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CM-NewSite\BibleStudyGuide\Ruth\03Ruth-IBS03-201008.doc 

1 

《路得記》3 章  

主題：超越的愛（神救贖的計劃－－路得的得贖）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注/參考 

觀察：帶領時觀察題討論約 10 分鐘。 

何人?who 

何地? where 

何時?when 

 

何事?what 

 

何因?why 

 

如何?how 

 

何果? 

wherefore 

本章主要人物：拿俄米、路得、波阿斯、波阿斯的使女。 

事件發生地點：猶大地伯利恒城郊簸大麥的場上。 

事件發生時間：大麥和小麥收割期之後（2：23），收割時間前後

約 6-7 星期，收割完通常在 6 月中。 

主要事件： 

拿俄米爲路得將來的安身計劃（3：1-5）： 

1. 拿俄米爲路得著想，要爲她找一個長遠安身之處（Security）。

（3：1） 

2. 拿俄米向路得指出波阿斯是他們的親族的事實，可以去找他。

（3：2； 2：20） 

3. 拿俄米吩咐路得沐浴更衣後，到簸大麥場上見波阿斯，在他睡

了之後，躺在他脚下的被內，然後波阿斯就會告訴她當做的

事。（3：3-4） 

4. 路得同意照拿俄米吩咐的去作，說、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3：5） 

路得遵照拿俄米吩咐的去行（3：6-9） 

5. 路得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她就下到場上、等波阿斯吃喝

完了，睡了之後，便悄悄的來掀開他脚上的被、躺臥在那裏。

（3：6-7） 

波阿斯夜半忽然驚醒、翻過身來、發現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就說，是誰？（3：8-9） 

路得回答說：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蓋我、因

爲你是我一個至近的親屬。 

波阿斯如何對待路得（3：10-15） 

6. 爲路得祝福：波阿斯說、女兒阿、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後

的恩比先前更大（3：10）。波阿斯稱路得爲“女兒”，幷對

路得說他確是她的一個至近的親屬，承諾必會盡到至近親屬的

義務。 

叫路得不要怕：女兒阿、現在不要懼怕、凡你所說的、我必照

著行（3：11） 

稱路得爲賢德的女子（3：11） 

讓路得住宿，不至深夜無處可去，又允諾第二天立刻處理路得

所提的請求（3：13）。 

本章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本章發生在哪里？ 

本章事件發生在什麽時候？ 

 

 

 

1. 拿俄米爲是否為路得作長

遠的安身作計劃？ 

2. 拿俄米與波阿斯的關係是

什麽？ 

3. 拿俄米吩咐路得做什麽？ 

 

4. 路得如何回應拿俄米的吩

咐？ 

5. 路得在簸大麥場上做了些

什麽事？ 

 

 

 

 

 

6. 3：10-15 波阿斯如何對待

路得？從波阿斯的反應，可

看出波阿斯爲人如何？ 

 

 

 

 

 

 

 

 

7. 路得如何告訴拿俄米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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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未亮就打發路得回家，免得被人誤會（3：11， 13） 

贈與路得六袋大麥，不空手回去見婆婆拿俄米（3：15， 17） 

路得回見拿俄米，一同等待（3：16-18） 

7. 路得就將波阿斯向他所行的述說了一遍。又把波阿斯給的六簸

箕大麥給婆婆、因爲波阿斯說不可空手回去見婆婆。婆婆對路

得說、女兒阿、你只管安坐等候、看這事怎樣成就、因爲那人

今日不辦成這事必不休息。 

生的事與結果？她們如何

等待？她們是對誰有信

心？ 

 

解釋：解釋題共討論約 45 分鐘 

是什麽意思

What? 

爲什麽這樣

Why? 

有什麽影響

Wherefore? 

