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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榮耀的結局
• 波阿斯準備結婚，準備「羔羊

的婚筵」。

• 波阿斯和路得結婚，神悅納世
人。

• 路得生子，神的恩賜。

• 拿俄米生命的回轉，疼痛後的
新生。

• 路得、波阿斯進入耶穌基督的
家譜，領向神永恆的國度。



波阿斯準備結婚，準備「羔羊的婚筵」（4:1-8）

1 波阿斯到了城門，坐在那裏，恰巧波阿斯所說的那至近的親屬經過。波阿斯說：

「某人哪，你來坐在這裏。」他就來坐下。2 波阿斯又從本城的長老中揀選了十

人，對他們說：「請你們坐在這裏。」他們就都坐下。3 波阿斯對那至近的親屬

說：「從摩押地回來的拿俄米，現在要賣我們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塊地；4 我想當

贖那塊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沒有別人了。你可以在這裏的人面前和我本

國的長老面前說明，你若肯贖就贖，若不肯贖就告訴我。」那人回答說：「我肯

贖。」5 波阿斯說：「你從拿俄米手中買這地的時候，也當娶( - 原文是買；10

節同)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人在產業上存留他的名。」6 那人說：「這

樣我就不能贖了，恐怕於我的產業有礙。你可以贖我所當贖的，我不能贖了。」

7 從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奪甚麼事，或贖回，或交易，這人就脫鞋給那人。以色

列人都以此為證據。8 那人對波阿斯說：「你自己買吧！」於是將鞋脫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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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準備結婚，準備「羔羊的婚筵」（4:1-2）

1 波阿斯到了城門，坐在那裏，恰巧波阿斯所說的那至近的親屬經過。波阿斯說：
「某人哪，你來坐在這裏。」他就來坐下。2 波阿斯又從本城的長老中揀選了十
人，對他們說：「請你們坐在這裏。」他們就都坐下。

 路得「恰巧」（2:3）來到波阿斯的田中，波阿斯又恰巧「正從」（2:4）田間經過，認識了路
得。 現在波阿斯要找「那至近的親屬」（1節），那人就「恰巧」（1節）經過了城門。 一個
被神管理的人生，必定充滿了「恰巧」的經歷;因為發生在神百姓身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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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門」是人民出入必經的通道，因此城門附近的廣場就成了公眾交易或集會的場所，也是公
共法庭所在的地方（創34:20，申21:19，撒下15:2）。 一般民間的領袖和長老常在城門前設
有座位，以便處理百姓的糾紛和事務，是古代以色列城邑裡公眾集會、買賣交易和審判案件的
地方。

 波阿斯坐在城門前，固然是為了等候那人，但也顯示他在伯利恆城具有尊貴的地位。他還從本
城的長老中揀選了十人作為見證人，可見他做事是何等敏捷又慎重。

 在舊約里，以色列人的長老常被選來處理一些人際問題(申21:18-21；25:7-9)，當見證人。
「十」代表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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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以色列的「城門」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4

拉吉（Lachish）城
門口的遺址及復原
示意圖。從城門進
來，兩側各有3個房
間，平時作為交易、
訴訟、公告的公共
會所，戰時作為防
禦工事。



古代以色列的「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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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巴遺址（Tel 
Beer Sheva）的城
門口。 本城的審判
官在這裡斷案。



波阿斯準備結婚，準備「羔羊的婚筵」（4:3-4）

3 波阿斯對那至近的親屬說：「從摩押地回來的拿俄米，現在要賣我們族兄以利

米勒的那塊地；4 我想當贖那塊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沒有別人了。你可

以在這裏的人面前和我本國的長老面前說明，你若肯贖就贖，若不肯贖就告訴

我。」那人回答說：「我肯贖。」

 「我想」（4节）原文是「我想我應該告訴你」，意思使提醒对方。

 「以利米勒的那塊地」（3節），可能當時已經有人在耕種，按照律法，所有

權還是在以利米勒的名下。現在收割季節已過，拿俄米就可以賣這塊地了。按

照律法，「賣」（3節）地其實就是長期出租，到了禧年必須歸還原來的業主

（利25:13-16）。因此，波阿斯一再強調是「贖」（4節），而不單純是「買」

（5節）;也就是要給以利米勒留下後代，好讓那塊地將來能回到以利米勒的名

下，「使死人在產業上存留他的名」（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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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年」（利25:8-16）

