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65:11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你可知道 杏林子 詞
沒有試煉，沒有重擔，你不知生命潛力有多深。
沒有痛苦，沒有缺憾，你不知生命耐力有多大。
哦！主求祢，叫我明白，教導我順服遵行祢旨意。

2003年杏林子安息主懷， “除了愛，我一無所有。”

引言
劉俠

「類風濕性關節炎」
伊甸殘障基金會

http://www.baidu.com/s?wd=%E5%88%98%E4%BE%A0&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7%B1%BB%E9%A3%8E%E6%B9%BF%E6%80%A7%E5%85%B3%E8%8A%82%E7%82%8E&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一、 失落：冬之眠
二、 轉變：春之生
三、 成熟：夏之長
四、 收穫：秋之收



得1：1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在猶大、
伯利恆，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
寄居。2 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
他兩個兒子，一個名叫瑪倫，一個名叫基連，都是
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
那裡。3 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婦
人和他兩個兒子。4 這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為妻，
一個名叫俄珥巴，一個名叫路得，在那裡住了約有
十年。5 瑪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沒
有丈夫，也沒有兒子。



得1：11拿俄米說：我女兒們哪，回去吧！為何要跟我
去呢？我還能生子作你們的丈夫嗎？12 我女兒們哪
，回去吧！我年紀老邁，不能再有丈夫；…

20拿俄米對他們說：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
思），要叫我瑪拉（就是苦的意思），因為全能者使
我受了大苦。

21 我滿滿地出去，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耶和華降
禍與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這樣，你們為何還叫
我拿俄米呢？



情節一、序言和問題：

屬神家庭面臨失落和死亡（1:1-22）



1.失去平安豐裕的生活：1:1a
＊外在嚴重實質的「失落」
＊內在象徵的「失落」----失去「安全感」

2.失去熟悉的家園和親朋好友 1:1b
＊外在--失去「房子」；實際的搬家、離鄉
＊內在--失去「歸屬感 」
3.失去自己的國家 1:2b
具體和象徵的「失落」-離開「聖約」團體



路得記一:3-5有交錯法的希伯來句型：
A    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剩下婦人和她兩個兒子。（V.3）
B        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為妻，

一個名叫俄珥巴，
一個名叫路得（V.4上）

B1   在那裏住了約有十年（V.4下）
A1   瑪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

剩下拿俄米，沒有丈夫，
也沒有兒子。（V.5）

『瑪倫』原意為「生病」。
『基連』原意為「虛弱」。



4.失去生命伴侶（喪偶） 1:3
5.失去下半生的指望（喪兩子） 1:5
＊有形的「失落」----喪子；
無形的「失落」----罪疚感和絕望

6.失去生育的可能性 1:11                             

7.失去再婚的可能性 1:12

8.失去快樂 從「甜」到「苦」 1:20     
9.失去一切 1:21



1）「因為耶和華的手攻擊我。」（1:13下） 【因】
2）「不要叫我拿俄米（甜），

對比/諷諭
要叫我瑪拉（苦），

因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1:20）
【因果關係手法】

3）「我滿滿的出去，
對比/諷諭

耶和華使我空空的回來。

耶和華降禍與我，
同義平行

全能者使我受苦 （1：21） 【果】

拿俄米從心靈的深處發出生命的哀號！



Philip Yancey

《生命總有傷痛時》



得1：14兩個兒婦又放聲而哭，俄珥巴與婆婆親嘴而
別，只是路得捨不得拿俄米。
18 拿俄米見路得定意要跟隨自己去，就不再勸她了。

路得 Ruth
原意為
「友誼」



a.   同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
b.   同路（你往那裏去，我也往那裏去）
c.   同宿（你在那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
d.   同國（你的國，就是我的國）
e.   同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f.   同死（你在那裏死，我也在那裏死）
g. 同葬（也葬在那裏，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

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 ）盟約的誓詞

A    Do not press me to leave you,                           16b   Introductory

To turn back from following you                                      Imperative

B         For wherever you travel, I will travel； 16c         Verbal

And where you stay, I will stay.                 16d          sentence pair

C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16e        Nominal

And your God , My God.                       16f        sentence pair

B 1                  Where you die, I will die； 17a        Verbal

And there shall I be buried.                            17b        sentence pair

A 1   Thus may Yahweh do to me and more also       17c-d    Concluding

Nothing but death will separate me from you!     17e         oath



以陪伴、傾聽、鼓勵、禱告和基督
的愛來關懷在困境和危機中的人





建基於 神的恩典（神就是愛）



可1：41  耶穌動了慈心，……



【果】

是一種迫於生存的思考，
當一切無法可想，
為了生存的理由，
猶太人逼得得改變情勢結構，
找到出奇的另類選項。

沒有任何態度能像決心不放棄這樣，
能激發這麼多的創造力或直覺力。
尼爾登〃邦德Rabbi Nilton Bonder是位拉比



「她就與兩個兒婦起身，
要從摩押地歸回；

因為她在摩押地聽見
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
賜糧食與他們。」（得1:6）

情節二、解決問題一：
神恩領路得相遇至近親屬波阿斯於田間（2:1-23）



「拿俄米和她兒婦摩押女子路得，
從摩押地回來到伯利恆，
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得1:22）。

