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6/2021 主日信息：歷史微聲中的亮光 - 孟蘇倫牧師】

親愛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 5 月 16 號，在這一天也正好是神藉著摩西向以色列人頒布一年有三
個非常重要的節期，第一個是逾越節；第二個就是今天 5 月 16 號猶太人正在慶祝的 Shavuot –
收割節 ；我們基督徒稱之為五旬節，然後第三個節期就是住棚節。他們又稱為收藏節；那
Shavuot 這一天猶太人慶祝神在西乃山向他們頒布律法，所以他們會點上蠟燭，紀念神揀選他們
成為應許中的百姓，帶領他們進入迦南地，而且世世代代耶和華神說我就是你們的神，你們就是
我的百姓。說到這裡，可能有弟兄姊妹會說：今年的五旬節不是明明在 5 月 23 號嗎？這個原因就
是因為猶太人的曆法是根據陰曆，我們基督教平常在生活當中，我們所用的立法是根據太陽的西
曆，所以日期上會有不同。
Shavuot – 收割節 5/16-17/2021
•收割節又名五旬節•出埃及記 23:14-17
•慶祝莊稼收成
•紀念神在西乃山頒布律法
但是基本上五旬節，或者收割節就是在逾越節之後加上 50 天，就是逾越節之後的次日開始，加上
七個禮拜，七七 49 再加一就是 50，所以五旬節就是在逾越節之後的 50 天。在摩西律法裡面神為
什麼讓他們慶祝這個 Shavuot 這個收割節呢？因為正好是在以色列當地經過秋雨春雨的祝福，他
們可以收割莊稼；在基督教而言五旬節也特別有一個意義，就是當耶穌離開了世界，賜下聖靈充
滿祂的門徒，就是凡跟隨耶穌基督的人當中，使我們得著力量能夠為主傳揚福音結出果子。而且
我們都知道耶穌差派祂的工人說，看哪，莊稼已經熟了，是收割的時候了。所以聖靈在五旬節降
下，充滿了門徒的生命中。五旬節那天他們不但說方言，而且他們整個的生命被翻轉，從耶穌基
督被囚，然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們曾經是那樣的軟弱害怕；但是五旬節之後他們充滿了
從天上來的聖靈的能力，他們放膽的傳道，甚至付上性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所以五旬節對基督
教會是有相當大的意義，而收割節是神向以色列人在律法中要他們慶祝收成，而在這一天, 弟兄
姐妹你知道嗎？今天在全世界各地猶太人的會堂裡，除了誦讀摩西五經，他們還要誦讀路得記。
路得記是以色列經卷當中 Megillot 之中的一卷，Megillot 有五卷書，在今天以色列人的五個
節氣當中都要誦讀，而路得記就是在五旬節 Shavuot 收割節這一天要來誦讀的。
●路得記是猶太正典 Tanak 五卷書- Megillot 中的一卷。
●猶太人慶祝五旬節頌讀路得記
那麼到底世世代代在五旬節來讀路得記給我們什麼樣的啓示呢？首先我們看見路得記的故事就是
發生在士師世代，那是聖經上讓我們看見是以色列人信仰進入最黑暗時期的一個階段。人們悖逆
神，他們的道德敗落。然而，路得記當中每一個人物、每一個事件都活出了在耶穌基督裡, 就是
神給我們的那種尊貴、榮耀、良善、信實，寧願犧牲自己的益處，也願意自己的生命能夠成為他
人的祝福。所以路得記在士師黑暗的時代，讓我們看見耶和華神仍然坐著掌權，心中有神的百姓
仍然能夠活出豐盛蒙福的生命。
路得記
• 黑暗士師時代中綻放的光芒
• 外邦人成為猶太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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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著作中的珍珠
路得記，另外也讓我們看見本來是外邦人是摩押的媳婦路得，她成為寡婦之後，她竟然願意陪著
婆婆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恆。透過這一位外邦的女子路得，竟然成為了猶太人的祝福。這一點，我
想今天在我的講道當中，你慢慢地聽你就會發現神好奇妙，竟然能夠讓外邦人成為神選民猶太人
的祝福，因此路得記被譽為希伯來文著作當中的珍珠，確實是實至名歸。
歷 史 的 步 履....
