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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拣选她的目标，使用她的权利，  

寻找她的安息，并得着赏赐来为着神的经纶  

读经：得一~四 

周 一 

壹 士师记是一卷以色列惨痛历史的书，黑暗而腐臭；路

得记是士师记的附录，记载一对夫妇佳美的故事，明

亮而芬芳；这故事里的主角—路得—犹如荆棘中长出

的百合花，又如黑夜里明亮的星—得一~四。 

贰 路得记一章说到以利米勒偏离神经纶中的安息（1~2），

拿俄米归回神经纶中的安息（3~7、19~22），以及路

得拣选她的目标（8~18）： 

一 路得记是一卷安息的书；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基督作我

们的安息，由迦南美地所预表—申十二 9，来四 8~9： 

1 神在第七日安息了，因为祂达到了祂所愿望的；神的心

愿是要在地上得着人在祂的形像上彰显祂，并有祂的

管治权代表祂—创一 26~28，罗八 28~29，林后三 18，

罗五 17、21，启五 9~10，二二 5。 

2 在旧约里，美地是安息，因为圣殿能建造在那里；圣殿

是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终极的完成；神有了圣殿，就能

为着祂的国度、管理和行政，得着祂的彰显和代表—

王上八 1~11。  

3 基督作众圣徒的安息，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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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召会时代，属天的基督，就是那彰显、代表并满

足了神的一位，歇了一切的工，坐在诸天之上神的

右边，现今在我们灵里是我们的安息；祂作我们的

安息，乃是我们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太十一

28~29。 

b 在千年国里，撒但从地上除去之后（启二十 1~3），

神要因基督和得胜的圣徒，而得着彰显、代表并满

足；然后基督连同国度，将是得胜圣徒更完满的安

息，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4、6），有分于并享

受祂的安息。 

c 在新天新地里，所有的仇敌，包括最后的仇敌，死，

都被基督征服之后（林前十五 24~27），祂这位全

胜者，将是神所有赎民最完满的安息，直到永远。 

周 二 

二 以利米勒离开美地，意思是他偏离了神经纶中的安息，

使自己与神的经纶断绝；他从犹大（美地最好的部分—

创四九 8~10，出三 8下，申八 7~10）的伯利恒（要来之

基督的出生地—弥五 2，路二 4~7），偏离到摩押这拜偶

像之地（士十 6）。 

三 拿俄米回到圣地，就是从摩押这拜偶像之地回到犹大这

以马内利之地（赛八 8），到了伯利恒这基督出生之地（得

一 19上、22下）；她带着她的儿媳路得回来；路得是神

赐给她的，为着完成神关于基督的经纶（22上）。 

四 路得所拣选的目标，乃是与神的选民一同有分于对基督

的享受；她成为基督重要的先祖，有助于将基督生到人

类里；这乃是她拣选神和神的国，使神关于基督的经纶

得以完成—太一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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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周四 

