福（2:4-7）

4 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對收割的人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們回答說：
「願耶和華賜福與你！」。5 波阿斯問監管收割的僕人說：「那是誰家的女子？」
6 監管收割的僕人回答說：「是那摩押女子，跟隨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的。7 她
說：『請你容我跟著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麥穗。』她從早晨直到如今，除了
在屋子裏坐一會兒，常在這裏。」。

 「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願耶和華賜福與你！」從波阿斯和他僕人們的對話，可
見他們真是敬畏神，並且是以神為生活和工作的中心的人。他和僕人們彼此之間的關
係，乃是建立在「耶和華」的根基上，因此顯得非常祥和愉快。他們不會被工作、利
益所捆綁，所以樂意讓寄居者按照律法「拾取打捆剩下的麥穗」，讓自己的恩典也成
為別人的祝福，讓自己的工作能榮耀賜福的神。士師時代，不是所有人都會這麼做。

 「是那摩押女子」，表明路得跟隨婆婆投靠神的事情已經傳遍了伯利恆，並且得著了
眾人的贊許（11節）。

 路得從早到晚只短暫休息片刻，說明她是勤奮和吃苦耐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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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的敬畏神，神的祝福（2:4-7）

4 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對收割的人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們回答說：
「願耶和華賜福與你！」。5 波阿斯問監管收割的僕人說：「那是誰家的女子？」
6 監管收割的僕人回答說：「是那摩押女子，跟隨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的。7 她
說：『請你容我跟著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麥穗。』她從早晨直到如今，除了
在屋子裏坐一會兒，常在這裏。」。

 神給波阿斯的祝福：不僅是生活的優渥，「是個大財主」（1節）；因著敬畏

耶和華，他和別人的關係祥和愉快，受到尊敬；更是因著路得在大衛王和耶穌

基督的家譜中有份，「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俄備

得生耶西;耶西生大衛王」（太1:5-6）。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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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厚待路得，神的賞賜（2:8-18）

8 波阿斯對路得說：「女兒啊，聽我說，不要往別人田裏拾取麥穗，也不要離開
這裏，要常與我使女們在一處。9 我的僕人在那塊田收割，你就跟著他們去。我
已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裏喝僕人打來的水。」10 
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對他說：「我既是外邦人，怎麼蒙你的恩，這樣顧恤我
呢？」11 波阿斯回答說：「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並你離開父
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了。12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
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13 
路得說：「我主啊，願在你眼前蒙恩。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使女，你還用慈愛的
話安慰我的心。」 14 到了吃飯的時候，波阿斯對路得說：「你到這裏來吃餅，
將餅蘸在醋裏。」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邊坐下；他們把烘了的穗子遞給她。她吃
飽了，還有餘剩的。15 她起來又拾取麥穗，波阿斯吩咐僕人說：「她就是在捆
中拾取麥穗，也可以容她，不可羞辱她；16 並要從捆裏抽出些來，留在地下任
她拾取，不可叱嚇她。」17 這樣，路得在田間拾取麥穗，直到晚上，將所拾取
的打了，約有一伊法大麥。18 她就把所拾取的帶進城去給婆婆看，又把她吃飽
了所剩的給了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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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厚待路得，神的賞賜（2:8-9）

8 波阿斯對路得說：「女兒啊，聽我說，不要往別人田裏拾取麥穗，也不要離開
這裏，要常與我使女們在一處。9 我的僕人在那塊田收割，你就跟著他們去。我
已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裏喝僕人打來的水。」

 「女兒啊」表明波阿斯和路得在年龄上有相当的差距，也表明波阿斯對路得憐愛的口

氣。

 從「外邦女子」至「女兒」，表明波阿斯對路得的全然接納。

 波阿斯接納路得像家人一樣。「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別人可能不會那麼厚道

恩待路得；「要常與我使女們在一處」有同伴相處，不致感到孤寂；「不要離開這裏」

在波阿斯的範圍里，路得可以得着粮食和水的充足供應和保護。

 天父接納我們像他的兒女一樣。他要我們住在他里面，常与他交通，蒙他的祝福。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

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約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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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厚待路得，神的賞賜（2:10-12）

10 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對他說：「我既是外邦人，怎麼蒙你的恩，這樣顧恤
我呢？」11 波阿斯回答說：「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並你離開
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了。12 願耶和華照你所
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

 「俯伏在地叩拜」表明路得的謙卑和感恩。路得一直不忘記自己是一個「外邦人」，覺得不配
受波阿斯這樣的厚待。神悅納尋求祂的人，路得為了投靠神，撇下了自己的一切，神就藉著波
阿斯來祝福她，使路得「滿得祂的賞賜」。

 路得自從「丈夫死後」，生活就陷入了困境;但正是她「丈夫死後」所行的一切，成了她人生
的轉折，也成了萬民的祝福。並不是平安、順利才能榮耀神，我們在難處中與神的親密交通，
神藉著難處帶領我們脫離世界的捆綁，更能見證神榮耀的計劃和做工的法則，能給世人帶來更
大的祝福。

 「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路得撇下在摩押的一切來投靠神，如同人撇下世界的一切全然
信靠神。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兒女，
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路18：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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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厚待路得，神的賞賜（2:10-12）

10 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對他說：「我既是外邦人，怎麼蒙你的恩，這樣顧恤
我呢？」11 波阿斯回答說：「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並你離開
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了。12 願耶和華照你所
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願你滿得祂的賞賜。」

 波阿斯是一位認識神的人，雖然他對路得滿有恩惠（8-9節），但卻知道人能給的都

是有限的，只有神是無限的，所以他更祝福路得：「願你滿得祂的賞賜」（12節）。

今天，有些人忙著扶助人，有些人忙著培養孩子，卻忽略了讓人「滿得祂的賞賜」；

我們的愛心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最大的祝福，是讓無限的神成為被扶助者、成為孩子

