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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爱的故事：上帝的救赎史诗系列第三讲，我是大卫‧普

莱特博士。 

 

请翻开你的圣经，让我们一起翻到路得记第三章。故事开始进入高潮了，路得记第三

章可说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好像气候变化，刚好在一个高度紧张、极具戏剧性、充

满悬念的关头，事实上---故事的发展让你全神贯注，因为路得将在这章里面调高浪漫

的温度，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震惊不已。 

 

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對他說：「女兒啊，我不當為妳找個安身之處，使妳享福嗎？妳與

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處，波阿斯不是我們的親族嗎？他今夜在場上簸大麥；妳要沐浴

抹膏、換上衣服，下到場上，卻不要使那人認出妳來。妳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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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妳看準他睡的地方，就進去掀開他腳上的被，躺臥在那裡，他必告訴妳所當做的

事。 

 

路得說：「凡妳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得就下到場上，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而

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裡歡暢，就去睡在麥堆旁邊。路得便悄悄地來掀開他腳上的

被，躺臥在那裡。到了夜半，那人忽然驚醒，翻過身來，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腳下。 

 

他就說：「妳是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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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說：「女兒啊，願妳蒙耶和華賜福。妳末後的恩比

先前更大；因為少年人無論貧富，妳都沒有跟從。女兒啊，現在不要懼怕，凡妳所說

的，我必照著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妳是個賢德的女子。我實在是妳一個至近的親

屬，只是還有一個人比我更近。妳今夜在這裡住宿，明早他若肯為你盡親屬的本分，

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為妳盡了本分，妳只管躺到天

亮。 

 

路得便在他腳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認的時候就起來了。波阿斯說：「不可使

人知道有女子到場上來。又對路得說：「打開妳所披的外衣。」她打開了，波阿斯就

撮了六簸箕大麥，幫她扛在肩上，她便進城去了。 

 

路得回到婆婆那裡，婆婆說：「女兒啊，怎麼樣了？路得就將那人向她所行的述說了

一遍，又說：「那人給了我六簸箕大麥，對我說：『妳不可空手回去見妳的婆

婆。』」婆婆說：「女兒啊，妳只管安坐等候，看這事怎樣成就，因為那人今日不辦

成這事必不休息。」（路得記 3：1-18） 

 

我祈求你会看见上帝为你所预备那至深的爱，可能是前所未见的、是意想不到的方

式。也许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我为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的人祷告，愿你的心能向神

的大爱大大地敞开，也许你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你的心意将要更新而变化，你心中

的火将要因为上帝不可测度的爱而重新燃烧起来。 

 

对于没有听到前面两次信息的人，我要快速地复习一下之前说过的内容。故事从拿俄

米开始，第一章，拿俄米和她的两个儿子随着丈夫以利米勒从伯利恒到摩押地寄居，

在摩押寄居的这段时间，对拿俄米来说是一段不好的回忆。他们到了摩押地不久，拿

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死了，之后，她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仅留下了她和两个摩押媳

妇。三个寡妇、无儿无女，没有子嗣、没有继承家产的人。 

 

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因此当拿俄米听到在伯利恒有食物可吃，便决定回伯利恒去，

并要两个媳妇不要再跟着她。其中一个媳妇听劝，留在摩押；但是另一个媳妇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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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认真地看着婆婆说：「我要跟妳一起走。妳的国就是我的国，妳的神就是我的神。

妳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我跟定妳了。」这是第一章的结束，路得和拿俄米一起

回到了伯利恒，拿俄米对认识她的朋友说她是个沈痛悲苦的人，因为她满满地离开，

却是两手空空地回来。 

 

现在看第二章，这里出现的困难是双重的，这两个妇人都需要食物，这两个妇人也都

需要家庭。第二章先解决食物的问题。这正巧是收割的季节，路得到田里去拾穗，在

她拾麦穗的那个稻田的主人，正是波阿斯。正当路得在田里拾穗的时候，波阿斯刚好

经过，注意到了路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彷佛编织美梦，请她吃一顿大餐，让她背着

一袋粮食回家，有油有醋，我的意思是，路得记第二章真是个难以置信的浪漫场景。 

 

当她回到婆婆拿俄米身边，拿俄米晕眩了，至少，她说不出话来了，她简直不敢相信

路得带回来那么多的粮食，更让她震惊的是，当路得告诉她，她是在波阿斯的麦田里

拾穗时，拿俄米立刻认出波阿斯是亲族的人，是以利米勒亲族中的一个大家庭。也就

是说，波阿斯是有资格照顾她们、提供她们的需要，保护她们、安顿在他的庇护之下

的人。 

 

于是拿俄米说了：「路得，就留在这田里，每天都去他的田里拾穗吧！」路得就照婆

婆的吩咐去行。在整个收割的季节里，路得每天都在波阿斯的田里拾穗，一周一周又

一周，路得仍在波阿斯的麦田里拾穗，好像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第二章。圣经记

着说，路得仍然和婆婆同住，满令人失望的，虽然解决了食物上的困难，至少接下去

的日子里已有了足够的粮食，但是在家庭需求上，她们还是虚空的。 

 