叁 路得记二章说到路得这位从异邦背景归向神的人，使

用她的权利，好有分于神选民产业的丰富出产： 

一 路得按着她那寄居者、穷人和寡妇的三重身分，使用她

的权利，拾取收割时所遗落的；她拾取麦穗不是她的乞

讨，乃是她的权利。 

二 关于收割庄稼的事，神的条例乃是：以色列人若将田角

和收割时所遗落的留给穷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耶和

华就要赐福与他们—利二三 22，十九 9~10，申二四 19。 

三 波阿斯顺从这条例，由此见证他对耶和华大有信心；在

神的主宰权柄之下，这条例似乎是为路得一人写的。 

四 路得来到美地以后，就有权利享受那地的出产；照样，

我们信入基督以后，也有权利享受祂作我们的美地；路

得使用她的权利，得着并据有美地的出产，这表征我们

信入基督，在我们与祂“联合”的灵里（罗八 16，林前

六 17）与祂有生机的联结之后，就必须开始追求基督，

以得着、据有、经历并享受祂（腓三 7~16）。 

五 路得记描绘罪人有分于基督并享受基督的路、地位、资

格和权利；照着神的定命，我们信入基督的人有资格和

地位，可以支取我们享受基督的权利（西一 12，启二 7，

二二 14）。 

六 路得记这个故事是可爱、感人、折服人并征服人的；在

二章这芬芳的故事里，含示四个预表： 

1 波阿斯大有财富（1），预表基督富于神的恩典（林后

十二 7~9）。 



                                   65 
 

第十周 • 纲目 

2 神应许之美地的田（得二 2~3），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

祂是一切属灵神圣出产的源头，作神选民的生命供应

（腓一 19~21上）。 

3 大麦和小麦（得二 23）预表基督是作成神和祂子民食

物的材料（利二，约六 9、33、35）。 

4 路得这摩押女子，是与神的应许隔绝的异邦罪人（申二

三 3，参弗二 12），竟然得着权利有分于神选民收割

时所遗落的，这预表外邦的“狗”得着特权，有分于

神选民儿女的分落在桌子下的碎渣（太十五 21~28与

27注 1）。 

周 五 

肆 路得记三章说到路得寻找她的安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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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享福么？”—1 节： 

1 拿俄米知道，作路得丈夫合式的人，乃是波阿斯；因此，

拿俄米充当“中间人”，以促成路得结婚。 

2 真正的新约执事就像拿俄米，激动在基督里的信徒爱

祂，以祂作新郎，好接受祂作丈夫—林后十一 2，启十

九 7，二一 9~10。 

3 我们得着安息唯一的路乃是接受基督作我们的丈夫；我

们必须认识祂是我们的丈夫并接受祂作我们的丈夫，

活在与祂最亲近、最密切的接触里—林前二 9，参十六

22。 

4 我们若嫁给基督，以祂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生活就要

改变；我们会领悟，我们必须有妻子的贞洁，并且会

学习如何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和人位，与祂在一里

行事为人—林后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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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得来到美地，使用她的权利享受美地丰富的出产后，

还需要一个家使她得着安息；这样的安息只能借着婚姻

而得： 

1 虽然我们得救并爱主，但我们若要得着一个家作我们的

安息，就必须嫁给主耶稣，以祂为我们的丈夫，以召

会为我们的家，在其中与祂一同生活—罗七 4，林后十

一 2，弗五 25~27。 

2 基督作我们的丈夫，召会作我们的家，合起来乃是一个

完整的单位，使我们得着正确、充分的安息（32）。 

周 六 

三 从马太一章五至六节和十六节的观点看，路得寻找她的

安息，实际上是为着家谱的延续，以带进基督。 

四 波阿斯告诉路得：“我实在是你的亲人，只是还有一个

亲人比我更近”—得三 12： 

1 在本节，路得丈夫的第一个亲人，就是路得最近的亲人，

预表我们天然的人，不能也不愿把我们从旧人的债务

（罪）里赎回（四 1~6）。 

2 波阿斯，路得丈夫的第二个亲人，预表基督，祂有分于

血肉之体（来二 14），成为我们的亲人，能救赎我们

脱离罪，恢复我们在神创造里天然之人所失去的权利，

在祂与我们神圣生机的联结里作我们的新丈夫，并娶

我们作祂的配偶，使祂得着扩增（得四 7~13）。 

伍 路得记四章说到路得得着赏赐，来为着神的经纶： 

一 路得得着赏赐为着神的经纶，其中一部分是赢得一位赎

她的丈夫；这丈夫预表基督是救赎信徒的丈夫；如今我

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有一位丈夫，祂是我们永远、现

在和每日的救赎主，搭救我们，拯救我们，救拔我们，

脱离一切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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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了赢得赎她的丈夫以外，路得也清偿已死丈夫所负的

