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ORANGE COUNTY

橙縣華人浸信會

華語堂崇拜

August 13, 2017



SERMON

信息

8/13/17



“淤泥不染; 黑暗曙光”

(路得記)



路得记: 平凡人故事

主角: 拿俄米(寡妇), 路得(移民), 波阿斯(有钱)

问题:温饱,婆媳,婚姻,怀孕,地产,悲欢离合,…

1)神眷顾平凡人 (市井小民)

•1:1 “…有一个人..妻子和两个儿子..寄居”

• “天上飞鸟, 野地花草, …何况你们呢?”

路得记: 伯利恒“以利米勒” 一家的出路!

Anaheim“你有难处? . . .难念的经?”: 神的出路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诗 68:19)

“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路得记: 平凡人故事/上帝国来临
1:1-2 “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 (我神是王)”
士 21:25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得 4:22 俄备得生耶西, 耶西生大卫.
士师记 路得记 撒母耳记 (大卫王朝)
•波阿斯,路得,拿俄米,都不知:(一人一家救赎)
•作者知: 一国 -以色列的拯救; 士师到王国

我们知更多: 万国万民的拯救!
俄备得的儿子, 大卫 大卫的儿子:基督
启11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神掌管历史; 预备更大救赎!
神使用平凡人: 忠心,良善,有见识小人物



路得记: 神眷顾平凡人 & 神使用平凡人

得 1:1-6 (背景) 忧上加忧 (悲剧?)

1士师秉政..遇饥荒..犹大伯利恒..摩押地寄居

• “士师”:拜偶象,..春秋,军阀,内战, (叙利亚,..)

•不忠时代 (后现代): 忠心耿耿见证人: 你我?

拿俄米(坚忍) & 路得(委身) & 波阿斯(恩慈)

• “饥荒”:天灾人祸?大跃进,战争,暖化,蝗虫,…

• “耶和华命饥荒降…七年” (王下8;cf.申28-29)

1士师秉政..遇饥荒..犹大伯利恒..摩押地寄居

• “摩押”敌人:欧亚难民潮,歧视,欺负,狗急跳墙

移民:犹太人:West Bank/伊朗orUS to N. Korea



1士师秉政..遇饥荒..犹大伯利恒..摩押地寄居
2-6 ..拿俄米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娶了摩押
女子为妻,..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二人也死
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十年浩劫:成寡妇,..又不孕,又死了儿子,无指望
摩押地: 作孽?不该移民?不该娶?神刑罚? . . .
文革(十年浩劫):啥都不信; 只管打拼!

因信有指望:6因..听见耶和华眷顾百姓,赐粮食
拿俄米(患难/管教:失去信仰?): “归回” (X10)
归回(6,7,8,10,16,22)回去(11,12,15);”回来”(21)

“归回伯利恒” 归向神! 悔改! 重生!
“万事..效力..益处”:摩押女子路得..到伯利恒.



拿俄米 (坚忍相信) & 路得 (委身之爱)

1:11-14拿俄米说:..女儿们哪,回去吧…我还能
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两个儿妇..哭,俄珥巴
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俄米.

•无新夫,无保障,无前途,更愁苦,遭难,倒霉

•14 回应: 婆婆至上 -- “亲嘴而别” & “舍不得”

俄珥巴: 听话媳妇,  不奇怪, …                 一里路

摩押老家,新夫家, 平安圆满, … 历史消失, . . .

路得(舍不得创2): 贴心女儿,惊讶景仰, 两里路

Hesed (委身代价): 路得记,大卫王,基督, 永恒

“救自己生命,丧掉生命;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



15-18拿俄米说:..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
拜的神那里去了,…16路得说: ‘不要催我回
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
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
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7你在哪里死,我
也在哪里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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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18拿俄
米见路得定意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她了.

16a一生伴随: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16b完全认同: “我..他们的神,他们..我的子民”

17 不论生死:    “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路得委身之爱 (hesed)    神对你我之爱



拿俄米(坚忍);路得 (委身); 波阿斯(重价买赎)

Kinsman-Redeemer 至近亲属 goel (得X21):

买赎/救赎: 2:20; 3:9-13 (X7); 4:1-8 (X12), 4:14 

近亲-买赎者的义务: 落难亲人

•地产 (利 25; 耶 32); 报仇 (民 35); 奴役 (利25)

•婚姻生子; 存留后代 (申 25; 创 38; 太 22)

上帝: 百姓/我们的 “近亲-买赎者” goel

出6:6我是耶和华,..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

出15:13慈爱领你所赎的百姓,能力..你的圣所

上帝-近亲goel (创造/列祖): 救赎-更亲(立约)

波阿斯-路得的近亲goel: 买赎-更亲 (丈夫)



4章波阿斯(重价买赎)

1-6“某某某”买赎者: 4我肯赎..6..我不能赎了

5..买这地..娶死人..摩押女子路得,使死人留名

•4 赎土地: a good deal (拿俄米不生)

•5 娶摩押女子路得?! (可能生 & “非 Chinese”)

•6 “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 a bad deal!

买赎代价太高: 不顾他名; 丧失己名“某某某”

7-10 波阿斯(不顾代价)

7-9a脱鞋仪式:脚踏之地,全部拥有(土地买赎)

9b-10迎娶路得: “免得他名在本族本乡灭没.”

死者留名; 重建家室 (以利米勒;全家买赎)



犧牲舍己,不顾代价,值得吗? “施比受有福?”

4:11-12婚礼的祝福

11a路得:…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

国母:多子多孙 &建立他人家室,自己家室兴旺

11b波阿斯:..以法他亨通(power),在伯利恒得名
声(Name)   “伯利恒梦实现”: 保留or撇下自己?

帮人留名;自己名声大噪 (Abraham & David)

12后裔: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
的家像她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后裔Seed: 女人,亚伯拉罕, 波阿斯, 大卫,…

犹大/她玛/法勒斯: 家室成王国 (Dynasty)



今日波阿斯 ultimate goel: 基督耶稣

买赎:以利米勒(犹太)拿俄米&(外邦)路得:教会

取得买赎权: 道成肉身;至近亲属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
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
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执行买赎权: 舍命赎价; 迎娶新妇

“你们从前..是外邦人 (摩押女子路得),..活在
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
近了…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