到了路得记第二章结束，你对这对古怪的婆媳有什么看法？路得和拿俄米，仍然是古

怪二人组！路得仍然和婆婆同住，波阿斯什么也没做。进入这个阶段，路得记第三章

里，有一些经文在全旧约中是最暧昧的。我一直祷告该如何传讲这段信息，好像有点

儿不太得体，但我会实话实说，因为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祷告，祈求上帝给我

们恩典，让我们以适当的方式明白这些经文的含意。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亲身经历这个故事，好像我们就是这篇信息中的男女主角，然

后一句一句、一节一节，把自己放在故事中感受剧情的发展，想象那个场景，聆听最

初听到的声音，要置身在故事中去领会这篇信息。 

 

这整章故事的发生是在黑暗的隐密处，从日落到清晨，第一节，「路得的婆婆拿俄米

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妳找个安身之处，使妳享福吗？」（得 3:1）用希伯来文

的方式是说：「路得，妳需要一个男人，妳需要一个丈夫。」「女儿，我难道不该试

着为妳找个温暖的家吗？」你或许会在圣经的下方看见一行小字，注释着说「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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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找到安息」。这节经文常普遍用来形容一个女人在婚姻中，在一个充满爱的丈夫的

家中，会享受到安息、安全以及安适。妳需要一个丈夫，路得。 

 

这里，富于心机的婆婆编造了计谋，第二节，「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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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3:2）在这里停一下，说两件有关波

阿斯的事，第一，提醒我们波阿斯是她们的亲族，基本上意味着波阿斯是个单身汉，

对路得而言正合适。接下去在路得记第四章我们会看到更多有关这个亲族的图像，这

至近的亲族，我们已经在第二章结束时提过，这是有连贯的，将会在第四章真实地显

明出来。 

 

但现在的画面是，「对路得而言波阿斯是个单身汉」，第二，「 他今夜在场上簸大

麦」。当所有的大麦收割完毕，最后还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可能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通常会是在山边，或是黄昏时会有凉风吹过的地方，他们通常做些什么呢？用草叉叉

入麦捆，将麦高举在空中，让风吹掉那些壳粒，沉重的壳粒会掉在地上，这就是所谓

的簸大麦。 

 

拿俄米知道那个黄昏波阿斯要去偏僻的地方簸大麦，而且直到此时，波阿斯一直都在

麦田里工作，路得不可能走到田的中间对他说，「嗨，你可曾想过要娶我吗？」一直

没有这样的机会，但眼前却有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这是拿俄米期待发生的，也是相当

暧昧的一段。 

 

第三节，她说：「妳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妳来。妳

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妳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

那里，他必告诉妳所当做的事。」（得 3:3-4）你听到了这个原始的上下文，应该立刻

就羞红了脸吧，如果你的孩子在旁边，你恐怕会赶快掩住他们的耳朵，不让他们听到

这段话吧！你能相信拿俄米刚刚只说了这些？ 

 

好，在这里我要尽可能的做一点解释，我们再回到第三节，「 妳要沐浴抹膏，换上衣

服。」在这里拿俄米要表达的可能比说出的更多，妳闻起来不香，妳需要打理一下，

让波阿斯闻到更好的味道。这里有更深的含意，是个有趣的对比，在塞缪尔记下

12:20，大卫王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沐浴、抹膏、换上最好的衣服，这是在他的儿子去

世之后，他留下来哀悼的表现。 

 

不过，这是哀悼的情境，这里的情况是，「路得，妳是个寡妇，妳在这样的情境、这

样的状态下已经哀悼了这么多年，现在，是该放下过去继续向前，展现妳已经不再哀

悼前夫的时候了，此时，妳是个适婚的女子。」就是这样的画面，「妳已经适合结婚

了，并且，妳闻起来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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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说，「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妳来。妳等他吃喝完了。」（得 3:3）「所

以妳要躲起来，看着他吃喝。」这里的图像可不是「好，等着波阿斯喝醉！」那样的

情形。这里就是单纯地等着波阿斯有好情绪的时候。男人在饱餐一顿之后总会有好心

情的。所以要等到他吃饱喝足心里欢畅，越过地板上麦堆，到边边躺下看着星星熟睡

后，妳便要，「看准他睡的地方」（得 3:4），然后---就像这话说的一样，这是旧约

原文委婉地说法，其实就是拿俄米说的，「这是关键的时刻，妳就是要这样做。」这

里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并为下面的一句话设置了舞台，「然后，就进去掀开他脚上

的被，躺卧在那里。」（得 3:4） 

 

在经文中，这里有三个希伯来字都充满了性的暗示，掀开、脚或是腿，还有躺卧。这

不是你在任何日子对任何人可以做的事。走向他做这些事，当你听到这样的指示，你

会想拿俄米在做什么？她到底对路得说的是些什么？旧约原文这些字影响了听者，让

听者的心怦怦乱跳。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下来？这是她应该做的吗？这是一个在田

里工作的摩押女子应该对以色列雇主做的事吗？ 

 

路得回应，第五节，「凡妳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是路得的答案。（得 3:5）所

以，她要照着去做了。我喜欢第四节，让我们回到第四节说的，「到他睡的时候，妳

看准他睡的地方。」（得 3:4）看好这节了，如同路得一样，确定你不会看错人，不会

把方法用到了错误的人身上。你千万不能大意，眼目要专注在波阿斯身上，确定这人

是波阿斯。 

 