债（1~9）；这预表信徒蒙救赎，脱离他们旧人的罪： 

1 照着罗马六章六节与七章二至四节，这已死的丈夫，就

是我们的旧丈夫，乃是我们的旧人；神造我们作祂的

妻子，但我们背叛了祂；我们丢弃祂，并且擅自取了

作丈夫的地位。 

2 我们罪恶的丈夫用许多债务缠累我们；但在我们嫁给基

督那天，我们得着了一位丈夫，祂是我们全能、无所

不能的救赎主；我们都需要基督作我们这样的丈夫，

并且该习惯地来到祂面前，简单地说，“主耶稣，我

需要你。” 

三 路得所得着赏赐的另一方面，是她成为基督家谱中重要

的先祖，带进大卫的王室，为着产生基督（得四 13下~22，

太一 5~16）；这指明她所赢得的，是包罗万有、延展无

限的，使她有地位、有资格将基督带到人类中；因此，

在将基督带到地的每一角落这条联线上，她是重要的环

节。 

四 路得不仅成为家谱中重要的先祖，为着产生基督，她也

延续神所创造的人类这条线，使基督能成为肉体；基督

的成为肉体，乃是将祂从永远里带到时间里，并将祂的

神性带到人性里： 

1 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天，都该是基督成为肉体的延

续，有基督生出来，好借着我们将基督作为那灵供应

给人，使祂生到他们里面—林后三 6。 

2 若要这事发生，我们都需要为基督说话，说出基督，并

且将基督说到人里面；这样供应基督，必然会以新陈

代谢的方式改变我们和我们所照顾的人，使我们变化

成为祂的形像—18节，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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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创二 2  到第七日，神造作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

歇了祂一切造作的工，安息了。 

来四 9  这样，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士师记是一卷以色列惨痛历史的书，黑暗而腐臭；路得记

是记载一对夫妇佳美的故事，明亮而芬芳。这故事里的主角犹

如荆棘中长出的百合花，又如黑夜里明亮的星（圣经恢复本，

得一 1 注 1）。 

路得记说到基督借着成为肉体被带到人类中，这是真安息。

因此路得记是一卷安息的书。我们会看见，路得嫁给波阿斯以

后，生了一个孩子俄备得；路得借此享受安息，得着完全的满

足，并对她的后裔有完满的盼望。后来的世代先是在大卫之下

享受安息。一千年后，他们又因主耶稣享受真安息。二千年后，

神的子民在千年国里因着基督作王，要更完满地享受这安息。

千年国后，对这安息的享受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

撒冷，直到永远。安息乃是开启路得记的钥匙（路得记生命读

经，七页）。 

信息选读 

神安息了，因为祂完成了祂的工，并且满足了。神的荣耀

得着彰显，因为人有了祂的形像；祂的权柄也即将施行，以征

服祂的仇敌撒但。只要人彰显神并对付神的仇敌，神就得着满

足而能安息。……后来第七日蒙记念为安息日（出二十 8~11）。

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神已经预备好一切给人享受。人被

造后，并不是加入神的工作，乃是进入神的安息。人受造不是为

了作工，乃是以神为满足，并与神一同安息（参太十一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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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创造的（可二 27）。……

