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路得記和以斯帖記看耶和華的掌管眷顧（二） 
 

從貌似巧合的人生際遇看上帝在幕後的掌管眷顧 
（金句：「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 16:9） 

 
波阿斯初遇路得   路得記 1:22 – 2:4   
天時 
 
地利 
（「恰巧」希伯來文字面上的解釋：「機會讓她有

幸來到波阿斯那塊田裡。」（箴言 16:9） 
人和 
 
*天時、地利、人和都由誰掌管？ 

 

2:5-12 
路得的人品怎樣？ 
對婆婆？ 
對工作的態度？ 
管工對她的看法？ 
波阿斯是個怎樣的人？ 
對員工的態度？（當時常用的祝福語：願你平安） 
對這個外族寡婦的態度？ 
他對路得有什麼認識？v11-12 
他列出路得做過的什麼事？當中哪一件事最重要？ 
波阿斯的母親是誰（馬太 1:5）？她也曾有同樣的
經歷嗎？你猜波阿斯知道嗎？ 
波阿斯怎樣祝福路得？（詩篇 91:1、4 上）誰可以
得到耶和華的蔭庇和賞賜？（詩篇 57:1） 
*你面對困境時投靠誰？* 

 

2:13-18 
路得怎樣在波阿斯眼前蒙恩？（一伊法=22公升，
足夠十天的糧食） 
V19-23 
拿俄米對路得這天的經歷有什麼反應？ 
比較 1:20-21；當時拿俄米為什麼埋怨耶和華？當
時令她埋怨的環境有改變嗎？ 
2:20拿俄覺得耶和華對她們怎樣？ 
「活人」指誰？「死人」指誰？ 
波阿斯的身份有什麼特別？ 
「可以贖產業的至親」《和修版》有什麼責任？ 
贖產：利未記 25:25；贖人：利未記 25：47-49《和
修版》；接受賠償：民數記 5:8；娶寡婦為兄弟留
後：申命記 2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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