路得说，「好，我会照妳所的吩咐去做。」「路得就下到场上，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

而行。」（得 3:6）她做到了。我们好像观众坐在这里，想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然后

作者告诉我们，第七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得

3:7）所以波阿斯用餐完毕，心情愉悦，他走过去，就这么巧，就说是巧合吧，我想他

不会故意远离人群，然后找一个偏僻的麦堆旁躺下睡觉。 

 

现在让我们设身处地为路得想想，妳躲在小细缝中或是那些没有人看到妳的地方，妳

正注视着波阿斯，妳目不转睛地看着妳的男人在簸大麦，女士们，我现在说的是一个

浪漫的场景，氛围紧张，你几乎可以听到路得的心怦怦跳动，特别是她在意图接近波

阿斯，看到波阿斯独自走到一边，躺下，然后去睡觉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景况，这样的画面就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比现在的年龄还要

小的时候，当他们还是婴孩的时候，或是生病的时候，或是他们难以入睡的时候，我

走近他们的床，拍拍他们的背，让他们安静下来，不断轻轻拍、轻轻拍，一段时间

后，你的手臂发沈，好像厌倦了这轻拍的动作，然后你得到一个结论，我猜，我想他

应该睡着了，然后你把手抽回来，你有没有这样作过？看起来你好像慢慢慢慢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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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然后，几乎是必然的，当你退后一步、两步，他的小脑袋呼地抬起，环顾四周，

就像，喔，我以为你睡着了，好吧，于是你又走回他的身边，重复刚刚的动作。 

 

我觉得路得现在的处境就像这样的画面，他睡了吗？他睡着了吗？他睡熟了吧？然而

就在她想到他已经睡熟了的时候，他可能又翻了个身，然后她说好吧，再等等吧！再

等等吧！直等到他完全睡着，直到她接近时他完全没有发现。当他熟睡时，第七节

说，「路得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得 3:7）哇！ 

 

总之，它发生了！我们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故意语焉不详，我们不知道她躺下是睡了没

有，这不只是在他的脚下小憩而已，这是，我们不知道路得是与波阿斯垂直着躺还是

平行地躺，我们只知道这样的画面在旧约里头是相当刺激感官的。 

 

把这段标记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这节经文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作者并没有

提出路得或是波阿斯有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是质疑他们的纯洁。但是这场面是一个高

潮，因为路得躺在那里。 

 

第八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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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3:8）我们再来为波阿斯设想一下，三更半夜，不知名可怕的东西出现，大部分的

评论家都喜欢说，有可能微风吹过裸露的双脚，会造成毛骨悚然的感觉，波阿斯正是

这样，他感到一阵微风吹过光溜溜的双脚，然后他象征性的转动身子---就是现在看到

的这幅画面了！ 

 

再提一下我的孩子，两天前，我躺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安静地躺着，渐渐入睡，突

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接近我，睁开眼睛一看，就在眼前不到两英吋的地方，我那

三岁的儿子迦勒，正双眼盯着我看，一发现我张开眼睛，马上兴奋地说，「爹地，你

现在可以陪我玩吗？」 

 

此景正和我刚刚所描绘的一样，你想想看，路得肯定是清醒的，她和正在酣睡的波阿

斯不一样，她是醒着的。她在等候，等候波阿斯醒来看到她的那一刻，因此她一直看

着......我几乎可以想象，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波阿斯的惊吓程度都足以让他转身用

被子盖住自己，他睁大双眼，看见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看。 

 

我超喜欢他这时的反应，他质问着，第九节，「妳是谁？」（得 3:9）多好的问题啊！

我多希望有更多的资料能提到有关他问这句话时的口气是如何，他是怎么问的？我只

要想到这点，就忍不住大笑，假设，如果他是用困惑的口气问：「喔，妳是谁啊？」

或是用震慑的口气问：「妳是谁？！」还是类似低声诉说的耳语？我的意思是，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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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还有很多人。「他就说：『妳是谁？』」（得 3:9）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从字

面上看起来，「看！是个女人！」「他就说：『妳是谁？』」（得 3:9） 

 

路得回答：「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得 3:9）这可有趣了，「婢女」这个字早在

2:13 她就提到过，「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但好

玩的是，现在她用来形容自己时和当初第一次见到波阿斯时用的字完全不同，她第一

次见到波阿斯，在 2:13「你用慈爱的话安慰仆人。」她用了一个近乎是奴隶的字，是

最低阶的层次，一个做工的人。这里，英文翻译虽然是用同样一个字，我是你的仆人

路得，但在意思上却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婢女更具个人化，是表示与某个人有关连

的。也就是说，「我是你的婢女，这是我与你的关系。」她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

路得。」（得 3:9） 

 

愈来愈有趣了，路得忽然间跳脱了拿俄米原本的计划，拿俄米说什么来的？她说，

「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妳所当做的事。」（得 3:4）作为观众

的我们就想，没关系，她做完自我介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们便转眼去看波阿

斯，看他要告诉路得该做些什么。不料，路得继续说了下去，看看她说了什么，「求

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得 3:9）多么清晰、明确的告

白，就怕你波阿斯忽略了躺在你脚边的我，我希望你在婚姻中追求我。 

 

