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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遷出伯利恆

I. 閱讀經文

《路得記》1：1-5

II. 內容綱要

一、士師時代的背景

本書所記載的故事，發生在士師時代。指以色

列人進入迦南地安居，到掃羅被立為第一位國王之

間的歷史時代，大約有三、四百年之長。當時以色

列還沒有一個中央政府，以獨立部落或部落聯盟的

形式存在。那時以色列百姓不單外受強敵的欺淩，

《第二課》

遷出伯利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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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內部也常背離信仰，轉去敬拜偶像。以色列民

信仰不專一，道德低落，各支派之間也有紛爭，境

內一片混亂。當他們受外邦敵人欺壓太甚，無法忍

受時就呼求神憐憫拯救，耶和華他們祖先的神就顧

念垂聽，興起一位士師拯救他們脫離欺壓苦難。但

是，每當一個士師興起，只帶來短暫的復興，像是

曇花一現，之後選民又陷入黑暗之中。因為他們很

快就忘記神的大能和拯救，又再離棄神，隨從迦南

地的人膜拜偶像。這樣的負面循環重複上演，所以

士師記的作者在最後極感慨地說：「那時，以色列

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其實以
色列人忘記，他們有王，就是那位在天上的獨一真

神耶和華！並且神的命令清楚明瞭：「你要謹守聽

從我所吩咐的一切話，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

善，看為正的事。這樣，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永遠

享福。」（申 12：28）然而，他們卻仍悖逆神，「各
人任意而行」（士 21：25），任意膜拜偶像，仿
效迦南人的祭拜，不遵守摩西五經的教導為社會規

範，「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申 12：8），
而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申 12：25）

二、當時的饑荒環境

路得記第一章開頭說的「國中」，主要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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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猶大支派所在地，位於死海西邊，是神賜給以

色列選民的迦南地的一部分，被稱為「流奶與蜜之

地」。關於迦南地的美好富裕在申命記中有生動的

描述：「因為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

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水來。那地有小

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

和蜜」（申 8：7-8），並且那地「是耶和華—你

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

目時常看顧那地。」（申 11：12）本卷書的故事發
生地伯利恆更不是尋常之處。這座城市位於耶路撒

冷城的南邊，約 8公里處。城市雖小，卻在人類的
歷史和命運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人類的

救主耶穌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恆。在救主耶穌基督

誕生前的幾百年，先知彌迦就預言：「伯利恆、以

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祢

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祂的根源從

亙古，從太初就有。」（彌 5：2）所以，在舊約時代，
伯利恆也曾經叫作「以法他」。

伯利恆對以色列人有著非凡的意義，既是基督

誕生之地，也是以色列人所敬愛之大衛王的家鄉。

以色列人先祖雅各的妻子拉結也葬在這裡。路得記

的故事就在這個極有歷史價值的地方展開。除了路

得是摩押人，書中其他主要人物都是伯利恆人。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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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恆這個名字，舊約聖經的希伯來文是由兩個字組

成，分別是：「Bat、Lehem」。「Bat」是「家、房子」；
「Lehem」是「餅」或者「麵包」。所以，「伯利恆」
就是「麵包之家」，或是「糧食之家」；也就是「糧

倉」的意思。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雨水充足、出

產豐富，成為名符其實的「糧倉」。然而，在士師

秉政期間，被稱為「糧食之家」的「伯利恆」卻遭

受了饑荒。故事在這個背景下發生，伯利恆人以利

米勒一家遷出伯利恆，去摩押地躲避饑荒。

雖然當時「國中遭遇饑荒」，但我們千萬不要

以為這是自然現象，我們若按聖經背景的瞭解，以

色列國的饑荒並非源於地理位置；更可能是出於下

列因素：

1.「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這表示人
按著自己心中所喜歡的方式做任何事，卻不在乎神

的法度和心意。

2.根據神在申命記第七章及廿八章的記載，以
色列人若遵行神的話，神樂意賜下豐盛的田園之福；

但若是違背神，就會有饑荒臨到他們。正如經文所

說：「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

和華—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事奉祂，祂必按時降

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

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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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草。你們要謹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離正路，