〔创世记二章二节〕里的安息是一粒种子，在整本圣经里发展，

收成于启示录。这种子的发展包括旧约里安息日的安息（出二

十 8~11）和美地的安息（申十二 9，来四 8）、新约里主日的安

息（启一 10，徒二十 7，林前十六 2）和千年国的安息（来四 1、

3、9、11）。安息的终极完成乃是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的安

息，在那里所有得赎的圣徒都要彰显神的荣耀（启二一 11、23），

并要凭神的权柄作王（二二 5 下），直到永远（圣经恢复本，

创二 2注 1）。 

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基督作我们的安息；由迦南美地所预

表（申十二 9，来四 8）。基督作众圣徒的安息，分为三个阶段：

（一）在召会时代，祂这位属天的基督，歇了一切的工，坐在

诸天之上神的右边，现今在我们灵里是我们的安息（太十一

28~29）；（二）在千年国里，撒但从地上除去之后（启二十 1~3），

基督连同国度将是得胜圣徒更完满的安息，他们要与基督一同

作王（4、6），有分于并享受祂的安息；（三）在新天新地里，

所有的仇敌，包括最后的仇敌，死，都被基督征服之后（林前

十五 24~27），祂这位全胜者，将是神所有赎民最完满的安息，

直到永远。但这里所说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迦南美地的安息所

预表的，只该包括基督作我们安息的头两个阶段，不该包括第

三阶段。头两个阶段的安息乃是奖赏，要给那些竭力追求基督，

不仅蒙了救赎，还丰满地享受了基督，以致成为得胜者的人。

第三阶段的安息不是奖赏，乃是给所有赎民完满的分（来四 9

注 1）。 

参读：路得记生命读经，第一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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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得一16 路得说，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

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

宿；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太二 1 在希律王的日子，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在路得记一章一至二节我们看见，以利米勒偏离神经纶中的

安息。他原在美地，有其中的一分；他该留在那里。留在神所

应许并赐给的美地，乃是真安息。……以色列的安息，意即他

们的昌盛成为他们的享受与满足，乃是和他们在神的经纶里与

神之间的光景有关。以色列人离开美地，就使自己与神永远的

经纶断绝。……以利米勒的错误，是偏离了给他机会享受美地

之安息的立场，地位。他从犹大的伯利恒偏离了。伯利恒，大

卫的城，被指定为要来之基督的出生地（弥五 2，路二 4~7）。

在神眼中，伯利恒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这是神要借着成

为肉体而生为人的地方。 

犹大是以色列中君王支派的地（创四九 8~10）。在所有支

派中，没有一个支派分得的地比犹大更高。这地是神应许之地

（出三 8 下）最好的部分，美地（申八 7~10）最好的部分，以

马内利之地（赛八 8）最好的部分。以利米勒偏离这地，是何等

的错误！……以利米勒从犹大的伯利恒偏离到摩押，就是神所

弃绝并定罪的乱伦之地〔创十九 30~38，申二三 2~4〕。……摩

押也是拜偶像之地（士十 6）（路得记生命读经，六至八页）。 

信息选读 

拿俄米从摩押，拜偶像之地归回，……回到犹大，以马内利

之地。……拿俄米归回，因为她受了神的剥夺，先失去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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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失去她的两个儿子，遗留下她和两个儿媳为寡妇，没有子

女（得一 5、20~21）。拿俄米归回，也因为她听见耶和华眷顾

祂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6）。 

拿俄米带着她的儿媳路得回来〔伯利恒〕；路得是神赐给

她的，为着完成神关于基督的经纶（22上）。 

路得记一章八至十八节记载路得拣选她的目标。……拿俄

米为她两个儿媳的前途，向她们建议。她对她们说，“你们各

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像你们以恩慈待已死

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寻得安息。”（8~9

上）于是拿俄米与她们亲嘴，……然后俄珥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得紧紧随着婆婆。拿俄米对路得说，“你嫂子已经回她

本民和她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14~15）……

路得对拿俄米说，“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

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民

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

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

罚与我。”（16~17）拿俄米见路得定意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

对她说什么了（18）。 

路得所拣选的目标，乃是与神的选民一同有分于对基督的

享受；她甚至成为基督重要的先祖，有助于将基督生到人类里。

这不仅是她这位摩押寡妇的定意，更是她的目标，她的拣选。

路得拣选神和神的国，使神关于基督的经纶得以完成。为着这

样的目标，为着这样一个拣选这目标的人，阿利路亚！（路得

记生命读经，一○至一三页） 

参读：路得记生命读经，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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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利二三 22 你们收割地的庄稼时，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

拾取收割时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西一 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

徒的分。 

 