当我和海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承认，我心里十分郁闷，完全不知所措。我从来没

有交过女朋友，老实说，我很怕和女孩子说话，我确定海瑟是我喜欢的对象，但是

我，你知道，我只想前去和她搭个讪作为开始，感谢上帝恩典，她先做了明智的举

动，让我知道自己必须对追求她做出表态，这也正是我需要的，和她有正确的关系。

这就是路得说的，「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得 3:9）基本上这是一句惯用

语......只有丈夫才可以为妻子做的---「展开你的衣襟遮盖我、保护我，将我放在你

庇护下照顾我，让我亲近你。」 

 

这里说到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衣襟这个字，请你在圣经上做个记号，回到路得记 2:12

用的是相同的一个字---相当有趣---当波阿斯和路得说话，为她祝福祷告时，波阿斯

说，「愿耶何华照妳所行的赏赐妳，妳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妳满得祂

的赏赐。」（得 2:12）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看过了，有趣的是，在 2:12 的「翅膀」和 

3:9的「衣襟」是同样的一个字。 

 

所以基本上路得是这么说的，「嘿，波阿斯，你可记得当你祷告，上帝会用祂的翅膀

保护我时，现在不是你要响应这个祷告的时候吗？」我好喜欢妻子把这节经文用在丈

夫的身上，「你是上帝赐我的供应者，你要展开衣襟保护我，因为你是我至近的亲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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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超出拿俄米所说的，她在这里走出计划，自己开创了愿景，而我们的心思意念

转向波阿斯，他要怎么回应路得这番话。一个摩押女子刚刚向以色列人求婚了，一个

在田间拾穗的工人刚刚向雇主求婚了，一个年轻人刚刚向年长者求婚了，这可坏了所

有的规矩，波阿斯要如何响应？不管怎么说路得都是在冒险。波阿斯意识到这个女人

在他脚下，他可以叱责她，「妳这是做什么？妳不应该在这里的，回去，永远不要出

现在我的田里！」他也可以趁机欺负她，士师时代中期，以色列史记载着这段时期淫

乱成风，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可说是危险啊危险，波阿斯该如何回答呢？ 

 

我们拭目以待，屏气凝神关注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妳蒙耶和华赐福。」

（得 3:10）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从波阿斯口中所出的第一句话是那么明确，他不会

趁人之危，他会为着路得着想，他想要祝福路得，他亲昵的称呼，女儿啊，「妳末后

的恩比先前更大。」（得 3:10）提到恩情，她已经对拿俄米充分表现了，「因为少年

人无论贫富，妳都没有跟从。」（得 3:10）此情此景对波阿斯来说是错愕的，原来路

得对他是有意思的，有许多人追求她，但她对波阿斯情有独钟。 

 

这是一幅承受爱的画面，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妳所说的，我必照着

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妳是个贤德的女子。」（得 3:11）想知道在这里最有趣的地方

是什么吗？不要阖上路得记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箴言三十一章，这是箴言的最后一

章，许多人对箴言三十一章形容的妇人耳熟能详了，甚至常常引用成为惯用语。有趣

的是，希伯来文圣经和我们现在读的圣经版本编排不同，我们的旧约圣经是按照拉丁

文武加大译本的次序编排的，希伯来文圣经并不是这样编排的。 

 

有些学者争论着路得记到底是如何编排的，不过大部分的人都确信，在希伯来文圣经

中路得记要晚得多，甚至在历史书卷和先知书卷之后，称之为圣卷，被放为希伯来文

圣经的最后。许多人认为，其实路得记是紧接着箴言之后写的。 

 

现在根据箴言的结尾来想想箴言 31:10，「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

珍珠。」附注说明一下，第十节这里和路得记 3:11 用的是同一种说法，一个贤德的女

子，是相同的惯用语，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 

 

你可能要回去看---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这么做---你回去从箴言三十一章后半部慢慢读

下去，然后根据圣经形容路得的状况，她努力工作、提供家庭需要、奉养拿俄米，甚

至早先她还为人妻或是人母的时候，无论在任何时刻，然后你读最后一节，箴言 31:31,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再一次，这里和路得记 3:11 

用了同样的文字，这里提到本城的人，就是那些在城门口称赞她是多么贤德的那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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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31:10-31 里描绘的妇人，在箴言三十一章里是个完美的榜样，对路得记来说也

是。回到路得记 3:11,她是个贤德的女子。就在这个时刻，难以置信地，我们几乎听

到婚礼的钟声在后面叮当响起，快去教堂，快去结婚，比起我们在这里想象实际得多

了。我们坐在位子上干着急，就怕有什么风吹草动顿时天崩地裂的，现在终于有情人

终成眷属，真是太好了！直到十二节，波阿斯说，「我实在是妳一个至近的亲属，只

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得 3:12） 

 