去事奉敬拜別神。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使

天閉塞不下雨，地也不出產，使你們在耶和華所賜

給你們的美地上速速滅亡。」（申 11：13-17）但
整個士師時期，以色列民卻不斷偏離，不行正路。

此外，根據猶太拉比的解經，「當士師秉政的

時候」這話是被動式的語法，因此這句話可以被

翻譯為「士師自身被審判」（in the time when the 
judges were judged），士師們不盡職責，先該受神
審判。由此可見，士師時代的以色列人目無法紀的

任意而行，落入神的審判之中，故猶大地遭受饑荒。

三、摩押地和摩押人

摩押是一個小的王國，位於約旦河東岸和沙漠

之間，雨水充足。古時摩押地區位於今天的約旦境

內，因為物產富饒所以被稱為「巴勒斯坦的花果

園」。

摩押人是羅得被自己女兒灌醉之後，亂倫生下

來的孩子之後裔（創 19：37）。又因為他們是亞伯
拉罕的侄兒羅得的後裔，所以和以色列人有血緣關

係（創 19：36-37）。以色列人雖然沒有明文禁止
和摩押人通婚，但因摩押人信奉「基抹」（在路得

記查經影片中的「摩押石碑」，其上的文字多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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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抹」這個名字），他們不但道德敗壞，又多

次與以色列人為敵，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曠野途中

曾經賄賂貪財的先知巴蘭設法要咒詛以色列人，所

以耶和華神禁止摩押人入以色列人的會，不能進入

神的聖所參加聚會（申 23：3）。後來，在士師時
代早期，摩押王伊磯倫也曾一度轄制以色列人服事

他十八年（士 3：12-14）。

四、以利米勒這一家人（1：2-5）

「以利米勒」這個名字有「我神我王」的意思，

他的妻子「拿俄米」的名字是「甜」的意思，兩個

兒子的名字，「瑪倫」的意思是弱者，「基連」是

憔悴。以利米勒或許本來只想在摩押地暫時居留，

沒想到一住就是十年，兩個兒子還在摩押地娶了當

地的女子為妻，一個叫「俄珥巴」，意思是頸項或

硬著頸項；一個叫「路得」，意思是伴侶。

以利米勒這家人，搬離伯利恆，來到摩押地，

本是來避難的，結果卻遇到更大的災難。以利米勒

死在摩押地；後來他的兩個兒子娶了媳婦，卻還沒

有來得及生養後代，也相繼死去。一家六口只剩下

三個無夫無子的寡婦，無依無靠，生活的艱難困苦

真是無以言喻。這個家庭所遭遇的患難實在令人悲

嘆，家裡的男人全部客死異鄉，留下三位老少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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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飽嘗喪夫之痛，更要面對難以為繼的生活。在

當時的社會，一般婦女通常沒有工作的一技之長，

從父母的家中出嫁之後，就要靠丈夫或兒子養活。

當我們一開卷就讀到這樣的背景和故事時，小人物

的悲慘命運一下子抓住我們的心，對他們的遭遇，

或多或少我們都能感受到無比熟悉和同情。

這一家人所遭遇的苦難拉近了讀者的心。儘管

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經常聽聞或接觸到尋常百姓

的各式困境，但以利米勒這家人所經歷的苦難，依

然深深打動我們的心。然而，對這個家來說，怎樣

走出悲傷，活下去，還不是最痛苦的，有一個更重

大的難題擺在老寡婦拿俄米面前。因為以色列人非

常重視家族的延續，律法中有具體陳敘為死去弟兄

留後的規定，目的是為死人留存後裔，免得他的名

在以色列中被塗抹，產業無人承受。「弟兄同居，

若死了一個，沒有兒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她丈夫的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娶她為妻，與她同

房。婦人生的長子必歸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

以色列被塗抹了。」（申 25：5-6）即使這樣，以
利米勒家的情況依舊複雜，其一，以利米勒沒有弟

兄，而且兩個兒子都死了，寡婦拿俄米無人可嫁；

再者，拿俄米已過生育年齡。處在如此特殊的情況

下，這可如何是好！所以，從以色列人的傳統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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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以利米勒家族面臨滅絕、家族的地業無人繼