• 現今的時代…
• 士師的時代
•參孫：與妓女大利拉的淫亂
•基甸：鑄以弗得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
•私設神壇的米迦、少年利未人做祭司
•因基比亞事件，便雅憫人幾乎被滅絕
那麼我們來看，在歷史的步履當中，太陽之下，也就是日光之下，沒有一件新事，如果你認為今
天你所處的時代很敗壞，讓你嘆氣、讓你搖頭，弟兄姊妹在士師的時候也是這樣一個人令人嘆
氣、令人搖頭傷感的一個時代。就像在士師時代鼎鼎有名的士師參孫，從他的出生就是神所揀
選。他這一生當中聖靈常常充滿他，使他力大無窮，單手就可以用一個牛腮骨勝過所有他的仇
敵。但是這樣的一個參孫士師，竟然因為貪愛女色，他的一生就毀在大利拉這位妓女的手中、出
賣了他，使他的頭髮被剪，雙眼被剜。而參孫並不是在士師記裡面唯一讓我們感嘆搖頭的士師。
另外，頂頂有名的基甸和他的 300 勇士，他們可以僅僅 300 人就戰勝那時候要來攻打他們的亞瑪
力人。他們有這樣偉大的英勇事跡，但是基甸在得勝之後，他要討人的歡喜，沒有討耶和華神的
喜悅，他竟然鑄了以弗得。聖經上告訴我們說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看到這樣的士師領袖，
那麼再看看我們今天的領袖們，他們的品格有汙點，他們的說話自相矛盾，他們要把這個世界帶
往那個離耶和華神的心意越來越遠，背道而馳的道路上，那你我就不用覺得奇怪了。
但是士師時代讓我們看見的悲慘還不止如此，米迦在家裡私設神壇，一個少年的利未人不能做祭
司，但是為了混口飯吃竟然做了米迦的祭司，後來當但這一族的人來擄掠的時候，這個祭司就跟
著但族的人走了，他還以為自己蒙了一個 Promotion 的一個機會，講到這一段的歷史，過去我曾
經針對士師記的內容，有一篇講道叫做《人生三問》，如果弟兄姊妹有興趣，你可以更深入地從
那篇講道裡面看到士師時代，人們在信仰上的荒謬。除了這個之外，人與人、族與族、支派與支
派當中的械鬥，在士師時代也是層出不窮。如果你今天為黑命貴撕裂了美國社會而嘆息，弟兄姊
妹你知道在士師記裡面聖經告訴我們，為了基比亞的事件，猶太人十一族的人，幾乎就要把便雅
憫人趕盡殺絕，讓他們幾乎全族被滅，這樣荒誕的事情就是發生在士師的時代。所以路得記一開
始就告訴我們：
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1:1)
•士師： ( ְׁש ֹ֣פט動詞); ( ֹֽׁשפְׁ ִ֑טים名詞);
• to judge righteously; to govern with wisdom
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空空如也。當人們的心遠離耶和華神的時候，我們就為自己
造了一個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無論神怎麼樣賜下祂的恩典，但是我們的生命無法承接。我們的
社會、我們的地土，因為我們在這片土地上所犯的罪，使這個地都蒙守咒詛了，因此士師秉政的
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士師這個字在希伯來原文裡是一個動詞的詞根，它的名詞  ֹֽׁשפְׁ ִ֑טים，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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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這一個詞是我們在中國古書《周禮》裡面的一個詞。所以翻譯聖經的時候就把「士師」延用
