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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讀經



路得记 4:1-12



1 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
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
“某人哪，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
。 2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
，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
就都坐下。 3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
“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
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4我想当赎那块
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
。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
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
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



5波阿斯说: “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
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
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6那人说: “这样
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
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7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
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
人都以此为证据。 8那人对波阿斯说: “你
自己买吧。” 于是将鞋脱下来了。 9波阿斯
对长老和众民说: “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
以利米勒和基连、玛伦的，我都从拿俄米
手中置买了；



10又娶了玛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
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
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11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 “我们做
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
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
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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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MON

信息

3/20/16



“今日 Today”

(路得记 4:1-12)

邓牧師



中国梦,美国梦,..梦, 如何实现?:

“出人头地, 功成名就, 光宗耀祖, 流芳百世”

保留自己: 财主比喻 (路 12)

• “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吃喝快乐吧!”

•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撇下自己: 门徒问题 (可 10)

• “看哪,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 “..在今世得百倍,..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和
福音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可 8

两条道路: 两位买赎者 (路得记 4:1-12)



路得记 3章:智慧作媒; 勇敢提亲 (好事多磨)

3:13波阿斯应许:…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我..起誓, 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3:18拿俄米预言: “..女儿啊..安坐等候,看这事
..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4:9-10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 “你们今日做
见证, . . . 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波阿斯 (近亲-买赎者): 完成救赎; 双喜临门

•4:1-12 路得有丈夫

•4:13-22 拿俄米有儿子

以利米勒: 土地赎回, 家室重建, 皆大欢喜,

荣耀上帝!



Kinsman-Redeemer至近的亲属 goel (得X21):

Redemp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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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 goel“近亲-买赎者”更亲 (群体 & 个人)

创48:16..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救赎我脱
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

伯19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地上.

诗69求你亲近我,救赎我,..因我仇敌把我赎回.

赛44:22-24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
华做成这事. 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
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
!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
自己.” goel :灾难+罪中的救赎 (新约救赎观)



1-6 得买赎权; 7-10行买赎权; 11-12婚礼祝福

1波阿斯到了城门,..恰巧..那至近的亲属经过. 
波阿斯说: “某人哪 (某某某), 你来坐在这里.”

2章路得恰巧; 4章波阿斯恰巧: 神主权 (易经?)

“某某某” goel 买赎者: 改变主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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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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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买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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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1章路得/另一个..& 4章波阿斯/“某某某”

•另一个媳妇/“某某某”买赎者: 合情合理!

•路得&波阿斯:不切实际,要求太高, 属灵…

会员:9am聚会,奉献,传福音,祷告,事奉,宣教,..!

爱(hesed)?: 雅各, Olivia母亲, Su, John 3:16

犧牲舍己,不顾代价,值得吗? “施比受有福?”



犧牲舍己,不顾代价,值得吗? “施比受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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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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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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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波阿斯: 基督耶稣

•取得买赎权: 道成肉身;至近亲属

•执行买赎权: 舍命赎价; 迎娶新妇

施比受有福 (十架道路):

神家建立; 神国降临; 新天新地; 万名之名

“他本有神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
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
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今日波阿斯/基督耶稣: 十架道路 (可 10)

•富有青年 (Anaheim  “某某某”)

“忧忧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智慧门徒 (“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今世得百倍, . . ., 来世得永生!”

今世: 基督大家庭,更亲密,四海为家 (大使命)

来世:名记在天上:Susanna姊,谷兄,耿牧,赵牧,.. 

CBCOC: 智慧门徒/十架道路的教会?

宣教中國 2030 : 二萬名宣教士

二百多年: 二萬名西教士來華的「福音債」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187 

"The Old Rugged Cross" 

“古舊十架”



#187 The Old Rugged Cross 1/4

各各他山嶺上, 孤立一十字架; 

這是羞辱痛苦記號

神愛子主耶穌, 為世人被釘死; 

這十架為我最愛珍寶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 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 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187 The Old Rugged Cross 2/4

主寶貴十字架, 乃世人所輕視; 

於我卻是真神仁慈

神愛子主耶穌, 離天堂眾榮華; 

甘願為世人背此十架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 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 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187 The Old Rugged Cross 3/4

各各他的十架, 雖然滿是血跡; 

我仍看此十架為美

因在此寶架上, 救主為我捨命; 

潔淨我赦免我的眾罪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 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 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187 The Old Rugged Cross 4/4

故我樂意背負, 榮耀十字寶架; 

甘願受人輕視辱罵

他日救主再臨, 迎接我升天庭; 

將永遠享受榮耀天家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 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 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