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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 1:6-18



6 她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
，因为她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
百姓，赐粮食于他们。 7 于是她和两个儿
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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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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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说: “不然，
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11 拿俄米
说：“我女儿们哪，回去吧！为何要跟我
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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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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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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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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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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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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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不得”

(路得记 1:1-22)

邓牧師



Monty Williams妻子(死),3 kids(重伤), 葬礼:

• “God is good; God is love.”

•罗8:28 God will work this out!

•God is important; …the cross is important.

•We didn’t lose her; .. in heaven, .. Is where 
we all need to be, and I’m envious of that . . .

•We have no ill…that family needs prayer also

超越拿俄米忠心: 患难中坚忍到底,欢喜盼望

感觉 (against me) 事实 (for me)

1章空空 (无饼/无子/无产) [罗8:28]  4章满满

新约苦难观: 风向鸡针/ “神是爱”(任何方向)

患难中忍耐



得 1:7-18 三段对话患难中忠心?
7-10她和儿妇...8拿俄米..说: ‘.回娘家去吧!愿
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我一样.9愿耶
和华使..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她们10说: 不!

8 命令与祝福: 媳妇至上

• “恩待”(Hesed):恩慈,慈爱,守约,信实,..
•人:“行公义,好怜悯 (hesed),..谦卑与神同行”

•神:“耶和华,..怜悯,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
有丰盛的慈爱 (hesed)和诚实. . .”

•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hesed”

9祷告:“新夫..得平安”(暂时,不够好)  “新郎”

10回应: “不然 No” – 婆婆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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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两个儿妇..哭,俄珥
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俄米.

•11-13      媳妇至上 “愁苦,..伸手攻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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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拿俄米见路得定意要跟随自己去,...
路得: “翻转生命迎新春”

•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去”
• “信心之母”?: 撇下摩押一切; 认同以色列
你我: “翻转生命迎新春” (Born again重生)
新造的人: 新国, 新神 (天上国民)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门徒的代价

•爱父母,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能做我的门徒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子!



忠心小人物: 爱神爱人 (得 1)
拿俄米的忠心: 患难中坚忍到底

路得的忠心: 患难中委身的爱 (hesed)
“舍不得”的爱“Committed Love”: 委身,代价
周遭: 无倚靠,无盼望的 “拿俄米”?

•Wilberforce(26岁重生):“廢除奴隸制度法案”
•三姊夫: 订婚后, 三姊癌症
•解除婚约, 另找对象
• “舍不得”/委身的爱: 二十多年照顾病妻
•神的恩待 hesed:
•独生女, 美满家庭
•信主, 事奉, 执事



委身/“舍不得”的爱 Committed Love
周遭: 无倚靠, 无盼望的 “拿俄米”?

地极 (未得之民): 无倚靠,无盼望的 “拿俄米”
“承擔未竟的使命 (邁向未得之民)”

承擔未竟的使命，我們向祢屈膝
未減的需要 責備我們閒散安逸
因認識祢而歡欣，我們誓願重申
恩座前重獻自己，去致力宣揚祢



地极 (未得之民): 无倚靠,无盼望的 “拿俄米”

天父祢曾經扶掖，救主祢愛激勵
聖靈祢曾經感動，他們勤勞作工
督促我們不怠惰，勉我們不怯懦
差遣我們去工作，為祢勞力奔波

我們到地極去,邁向未得之民,揭示天國盼望
別無他名能施拯救; 惟主耶穌基督



周遭的“拿俄米”; 地极(未得之民)的“拿俄米”
你我过去就是:无倚靠,无盼望的 “拿俄米”

“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俄米”: 基督的影子
委身/“舍不得”的爱

•路得: 被接纳, 得赏赐

•基督: 被弃绝, 受咒诅

十字架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
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

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
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哀哉!主流寶血為我”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1/5

哀哉! 我主寶血流出

甘心替我受苦

貴重身體為我釘死

愛我罪人如此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And did my sovereign die?

Would He devote that sacred Head

For sinners such as I?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2/5

實在因我所犯的罪

使主十架懸掛

無限慈悲無量恩惠

如山如海廣大

Was it for sins that I have done 

He suffered on the tree?

Amazing pity! grace unknown!

And love beyond degree!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3/5

大地昏暗紅日消失

隱藏一切榮光

正當基督救主耶穌

為人擔罪死亡

Well might the sun in darkness hide 

And shut his glories in,

When Christ, the great Redeemer, died 

For man the creature’s sin.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4/5

我今念主死於十架

心裡無限羞慚

我剛硬心漸被改變

不覺淚流滿面

Thus might I hide my blushing face 

While His dear cross appears,

Dissolve my heart in thankfulness,

And melt mine eyes to tears.



#194 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5/5

我的眼淚縱然流盡

不能報答主心

願將身心完全奉獻

滿足祂的愛情

But drops of grief can ne’er repay 

The debt of love I owe;

Here, Lord, I give my self away

‘Tis all that I can 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