下來。如果對「士師」的由來有興趣，弟兄姐妹也可以在播種國際事工，我們每週推出的社交平
臺裡面，有一個單元叫聖經知識➕ 在四月底的那個 posting 我就為大家介紹了什麼是「士
師」。而「士師」這個動詞，希伯來原來的字根，是治理、管理的意思。但是你可以想像，如果
今天讓參孫這樣的士師來治理、來審判案件，百姓們能夠得到公正的判決嗎？讓一個只在乎討人
喜歡的基甸，忘記是耶和華神使他大大的得勝，這樣的領袖你能指望他心中有正直、良善嗎？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 行。(17:6; 21:25)
•悖逆神、厭棄神的黑暗時代
弟兄姊妹，士師的時代就是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的時代。其實耶和華神是他們的王，
但他們不要這個王，他們要按著自己心中所喜悅的，按著自己肉體的情慾，按著這個今世的潮
流，隨從迦南人去做各樣不討神喜悅的事，他們覺得無所謂，只要自己的心意滿足，那就是人生
最高的目的。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真是看見以色列人的狀況每下愈況，以至於最後他們家
破人亡。這是一個悖逆神，被神所厭棄的一個時代。可是弟兄姊妹，神的愛仍然沒有離開祂的百
姓，就像今天你為這個世代憂傷，你為這個世代嘆息、搖頭，你要相信耶和華神仍然掌權，祂的
慈愛仍然與愛祂的百姓同在！他的祝福仍然要臨到祂的家，臨到祂的教會。只要我們知道我們所
敬拜、所侍奉的是一位耶和華神，我們就不怕在這一個歷史的腳步中，看見那黑暗的世代帶給我
們人生悲劇的無奈。
歷 史 微 聲 中 的 亮 光
路得記 歷史微聲…
• 人生悲劇的無奈
• 當士師秉政的時候， 國中遭遇饑荒
•拿俄米喪夫又喪子
因為在路得記裡面我們確實看見，士師秉政的時候的時候，不但國中遭遇飢荒，有一個拿俄米她
確實是喪夫又喪子，路得記是從這樣一個悲慘的開始，但是我們卻看見人生悲劇的無奈不是人生
的終結片。當路得記裡面的人物看見了上帝的應許，而且他們相信上帝的應許必然成就的時候，
他們生命的腳步改變了，他們生命的光景改變了，從一個無奈變成充滿祝福。而最後我們從路得
記裡面也要學習到，當神祝福了我們，我們都能夠為神發出在耶穌基督裡的真光。所以接下來我
要從這三方面來和弟兄姊妹看，到底歷史微聲中的亮光，在我們遭遇人生悲劇、無奈的時候，如
何可以走入上帝的應許，然後使我們的生命發出在耶穌基督裡的真光。
人生悲劇的無奈
• 三位寡婦的窮苦 - 耶和華降禍與我，全能者使我受苦
還能生子作你們的丈夫嗎？(1:11)

- 俄珥巴、路得年輕守寡

- 我

剛才我講到路得記一開始就說拿俄米喪夫又喪子，而她的兩個媳婦也和她一樣成為寡婦，一門三
寡，孤苦無依，難怪拿俄米要說耶和華降禍與我，全能者使我受苦。當她看著兩個年輕的媳婦她
說我還能生下孩子，我還能生下兒子來做你們的丈夫嗎？因為在猶太人當中，他們遵循摩西的律
法裡面的吩咐，告訴他們說如果長兄過世還沒有孩子，那麼弟弟就要娶長兄的妻子，為長兄生下
孩子來可以留住長兄的名，而且他的產業也要有後代可以祝福。
所以拿俄米是根據這樣的一個認知，告訴她的媳婦說：我已經年紀這麼老了，就算我還能夠嫁
人，還能夠為你們生下孩子，為你們的前夫留名、留後代，但是孩子長大也要時間，你們現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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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 20 出頭的年輕寡婦，你們能夠再等 20 年嗎？所以拿俄米的孤苦，其實也就是她兩個媳婦
