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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路得記 

第 3課(6/10/2019) 

研讀筆記 

(敍事類經文分析方法) 

經文：路得記二 1-23(拾穗) 

經文的處境：(之前所發生的事,其他相關歷史或文化背景等) 

 

 

經文的人物：(有那些人？為何提及這些人物？主角是誰？) 

 

 

經文的結構(情節)(故事如何進行？強調了那些情節？) 

 

 

經文的意圖(作著想讀者明白甚麼？得到甚麼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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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復字眼？鑰節？等等) 

 

 

 

路得記簡介(新譯本) 

壹、書名 

本書以女主角路得命名，「路得」的意思是「伴侶」或「美

麗」。 

貳、作者與日期 

作者：不詳。猶太傳統認為是撒母耳，但他在掃羅作王時

去世，沒有目睹大衛當權，所以作者不可能是他，除非最後的

家譜是後人加上的。寫作日期：不詳。 

叁、內容剖析 

全書布局對稱，寫作技巧精湛，堪稱文學瑰寶。現分述如

下： 

一、引言：拿俄米變得空空如也 

本書開始時扼要交代背景，描述拿俄米的悲慘遭遇（1:1~5）。

第5節突出拿俄米空空如也的景況：既沒有了丈夫，又沒有了

兩個兒子。 

二、拿俄米返回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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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記載她們返回故鄉的經過（1:6~22）。當親人有需要，

路得盡親屬的責任, 伴她同行，這是何等美麗。但是拿俄米認

為神對付她（1:13），第20至21節更把她對神的埋怨盡顯無遺。

第22節總結這章，也揭開下章的序幕。 

三、路得離家到田間巧遇波阿斯 

1. 路得向拿俄米説要往田間撿麥穗（2:2），結果巧遇波阿

斯，他讓路得在田間撿麥穗，又為她祝福（2:8、12）。「恰巧」、

「剛好」（2:3~4，另參1:22，4:1），表明神掌管這事，幫助她

們解決困難。 

2. 波阿斯厚待路得（2:8~16）：這段一方面描述路得的賢

德，另一方面描述波阿斯如何厚待路得，他所做的是超乎他的

責任（2:15~16），因按摩西律法，收割時只須留下遺落地上的

穗子，讓窮人、孤寡可以養生。他所做的可能因為同情，但也

可能因為鍾情路得。 

3. 拿俄米問路得（2:17~23）：路得把麥穗給拿俄米看後，

拿俄米問她田間發生的事。拿俄米那時才説出關心路得的話

（2:22），比先前只説：「女兒啊，你儘管去。」（2:2），明

顯變得有人情味。第23節結束撿麥穗這段情節，也揭開下章的

序幕。 

四、路得離家到禾場夜訪波阿斯 

1. 拿俄米敎導路得往禾場夜訪波阿斯（3:1~4）。這段足見

拿俄米如何盡人的辦法解決困難。 

2. 波阿斯恩待路得（3:6~15）：路得甘冒被拒、被罵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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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聽從婆婆的計劃。 波阿斯發現在他腳下的是路得，就為

她祝福，又留她在禾場住宿一宵（3:10、13）。 第9節的「衣

襟」跟第二章12節的「翅膀」原文是同一個字。她用波阿斯的

話去要求他親自實現他的祝福，使她得到保護、溫暖；路得的

行動意即求波阿斯迎娶她。當親人有需要，波阿斯答應盡他作

親屬的責任，這是何等美麗。 

3. 拿俄米問路得（3:16~18）：拿俄米問路得禾場上發生的

事後，路得把大麥給她看，她顯得胸有成竹。第三章18節總結

這章，也展開下章的序幕。 

五、波阿斯預備迎娶路得 

按摩西律法，為兄弟立嗣是親兄弟的責任，不是近親的責

任（申25:5~6）。但是摩西律法可能不斷演變；路得時代，為

近親立嗣也是近親的責任。另一方面，摩押是羅得的後人（創 

19:36~37），是以色列人的親屬，不屬被禁通婚的範圍（出

34:11~16；申7:1~4），否則波阿斯也是違犯律法。 

六、結語：拿俄米成為豐豐富富 

結語（4:13~17）跟引言（1:1~5）對稱，兩者都以拿俄米為

重點，而且第一章記載拿俄米向婦女埋怨神，結語則記婦女向

拿俄米稱頌神；第一章記載拿俄米自認是空空如也，而且沒提

及路得，結語則記婦女向拿俄米提及路得，且認為拿俄米是豐

豐富富的；第一章記載婦女對拿俄米的怨言緘默，結語則記拿

俄米對婦女稱讚神緘默。結語和引言原文兩段字數相同（71個

字），成為首尾呼應，將整卷書連貫起來，也帶出全書主旨：

拿俄米因為路得和波阿斯蒙神賜福，從空空如也到豐豐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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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助到快樂，從絕望到希望。 