我们刚刚才看见事情好转，然后就发现这幅画里还有第三者，波阿斯说还有另外一个

人比我与妳还要更近，他比我更有优先权来尽亲属的本分、照顾妳、保护妳，提供妳

的需求。这就是波阿斯说的，「 妳今夜在這裡住宿，明早他若肯為你盡親屬的本分，

就由他吧！（得 3:13）这就是波阿斯的人格，他清楚知道上帝在祂的百姓中设立的条

例，这是律法，而且他会遵守。「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妳尽

了本分，妳只管躺到天亮。」（得 3:13）他说，「如果他不愿意，我便立刻来娶

妳。」「妳只管躺到天亮。」（得 3:13）他说，「留下来，三更半夜的，妳不要单独

一个人在外面走动，就留在这里吧！」 

 

你想象一下，当其中一个家伙睡得正香甜，或有些人还在仰望天上星斗，想东想西的

时候，刚刚的对话已经发生了，接下去即将要展开什么样的冲击呢？你已经知道波阿

斯单纯的想法，我要进城去宣布将要娶这个摩押女子为妻。人们会怎么想？事情会变

成怎么样？当我提出质疑时，我怀疑亲族们要怎么去应对，从这个观点来看可能是个

迷思。 

 

路得，坐在那儿意识到一件事，她要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内才会知道谁是她的丈夫。她

很希望是波阿斯，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家伙，所以在十四节才会这样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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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3:14）换句话说，让我们保守这个秘密，这是妳和我

之间的约定。他还说，「打开妳所披的外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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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3:15） 

  

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多少......就说个大概吧！因为经文并没有给我们具体的测量，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是很多很多的大麦，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比她以前曾经有过的多得更

多，也许约有 75 磅。我们只知道袋子很沉重，因为波阿斯必须扛在肩上交给路得。这

里又提醒我们一件事，路得是个强壮的女子，你千万不要与她杠上，她可是可以搬运

粮食的人。 

 

因此，十六节，她回到拿俄米那里，现在，你可以谈谈是哪个人没睡好觉了。我的意

思是说，这个拿俄米，当她策动了这个计划，把路得送了出去，然后回到屋子里之

后，就一直坐在那里等着。在那个时代，可没有什么发送简讯、随时更新消息这样的

事，而路得也没有登入推特作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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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她只能在家里头来回踱步，担心事情的进展，隔一段时间祷告一下，再不时打

开窗户或是大门瞧瞧，如果事情搞砸了，路得应该会提早回来。终于，路得回家了。

「路得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得 3:16）照字面上看是这

样问的，「我的女儿妳是谁？妳会不会成为那个男人的妻子？」又是同样的问题，波

阿斯在第九节问过路得了，妳是谁？到了第十六节，这里虽翻译成我女儿，但其实是

问我的女儿妳是谁。这一直是本书的问题，她到底是不是摩押女子？因为她看起来更

像是以色列人。 

 

所以她将要嫁入亲族了吗？她将要嫁入波阿斯的家庭了吗？「『女儿啊，怎么样

了？』路得就将那人向她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得 3:16-17）现在才是真正有趣的地

方，此时路得做了一件事，她要告诉拿俄米当波阿斯给她大麦时所说的话，但作者一

直等到这个时候，当拿俄米在现场时，才让我们一起听到波阿斯说了什么。你明白了

吗？波阿斯早先就说了这些话，但当时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但是他的确说

了。作者一直等到拿俄米出现，他才显露了波阿斯说的话。为什么？让我们看下去。 

 

「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得 3:17）这就是波阿斯当时说过的话，「妳

不可空手回去见妳的婆婆。」（得 3:17）你现在知道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了吗？你

还记得在路得记里曾经看过空这个字吗？让我们将记忆飞回路得记 1:21 ，当拿俄米和

路得从摩押地回来时，她说了什么，「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什

么？「空空」（得 1:21）在这里有个图像，作者在上帝的主权下设计了这卷书，让我

们看到路得从波阿斯那里带回来的不只是粮食，还有得救的应许，看到他们整个家族

得救赎的应许。这里有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不是空空的，你不是一无所有的。 

 

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过---只是想再提醒我们一下，当我们觉得空

虚、孤单，觉得上帝似乎离我们很远时，祂可能是在为我们预备一个舞台，为了更大

的呈现，是我们前所未见的，为要向我们显明祂的信实。当诸事不顺，和预期中的有

差距时---就好像拿俄米，在路得记第一章最后，她站在路得旁边对她的朋友说的，我

已经一无所有了。但是她却不知道，在她的身边一幅图画，是充满了神的丰满的。上

帝做事有祂的方式，是她永远无法揣测的。 

 

拿俄米做出回应，十八节，「女儿啊，妳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

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得 3:18) 换句话说，乖乖坐好，今天会是很长的一

日，那人会将这件事情办好。这部剧落幕了，这是最后一次在这卷书中听到路得或是

拿俄米说话，她们将不会在路得记里发言了。 

 

最后发生了什么事？第三章在这两个女人需要一个继承人中落幕。她们坐在她们的家

里，等候着。舞台的中心换成是波阿斯，但实际上，事情既不在波阿斯的手中，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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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得或是拿俄米的手中。所有的事情，最终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们等着看祂要成

就的大事。 

 

上帝难以言喻的爱 

 