的孤苦，人生失去了盼望。可是在這個時候聖經告訴我們，拿俄米聽見耶和華眷顧祂的百姓，在
伯利恆她的老家又賜下糧食給她們，這就正好像是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后書 2:13 節所說：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
賜糧食與他們。 (1: 6）
•No Fear; but Faith

(提後 2:13)

縱然在士師時代人們與神的心意背道而馳，讓這一片地土承受了咒詛，但是神仍然是守約施慈愛
的，祂的憐憫要在這些痛苦的當中，仍然向祂的百姓釋放出祂的賜愛與恩典。所以伯利恆再一次
蒙神祝福，他們的穀物豐收，這樣的好消息聽在拿俄米的耳中，她揀選要回到伯利恆。所以弟兄
姊妹在人生遇到悲劇無奈的光景，我們不要害怕，我們要對我們的神有信心，No Fear; 我們不要
讓害怕來佔據我們的心。耶穌基督告訴我們這個地上有苦難，但是祂賜下平安在你們裡面。若我
們心中沒有平安，反而被害怕恐懼所充滿，我們要知道聖經告訴我們害怕不是從神而來的，我們
不要讓害怕轄制我們，我們要對神充滿信心，no Fear ；but Faith ，所以拿俄米在這個時候，
她就選擇了要離開她所寄居的摩押回到猶大地。路得記 1:7 節的經文就說：
• 於是他和兩個兒婦起行離開所住的地方，要回猶大地。(1:7）
• 回轉 –  שּובto return; to repent
• 悔改; 將虧欠補足
這個「回」 動詞 「回轉」  שּוב就是 to return;就是當我們開車開錯了，你做一個 U-turn 把
原來錯誤的方向糾正走到那一條正確的道路上，所以拿俄米的回轉就表示出她心靈裡面的悔改，
她知道過去她怕飢荒躲到了摩押，但是現在她要對耶和華神再一次充滿信心離開摩押，回到神所
祝福所眷顧的伯利恆。
面對環境的考驗 – 信心
•拿俄米說：我女兒們哪，回去吧！ (1:11)
•抉擇的時刻- 俄珥巴 與 路得 如何選擇?
在面對環境的考驗的時候，那個試金石就是我們裡面的信心，到底我們是相信眼見，還是我們相
信那一位坐在寶座上，即使是洪水泛濫的時候，仍然坐著為王的耶和華神呢？環境是我們信心的
試金石，拿俄米在這時候也面臨著一個信心的考驗。她要回去伯利恆那一條道路，如果你有看過
播種國際事工所拍攝的路得記，你就知道那是一個經過高山低谷，他們要走大約三個月才能回到
伯利恒的一條道路。充滿崎嶇與艱險。拿俄米是單身的寡婦，年紀已邁，她一個人走這一條路走
得下去嗎？她是不是應該想盡辦法要留著她的兩個媳婦來幫忙她？口渴時可以為她打點水來喝，
累了也可以讓她的腳休息或者給她垂垂肩、垂垂背，讓她隔天還能夠再往前行呢？但是拿俄米卻
不做這樣的選擇。她說：我女兒們哪，回去吧！ (1:11) 在她最需要人陪伴她走這一條返鄉之
路，她卻出於一個真誠的愛，想到兩個年輕的媳婦或許回到她們的娘家還可以再嫁。這時候她的
媳婦俄珥巴與路得又應該如何選擇呢？她們是要陪著這個婆婆，讓她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伯利
恆，然後犧牲了自己再婚的幸福，到底哪一個才是她們該做的選擇呢？當拿俄米說：「你們個人
回娘家去吧。」 我們知道在舊約聖經裡有好多處的地方告訴我們：
• Fear or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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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各人回娘家去吧”
• 回娘家: 在母親的帳棚內成親 創世紀 24: 28 ; 24:67 以撒與利百加
• Fear ?
• Faith ?
• 誰才是人生勝利組 ?