肆、舆新約的關係 

一、拿俄米埋怨神，但祂仍眷顧她，使她從空空如也變成

豐豐富富；同樣，世人未認識神前，也曾埋怨神（羅1:30），

但祂仍為他們預備救恩。 

二、波阿斯因為愛（不論是同情或鍾情）而恩待路得，又

買贖拿俄米的地；耶穌基督也因為愛而恩待世人，又救贖世人

（羅5:8）。 

三、路得雖為摩押女子，但蒙神恩典，能貴為大衛王，甚

至耶穌基督的先祖，可見神沒輕看外族人，正如新約使徒所説，

神是不偏待人的（徒10:34；羅2:11）。 

伍、大鋼 

一、引言：拿俄米變得空空如也（1:1~5） 

二、拿俄米返回故鄉（1:6~22） 

三、路得離家到田間巧遇波阿斯（2章） 

四、路得離家到禾場夜訪波阿斯（3章） 

五、波阿斯預備迎娶路得（4:1~12） 

六、結語：拿俄米成為豐豐富富（4:13~17） 

七、後記：大衛的家譜（4:18~22） 

陸、讀經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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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意作者對人物的描述和他們的對話，想想這些描述

反映他們有甚麼心態？ 

二、本書有甚麼地方是重複或對比，思考這些重複、對比

要傳遞甚麼信息？ 

三、假設你是本書其中一個人物，你遇見他/她的遭遇，會

有甚麼感受，又會如何處理？為甚麼？
1
 

 

經文：(二 1-23) 

⚫ 本章使我們得以略窺古時巴勒斯坦窮人生活的槪況；除了

拾取麥穗的風俗以外，當時的寡婦並沒有什麼謀生的途徑。

律法規定人在收割的時候，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

遺落的（利十九 9，二十三 22）。事實上，他若忘記一捆

留在田間時，也不准回去再取（申二十四 19）；如此，窮

人便可以有一定的收穫保障，他們可以跟隨在收割之人的

後面，盡所能的拾取剩下的。有關葡萄的收成（利十九 10；

申二十四 21）及橄欖的收成（申二十四 20）也有相似的

規定，但那些不是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路得及拿俄米顯

然很窮，幸好她們回到巴勒斯坦時，正好是開始收割的時

候，這使她們立即可以得到一些食物。2 

⚫ 我們要從兩條線來看第二章，第一條線是從神供應的角度，

重點在波阿斯身上，另一條線是根據神的帶領，重點在路
 

1 聖經新譯本（繁體•神字版）. (2005). (第二版, Ru). 香港: 環球聖經公會. 
2 昆達 and 莫理斯. (2013). 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士師記/路得記. (楊碧
芳 and 賴建國博士, Eds., 楊長慧, Trans.) (POD 版, pp. 261–262). 台北市: 
校園書房出版社. 

https://ref.ly/logosres/chnsnwvrsn?ref=BibleCNV.Ru&off=1794
https://ref.ly/logosres/chtotc07jdg?ref=Bible.Ru2.1-23&off=17&ctx=III.%E6%8B%BE%E7%A9%97%E7%9A%84%E8%B7%AF%E5%BE%97%EF%BC%88%E4%BA%8C1%E3%80%9C23%EF%BC%89%0a~%E6%9C%AC%E7%AB%A0%E4%BD%BF%E6%88%91%E5%80%91%E5%BE%97%E4%BB%A5%E7%95%A5%E7%AA%BA%E5%8F%A4%E6%99%82%E5%B7%B4%E5%8B%92%E6%96%AF%E5%9D%A6%E7%AA%AE%E4%BA%BA%E7%94%9F%E6%B4%BB%E7%9A%84%E6%A7%AA%E6%B3%81%EF%BC%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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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身上。3 

⚫ 1 節。講故事的人形容波阿斯是「傑出的有錢人」(和合

本：「大財主」)；這字面上乃是意指「有權勢的人」、「富

有的人」，指出他在伯利恆社群裡有崇高的地位，也表明

波阿斯和窮困返鄉的拿俄米及其外國媳婦彼此間的社會

地位差距極大。(解經講道注釋叢書—路得記) 