字詞原義、說

明背景、上下

文思路、因果

關係、模擬和

對比。 

1. “至近的親屬”－－在希伯來文是一個字“goel”，是“可代贖的

親人”或“贖業至親”或“救贖主”。 至親在當時社會中可履行有

雙重責任： 

a. 爲無力贖回自己産業的近親，無條件贖回田地産業； 

b. 在士師記時代，娶死者的妻子，所生長子歸死者名下，

爲死者立後。（申命記中只限於兄弟的遺孀） 

2. 從 2:8 波阿斯稱路得爲“女兒阿”可看出波阿斯是與以利米勒

同輩分，有記載說估計波阿斯約 45-55 歲。至少有兩個可能原

因波阿斯沒有主動提出。 

a. 波阿斯在 3：12 中指出，還有一位比他更近內拿俄米的

親屬，那位親屬有權先决定他是否要盡義務。 

b. 波阿斯在 3：10 稱贊路得“因爲少年人無論貧富、她都

沒有跟從。”在此的隱意是說路得在少年人與至近的親

屬間可選擇她願跟從的； 基于路得有權選擇，年長的波

阿斯不願强求年青的路得嫁給他。 

3. 拿俄米吩咐路得如此做，代表兩方面的意義： 

a. 拿俄米是沿用古代中東一種求婚的方式，路得要求波阿

斯娶她爲妻，所以路得對波阿斯說，求你用你的衣襟遮

蓋我，（參以西結書 16：8 主耶和華“……用衣襟搭在

你身上……”代表以色列是屬祂的。）可說是神應允波

阿斯在 2：12 爲路得的禱告。 

b. 路得如此做，是冒著被誤會的可能，但却代表她肯定的

心願與决心。 

4. 從 3：11b-3：12a 可以看到 

a. 波阿斯是遵守律法（聖經的教訓）的人，既然律法這樣

說，他就照著神的命令做。 

b. 波阿斯是一絲不茍的人，他知道還有一位比他更近的親

屬，必要等這親屬先定意不願盡至親的義務之後，才能

表達他娶路得的心意。 

5. 賢德的女子--箴言的描述與路得的比較   

1. “至近的親屬”（3：9, 12）

的原意爲何？有什麽特殊

的意義和責任？ 

 

 

2. 既然波阿斯知道也承認他

自己是路得的一個“至近的

親屬”，他爲什麽沒有主動

提出要履行應盡的義務？ 

 

 

 

 

 

3. 爲什麽拿俄米吩咐路得在

波阿斯睡了之後，躺在他脚

下的被內？如此作是否合

宜？爲什麽拿俄米要她這

樣做？  

 

 

 

4. 波阿斯爲何向路得承諾凡

她所說的他必照著行？從

這裏可看出波阿斯對神的

律法的態度是怎樣的？  

 

 

5. 波阿斯爲何因路得“沒有

跟從少年人”就說她後來

參申 24：

19；利 19：

9；23：22 

申 25：5-10 

利 25：23-28 

請一位預先

查考後回

答。 

 

 

 

 

 

 

 

 

 

 

 

 

 

 

 

 

 

 

 

 

參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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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英文 NIV, NKJV 及環球聖經公會新譯本中是—波阿斯

說：“……你末後表現的愛心（kindness）比起初更大，

因爲……”。路得的愛心包括對神、對拿俄米、及對波

阿斯。 

b. “少年人你沒有跟從”的意義爲：a. 無不道德行爲；b. 沒

有嫁給家族以外的人；c. 求拯救的對象是一位年紀大、

愛神的人。 

6. 從 3：14 的記載可看出，波阿斯和路得沒有做任何不合宜的事；

波阿斯也不希望有任何外人看來是不合宜的事，所以他說：

“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場上來。”  

7. 基于以下各點，拿俄米認爲波阿斯會立刻把事情辦妥： 

a. 波阿斯自始就厚待路得（3：8-9； 11-12；14-16）； 

b. 波阿斯對路得求庇護的反應（3：10）； 

c. 波阿斯的允諾（3：11、13）； 

d. 波阿斯對拿俄米的禮遇（3：17）； 

e. 此時拿俄米對神的認識是（3：18），在第一章時的拿俄米

是看外在的環境（1：13；1：20；1：21），現今她學習了

等候神。 

的恩比先前更大，又稱路得

是賢德的女子?“賢德的女

子”是什麽意思？ 

 

6. 爲什麽波阿斯要路得天未

亮就回去？ 

 

7. 爲什麽拿俄米認爲波阿斯

會立刻把事情辦妥？這裏

顯示出拿俄米對神的認識

與在第一章中有何不同？ 

 

歸納（主題/中心思想）：綜合歸納題討論共約 5 分鐘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的關係或認

知 

1. 本課從四方面顯示對神、對人、對事物應有的態度 

a. 在困苦中尋找出路（2：2；3：1）； 

b. 計劃要合乎聖經（律法 3：2）；不以己爲中心（3：1）； 

c. 充實內在的品德（3：11）： 

d. 安坐等候神做工（3：18） 

2. 先順服神，後順服人 

a. 順服神（1：16-17）：路得認識神，順服神，沒有順服拿

俄米； 

b. 順服人（3：5）依律法（聖經的原則）：路得順服拿俄米，

即使是去做有求于人的事。 

3. 一個有能力的人（波阿斯） 

a. 觀察與判斷（3：10；3：11） 

b. 有以律法（神的話）爲依據的責任感（3：12；3：13）； 

c. 不竊取他人的權利（3：12）； 

d. 顧全大局，避謠言（3：13，14）； 

e. 慷慨（3：15） 

4. 以合乎聖經的行動配合等待；心中安靜等候。  

 