回到娘家：「在母親的帳棚裡」 意思就是指一對新人結婚的意思。在創世紀第 24:28 節的記載，
還有 67 節裡我們都會看見當以撒迎娶他新婚的妻子利百加就是在她母親的帳棚裡。所以拿俄米
願意她的媳婦有再婚的機會，不要陪著她這個老人家回去伯利恆。或許她想神如果幫助我走得回
去，我就回去。走到半路若我這個身子骨頂不住了或者落在山崖裡了，也許那也是耶和華神的心
意，所以她希望讓她的媳婦還能夠享受再婚的幸福。那麼到底俄珥巴與路得她們是要選擇 Fear 還
是選擇 Faith 呢？他們有很多的原因可以 Fear ，我未來的人生怎麼辦？我還年輕，我如果沒有
再嫁，我到底失去了多少幸福？這都可以充滿她們的心使她們害怕。陪同拿俄米走這一條返鄉之
路，或者她們裡面對神有信心嗎？聽見耶和華神祝福祂的百姓，使伯利恆大大的豐收，她們或許
也出於一個合神心意的選擇，做一個孝順婆婆的媳婦，寧願犧牲自己陪拿俄米回去，這都需要信
心。到底 Fear ？ 使我們能夠成為人生的勝利組？還是 Faith 我們的信心才能使我們成為人生
的勝利組呢？這個答案在路得記裡面寫的很清楚。俄珥巴和路得做了不同的抉擇，俄珥巴選擇留
在摩押，讓自己還有再婚的機會。可是路得卻說了下面的這一段話：
•路得記 1:16
•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在哪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
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
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1:16-17)
No Fear ; but Faith
從路得的這一段話，我們看見她的心裡面充滿了對耶和華神的信心。即便陪伴拿俄米表示她要失
去她的幸福，甚至失去她的性命，她也願意陪伴拿俄米。因為她說了一句話：「你的神就是我的
神」。從路得的選擇讓我們看見在人生悲劇無奈的光景中，我們可以像她一樣選擇 No Fear；but
Faith 讓我們對神充滿信心。因此路得記告訴我們：「拿俄米見路得定意要跟隨自己去，就不再
勸她了。於是兩人同行，來到伯利恆。」 （1:18-19） 到了伯利恆的時候，弟兄姐妹我們就看
見：
經文: 路得記 1: 22
•拿俄米和他兒婦摩押女子路得，從摩押地回來到伯利恆，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
在神的手裡時間是分秒不差，就在耶和華神定義的那個時間點，她們婆媳二人回到了伯利恆。在
這裡我也願意和大家分享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句話，是美國非常著名的佈道家，也是神學教育家
D.L.Moody 先生所說的一句話，他說： I tell you whenever a man stands by God,
God will stand by him. 每當我們選擇站在上帝的那一邊，上帝就站在我們的身旁。所以
弟兄姊妹不要害怕，No Fear ; but Faith。
上帝應許的確據
No Fear ; but Faith
No Worries; but Worship
每當我們面臨任何一個人生的抉擇，你若想要做人生的勝利組，總讓你對耶和華神的信心，對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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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所出的話語的百分之百的信心來作為你選擇的依據，上帝就要成為你的幫助，因為這是祂對
祂所愛的兒女的應許，所以我們要相信神的應許，因為上帝的應許句句話都必成就，一點一劃都
不會落空，所以我們不但是 No Fear ; but Faith 為，而且我們要知道 No Worries；but
Worship
路得 原有標籤
摩押女人
- 外邦人
- 世代為仇
- 會受歧視
以路得來講，她本來應該有很多的顧慮，她到了伯利恆，那是猶太人的地方，那是在士師世代摩
押人會欺負猶太人的世代。摩押的王伊磯倫就轄管了猶太人 18 年之長。後來神興起了以笏才把這
一個強加重擔在猶太人身上的伊磯倫給刺殺，才解除了以色列人的痛苦。所以路得回到伯利恆，
她應該是蠻有顧慮，因為她原有的標籤讓人家一看，你是摩押的人，你是外邦人，你是欺負我們
的人，不但在士師的世代他們轄管猶太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摩押人的王就興起戰爭要
來阻擋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以至於耶和華神甚至告訴以色列人說，摩押人世世代代不可以入以