8 "你要計算七個安息年，就是七七年。 這便為你成了七個安息年，共是四十九

年。 9 當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 這日就是贖罪日，要在遍地發出角聲。

10 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這年必為你們

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 11 第五十年要作為你們的禧年。

這年不可耕種; 地中自長的，不可收割; 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

12 因為這是禧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吃地中自出的土產。 13 "這禧年，你們各

人要歸自己的地業。 14 你若賣什麼給鄰舍，或是從鄰舍的手中買什麼，彼此不

可虧負。 15 你要按禧年以後的年數向鄰舍買; 他也要按年數的收成賣給你。

16 年歲若多，要照數加添價值; 年歲若少，要照數減去價值，因為他照收成的

數目賣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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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準備結婚，準備「羔羊的婚筵」（4:5-6）

5 波阿斯說：「你從拿俄米手中買這地的時候，也當娶( - 原文是買；10節同)

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人在產業上存留他的名。」6 那人說：「這樣我就

不能贖了，恐怕於我的產業有礙。你可以贖我所當贖的，我不能贖了。」

 「贖」（6節）地不只是「買」（5節）地而已，更要娶死者的遺孀，長子歸在

死者名下，以繼承死者的產業。 那人若娶路得，則她所生的長子會歸在以利

米勒的名下繼承那地，等於是替以利米勒買地，所以說「恐怕於我的產業有礙」

（6節）。

 那人只願意「買」，不願意「贖」。 這正是當時百姓的屬靈光景，他們喜歡

享用神的祝福，卻不甘心付上順服的代價。今天，我們若以自我為中心，當對

自己的利益沒有妨礙時，表面上可以順服神;當與自己的利益衝突時，就很難

順服，因為「恐怕於我的產業有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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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準備結婚，準備「羔羊的婚筵」（4:7-8）

7 從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奪甚麼事，或贖回，或交易，這人就脫鞋給那人。以色

列人都以此為證據。8 那人對波阿斯說：「你自己買吧！」於是將鞋脫下來了。

 脫鞋的習俗源於古時以色列人獲得產業，是靠行走其上而來，「我要將他所踏

過的地賜給他和他的子孫，因為他專心跟從我。」（申1:36）「凡你們腳掌所

踏之地都必歸你們。」（申11:24）。人若要放棄贖業的權利，就要脫鞋並將

它交給意欲承接其權利的人，作為證據。但在寫本書時，此一習俗已經過時了，

故本節寫道：「從前...」。

 「脫鞋」（7節）並不是光榮的事，因為表明不遵行神的話，在神面前是蒙羞

的（申25:9）。但這人自動把鞋脫下來，完全沒有羞辱的感覺，成了普通的顯

明證據的動作，神嚴肅的律法，到此時已經被百姓看成了一件平常的事情，這

正是當時大部分以色列人的屬靈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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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喪亡的兄弟傳宗接代（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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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那人若不願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門長老那裡，說：'

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興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給我盡弟兄的本分。' 8 本城的長

老就要召那人來問他，他若執意說：'我不願意娶她'， 9 他哥哥的妻就要當著長老到

那人的跟前，脫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臉上，說：'凡不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這樣待

他。' 10 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稱為脫鞋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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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嫂婚姻 levirate marriage」是古代中東和中亞許多民族的習俗，如果哥哥死了卻沒有兒
子，弟弟應當娶嫂子為妻，所生長子歸於哥哥名下，使哥哥的產業有兒子可以繼承。

 神藉著「叔嫂婚姻」的習俗，顯明神要永遠記念祂所選召的人，「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抹
了」。猶太律法613條誡命裡關於婚姻和家庭的第79-81條。

 「鞋」象徵地位、尊榮、所有權。「脫了他的鞋」表示取消了他獲得產業的權力，遺孀可以脫
離親屬關係，不再受到拘束，能夠與家族以外的人結婚。

 「脫鞋之家」是一種羞辱，因為不願意為兄弟立後，建立家室，並且照顧遺孀的生活。



「羔羊的婚筵」（啟19:5-10）

5 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僕人哪，凡敬畏他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6 
我聽見好像羣眾的聲音，眾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
全能者作王了。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
自己預備好了，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9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
實的話。」 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
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羔羊和他的新婦要結婚了！ 新郎是「羔羊」，也就是主耶穌基督; 「新婦」是教會，但這教
會不是指任何一個具體的教會，而是指歷世歷代所有忠心的信徒。