於是路得與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處
拾取麥穗，直到收完了大麥和小麥。
路得仍與婆婆同住 （得2：23 ）。



神恩領路得相遇至近親屬波阿斯於田間（2:1-23）

得2:1-3的「對襯」結構：
A                       1a      以利米勒的親族中

B               1b      有一個人名叫波阿斯
C        2b      容我往田間去

D   2c      我蒙誰的恩，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
C1     2d-3a   女兒啊，你只管去！路得就去了

B1           3d      她恰巧到了波阿斯那塊田裏
A1                     3e      以利米勒本族的人

解決問題一：

生命，
的確神人合作成圓；
神的旨意和人的自由意志都在其中
交錯互為影響生命的過程和依歸。



.  情節三、解決問題二：

拿俄米獻策為路得尋安身之處（3:1-18）

a.專一在波阿斯的田中拾取麥穗（得2:22）

b.膽大心細的為路得謀計尋找安身之所（得3:1-4）



拿俄米說：「我不當為你找個安身之處，
使你享福嗎？」（3:1）

…：“女兒啊，我不是應當為你找個歸宿，
使你得到幸福嗎？（聖經新譯本）

希伯來原文：（3:1）是安息的意思，

但在此處譯為「安身之處」，
原文的意思是「藉婚姻而得的一種安憩的狀況。」

婆婆說：「你只管安坐等候，看事怎樣成就，
因為那人今日不辦成這事必不休息。」3:18

（KJV）「shall I not seek rest for thee, 
that it may be well with thee?」 3：1

「 until thou know how the matter will fall:
for the man will not be in rest, 

until he have finished the thing this day.」 （3:18）



波阿斯對路得的稱讚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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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滿得祂的賞賜」

（2：12）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蓋我」
（3:9），

意為求親之意

其中「衣襟」（skirt）
和 翅膀」（wings） 希伯來原文都是同一個字。

路得說波阿斯是她的「有買贖權近親」



1.建構一個新景象：
要為路得尋找「安身之處」，透過婚姻的方
法解決婆媳未來生活和依靠的危機。

2.批判新景象：
波阿斯是有買贖權的至親

3.抉擇與委身：
例如拿俄米要路得夜間上禾場（得3:2-5），

其作法是有風險的。



罕病天使楊玉欣

罹患罕見疾病
「三好式遠端
肌肉無力症」

信仰上帝 不因生病局限自己

「凡事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要預設結果，將結局交給神，
得失心就不會那麼重。很多事情是無法掌握的，
只要在每個過程都盡力了，瞭解自己的努力，也可以過得快樂些。」

為罕見疾病者謀福利



情節四、結局：

屬神家庭得著圓滿（4:1-22）



「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 ，
因為 婦女稱頌神的作為

祂今天沒有斷絕你有買贖權的近親，
（指4:17的俄備得）

願他在以色列中揚名。
（聖經新譯本 4:14）
他必甦醒你的生命，

養你的老，
因為他是愛你的媳婦所生的；

有她比有七個兒子更好。」（4: 15）
拿俄米把孩子接過來，
抱在懷中，作他的養母。（4:16）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懷中，作他的養母。」

（4:16）

鄰舍的婦人說： 「拿俄米得孩子了！」
就給孩子起名叫俄備得。

這俄備得
是耶西的父，

耶西是大衛的父。
（4:17）

「對比」手法，從第一章的「失」---- 到第四章的「得」
「剩下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1:5下）

鄰舍的婦人說：「拿俄米得孩子了！」（4:17上）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

「上帝衡量我的人生，不是用金錢，
而是我可以幫助多少 人，變成更好
的人」。

1. 如何使工作生涯成功、快樂？
2. 如何讓自己與配偶、兒女、

朋友的關係成為快樂的泉源？
3. 如何堅守原則以免除牢獄之災？

創新學



傳3：10我見上帝叫世人
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
經練。11上帝造萬物，
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
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
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
為，人不能參透。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