这真是一个好故事，不是吗？每个字都那么的生气蓬勃。从路得记第三章中，有什么

是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上的？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神的爱的时候。我想要做的是，

我要向你显示一幅图画，那就是上帝难以言喻的爱。我要诚实地说，这图片不是新

的，但是道理却是新的，是你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是单纯、光荣、令人惊叹的真理，

是关于神的爱！ 

 

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进入路得记第三章，不要把其中任何角色和上帝比较。我是说当

我们读到波阿斯时，不要想，「在这个故事里，波阿斯就是上帝。」现在我们要去读

路得记第四章，波阿斯和上帝的特质相似，但是在这张图画里，我们不只是认识到波

阿斯等于上帝，如果我们只认识这点，我们就会开始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我需要来到

神的面前，追求与波阿斯的关系，他是那么谦卑，我要亲近他，我们会进入各种悬念

里，那不是路得记第三章要教导的。 

 

所以，同样的，波阿斯不是上帝，路得不是上帝，拿俄米不是上帝，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一幅图画，特别在路得记第三章里，上帝使用这些角色来展现祂满满的爱和

仁慈。 

 

记得在上一堂课程中，路得记 2:20，我要你圈出一个字「恩待」，回到 路得记 

2:20，「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得 2:20) 现在我要你圈出同样一个字，在

路得记 3:10，波阿斯说：「女儿啊，愿妳蒙耶和华赐福。妳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得 3:10) 把那个恩字圈起来，圈完后请回到 1:8，我们要回来读这里，我们在读路得

记第一章时并没有强调这里，但是当拿俄米提向俄珥巴和路得，她的两个摩押儿媳

妇，说到愿耶和华恩待她们的时候，在第八节，「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

待你们。」 (得 1:8) 圈起恩待那个字。 

 

我们看到这个字出现了三次，在 1:8, 2:20, 3:10，你可能还要再加一点笔记，这里有

一点希伯来文的概念在当中，我保证在这里不是要故意高举希伯来文，当我们在读圣

经旧约时，这是个很重要的字，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字就是「hesed」，你应该在旁边

作个记号，写下 H-E-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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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字，在翻译时真的没有相近的英文，可以适当表达旧约原文的意思。没有一

个英文字可以把「hesed」翻译得很贴切。当你了解「hesed」的意义，再看到英文恩

慈这个字显然用了三次时，你能想象吗？想象那就是恩慈、仁爱、忠实、信实、恩

典、慈悲以及怜悯，所有的意思通通包含在一个字里，就是「hesed」。恩慈、仁爱、

忠实、信实、恩典、慈悲、怜悯，通通包含在一个字里，那就是「hesed」的意义。在

旧约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来形容神对祂选民的爱。 

 

这是一种独特神圣的爱，不是人制造或是创作出来的，这样的爱从上帝流露到祂的子

民，这就是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包括现在我们在路得记读到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字被用来形容神的百姓如何彼此相爱，这些都是「hesed」。这样的爱从神而来，再传

给人，但是爱的源头始终是神。 

 

神的爱、怜悯、忠实、恩慈、良善、慈悲、恩典，都被画在同一幅图里。在这么多不

同的用法里，比较好的英文翻译可能是「慈爱」这个字，但即使如此，这字表达出来

的意思还是很薄弱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这个字，是因为在路得记第三章里面，我

们看到所有活灵活现的图片，都是「hesed」的工作，在所有的角色上都是这样的爱在

动工。 

 

爱是忍耐 

 

我要你跟我一起想想这些爱的性质，首先是忍耐。这忍耐从路得记第三章第一节贯穿

到最后一节，我们看到忍耐与爱。现在，很明显的，路得在这点上非常积极，拿俄米

是诡计多端的人，但是你，你看到这整张图画，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进行着。想

想路得，她来到以色列人的社会，她不是为了标榜或是炫耀自己来的，可以这么说，

她就是来到了这里。清晨早早起床，整天在田里认真工作，带着粮食回家给她的婆

婆，第二天早晨一样早起，一样地去做工，一天一天又一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每个星期都在他们的田里拾穗，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样等候的画面导引了路得记第三章，第三章最后，剧幕在两个女人等候中落下，事

情的发展并不在她们的掌控中，我们看到爱的图画，那是忍耐，因为爱所以等待。好

像我们在诗篇 27:14 看到的，「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

耶和华。」这是爱，在等候中的爱。难道不也是在等候中表现出信心？爱总不会让你

知道指日可待，爱总不会让你知道为何奇特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是爱是信任，爱是

耐心等候，这所有的图画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开始，「爱是......」什么？爱是

忍耐。爱里包含着忍耐，爱是恒久忍耐。 

 

爱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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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爱的保护。在整个路得记第三章里都在讲保护，拿俄米从路得开始守寡，就

希望保护路得，妳要找一个丈夫，我要帮妳找一个丈夫，当路得在第九节开始说话，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时，路得不仅是在为自己

找一个丈夫，她也在为她和拿俄米找一个供应者，为她和拿俄米找一个保护者，一个

至近的亲属，可以提供保护和照顾她的家庭的人。波阿斯，显然地被要求要保护路

得，而波阿斯也为路得寻到了最好的利益，爱的保护。 

 