⚫ 2節。作者不忘記再次提及女主角的源出之地，稱她爲摩

押女子；在路得記中，路得一名共出現了十二次，其中五

次都提及路得爲摩押女子這個身分（一 22，二 2、21，四

5、10）。對作者而言，這位女主角的摩押國籍是故事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4 

⚫ 2 節。這段記載標示出路得是擁有主動精神與勇氣的人。

她將作為摩押女子可能有的恐懼抛諸腦後，冒著無法想像

的風險，來實踐先前的承諾(一 16-17)。(麥種聖經註釋—

路得記) 

⚫ 3節。波阿斯這個名字的意義是「在他裡面有力量」。在

列王記上七章二十一節那裡，說到波阿斯是殿前的柱子，

支撐著神的聖殿，「他將兩根柱子立在殿廊前頭：右邊立

一根，起名叫雅斤；左邊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雅斤

的意思是「神要建立」，波阿斯的意思是「在他裡面有力

量」。5 

 
3 朱韬枢. (2005). 路得記-長出生命的成熟. (李正一, Ed.) (初版, Ru 2). 台
北: 归主出版社. 
4 丁道爾 (POD 版, p. 263). 
5 路得記-長出生命的成熟  

https://ref.ly/logosres/ruthchinese?ref=Bible.Ru2&off=41&ctx=%E4%BE%9B%E6%87%89%0a%E7%B6%93%E7%AF%80%EF%BC%9A%E5%BE%97%E4%BA%8C%0a%E5%9C%A8%E6%8E%A5%E4%B8%8B%E4%BE%86%E7%9A%84%E5%85%A9%E7%AF%87%E4%BF%A1%E6%81%AF%E8%A3%A1%EF%BC%8C~%E6%88%91%E5%80%91%E8%A6%81%E5%BE%9E%E5%85%A9%E6%A2%9D%E7%B7%9A%E4%BE%86%E7%9C%8B%E7%AC%AC%E4%BA%8C%E7%AB%A0%EF%BC%8C%E7%AC%AC%E4%B8%80%E6%A2%9D%E7%B7%9A%E6%98%AF%E5%BE%9E%E7%A5%9E
https://ref.ly/logosres/chtotc07jdg?ref=Bible.Ru2.2&off=19&ctx=%0a2.%E8%B7%AF%E5%BE%97%E4%B8%BB%E5%8B%95%E6%8F%90%E8%AD%B0%E5%8E%BB%E7%94%B0%E9%96%93%E6%8B%BE%E5%8F%96%E9%BA%A5%E7%A9%97%E3%80%82%E5%9C%A8%E6%AD%A4%EF%BC%8C~%E4%BD%9C%E8%80%85%E4%B8%8D%E5%BF%98%E8%A8%98%E5%86%8D%E6%AC%A1%E6%8F%90%E5%8F%8A%E5%A5%B3%E4%B8%BB%E8%A7%92%E7%9A%84%E6%BA%90%E5%87%BA%E4%B9%8B%E5%9C%B0%EF%BC%8C%E7%A8%B1%E5%A5%B9
https://ref.ly/logosres/ruthchinese?ref=Bible.Ru2&off=800&ctx=%E4%BE%9B%E6%87%89%EF%BC%8C%E9%80%99%E6%98%AF%E8%81%AF%E6%96%BC%E9%82%A3%E5%85%A8%E8%B6%B3%E8%80%85%EF%BC%8C%E4%B8%BB%E6%98%AF%E9%82%A3%E4%BD%8D%E5%85%A8%E8%B6%B3%E8%80%85%E3%80%82~%E6%B3%A2%E9%98%BF%E6%96%AF%E9%80%99%E5%80%8B%E5%90%8D%E5%AD%97%E7%9A%84%E6%84%8F%E7%BE%A9%E6%98%AF%E3%80%8C%E5%9C%A8%E4%BB%96%E8%A3%A1%E9%9D%A2%E6%9C%89%E5%8A%9B%E9%87%8F%E3%8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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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節。講故事的人在這個場景讓我們想像路得是碰巧來到

波阿斯的田間拾穗；猶太人的聖經公會甚至就將這句譯成

「正巧是」看起來情形似乎就是這樣。但是在這篇故事是

有上帝在動工；碰巧發生的事最好以上帝的眷顧來瞭解。

(解經講道注釋叢書—路得記) 