色列人的會。所以路得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當時的政治背景之下回到了伯利
恆。如果我們要說路得應該選擇 politically correct 那她就是在這件選擇上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 完全不符合當時她應該看見的那個潮流。但是弟兄姐妹，路得不要 politically
correct ，她要 biblically correct 她要按照神的心意，遵循神的話語，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雖然她本來應該有憂慮，她會受歧視、會受排擠，但是她沒有憂慮，她心中充滿了對神的
Worship。 所以她走入應許之地之後，神給了她一個新的標籤，舊的標籤挪去了，在新的標籤裡
她成為神的兒女，她得到人的稱贊。當她到波阿斯的麥田拾取麥穗的時候，連工頭都誇贊她。而
當她在拾麥穗的時候，波阿斯看見了路得的殷勤，想到了人們口中所講的這一位傳奇的摩押媳
婦，波阿斯為她祝福。弟兄姊妹在神裡面，所有的過去都不再能夠使你的身份受影響，舊的標籤
要過去。聖經告訴我們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所以路得展
開了人生新的一頁，神給了她一個新的身份，在這個身份裡，她不但是神的兒女，我們還看見聖
經裡面整本路得記就是以她為名，多麼大的尊榮。而她的尊榮還不止於此，
上帝應許的確據 No Worries; but Worship
• Worship - 什麼是敬拜 ？
• 俄備得 ובד ע
ֵ֔ - worshipers – 敬拜者
• 字根：  – עָבַ דto work, to serve
• 殷勤認真的工作
•路得麥田拾穗就是敬拜
我們要來看我們剛剛講 No Worries; but Worship 到底 Worship 是什麼意思？
這一個字就是在路得與波阿斯結婚之後，所生下的兒子俄備得的名字當中，讓我們得到一個非常
奇妙，一個全新的啓示。俄備得這個名字名詞的意思就是敬拜者，也可以說是一個殷勤工作的
人。對我們來講不難理解，拿俄米的家本來已經沒有產業了，可能他們去摩押寄居的時候，這個
產業就已經典當換了一些盤纏，好讓她們可以到摩押去定居。所以他們回到了伯利恆家中沒有產
業，但是當波阿斯娶了路得，贖回她們的地業，又生下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就是要繼承這一片
產業，要在當中辛勤工作，好讓地上能夠豐收五穀，所以他們給兒子取名俄備得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俄備得這個名字，它是敬拜者的意思，就讓我們不得不在深一步來看；俄備得這個字根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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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就是：殷勤工作，努力服侍的意思。殷勤工作；俄備得並不是祭司，他不能在聖殿裡面服侍
神，但是他可以在神給他的那一片土地上殷勤工作。今天你我，我們可能也都不是牧師或傳道
人，但是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家庭，在神所量給你有服侍人的那些機會你要把握，殷勤的工作。
讓你的生命藉著你殷勤、藉著你的努力，別人不願意走兩裡路，你願意多走那一裡路，別人是草
草了事能夠交差，但是你是殷勤認真，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弟兄姊妹，在做這些努力的同時，
你就在敬拜耶和華神。所以殷勤認真的工作，就像路得在麥田裡拾起麥穗，那就是敬拜。敬拜不
是等到禮拜天在教會裡面，我們隨著敬拜團一起開聲歌唱，敬拜不只是在哪一個時間點，敬拜就
是你我像路得在麥田裡殷勤的拾麥穗，讓我們的生命成為一個真實的敬拜。弟兄姐妹，當路得用
這樣真實的敬拜取代她心中可能應該要有的憂慮，她的生命就不一樣，就像波阿斯對路得的祝福
說：
在麥田裡，波阿斯對路得說: ：
•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
(2:12)
波阿斯
-是個大財主 (2:1)
-A prominent man
-With good standing
-能力在他裡面
-神是他的力量
-聖殿大門柱子之一
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你來敬拜祂，你用你真實的生命活出一個對神的敬畏、敬