路得的丈夫死后，她有两个选择：留在摩押，或与拿俄米

一同回到以色列作外人。路得拣选往以色列地去，因为她可能

听过很多关于神、神的应许和美地的事。她所听见的好消息，

足以让她作美好的拣选。路得与拿俄米到了以色列地以后，就

使用她的权利。 

关于收割庄稼的事，神的吩咐乃是：以色列人若将田角和

收割时所遗落的留给穷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耶和华就要赐

福与他们。关于这点，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收

割地的庄稼时，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收割时所遗落的，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类似的话可见于十九章九至十节。申

命记二十四章十九节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在

田里，不可回去拾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

华你神必在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这不仅显示神

的慈爱，以及祂是何等伟大、纯良和无微不至，也显示美地丰

富的出产（路得记生命读经，一四至一五页）。 

信息选读 

神要祝福以色列人在美地上的庄稼，但这祝福有个条件—

要留些东西给穷人；百姓不可割尽田角。然而，在神借摩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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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赐关于收割之律法的条例中，并没有指定田角的大小。田角

大小在于地主对耶和华的信心。人对耶和华的信心越大，所留

的田角就越大。我相信顺从这条例，乃是波阿斯的实行。他对

耶和华必大有信心。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这条例似乎是为路

得一人写的。 

拿俄米和她儿媳路得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得一 22下）。大麦比其他谷类先成熟，预表复活的基督（约

六 9~10、56~58）。 

神是主宰一切的；在祂的主宰权柄里，祂将路得从摩押带

到伯利恒城。在路得到达那里以前，祂预备了一个富有、慷慨

的人，名叫波阿斯。……路得获拿俄米许可，去拾取麦穗（得

二 2~3）。路得求拿俄米让她往田间去，她在谁的眼中蒙恩，就

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告诉路得只管去，她就去了。她

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恰巧是在波阿斯那块田

里。 

后来，波阿斯得以认识路得（4~7）。波阿斯从伯利恒来，

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

耶和华赐福与你。”（4）波阿斯问监管收割之人的仆人关于路

得的事，仆人告诉他，她是那摩押女子，随同拿俄米从摩押乡

间回来的，请求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仆人

对波阿斯所说关于路得的话，指明他很满意路得，认为她是贞

洁、贤德的女子（路得记生命读经，一五至一六页）。 

参读：路得记生命读经，第三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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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得二 8  波阿斯对路得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

穗，……要紧随着我的使女们。 

 11~12 ……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出生

地，……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

的报答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

下，愿你满得祂的酬报。 

路得记二章八至十三节有波阿斯对路得的恩言。……路得

听见这些话，就面伏于地叩拜，问波阿斯说，“我既是外邦人，

怎么在你眼中蒙恩，使你这样顾恤我呢？”（10）波阿斯回答

说，自从她丈夫死后，凡她向婆婆所行的，并她离开父母和出

生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一切事人全都告诉他了。 

波阿斯不仅亲切地对路得说话，也对她显示慷慨（14~16）。

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叫她来吃点饼，把烘了的穗子递给她，

她就吃饱了。她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她就是在

禾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她，不可羞辱她。他又对他们说，

“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给她拾取，不可斥责她。”（16）

（路得记生命读经，一七至一八页） 

信息选读 

路得告诉拿俄米，她在波阿斯的田间拾取麦穗，拿俄米就

对她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以慈爱待活人和

死人。”（得二 20 上）然后拿俄米告诉路得，那人与她们相近，

是她们的亲人（20下）。……在二十二节拿俄米嘱咐路得，说，

“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

这才为好。”……拿俄米心里所想的，不仅要路得有分于波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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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富，得着满足，也要路得得着波阿斯作她的丈夫，并为以