爱是纯洁 

 

 

第三，爱是纯洁。我要你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层级里看看第三章里爱是纯洁。首先，了

解这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发生在士师时代。那时淫乱成风，而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

的事。路得记第三章这一幕，我们看到孤男寡女在僻静的禾场相处，最后却毫发未伤

各自离开，如此纯净，没有考虑到其实在那里存在着诱惑的严峻考验。作者是故意要

向我们显示这是一个多么紧张的场面，然而，他们却是纯洁地离开了。 

 

当你看到第二个层级，那就更加精彩了。这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不要阖上路得记第三

章，让我们回去看创世记，十九章，你一定要看这段，创世记十九章---还记得路得是

摩押女子吧，整个系列都在提醒我们摩押人是从哪里来的。记住这个摩押人的图画，

然后比较看看，是否和路得记第三章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我以前就读过路得记，但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这里，一起看创世记 19:30，这里有显着

的差异，但是也有惊人的相似处，我相信那是故意相似的。请看创世记 19:30，「羅

得因為怕住在瑣珥，就同他兩個女兒從瑣珥上去，住在山裡；他和兩個女兒住在一個

洞裡。大女兒對小女兒說：『我們的父親老了，地上又無人按著世上的常規進到我們

這裡。來！我們可以叫父親喝酒，與他同寢。這樣，我們好從他存留後裔。』」（創

19:30-32） 

 

停在这里，相似处，在创世记 19:30 里，有两个女子，密谋维护她们的家族。相同的

画面，虽然不一样。在路得记第三章，两个女人，密谋，维护她们的家族。相似处继

续。三十三节，「於是，那夜他們叫父親喝酒。（创 19:33）这里有个不同的地方，在

创世记第十九章这里，罗得是完全喝醉的，但我们知道，刚刚说过，波阿斯没有喝

醉。然而画面是一直等到男子喝完了酒，然后，怎么说，「 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

寝。」（创 19:33）这里我们看到和路得记第三章是相同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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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质是不同的，但是这段故事的影响比路得记第三章要多得多，我们继续看剩下

的部分，「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

父亲存留后裔。』於是，那夜他們又叫父親喝酒，小女兒起來與他父親同寢；他幾時

躺下，幾時起來，父親都不知道。(創 19:33-35) 

 

听听三十六节说的，「這樣，羅得的兩個女兒都從他父親懷了孕。」 (创 19:36) 这

是另一个相似的地方，两个故事里的两个女人，在离开的时候都带着种子离开了。在

创世记的例子里是指怀孕，在路得记里是指粮食的种子。两个人都是带着种子离开

的。再听听三十七节怎么说，创世记十九章，「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

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 (创 19:37)不要忘记这点。 

 

如果你从开始就在这里听旧约的课程，你听到路得的故事，讲述一个摩押女子变成以

色列人，密谋、进取、等待他吃饱喝足、躺卧他身边，这些事情在你的脑海里马上形

成一幅图画，这些摩押女子是怎么开始的，彻头彻尾的乱伦和淫乱放荡。作者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相似处，故意在这里作对比，让我们看见，在黑暗杂乱的时代，神的子民

的历史，摩押的百姓，创世记十九章，在黑暗沈沦的图画中，仍有一线纯净的光芒在

闪耀，坚如盘石，在摩押人和以色列人中间，信靠上帝，不受妥协。 

 

对比过去的历史和现今世代，原始读者会看到这幅闪耀光芒的画面。士师时代、创世

记十九章发生的事，都有这道光芒闪耀在其中。因此我祷告，祷告在今日也有同样的

影响。虽然不是处在创世记十九章或是士师时代，但是，让我们诚实面对，弟兄姐

妹，我们生活在不洁、淫乱日渐猖獗的世代，看看我们的文化，几乎每一个爱情故事

都在述说一个男子如何饥渴地追求一个女子，或是一个女子如何激情地响应一个男

子，这都是肉体上的，当我们看到屏幕上这样的画面，我们沈迷了，事实是，我们的

脑袋几乎没有了其他的想法，我们在上帝面前根本是不道德的。 

 

我们反而把这样的图片当作是爱，我们被感动，每一次打开那些爱的故事，看到那样

的画面，我们的情感就被这样的文化影响。路得记第三章要把我们带到另一个现场，

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条路，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一条纯净圣洁的路。我们在屏幕上看

到的不是爱，这才是爱，是纯净，是清廉、圣洁，上帝爱的图画，这样彼此才能展现

真爱，而不是追求彼此的欲望。 

 

上帝要在所有的教会里兴起许多的路得和波阿斯。上帝要兴起许多的路得，十几岁的

女孩们，女大学生们，单身妇女们，所有在信心家庭里的人，那些渴慕纯洁和上帝圣

洁，最重要的，与异性有正确关系的人，上帝要兴起妳们。上帝要在我们的信心家庭

里兴起许多的波阿斯，十几岁的男孩们，男大学生们，单身男子们，那些拒绝满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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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欲望，为了自己的喜好放弃神圣洁的人，上帝要兴起喜爱圣洁胜过世上所有事物的

波阿斯们。 

 

