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次讲题：力量的源泉(2) 参孙 
 
 

 

每周个人读经 至少30 分钟 



今天讲题：生命的源泉(1) 路得 
 
2012 年每次讲题顺序： 
 
1. 人物故事 
2. 主题讨论 
3. 生活应用 
4. 有关历史 
5. 知识考试 
6. 本周计划 



1. 人物故事 
 
大卫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的故事 
 

路得记的内容主要是“外邦人”路得作为
犹太人拿俄米的儿媳，随婆婆在困苦中回
到犹大伯利恒，照顾婆婆，后来嫁给前夫
族中的波阿斯的故事。他们的后代是以色
列人的国王大卫。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D%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9%98%BF%E6%96%AF


1. 人物故事 
 

路得记的内容顯示上帝虽然选择犹太人作
为选民，但同时並没有棄絕外邦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B8%9D


1. 人物故事 
 

主人公路得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深受婆婆
的信仰影响，一直无私地照顾她；波阿斯
则出于爱心希望帮助拿俄米赎回田产，尽
管拿俄米的夫家尚有更近的亲戚在，他并
没有这样的义务；波阿斯与路得也是真心
相爱，他们的后代中则诞生了以色列人的
国王大卫。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4%BB%B0


1. 人物故事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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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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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她两个儿子。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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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玛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1:8  

- 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
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1:9  
-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她们亲
嘴。她们就放声而哭，  
1:10  
- 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1:11  
- 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哪，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
子作你们的丈夫麽。  
1:12  
- 我女儿们哪，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
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1:13  

-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

女儿们哪，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
伸手攻击我。  
1:14  
- 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珥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得舍不
得拿俄米。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1:15  

- 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
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1:16  
- 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
是我的神。  
1:17  
- 你在哪里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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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 拿俄米见路得定意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她了。  
1:19  
-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她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
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麽。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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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勒 

http://www.vartcn.com/art/yxyy/painting/200612/12203.html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2:1  

-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一
个大财主。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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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管去。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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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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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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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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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2:8  

- 波阿斯对路得说，女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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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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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 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麽蒙你的恩，
这样顾恤我呢。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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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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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2:13  
- 路得说，我主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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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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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馀剩的。  
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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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 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她拾取，不可叱吓她。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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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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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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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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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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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 拿俄米对儿妇路得说，女儿阿，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
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  
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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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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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你享福麽。  
3:2  
- 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麽。他今
夜在场上簸大麦，  
3:3  
- 你要沭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
你等他吃喝完了，  
3:4  
- 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
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3:5  
- 路得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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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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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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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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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3:14  

- 路得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
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  
3:15  
- 又对路得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她打开了，波阿斯就撮了六
簸箕大麦，帮她扛在肩上，她便进城去了。  
3:16  
- 路得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阿，怎麽样了。路得就将那
人向她所行的述说了一遍。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4:2  

- 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
这里。他们就都坐下。  
4:3  
- 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
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4:4  
- 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

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
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4:5  

- 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原文作买
十节同）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4:6  
-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
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4:7  
-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
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4:8  
- 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  
4:9  
-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作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
连，玛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4:10  

- 又娶了玛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
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作见证。  
4:11  
-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

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
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  
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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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 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为妻，与她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
一个儿子。  
 



1. 人物故事 - 路得记 
 4:14  

- 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
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4:15  
-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
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4:16  
-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  
4:17  
- 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备得。这
俄备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  
 



2. 主题讨论 
 

路得生活的艰难 
路得在艰难生活中的美德和婆媳和睦的清贫美好生活 
神没有忘记路得：波阿斯 
波阿斯体现出来的君子美德 
神的安排：路得/波阿斯  大卫  耶稣 



3.生活应用 
 

现代生活中的艰辛 
在艰难生活中应保持一些什么？ 
在艰难生活中要保持信念(马太福音6:26) 
神对我们各位有奇妙的安排 
我们要做到是顺服 



4. 有关历史 
 

 让·法朗梭瓦·米勒 《拾穗者》 1857年 



4. 有关历史 
 

 
讓-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1814年10月4日－1875年1月
20日）法國巴比松派畫家。以鄉村風
俗畫中感人的人性在法國畫壇聞名。
他以寫實徹底描繪農村生活而聞名，
是法國最偉大的田園畫家。 
 
羅曼·羅蘭在所著的《米勒傳》指出：
「米勒，這位將全部精神灌注於永恆
的意義勝過剎那的古典大師，從來就
沒有一位畫家像他這般，將萬物所歸
的大地給予如此雄壯又偉大的感覺與
表現」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6%9D%BE%E6%B4%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5%A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6%9B%BC%C2%B7%E7%BE%85%E8%9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6%9B%BC%C2%B7%E7%BE%85%E8%9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6%9B%BC%C2%B7%E7%BE%85%E8%98%AD


4. 有关历史 
 

 
晚禱 



4. 有关历史 
 

 

播種者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2%AD%E7%A8%AE%E8%80%85&action=edit&redlink=1


4. 有关历史 
 

 

牧羊女與羊群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9%A7%E7%BE%8A%E5%A5%B3%E8%88%87%E7%BE%8A%E7%BE%A4&action=edit&redlink=1


4. 有关历史 
 

 



5. 知识考试 

路得来自以色列哪一支派？ 
路得的婆婆叫什么名字？ 
路得的原来丈夫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路得随婆婆回到伯利恒后以什么方法谋生？ 
路得在田里拾麦穗时如何得到波阿斯照顾？ 
波阿斯是如何娶路得为妻的？ 
波阿斯和路得的后代有哪些著名的人物？ 
你们认识的朋友中有没有取名为路得的？(Ruth) 



6. 本周计划 

继续每周个人读经 至少30 分钟 
 
在2012年中为大家分享一次学习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