利米勒的名生子。 

路得这位从异邦背景归向神的人，使用她的权利，好有分

于神选民产业的丰富出产。路得是摩押女子，来到美地作寄居

者。按着她那寄居者、穷人和寡妇的三重身分，使用她的权利，

拾取收割时所遗落的。她虽然贫穷，却从未成为乞讨者。她拾

取麦穗不是她的乞讨，乃是她的权利。 

路得记描绘罪人有分于基督并享受基督的路、地位、资格

和权利。照着神的定命，我们信入基督的人有资格和地位，可

以支取我们享受基督的权利。这意思是说，今天我们不需要乞

求神拯救我们；我们能到神那里去，为自己支取祂的救恩。我

们有地位、资格和权利向神支取救恩。这是接受福音的最高标

准。 

路得记这个故事是可爱、感人、折服人并征服人的。在二

章这芬芳的故事里，含示四个预表。……波阿斯大有财富（1），

预表基督富于神的恩典（林后十二 9）。……神应许之美地的田

（得二 2~3），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祂是一切属灵神圣出产的

源头，作神选民的生命供应（腓一 19 下）。……大麦和小麦（得

二 23）预表基督是作成神和祂子民食物的材料（利二，约六 9、

33、35）。……路得这摩押女子（申二三 3）是与神的应许隔绝

的异邦罪人（弗二 12），竟然得着权利有分于拾取神选民收割

时所遗落的，这预表外邦的“狗”得着特权，有分于神选民儿

女的分落在桌子下的碎渣（西一 12，太十五 21~28）（路得记

生命读经，一八至二一页）。 

参读：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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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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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享福么？ 

林后十一 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

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路得记三章显示路得寻找她的安息。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到

得着安息的地步。要得着安息，我们必然需要家。没有一个地

方能像家那样，给我们这么多安息。在三章拿俄米提议，甚至

推动，为路得得着一个家。 

路得所采取的步骤，符合我们属灵的经历。……借着相信

主耶稣，我们就与祂有生机的联结。如今祂在我们里面，我们

也在祂里面。有了这亲密、生机的联结，我们就必须开始追求

基督，以得着、据有、经历并享受祂。这由路得使用她的权利，

得着并据有美地的出产所预表。路得来到美地以后，就有权利

享受那地的出产；照样，我们相信基督以后，也有权利享受祂

作我们的美地。 

然而，我们拾取麦穗以后，还需要一个家，使我们得着定

居的安息。这样的安息只能借着婚姻而得。……拿俄米要找一

条路，为路得建立一个家〔1〕。路得若要得着一个家作她的安

息，就需要丈夫。拿俄米知道，作路得丈夫合式的人，乃是预

表基督的波阿斯（路得记生命读经，二二至二三页）。 

信息选读 

你与主同在的时候曾说，“主，你是我的丈夫”么？虽然

你得救并爱主，你也不会得着一个家作你的安息，直到你嫁给

主耶稣，以祂为你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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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的世代，有许多偶像，就如娱乐、运动和购物，使基

督徒变得不忠贞。似乎他们从未嫁给基督，从未真正以基督为

他们的丈夫。结果，他们从一地到一地徘徊、流荡，没有安息。 

找着我们丈夫的地方，是在我们的家，就是在召会里。在召

会里，基督是丈夫。仅仅得着丈夫并不够，我们还必须得着

家。……我们若得着基督，享受基督，并经历基督，却没有得

着召会，就仍是无家可归。所以，我们不仅必须强调基督作我

们的丈夫，也必须强调召会作我们的家。基督作我们的丈夫，

召会作我们的家，合起来乃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使我们得着正

确、充分的安息。 

拿俄米清楚知道，路得需要嫁给波阿斯。……如此，就需要

拿俄米作中间人，来推动路得和波阿斯结婚。……今天我的负

担和拿俄米一样。我在为你们寻找安息之所；而你们得着安息

唯一的路，乃是接受基督作你们的丈夫。因此，我在这里作中

间人，推动你们嫁给基督。……你不仅需要在祂的田间拾取麦

穗—你需要以祂为你的丈夫。所以，我的负担是要推动我们众

人嫁给基督。我在推动大家嫁给基督，使我们能建立一个家，

并在这家里，就是在召会里享受祂。 

没有什么比婚姻更亲密的了。以基督为我们的丈夫，是最亲

密的事。我们若嫁给基督，以祂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生活就要

改变。我们会领悟，我们必须有妻子的贞洁，并且会学习如何享

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与祂在一里行事为人。这样，我们就成为

得着基督并享受基督的人，爱祂，与祂一同留在家里，并在家

中，就是在召会中，与祂一同生活。我们若这样作，就会真正

认识在主恢复里的召会生活（路得记生命读经，二三至二五页）。 

参读：路得记生命读经，第四篇；罗马书生命读经，第一篇；

哥林多后书生命读经，第五十二至五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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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太一 5~6 ……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
西，耶西生大卫王。…… 