不只是单身的男女们，已婚的男人女人，丈夫们，妻子们，所有信心家庭里面的人，

上帝要兴起你们，在今日淫乱猖獗和不道德的环境下，喜爱纯净圣洁，不与那些眼睛

所见的妥协，不把我们自己暴露于网络或是影片中损害自己，或这样或那样的人，上

帝要兴起你们。上帝要兴起那个在爱中纯洁的人，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纯洁，是我们

无法制造出来的，只有由心发出来，靠着上帝的力量。上帝在我们里面，爱是纯洁，

爱是忍耐，是保护。 

 

爱的供应 

 

爱是供应，再提醒一次，这里所有的人物都在为彼此提供需要，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为对方付出，一路走来，直到结束。 

 

爱有代价 

 

最后是爱是要付代价。整体说，路得记第三章是个冒险，拿俄米在她的家庭中不断冒

险，甚至把路得拉了进来。路得也一直在冒险，如果没有爱，她的声誉、她的未来很

可能完全分崩离析。 

 

波阿斯，当他考虑进城，在城门口，宣布他想要娶一个摩押女子为妻的时候，他就在

冒险。这幅图画里充满了风险，这是幅昂贵的图画，因为它的代价是爱。爱会导致冒

险，爱使人去冒险。为什么一个单身女孩，我们之前提过的，放弃了她在这里的生

活，所有的希望、梦想与愿望，进入世界最艰困的中间地带，在中亚。都是因为爱。

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进入到世界最中心的地方，因为爱使他

愿意冒险，为爱是值得去冒险的。 

 

哪里有爱，就有神的荣耀，这是上帝创造的目的。城市里面有爱，就有神的荣耀。教

会里面有爱，就有神的荣耀，世界有爱，就有神的荣耀，就有基本的冒险跟在其后。

爱要付上代价。 

 

我们在这些人物中看见这幅图画，那是爱、是忍耐、是保护、是纯洁、是供应，并且

是有代价的。而所有的目的是要我们的眼目转向「hesed」---神的慈爱。你愿意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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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浸入你的心吗？不管你现在坐在哪儿，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宇宙至尊的神，创造

万有的主，权能的大君王，祂忍耐你，赞美主，祂在爱中忍耐我们。 

 

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失败，要相信，即使我们过去是相信的，但是现在很难相

信，但祂忍耐我们，祂是，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

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hesed」和诚实，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

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

代。」（出 34:6-7）你不高興上帝在愛裡忍耐我們嗎？ 

 

并且这位神誓言要保护你，宇宙的主展开祂的衣襟遮盖你，成为你的避难所，你的堡

垒。无论是遭遇生命的风暴、环境的险阻，困境或苦难，祂坚不可摧，祂保护你。祂

是清洁，祂的爱毫无瑕疵，对你而言祂是圣洁。 

 

福音的魅力 

 

一个罪人，被圣洁的主所爱。祂的爱供应你，弟兄姐妹们，当你在你的神保护下，你

将发现自己不再感到虚空，绝对不会。直到永恒，你将永远不会再空虚。祂已经赐下

祂的荣耀，为了提供你的需要。祂的爱无价，你如何知道祂保护你并供应你的需要

呢？你如何知道祂是忍耐和纯洁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这就是福音，女士先生们。 

 

福音的魅力不会在其他的爱情故事里找到，这是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上帝，在祂无比

的忍耐圣洁里，从祂的忿怒中庇护我们，当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要受审判时，忍耐又圣

洁的神拣选了我们，从祂的忿怒中庇护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拯救我们，使我们罪

得救赎，祂怎么办到的？借着牺牲了祂的独生爱子。这就是伟大的爱的故事。这就是

福音，在祂爱的大能中，无法测度、难以言喻。 

 

因此我要邀请你接受这样的爱。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首先，请你向这位神敞开你的

心，祂无比爱你，爱到足以牺牲祂的儿子来代替你的罪，成为你的庇护、你的力量。

对那些我猜他们还在等候找到自己定位的基督徒，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快

要来临，不清楚下一步何去何从，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你发现事情已经超出了你的

掌控，等等，爱吧，安息在这样的爱中，因为统管宇宙的主，已经在你的心中写下了

爱的故事，祂完全知道所有事情的结果。你可能现在看不清的事情，祂看见。你可能

现在不明白的事情，祂知道。祂要指引你人生的方向，为了爱，为了你好，为了祂的

荣耀。 

 

 



Página (Page) 
1
7 

 ©  David Platt & Radical. 

 

 

 

 

 

 

 

 

 

 

 

 

 

 

 

 

 

 

 

 

 

 

授权许可：你得到授权许可，可以自由地使用、复制，或分发这些材料。内容需保持完整，不得修改。

不得收取复制材料以外的费用。若在网站上张贴，请使用网站链结。若有上述例外的情况，必须得到 

Radical Inc.的批准。 

请在发送的材料上注明以下内容： 

版權所有 大衛‧普萊特著  ©  David Platt & Radical. 網址：Radical.net 

file:///J:/Trans%20World%20Radio%20(TWR)/Brookhills/Radical.net


Página (Page) 
1
8 

 ©  David Platt & Radi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