⚫ 4節。驚喜來了！巧合一個接一個：不久，波阿斯從伯利

恆來到那裡。波阿斯與路得至少終於來到彼此身邊了。波

阿斯抵達的時間在路得抵達後一會兒，或者數小時。於是

效果上，路得的好運又多了一個面向：她不僅是恰巧來到

波阿斯的田，還恰巧來對了時間！(麥種聖經註釋—路得記) 

⚫ 6 節。從文學上的筆法看來，經文中在此沒有提到路得的

名字，又兩次指出她的摩押異國背景，乃為強調村裡的人

對路得的看法。她是「那個外國人」。雖然提到路得是陪

伴拿俄米的那位女子，卻略過她身為拿俄米的媳婦不提，

而強調她是外來者的身份。(解經講道注釋叢書—路得記) 

⚫ 9節。過分積極的拾穗者若非受到制止，可能會侵犯到地

主在穀物上的合法權益，因此當任何人在地主收割以前試

圖接近穀物時，收割的工人可能必須驅逐他們，甚至動用

武力也在所不惜。路得知情達理，必然會保持距離。波阿

斯指示路得，使得她在拾取麥穗時能夠站在一個特別有利

的位置。但是，這個位置使得她有可能會受到工人粗魯甚

至苛刻的對待。波阿斯現在則吿訴路得，他已經採取了預

防措施，吩咐收割工人不可騷擾她。他的命令使得她能夠

在其他拾穗者來到以前，便有機會接近穀物，使她得到保

障，可以拾取更多的麥穗，並且免受騷擾之虞。但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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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進一步表達他的善意，他要路得在口渴之時，不要客

氣，可以去喝僕人打來的水。這是很重要的供應，因爲在

收割時節的大熱天下，拾穗會使人容易乾渴。無疑當時的

飮水必須辛苦打水方可取得，並且要運送到收割的地方供

人飮用；因此，顯然只有某些特定的人才能夠飮用，其他

人必須自備飮水。拾穗者若必須自己打水飮用，必然會浪

費許多寶貴的時間。波阿斯連這一點都考慮到了，盡力地

幫助路得。6 

⚫ 10節。在十和十三節中，路得對波阿斯的反應是極為機

智得體的。故事中用的短句：『怎樣蒙你的恩』，將整

個情況加以美化。路得早就看出波阿斯的好意，但她技

巧地詢問『為甚麼』，跟着又為波阿斯提供退避的方法，

免得自己說話過分。她用自己是個外邦人做為引人注目

的實際理由。(每日研經叢書：路得記) 

⚫ 15節。波阿斯親自下達命令，並非經由監工。顯然，讓拾

穗者靠近禾捆是很危險的；但是，波阿斯卻願意讓路得享

此特權。律法賦予拾穗者跟在收割工人身後的權柄，這也

是其重點所在，他們必須等收割的工人盡所能的收割之後，

才可以跟在工人後頭拾穗。波阿斯所容許路得拾穗的範圍，

早已超越拾穗者在律法上的權益：在收割工人完工之前，

便准許路得拾穗。7 

⚫ 17節。一伊法大麥。這個容量能扶養兩個人五至七天。能

夠拾穗的日子就只有收割那幾天，傳統上整個村莊要忙七

 
6 丁道爾 (POD 版, p. 270).  
7 丁道爾(POD 版, p. 274). 

https://ref.ly/logosres/chtotc07jdg?ref=Bible.Ru2.9&off=774&ctx=%EF%BC%8C%E5%8F%AF%E4%BB%A5%E6%8B%BE%E5%8F%96%E6%9B%B4%E5%A4%9A%E7%9A%84%E9%BA%A5%E7%A9%97%EF%BC%8C%E4%B8%A6%E4%B8%94%E5%85%8D%E5%8F%97%E9%A8%B7%E6%93%BE%E4%B9%8B%E8%99%9E%E3%80%82~%E4%BD%86%E6%98%AF%EF%BC%8C%E6%B3%A2%E9%98%BF%E6%96%AF%E9%80%B2%E4%B8%80%E6%AD%A5%E8%A1%A8%E9%81%94%E4%BB%96%E7%9A%84%E5%96%84%E6%84%8F%EF%BC%8C%E4%BB%96%E8%A6%81%E8%B7%AF%E5%BE%97
https://ref.ly/logosres/chtotc07jdg?ref=Bible.Ru2.15&off=66&ctx=%E5%8F%AF%E4%BB%A5%E7%BE%9E%E8%BE%B1%E5%A5%B9%EF%BC%9B%E9%80%99%E4%BD%BF%E8%B7%AF%E5%BE%97%E7%9A%84%E5%B7%A5%E4%BD%9C%E6%9B%B4%E5%8A%A0%E5%AE%B9%E6%98%93%E9%80%B2%E8%A1%8C%E3%80%82~%E6%B3%A2%E9%98%BF%E6%96%AF%E8%A6%AA%E8%87%AA%E4%B8%8B%E9%81%94%E5%91%BD%E4%BB%A4%EF%BC%8C%E4%B8%A6%E9%9D%9E%E7%B6%93%E7%94%B1%E7%9B%A3%E5%B7%A5%E3%80%82%E9%A1%AF%E7%84%B6%EF%BC%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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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星期；拾穗所得的穀物實在不足以避免長時間的挨餓。

