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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 3:1-18



2:23于是路得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
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得仍
与婆婆同住。 3:1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对她
说: “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
使你享福吗? 2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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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
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
他吃喝完了， 4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
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
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5路得
说: “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6路得就下到场上，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
而行。 7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
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得便悄悄地来掀开他
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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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他就说: “你是谁？”  回答说: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
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     
10波阿斯说: “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
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11女儿啊, 现在不要惧怕, 凡你所说的, 我
必照着行.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
女子. 12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 只是
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13你今夜在这里住
宿, 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 就由他
吧. 倘若不肯,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
必为你尽了本分! 你只管躺到天亮.”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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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又对路得说: “打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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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路得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
，怎么样了？”路得就将那人向她所行的
述说了一遍。 17又说: “那人给了我六簸箕
大麦, 对我说: ‘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
。’” 18婆婆说: “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
，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
这事必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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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紅線Matchmaking”

(路得记 3:1-18)

邓牧師



路得记 (背景): 1:1“当士师秉政的时候, . . .”

拜偶象: 春秋,军阀,内战,屠杀,灭族 (叙利亚,..)

士21:15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后现代:相对/自我(婚姻,性别,信仰,道德,辅导)

路得记(不忠不信时代):忠心良善平凡人!

拿俄米的忠心 (得 1-2): 坚忍到底

CBCOC: 病痛中会友, . .,谷弟兄, Susanna, . . .

路得的忠心 (得 1-2):委身的爱 (hesed)

CBCOC: 受浸入会 & 宣教士, 植堂

波阿斯的忠心 (得 1-2): 慷慨恩慈

•CBCOC:关怀,探望,祷告,陪读;菜丰富,吃不完..



路得记: 两个穷寡妇的出路!

•路得记 1章: 无依无靠; 走投无路

•路得记 2章: 巧遇近亲; 家中有粮 (民生问题!)

2:23路得仍与婆婆同住 (孤家寡人,婚姻问题?)

路得记 3章:智慧作媒; 勇敢提亲

忠心:智慧主动(非只祷告/等候Let go Let God)

路得主动 (2章) & 拿俄米/路得主动 (3章)

摩西的冲动与摩西的被动 (出 2; 3-4)

大使命/宣教: 威廉·克理 (W.C.)的智慧主动

"Young man, sit down!..w/t . . . you or me!”

“Expect G.T. from God; Attempt G.T. for God”



得 3章:智慧作媒;勇敢提亲

•结构: 2章 & 3章

•头尾:城里 (路得主动 2 & 拿俄米主动 3)

•中间:田里/场上:路得/波阿斯 (白日 & 黑夜)

3:1 ..女儿啊,..为你找安身之处 Rest,..享福吗?

1:9..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Rest.

拿俄米: 回应己祷; 服侍媳妇

•主动: (回应己祷) 体会神旨 2章, 波阿斯?

•祷告:亲友,家人,未得之民,… “我在这里?!”

•服侍:“媳妇熬成婆”/天国: “为首..众人仆人!”

•智慧:非强求近亲;预备媳妇;谦卑求婚; 结果?



得 3章:智慧作媒;勇敢提亲

3:1-5 ..波阿斯..亲族吗?沐浴,抹膏,换衣,..吃
喝完了..掀开脚被,躺卧那里…他必告诉你所
当做的事.路得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3:6-15 场上: 路得的求婚 (romantic…darkness)

9他就说: “你是谁?”回答说: “我是你的婢女路
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
至近的亲属 (kinsman-redeemer买赎者)”

“衣襟遮盖我”:marry me?安息,保护,亲密,一体

• “衣襟”2:12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
下,愿你满得他赏赐”[波阿斯衣襟 = 神的翅膀]

波阿斯(回应己祷):你迎娶我 = 神的赏赐



3:6-15 场上: 路得求婚的动机

9…“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
我,因为你是我..至近的亲属 (近亲-买赎者)”

“衣襟遮盖我”: 波阿斯迎娶 = 神的赏赐!

• “因为..至近亲属”:非为爱,钱,权,身份,孤单,..

路得的求婚: 服侍婆婆; 以利米勒家的出路

近亲买赎者 Kinsman redeem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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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阿斯反应:摩押女子想高拚?门户?异族?

“You are just a Poor Tailor! . . .穷寡妇..!”

10女儿啊,..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
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先前的恩(hesed): 为婆婆今生,离乡背井1-2章

末后的恩(hesed): 为婆婆永世,选择对象3-4章

“少年人无论贫富”: not for love nor for money

路得求婚 (hesed):婆婆/以利米勒家出路优先

•11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
照着行.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不要惧怕”: 约瑟对玛利亚

“贤德女子”(箴31;得2:1): 摩押..?! 门当户对



12-13我是你..至近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
更近…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若不肯,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 “今夜”: 不入试探 (one night stand?!)

• “比我更近”: 遵守律法 (“神岂是真说?”)

• “起誓”: 不论代价 (Costly Love)

波阿斯, 路得, 拿俄米: “顾别人的事”

末世忠心 : 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

腓2在基督里..有什么慈悲怜悯,…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
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波阿斯, 路得, 拿俄米: “顾别人的事”

末世忠心 : 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

CBCOC:

彼前4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
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
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
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
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
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
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12-13波阿斯“起誓”: 不论代价; 我必买赎

17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 “你不可空
手回去见你的婆婆.”

波阿斯 “印记/保证”:六簸箕大麦

“空空:无子无粮”结束; “丰满:有子有粮”来临!

“福音” 拿俄米信仰宣告:

18婆婆说: “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
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波阿斯(近亲买赎者) 基督: “饥渴慕义 . . .”

虚空人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结束!

丰盛人生(一生一世;恩惠慈爱)来临!



基督(近亲-买赎者): “饥渴慕义 …必得饱足”

1)基督/波阿斯 “起誓”: 不论代价; 我必买赎

可10人子来不是..乃服侍人,..舍命..多人赎价.

2) 基督 “今日办成”: 十架赎罪; 宣告 “成了”

3)基督 “印记”: 圣灵浇灌 ; 基业凭据 (弗 1)

4)基督 “衣襟遮盖”: 大恩大爱; 血衣遮盖

诗32..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有福..(父亲红布)

5)基督 “尽了本分”: 羔羊迎娶; 安身之处

林后11贞洁童女献给基督;诗 95 “神的安息”

谦卑,勇敢求婚者:
“得国降临,求你记念!” “今日,你同我在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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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rvant King ”

“奴僕君王”



道成肉身為人子，隱藏榮耀甘心入世;
謙卑捨己服事人，因祢所賜我得永生!

這是我神，奴僕君王，
祂召我現在跟隨祂

領我生命，每日獻上自己
敬拜這位, 奴僕君王!



在那流淚園子裏，我的重擔祂全背起.
祂悲痛流下淚說，惟照祢旨不照我意.

這是我神，奴僕君王，
祂召我現在跟隨祂

領我生命，每日獻上自己
敬拜這位, 奴僕君王!



來看祂手腳釘痕，就能明白祂的救恩.
造穹蒼星辰的手，甘心被釘為我受苦.

這是我神，奴僕君王，
祂召我現在跟隨祂

領我生命，每日獻上自己
敬拜這位, 奴僕君王!



我們學習祂樣式，生活舉止以主為是
分擔彼此的需要，為著基督我們服事

這是我神，奴僕君王，
祂召我現在跟隨祂

領我生命，每日獻上自己
敬拜這位, 奴僕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