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128：1 凡敬畏耶和華、
遵行祂道的人便為有福！

黃麗芬傳道



人也會在生命中留下尾流：
1、任務（Task）工作（Work)：

他完成了甚麼事？
What did he accomplish?

2、關係（relationships）:
他與人相處得如何？

How did he deal with people ?



波阿斯 Boaz 這名字，
原文字義是「迅速、活潑、
力量在他裏面。」

名實相符的人，「有能之人」
（In whom is strength）
有地位和權勢之意
聖經說他是「大財主」，
英譯「大能的財主」。
「敏捷」（Fleetness）
2：1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中，有一個人名叫波阿斯，
是個大財主。2摩押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容我往田間去，
我蒙誰的恩，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拿俄米說：「女兒啊，
你只管去。」3路得就去了，來到田間，在收割的人身後拾取
麥穗。她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塊田裏。4波阿
斯正從伯利恆來，對收割的人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
他們回答說：「願耶和華賜福與你！」



聖靈的目標，是要令我們的人格更完美，
並了解祂的心意----要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
人和完成什麼工作。～韋約翰《內在革命》

成功不是口號，沒有捷徑，
就是紮紮實實地學習成為「對」的人。 ～ Dr. Henry Cloud

http://shop.campus.org.tw/SearchResults.aspx?SearchItem=Dr.+Henry+Cloud
http://shop.campus.org.tw/SearchResults.aspx?SearchItem=Dr.+Henry+Cloud


「家」是人生命的貣點
『家』和『我』是分不
開的

一個人若能站定他的雙足，他就能夠愛得更深、戰鬥得
公平和有效，他能平衡自己的脆弱與堅韌，懂得其間的
差別，進而能夠有效運用，達成他的目標。

箴言22：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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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支派的首領，

大祭司亞倫的大舅子

(民1:7;2:3;出6:23)

可能省略多代

波阿斯對路得的恩待(得2:10)充
份顯示出他能超越家庭背景中的
黑暗面(外邦人、妓女)或傑出面
(女英雄)，接納先祖中特殊的背
景，接納自己，進而接納異己。



個人或世代都不是獨立存在的，
他們虔誠與否會受到祖先的影響，
也會把這樣的屬靈遺產傳給後代子孫。

神是世世代代的神。我們每個人，
包括波阿斯，就像漏斗窄頸，
當中流經代代的家族遺產。





1）認識 神的人有大能力為神工作
（得 2：3， 3:13，4:9-10）

2）認識 神的人對神有偉大的思想
（得2:4、12，3:13）。

3）認識 神的人為神表現大無畏的勇氣
（得 2:8-16， 3:10-11 ，得3:13，4:9-10 ）

4）認識 神的人在神裏面有極大的滿足
（得 4:11-12）

《認識神》
神學家巴刻
（J.I.Packer)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
就得富有、尊榮、
生命為賞賜。～箴言22：4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凡是這樣行的都是明智的。
耶和華該受讚美，
直到永遠。詩111：10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ll who 

follow his precepts have good 

understanding. To him belongs 

eternal praise.      Psa111:10

Humility and the fear of 

the LORD bring wealth 

and honor and life.

Pro 22:4



「敬」即認識神的尊大，
從內心真誠尊崇祂；
「畏」即對神的公義、至
聖，存著畏懼的心，在祂
面前，不敢有不正的心思，
不虔的言語，不善的行為；
因曉得神在鑑察；無論在
心思、言語、行為都是謹
慎，能合乎神的教訓。



1.要將一切榮耀歸給祂（詩102：15）；列國要敬畏耶
和華的名，世上諸王都敬畏祢的榮耀。
2.尊主為大，將生命主權交託祂並按祂所喜悅而行
3.遠離邪惡（箴3：7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
遠離惡事。8：13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
那驕傲、狂妄、並惡道、以及乖謬的口、都為我所恨
惡。）

「尊重神的
人，神必看
重他」
（撒上2:30）。



敬畏神的人，是不容易跌倒的；
他會注意生活的聖潔 。

敬畏神（得3:7-14）
1.  他顧慮到路得的名聲，且
沒有趁機佔便宜。
2.  從波阿斯的回應（得
3:10-13），隱隱約約透露出
他對路得的欣賞及憐愛。但
卻因敬畏神（遵從神的律法
要求）而願先將機會給更近
的親屬（得3:12-13）。



敬畏 神世世代代蒙福的見證：

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
夫妻都來自敬虔的牧師家族，並將信
仰世代相傳下去。

近千名子孫中，出了300名以上的
傳道人、宣教士、神學教授，140位法
官和律師，14位大學校長，120位大學
教授，60個傑出的醫生，60位著名作
家，無數個成功的企業家、國會議員、
及一位美國副總統。

約拿單愛德華茲是個家喻戶曉的屬
靈人，引發了1740年代美國東北的
「屬靈大覺醒」運動，曾任普林斯頓
大學校長。愛德華茲家族帶給美國社
會、教會、家庭的貢獻與影響，難以
估計，有目共睹！



對於以色列人來說，遵行神
的律法可以說是個敬虔的人，
是他們生活的目標。
神的恩典能力會透過
神所選召的器皿彰顯出來

成為祝福別人的人。

1.波阿斯願意照律法他的麥田開放給貧苦人（利19:9-10）。

2.雖然他憐愛路得，卻仍照律法而行，將優先權給那
位比他更近的親屬，並且在對方無意娶路得時盡

「近親代贖」的責任。

他乃是將自己的才智完全服在 神話語的權柄之下，
行事為人憑 神的話語為準則



創1：26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
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27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
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葛培理牧師
(Billy Graham Jr.)