(每日研經叢書：路得記) 

⚫ 21節。令人好奇的是，在這一節經文裏，我們的作者還是

稱他的女主角爲摩押女子路得（參看二 2之註釋）。也就

是說，如果原始的經文就是如此，意味著作者並不希望我

們忽略路得的國籍。8 

⚫ 23節。路得她們回到伯利恆時，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

也就是初熟節。初熟節是正月十六日，緊接在逾越節（正

月十四日）之後。[以色列人的正月是在每年的 3-4 月之

間]逾越節之後接著有七日的無酵節，說出得救之人遠離

了世界的娛樂，過一個純潔的生活。初熟節是在無酵節的

當中。說出要享受大麥的收穫，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很有關

係。大麥收成之後，開始收割小麥，就到了下一個節期五

旬節，這時要獻上初熟的小麥。9 

⚫ 21節。收割大麥、小麥的時間是四、五月間。傳統上會將

收割大麥和逾越節關連起來；收割小麥則以五旬節為標記，

就是逾越節過後七個星期。。(解經講道注釋叢書—路得記) 

 
8 丁道爾 (POD 版, p. 276). 
9 路得記-長出生命的成熟. 

https://ref.ly/logosres/chtotc07jdg?ref=Bible.Ru2.21&off=3&ctx=%E4%B8%AD%E5%8F%AF%E8%83%BD%E9%96%8B%E5%A7%8B%E9%A0%90%E8%A6%8B%E5%B0%87%E4%BE%86%E5%8F%AF%E8%83%BD%E7%99%BC%E7%94%9F%E7%9A%84%E4%BA%8B%E3%80%82%0a21.~%E4%BB%A4%E4%BA%BA%E5%A5%BD%E5%A5%87%E7%9A%84%E6%98%AF%EF%BC%8C%E5%9C%A8%E9%80%99%E4%B8%80%E7%AF%80%E7%B6%93%E6%96%87%E8%A3%8F%EF%BC%8C%E6%88%91%E5%80%91%E7%9A%84%E4%BD%9C%E8%80%85
https://ref.ly/logosres/ruthchinese?ref=Bible.Ru2&off=16139&ctx=%E4%BA%94%E6%97%AC%E7%AF%80%E2%80%94%E2%80%94%E7%8D%BB%E4%B8%8A%E5%B0%8F%E9%BA%A5%0a~%E5%A4%A7%E9%BA%A5%E6%94%B6%E6%88%90%E4%B9%8B%E5%BE%8C%EF%BC%8C%E9%96%8B%E5%A7%8B%E6%94%B6%E5%89%B2%E5%B0%8F%E9%BA%A5%EF%BC%8C%E5%B0%B1%E5%88%B0%E4%BA%86%E4%B8%8B%E4%B8%80%E5%80%8B%E7%AF%80%E6%9C%9F%E4%BA%94%E6%97%AC%E7%AF%80%EF%BC%8C%E9%80%99%E6%99%82%E8%A6%81%E7%8D%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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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與波阿斯」，普桑作，現藏於巴黎羅浮宮美術館。 

⚫ 在舊約聖經中，頻頻出現戰爭，鬼神、背叛、殺人等沸騰

場面故事。但這個路得拾穗故事，卻給人精神為之一振的

主題。此一主題，普桑以祥和的田園風光為背景，來描繪

波阿斯稱讚路得的情景。畫中把路得跪謝波阿斯擺在前景

中央，再由近而遠地隨著一大片麥田，將場景拉到山坡上

的城堡房舍，一直到遠山、雲天。前景則在左方畫一參天

大樹，綠葉成蔭下棲息著製麥餅的婦女們。麥田裡穿雜著

採收工人與馬車。(舊約新約聖經名畫) 

 

 

今次問題討論：見第 29頁 

下次(20/10)經文：三 1-18(夜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