 在猶太人的婚嫁習俗中，男女雙方訂了婚，就有夫妻的名份，只是仍未舉行婚禮，雙方仍未居
住在一起。在這段期間，雙方都要準備好自己，直至準備好了，才舉行婚禮。對新郎而言，他
要回父家為新婦建新居，同樣基督在天上也為信徒預備地方（約14:2-3）。對教會而言，教會
是基督的新婦，信徒目前要作準備，打扮整齊，預備好自己，等待基督來迎娶！

 「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是的，我們何等蒙恩蒙福，能夠「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然而，
我們千萬不要成了耶穌喜筵比喻裡的那個：雖然受邀，沒有預備好自己的客人！（太2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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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和路得結婚，神悅納世人（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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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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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在路得記里七次強調路得「摩押女子」（1:4,22; 2:2,6,21; 4:5,10）的身份，

顯明神悅納投靠的外邦人的心意：波阿斯作為「至近的救贖者」，娶了「摩押女子路

得為妻」（10節），這正如人類的救贖者耶穌基督，娶了教會為「新婦」。

 摩押人在以色列人進迦南時咒詛神的百姓，所以「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他們的

子孫，雖過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華的會」（申23:3），但神卻收納了投靠祂的路得，

使她成為基督家裡的人。教會也都是「從前遠離神的人」，「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

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弗2:12），但神收納了我們，使我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

裡的人了」（弗2:19）。

 神悅納投靠祂的所有人。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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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和路得結婚，神悅納世人（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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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耶和華從這少年女子賜你後裔，使你的家像他瑪從猶大所生法勒斯的
家一般。」

 「拉結、利亞」（11節）為雅各建立了以色列家，現在因著士師時代的荒涼，使這個
家四分五裂。路得將使以色列家重新被建立起來，到了大衛的時候，這個預言就完全
顯明出來。拉結和利亞是雅各的妻子，素為伯利恆人所尊敬。拉結就葬在伯利恆附近
（創35:19），而伯利恆人是利亞之子猶大的後裔。

 「他瑪」（12節）猶大的長媳，一個外邦女子和寡婦，她和猶大所生的兒子法勒斯，
成為耶穌肉身的祖先（創38:24-30），波阿斯即是法勒斯的後代。路得信靠神，神就
越過她外邦人的身份，賜給她蒙悅納的資格。神藉著「叔嫂婚姻」的習俗，顯明神要
永遠記念祂所選召的人，「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抹了」。

 「以色列中凡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別為聖歸我。」（出13:2）
反思拿俄米的長媳俄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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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生子，神的恩賜（4:13）

13 於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與她同房。耶和華使她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耶和華使她懷孕生了一個兒子」（13節），表明路得的兒子是神特別賜給的，

因為波阿斯的年紀已經不小，而路得之前的婚姻裡也沒有懷過孕。

 在路得記裡，拿俄米所體會的神的作為是：「耶和華伸手攻擊我」（1:13），

「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1:20），「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1:21）。

但是，聖靈所宣告的神的作為卻是：「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

（1:6），「耶和華使她懷孕生了一個兒子」（4:13）。 正如神自己所說的：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

末後有指望。」（耶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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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生命的回轉，疼痛後的新生（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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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俄米的「至近的親屬」（14節），指路得的孩子。 波阿斯買贖了以利米勒

的產業（9節），又娶了拿俄米的兒媳路得為妻，生下的長子就算作拿俄米的

孫子，成為她「至近的親屬」，所以說「拿俄米得孩子了」（17節）。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15節），原文是「他必使你的生命回轉」。 「提起

的原文是「回轉」，與拿俄米起初所說「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的「ׁשּוב

「回來」（1:21）是同一個詞。 當初出去的是甜的「拿俄米」，回來的是苦

的「瑪拉」（1:20）;現在，神借著這個孩子，使甜的「拿俄米」又回來了，

所以說「他必使你的生命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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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生命的回轉，疼痛後的新生（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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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是完全的數目;「七個兒子」代表神所祝福的完美家庭（撒上2:5;伯1:2;耶