5. 主題：神救贖的計劃－－路得的得贖。 

1. 從拿俄米爲路得作的計劃

中，我們可以看到什麽原

則？ 

 

 

 

2. 從路得的順服中，我們可以

學到什麽功課？ 

 

 

3. 從波阿斯對路得所作的承

諾上，我們可以看到什麽是

一個有能力的人？ 

 

 

 

4. 從拿俄米和路得的等待

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麽信心

的功課？  

請一兩位預

先思考後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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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段經文的主題是什麽?  

應用（根據綜合歸納，實行在生活中）：應用題討論共約 10 分鐘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如何改變？ 

 1. 我在做計劃時，根據什麽來

定我的原則？ 

2. 我如何分別順服與盲從？

（參 1:15-18 與 3:5） 

3. 我如何作一個勇於承擔自

己責任的人？在當行的事

上，我如何做到給出的承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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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路得記》第 3 章 

 

*破冰/介紹：（新來的及聚會內容/形式） 

*詩歌： 

*禱告： 

*讀經：路得記三章 

*簡介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路得記第一章講到在士師時代，伯利恒一位叫以利米勒的人因遭遇饑荒，就帶著妻子拿俄米和兩個兒子瑪倫和基連往摩押地

去，兩個兒子都娶了當地女子爲妻（俄珥巴和路得）。後來以利米勒和兩個兒子都死了，留下三個寡婦，婆婆决心回伯利恒幷

勸兩個媳婦回娘家。但路得堅持和婆婆回伯利恒。笫二章是他們回伯利恒後，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中自力更生，到麥場拾取遺

落的麥維生，也遇見了敬畏神的至近親屬波阿斯。第三章是繼第二章故事，在拿俄米的計劃下，繼續波阿斯和路得的故事。 

引題：“自由戀愛”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會選擇那一種？請分享若是有人願爲你介紹對象，你的反應會是如何？  

討論題目 

觀察 

1. 拿俄米爲是否為路得作長遠的安身作計劃？ 

2. 拿俄米與波阿斯的關係是什麽？ 

3. 拿俄米吩咐路得做什麽？ 

4. 路得如何回應拿俄米的吩咐？ 

5. 路得在簸大麥場上做了些什麽事？ 

6. 3：10-15 波阿斯如何對待路得？從波阿斯的反應，可看出波阿斯爲人如何？ 

7. 路得如何告訴拿俄米所發生的事與結果？她們如何等待？她們是對誰有信心？ 

解釋 

1. “至近的親屬”（3：9, 12）的原意爲何？有什麽特殊的意義和責任？ 

2. 既然波阿斯知道也承認他自己是路得的一個“至近的親屬”，他爲什麽沒有主動提出要履行應盡的義務？ 

3. 爲什麽拿俄米吩咐路得在波阿斯睡了之後，躺在他脚下的被內？如此作是否合宜？爲什麽拿俄米要她這樣做？  

4. 波阿斯爲何向路得承諾凡她所說的他必照著行？從這裏可看出波阿斯對神的律法的態度是怎樣的？  

5. 波阿斯爲何因路得“沒有跟從少年人”就說她後來的恩比先前更大，又稱路得是賢德的女子?“賢德的女子”是什麽意

思？ 

6. 爲什麽波阿斯要路得天未亮就回去？ 

7. 爲什麽拿俄米認爲波阿斯會立刻把事情辦妥？這裏顯示出拿俄米對神的認識與在第一章中有何不同？ 

歸納 

1. 從拿俄米爲路得作的計劃中，我們可以看到什麽原則？ 

2. 從路得的順服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麽功課？ 

3. 從波阿斯對路得所作的承諾上，我們可以看到什麽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4. 從拿俄米和路得的等待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麽信心的功課？  

5. 這段經文的主題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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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我在做計劃時，根據什麽來定我的原則？ 

2. 我如何分別順服與盲從？（參 1:15-18 與 3:5） 

3. 我如何作一個勇於承擔自己責任的人？在當行的事上，我如何做到給出的承諾？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