出生於1918年11月7日。
他的妻子路得於2007年6

月安息主懷。他們共育有
五個孩子。

葛培理在對美國的最後
信息中宣講“十字架”

“世界上10大最受尊敬的人”

1、正直 ：他的行為和他的信仰一
致，他的品格和他的信息相符。

2、謙卑 ：你是來到耶穌這裏
3、憐憫 ：聆聽真正關心和愛的人
4、他堅定地站在 神這邊 ：

世界上一切的答案就在聖經裏！



波阿斯有哪些生命的特質？

1.好名聲

拿俄米對兒婦說：「願那人
蒙耶和華賜福，因為他不斷
地恩待活人死人。」（得2:20上）

神看重人生命的品質更甚於
他擁有什麼， 或能做什麼

2、謙卑：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對收割的人說：
「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得2:4）

神的原則是：軟弱中成功地造出力量。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人」～雅4:6
謙卑的人在 神那裏可以獲得無限的資源。



第二章 路得在波阿斯田裏撿麥穗

8波阿斯對路得說：「女兒啊，聽我說，不要往別
人田裏拾取麥穗，也不要離開這裏，要常與我使女們在
一處。9我的僕人在那塊田收割，你就跟著他們去。我
已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
裏喝僕人打來的水。」10路得就俯伏在地叩拜，對他說
：「我既是外邦人，怎麼蒙你的恩，這樣顧恤我呢？」
11波阿斯回答說：「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行
的，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
人全都告訴我了。12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
投靠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
。」13路得說：「我主啊，願在你眼前蒙恩。我雖然不
及你的一個使女，你還用慈愛的話安慰我的心。」



3、愛與關懷的能力：
1）言語與行動結合 （得2:11-13）

2）明處與暗中的關懷（得2:15-16）

3）細緻與週到皆備 （得2:8-9）

4）用造就的話稱讚與鼓勵路得

齊格勒說道：「責任使我們作事稱職，愛使我
們行事完美。」



在《路得記》中有個核心思想的字眼：
Hesed--慈愛有的版本翻譯為「恩」，「憐
憫」，「恩待」，「恩典」，「慈悲」，
「仁愛」，「恩惠」，「厚待」，「恩
愛」，「良善」和「信實。」
（得 1:8，2:20，3:10），
中文譯本翻成「恩待」。

這個「愛」是因神與人立約而來
的愛；它是神堅定的愛，是出於
神的信實，而不是因人的可愛。
常用在 神那種沒有條件和永不止
息的愛。



4.  有洞察力/有眼光

有眼光的領袖相信神是無所不能的大能者，
他能用「信心的眼睛」來觀察世事。

眼光也包含「樂
觀和希望」。悲
觀的人看見每一
個機會都有困難，
樂觀的人卻看見
每一個困難中都
有機會。

波阿斯鼓勵路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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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2:12）



5.  勤勞

基督徒的生命是服事的生命
主耶穌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來服事人。」（可10:45）

波阿斯雖是地主，也是個財主；但仍然和工人們一貣
工作；且夜晚在場上簸大麥和露宿打麥場（得3:2）



6.  誠信/正直 （得3:13～14）

葛理翰牧師說：「誠信正
直凝聚我們生活和事奉的
方式；我們必須不斷努力，
常保正直完整無缺。
失去財富，沒損失什麼；
失去健康，只損失身上某
些東西。但失去品格，就
全部喪失！」

正直這個字在希伯來文字根的觀念──具有某種實
在的、紮實的特質，不是虛飾的。「無可指摘」：重
點是，當我們失敗了，就說出來；正直就是不隱藏自
己的失誤，不表現得好像自己沒有犯錯。



7.  果斷的做決策

屬靈領袖要有清楚的目標和果斷的特質

得 4:9 波阿斯對長老和眾民
說：「你們今日作見證，凡
屬以利米勒和基連、瑪倫的，
我都從拿俄米手中置買了；
得 4:10 又娶了瑪倫的妻摩
押女子路得為妻，好在死人
的產業上存留他的名，免得
他的名在本族本鄉滅沒。你
們今日可以作見證



8.  有效率

充分利用機會與才能是應用時間最有效的方法

我是受造之物，
因而我必須向造物主—對我的生命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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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阿斯的名字 ：敏捷



9.  有勇氣
勇氣要針對正確的信念、
建立在道德上，
並配合自信心，
才能提昇你的表現。

勇氣就是在恐懼中
經過祈禱之後 ，
所凝聚而來的力量。

～Karl Barth

生命的寬廣度與勇氣成正比
約翰.紐曼說：「不要懼怕有一天你的生命將要終結，

乃要懼怕它從未開始過。」



神因著路得和波阿斯
向以利米勒和拿俄米
這個屬神的家庭盡
”贖業至親”的美事，
賜福了整個家庭和
整個以色列國
（得4:22，大衛王的誕生）；

到最後，成為
整個人類的祝福
耶穌基督的誕生）



9   主啊，祢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祢；
他們也要榮耀祢的名。

10 因祢為大，且行奇妙的事；
惟獨祢是上帝。

11 耶和華啊，求祢將祢的道指教我；
我要照祢的真理行；

求祢使我專心敬畏祢的名！

詩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