15:9;代上2:15)。

 神沒有撇下離開應許之地的拿俄米一家，而是賜給她「至近的親屬」，使她的生命能

夠回轉;神也沒有撇下離棄祂的人類，而是賜給我們「至近的救贖者」耶穌基督，使

我們的生命得以回轉。波阿斯作為以利米勒「至近的親屬」，買贖了他的產業，「在

死人的產業上存留他的名」（10節）;基督也作為我們「至近的救贖者」，用祂的寶

血買贖了我們（彼前1:18-19），使我們成為神的後嗣（羅8:17），在基督裡面承受

了永遠的基業（弗1:11）。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頌讚賜恩典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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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生命的回轉，疼痛後的新生（4: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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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備得」（17節）這個名字的意思是「服事」，「耶西」（17節）的意思是

「我擁有」，「大衛」（17節）的意思是「被愛的」，主耶穌基督被稱為「大

衛的子孫」（路1:27）。

 拿俄米從「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1:5）到「得孩子了」（17節），從沒

有後裔到有了後裔，從遭遇饑荒到享用豐富，向我們啟示了一個屬靈的原則：

亞當的後裔要脫離肉體、承受屬天的基業，必須先失去、後得著，先剝奪、后

加添（太5:3-5），先降卑、後升高（腓2:5-11）。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卻

不曉得。 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見，耳朵

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賽6: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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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波阿斯進入耶穌基督的家譜，領向神永恆的國度（4: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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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家譜從法勒斯到大衛，中間跳過了若干代（代上2:5-15），只留下十代：從法勒

斯到拿順，是寄居在埃及的五代，從撒門到大衛，是出埃及后的五代。而這十代特別

列出了與外邦人有關的人：「法勒斯」（18節）是猶大和外邦兒媳他瑪所生的兒子

（創38:12-30）;「撒門」（20節）娶了投靠神的耶利哥妓女喇合（太1:5）;「波阿

斯」（21節）娶了投靠神的摩押女子路得。

 俄備得應該被算為以利米勒的後代，波阿斯的名字本來不應該出現在大衛的家譜上，

但聖靈卻偏偏承認大衛是波阿斯的後代。拒絕買地，不願意保存弟兄的名的「那人」

（6節），自己的名字卻消失了，只被稱為「某人」（1節）;波阿斯看重神的心意過

於自己的所有，願意「在死人的產業上存留他的名」（10節），他的名字卻永遠被記

錄在了主耶穌基督的家譜上（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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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波阿斯進入耶穌基督的家譜，領向神永恆的國度（4: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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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這份家譜，是路得記最好的結尾，向我們顯明：在拿俄米、路得和波阿

斯身上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神救贖計劃中的一部分，為要在士師黑暗的時代裡

預備國度的君王。不管人的愚頑到了一個什麼地步，神的救贖計劃都不會停止。

當神的百姓嘗到了足夠的教訓，神就會興起「至近的救贖者」，使人的心回轉

歸向祂，把人領向永恆的國度。

 一個「因愛神而彼此相愛」的愛情故事。「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

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約一4:16）因此在士師黑暗的時代，這個小

小的家庭成為神的器皿，把救恩帶給以色列人和全世界的人，這是非常奇妙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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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結 榮耀的結局

波阿斯準備結婚，準備「羔羊的婚筵」（1-8節）

波阿斯和路得結婚，神悅納世人（9-12節）

路得生子，神的恩賜（13節）

拿俄米生命的回轉，疼痛後的新生（14-15節）

路得、波阿斯進入耶穌基督的家譜，領向神永恆的國度（18-22節）

第四章鑰節：

於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與她同房。耶和華使她懷孕生了一個兒

子。(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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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記 總結 一個平凡女子的故事，你我的人生故事，上帝的故事

 一個美好的「愛情」故事（婆媳、男女、親屬、上帝與信徒）
 因爱神而彼此相爱。

 第一章 人生的選擇
 面對試煉的選擇，及時的回頭，永遠不晚。

 第二章 信心的賞賜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来11:6)

 第三章 預備君王的血脈
 人的策劃，神的計劃。

 第四章 榮耀的結局
 從黑暗中開始，但在光明中結束，進入基督的光明國度裡。

 路得的故事結束，上帝和你我的故事繼續，真正的榮耀結局。
 從上帝創造天地萬物（創世紀）至進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城（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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