赛五四 5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救赎你的，是
以色列的圣者……。 

罗七 4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已经是

死的了，叫你们归与别人，就是归与那从死人
中复活的，使我们结果子给神。 

 
我们若看马太一章五至六节和十六节，就会看见路得寻找

她的安息，实际上是为着家谱的延续，以带进基督（路得记生

命读经，二八至二九页）。 

〔在路得记三章十二节，〕路得丈夫的第一个亲人，就是

路得最近的亲人，预表我们天然的人，不能也不愿把我们从旧

人的债务（罪）里赎回（四 1~6）。波阿斯，路得丈夫的第二个

亲人，预表基督，祂有分于血肉之体（来二 14），成为我们的

亲人，能救赎我们脱离罪，恢复我们在神创造里天然之人所失

去的权利，在祂与我们神圣生机的联结里作我们的新丈夫，并

娶我们作祂的配偶，使祂得着扩增（得四 7~13）（圣经恢复本，

得三 12注 1）。 

信息选读 

重要的点是，路得得着赏赐为着神的经纶，其中一部分是

赢得一位赎她的丈夫；这丈夫预表基督是救赎信徒的丈夫。唯

有基督能作我们的丈夫和我们的救赎主。……如今我们这些在

基督里的信徒有一位丈夫，祂是我们永远、现在和每日的救赎

主，搭救我们，拯救我们，救拔我们，脱离一切的难处。这是

何等的赢得！ 

路得也清偿已死丈夫所负的债（得四 1~9）。这预表信徒蒙

救赎，脱离他们旧人的罪。……波阿斯对那比他更近的亲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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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田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

路得，叫死人的名得以在他的产业上存立。”（5）那亲人回答

说，“这样我自己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损。你自己

可以赎我所当赎的，因我不能赎了。”（6）波阿斯就这样作，

清偿路得所负的债。 

照着罗马七章，这已死的丈夫，就是我们的旧丈夫，乃是

我们的旧人。神造我们作祂的妻子，但我们背叛了祂。我们丢

弃祂，并且擅自取了作丈夫的地位。我们罪恶的丈夫用许多债

务缠累我们。但在我们嫁给基督那天，我们得着了一位丈夫，

祂是我们全能、无所不能的救赎主。……我们既有祂作我们的

丈夫，就该来到祂面前，简单地说，“主耶稣，我需要你。” 

路得所得着赏赐的另一面，是她成为基督家谱中重要的先

祖，带进大卫的王室，为着产生基督（得四 13下~22，太一 5~16）。

这指明她所赢得的，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使她有地位、

有资格将基督带到人类中。因此，在将基督带到地的每一角落

这条联线上，她是重要的环节。我们都感激路得，因为没有她，

基督就无法临及我们。 

这职事的负担是要在信徒里面产生基督。这就是说，这职

事的目标不是要教导你谦卑，或仅仅在你的行为上荣耀神。……

路得不仅成为基督家谱中重要的先祖，为着产生基督，她也延

续神所创造的人类这条线，使基督能成为肉体（太一 5~16）。

基督的成为肉体是祂从永远里出来，带着祂的神性进到时间

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天，都该是基督成为肉体的延

续，有基督生出来，好借着我们将基督供应给人，使祂生到他

们里面。若要这事发生，我们都需要为基督说话，说出基督，

甚至将基督说〔到人里面〕。这样供应基督，必然会改变我们

（路得记生命读经，三二至三四页）。 

参读：路得记生命读经，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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