拜、贊美稱頌！弟兄姊妹波阿斯的祝福寫在聖經裡，今天你我只要憑信心去宣告，活出這樣的一
個敬拜的生命，你我也都要滿得耶和華神的賞賜。神就是這樣一個信實的神，路得後來嫁給了波
阿斯。聖經告訴我們說，和合本的翻譯是「大財主」，這個翻譯只讓人看到了那個「財」，其實
原文更好的翻譯，應該是說波阿斯是一個品德優秀在地方上得人尊重的一個人。而波阿斯這個名
字就是能力在他裡面，耶和華的能力充滿他，使他有公義、使他有正直，使他願意為人著想。而
聖殿裡面，在所羅門建聖殿的時候，進去聖殿每一個人都會看到兩根大柱子，一根柱子的名稱是
雅斤，另外一根柱子就是波阿斯。所以我們看見神讓路得不但遇見了波阿斯，蒙波阿斯給她那一
句話的祝福，波阿斯還用真實的行動娶了路得，為拿俄米的家生下孩子、為她們贖回產業。
波阿斯 娶路得為妻
●是一個至近的親屬。 - 可代贖的親人
-有摩西律法託付的責任
- 利未記 25:49- 近親代贖
贖回產業的這個律法，在利未記 25 章 49 節有很清楚的介紹，就是「近親帶贖」。當時拿俄米的
家已經沒有孩子了對嗎？拿俄米說：我怎麼可能再生出兒子，讓我的媳婦可以嫁給這個生出來的
兒子，好為他們的兄長留後代。所以波阿斯並不是拿俄米的孩子，可是他是他們家一個至近的親
屬。按照順位來講波浪斯本來只是第二位，第一順位的至親，路得記裡面告訴我們說，這個至親
想如果又要娶路得，還要幫她們家贖回產業，這個虧本虧得很大，他說我不願意，他脫下了腳上
的鞋子給波阿斯說： 要娶路得你去娶吧。波阿斯沒有想說：對呀，別人都不做這種虧本的事，為
什麼我要做呢？波阿斯也可以有很現實的考量不是嗎？他也可以擔憂，我又花了錢，贖了地，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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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這個孩子養大。弟兄姊妹，波拉斯也有 Worries 不是嗎？他也有他的顧慮和擔憂，但是我們
剛剛講過 no Worries but Worship 波阿斯用他的真實的行動，做了符合神心意的決定，來彰顯
他對神真實的敬拜。他也選擇了 no Worries but Worship 用一個真實的生命、真實的抉擇，來
表達他對神的敬拜。所以他贖回拿俄米家的產業，而這個贖回；
-  גָאַ ל- 贖回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 約伯)
-耶和華，我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禰面前蒙悅納 ！（大
衛）
贖回； 這個字就是在聖經裡面多次出現，當約伯稱: 我的救贖主今天仍然活著；當大衛寫詩篇
說：耶和華我們的磐石，我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禰面前蒙悅納！弟
兄姊妹一個真實的救贖就是耶穌基督，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贖！在波阿斯娶路得的這事
上，讓我們看見我們可以照著神的心意來做我們的抉擇，就像大衛說：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
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所以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她們的家、為拿俄米的家，生下了後代，贖回
了產業。使這一個家庭從人生悲劇的無奈，進入蒙神應許的豐盛。弟兄姊妹，在路得記裡面我們
看見當人們願意按著神的心意而活的時候，你看不到士師世代的黑暗、悲慘、悖逆，你看見的是
神所祝福的，神的真光在他們當中顯明出來。這也就是約翰福音八章 12 節耶穌說：
發出耶穌基督的真光
耶穌說: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
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翰福音 8:12
拿俄米離開了摩押，從黑暗進入光明；路得本來是蒙咒詛不受歡迎的摩押人，但是因著她的信
心，因著她對耶和華神真實的敬拜，她進入了耶和華神所祝福的那個真光。弟兄姊妹，今天你我
如果也面臨 Fear ; Worries 我鼓勵你 No Fear but Faith 揚起你的信心，No Worries 除去你
的 Worries 把你的憂慮踩在你的腳下，你要向神舉起你的敬拜，用你的口、用你的手、用你的全
身全人活出一個敬拜的人生！