自己的神。 也表明波阿斯認知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賞賜，再一次表明他是「認

識神和敬畏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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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厚待路得，神的賞賜（2:13）

13 路得說：「我主啊，願在你眼前蒙恩。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使女，你還用慈

愛的話安慰我的心。」

 路得在摩押地決定跟隨拿俄米回伯利恆的時候，是信心堅定地說「你的民就是我的民，

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6），並沒有考慮自己能否能被以色列

人接納。 但路得堅定的信心，卻使她從連「使女」（13節）都不如的地位，最後成

為這家的女主人。這正是神所說的：「因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撒上2：30）。

 奧運冠軍和宣教士埃里克·利迪爾（Eric Liddell）的生平故事，「因為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撒上2：30）。

 「因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撒上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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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厚待路得，神的賞賜（2:14-18）

14 到了吃飯的時候，波阿斯對路得說：「你到這裏來吃餅，將餅蘸在醋裏。」
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邊坐下；他們把烘了的穗子遞給她。她吃飽了，還有餘剩的。
15 她起來又拾取麥穗，波阿斯吩咐僕人說：「她就是在捆中拾取麥穗，也可以
容她，不可羞辱她；16 並要從捆裏抽出些來，留在地下任她拾取，不可叱嚇
她。」17 這樣，路得在田間拾取麥穗，直到晚上，將所拾取的打了，約有一伊
法大麥。18 她就把所拾取的帶進城去給婆婆看，又把她吃飽了所剩的給了婆婆。

 「醋」（14節）是酸酒做成的調味品。

 路得把「餘剩的」帶回去給拿俄米吃（18節），路得的愛心，波阿斯也厚待拿俄米，神給拿俄

米的賞賜。

 路得所「拾取」的麥穗，並不是完全憑著自己的能力得到的（15節）;她雖然殷勤做工（7節），

但殷勤做工並不能使她能得著這麼多。同樣，我們需要在屬靈上殷勤追求，但我們的殷勤追求

之所以能有所得著，也是因著神的恩典和憐悯;凡是我們追求所得著的，都是主故意「留在地

下」（16節）任我們拾取的麥穗。 因此，誰也沒有資格把屬靈的得著當作驕傲、自誇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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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的籌劃，神的計劃（2:19-20）

19 婆婆問她說：「你今日在哪裏拾取麥穗，在哪裏做工呢？願那顧恤你的得
福。」路得就告訴婆婆說：「我今日在一個名叫波阿斯的人那裏做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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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待活人死人」：「活人」指拿俄米和路得，領受上帝的賞賜；「死人」指已經死

去的丈夫和兒子，死人的家業得以保存。

 「至近的親屬」（20節）原文是「至近的救贖者」，包括「兄弟，或伯叔、伯叔的兒

子，本家的近支」（利25:48-49）。 律法規定，「至近的親屬」有責任贖回弟兄的

產業（利25:25），也有責任贖回弟兄的自由（利25:48）。基督就是我們「至近的救

贖者」，我們是祂用自己寶血「重價買來的」（林前6:20;啟5:9）。

 拿俄米聽了波阿斯帮助路得的事情，也打聽到了波阿斯是她們的一個至近親屬，相信

本來要懲罰她的上帝已經憐憫了她們，要賜福給她們，她開始籌劃为路得找出路，這

也是神在幕後執行祂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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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的籌劃，神的計劃（2:21-23）

21 摩押女子路得說：「他對我說：『你要緊隨我的僕人拾取麥穗，直等他們收
完了我的莊稼。』」22 拿俄米對兒婦路得說：「女兒啊，你跟著他的使女出去，
不叫人遇見你在別人田間，這才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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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路得還沒察覺到神在她生命歷程中的引導，但神一直陪伴著她渡過一關又

一關。她去田間拾麥穗，恰好到波阿斯的田裡，波阿斯恰好到他的田裡，而波

阿斯又恰好是她丈夫的近親。顯然這不僅僅是巧合。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神的祝福或許也以不易察覺的方式降臨在我們的身上，我

們切不可關閉神作工的通道。事情不是由機遇或巧合而引起的，我們應當充滿

信心地相信，神正以他美好的計劃引導我們的生活。當我們謙卑的、真正的依

靠上帝的時候，上帝一步一步地帶領我們。所以不要著急，等候上帝的時間，

上帝已經與我們同在，引導我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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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關於「至近親屬」的條例

 申命記 25:5-10 5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個，沒有兒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

外人，她丈夫的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娶她為妻，與她同房。 6 婦人生的長

子必歸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抹了。…」

 利未記 25:23-28 23 「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24 在你們所得為業的全地，也要准人將地贖回。 25 你的弟兄

（弟兄是指本國人說；下同）若漸漸窮乏，賣了幾分地業，他至近的親屬就要

來把弟兄所賣的贖回。…」

 利未記 25:47-55 47 「住在你那裏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漸漸富足，你的

弟兄卻漸漸窮乏，將自己賣給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 48 賣

了以後，可以將他贖回。無論是他的弟兄， 49 或伯叔、伯叔的兒子，本家的

近支，都可以贖他。他自己若漸漸富足，也可以自贖。）…」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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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結 信心的賞賜

路得的美德，神的開路（1-3節）
 信靠神，踏出第一步，神會為你開路。

波阿斯的敬畏神，神的祝福（4-7節）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9:10）

波阿斯厚待路得，神的賞賜（8-17節）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

願你滿得祂的賞賜。」(12節)

拿俄米的籌劃，神的計劃（19-23節）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16:9）

第二章鑰節:

12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願你
滿得祂的賞賜。(2:12)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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