耶穌基督是世界的光，神的真光不是在耶穌基督來才顯名，整本聖經從創世記開始耶和華神說，
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在士師黑暗的時代，你從路得記裡面看見的這個真光，今天這個真光仍然
與你我同在。耶穌基督是世界的光，凡跟從耶穌基督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弟
兄姊妹，讓我們選擇走在這一條真光的道路上，讓我們能夠像路得、像拿俄米、像波阿斯發出耶
穌基督的真光。
路得選擇跟從耶和華神
-從摩押寡婦的羞辱
-成為大衛王的曾祖母
-名列於耶穌基督的先祖之一
-No Sweat; but Shine
路得她本來是摩押寡婦，那是羞辱的不是嗎？人家瞧不起的，心裡面看到摩押人就憎恨的。但是
耶和華神將她的羞辱挪去，使她成為大衛王的曾祖母。不但有這樣大的尊榮，她的名字還列在耶
穌基督的家譜上，成為少數女性當中的一位。整個耶穌基督的家譜，只有四位女性的名字，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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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今天我在這一篇資訊裡最後要鼓勵你，我們要為耶和華神發出真光，我們要
為我們所領受的神的話語，在我們生命裡面走入這個真光！ No Sweat; No Sweat 沒有任何事情
能夠攔阻你不來跟隨耶穌基督，沒有任何事情能夠攔阻你不照著聖經的原則來做決定，No
Sweat；but Shine 發出你的真光，用你真實的生命，用你的每一個決定像路得、像拿俄米、像波
阿斯，為耶穌基督發出真光！在創世記裡面，當神揀選亞伯拉罕使他成為以色列人先祖的時候，
神就對他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所以，讓我們的生命為神發出真光的時候，就好像是活在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與祝福裡。我們
Carry 了那樣的一個屬靈生命的的 DNA，就是要讓我們的生命在蒙神祝福之後，也能夠成為別人的
祝福。你看路得當她選擇進入應許之地，她自己蒙福，她嫁給了波阿斯，神加倍的福給她。但是
她為主培養敬虔的後代俄備得，俄備得成了大衛的先祖，就讓路得也成了大衛的曾祖母。他們生
命的那一個光、那一個福分，不只是在他的家族裡，透過這個大衛王使以色列全國得福。
今天你我，我們不知道在我們今天所做的決定，神要讓祂帶來什麼樣的漣漪的效應，可能因為你
的一個決定，不但你的工作、你的單位要蒙祝福，說不定你的公司要蒙祝福，說不定整個南加州
要因你的一個決定而祝福。甚至美國要因你的一個決定而蒙受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
我在耶穌基督裡蒙福，神不是單單把這個福留在我們有限的生命中。就像約旦河的河水，進入加
利利海，加利利海順著約旦河繼續把這一條河水裡面的滋潤灌溉這一片土地，但最後流入死海。
死海為什麼叫做死海？因為它只進不出。不要讓我們的生命，成為一個只進不出的死生命，因為
耶和華神給我們的祝福，從一開始創世記神揀選亞伯拉罕的時候，就要讓這個祝福是一個流通的
管道，當我們蒙福, 我們就要使別人也因我們而蒙福。所以從今天的這篇資訊裡，弟兄姐妹，我
很誠懇地願意和你分享，當我們面對時局，或者我們人生的無奈的時候，no fear 不要害怕 but
Faith 提起你的信心，你要相信你上帝的每一個應許都必然實現！
卸下你的憂慮，No Worries 用你口中的贊美、用你真實生命的那個敬拜，來發出耶穌基督的真
光。No Sweat；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你，不在乎你是否力量微小、不在乎你的過去 No Sweat； but
Shine
發出你的真光。讓我們一起能夠活出神在路得記裡面所要帶給我們的祝福，一個被翻轉的生命，
一個使自己成為他人祝福的一個生命。所以盼望我們活出在耶穌基督裡的真光，使我們的生命成
為這個黑暗時代的祝福！而你我弟兄姐妹，我希望也成為今天這一篇資訊的主角，發生在 2021 年
的 5 月 16 號，讓我們活出像路得一樣，在歷史微聲中的亮光，因為耶穌基督就是你我的真光！我
們走在耶穌基督的真光裡，就必然能夠為祂發出在歷史微聲中的亮光！接下來我們用一首詩歌來
到神的寶座前，作為我們今天這一篇資訊的回應！也盼望神的話更深進入我們裡面，使我們為祂
發出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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