承，這才是更大的災難。

路得記開篇的前五節，以簡練的文筆為讀者勾

畫了，身處在遠離神並社會動蕩時期的一戶普通人

家的悲慘遭遇。當以色列的百姓都偏行己意違背神

的時候，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作為個體的普

通家庭也難免受到影響，面臨重大變故。路得記是

以女性名字命名的一卷書，與聖經中另一卷同樣以

女性為書名的以斯帖記大為不同。以斯帖記的故事

發生在波斯帝國的宮廷，涉及角色有國王、王后和

大臣。引發故事的人物動輒影響整個帝國、一個民

族，是一個宏大關鍵的歷史舞臺。神在以色列民族

的存亡關頭使用一位身分特殊的以色列女子，預備

她成為王后，使用她拯救以色列民族。這樣的場景，

與聖經歷史書中描述以色列歷史的舊約歷史書一

樣，是以我們所熟悉的視角來看待以色列歷史的宏

觀場景。但是，路得記展現的卻是平凡百姓的日常

生活，在一個民族不斷背棄神的歷史時期，神的懲

罰臨到，普通人的命運也因此受連累，嚐盡人生苦

難，以至於陷入家破人亡的淒慘境地。神是與以色

列立約的神，在祂永不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儘管祂的子民會背叛，但神的慈愛和信實卻永不離

開他們。在他們悔改歸向神時，神仍然施恩拯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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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民族。然而，當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遭

遇個人的苦難時，神也會顧念嗎？路得記給了肯定

的回答。神不但主宰人類宏觀的歷史，祂也同樣憐

憫眷顧像以利米勒這樣平凡悲慘的家庭，祂看見他

們的苦情，知道他們的需要，祂的眼目顧念他們，

祂側耳垂聽他們的禱告。因而，這卷書以獨特的角

度，藉由平凡百姓家庭為舞臺，向歷代的基督徒

展現神的慈愛、信實、憐憫，臨到普通人日常生活

的一切需要—飲食、生計、婚姻和後裔。這群和

我們相仿的人，處在無以言喻的悽苦中，他們的未

來將如何，吸引我們讀下去，我們想要知道他們下

一步路該怎麼走。感謝神！當神進入到他們的生命

中，他們平凡的故事就有了不平凡的結局。路得記

這卷書深深地安慰了我們，並給予我們對神堅定的

信心。這也是這卷書深受讀者喜愛的原因吧。

III. 影片觀賞

光碟內容「遷出伯利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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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問答討論

【填充題】

1. 在猶大、伯利恆，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
往 去寄居。（1：1）

2. 這人名叫 ，他的妻子名叫 ；他

兩個兒子，一個名叫 ，一個名叫 ，都

是 伯利恆的以法他人。（1：2）
3. 這兩個兒子娶了 女子為妻，一個名叫

，一個名叫 ，在那裡住了約有 年。

（1：4）

【經文學習】

1. 伯利恆名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什麼？請舉出伯利恆在
聖經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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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述摩押人的歷史，他們曾做過什麼違背神心意的
事？律法對以色列人和摩押人之間的來往有什麼規

定？

  
  
  
  
  
  
  

3. 以利米勒為什麼攜帶妻兒去摩押地？結果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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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分享】

1. 我們若是以利米勒，會選擇離開或是留在伯利恆？
我們能夠從屬靈的角度思考神的作為與旨意嗎？

  
  
  
  
  
  
  

2. 我們如何面對苦難？基督的信仰帶給我們什麼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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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教會生活中，我們應當如何避免「士師時代」的
軟弱？又當如何積極尋求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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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僅供小組長及主日學教師參考使用，如有需

要，請參考本書附錄之「小組長、教師使用說明」。

小組長、教師可按時間、需要酌情選用。

一、準備活動（5∼ 15分鐘）

1. 破冰／引言：
A. 請大家相互問好。如有新朋友加入，請新朋友
做簡單自我介紹。

B. 破冰遊戲：「你愛你的鄰舍嗎？」
 遊戲方法：

 a.  每八至十人圍坐成一個圓形，然後取走一
張椅子；沒有椅子的組員（或是由小組長

先開始）問某一位坐著的學員：「你愛你

的鄰舍嗎？」

 b.  如果回答：「不愛！」此時，這位組員身
旁的左右二人就必須互換座位；而站著的

人就要即刻去坐入其中一個座位。

 c.  如果回答：「愛！」則全體學員都必須即

小組查經、
主日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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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起身更換座位。

 d.  沒有坐到位子的學員，就要再找一位坐著
的學員，問：「你愛你的鄰舍嗎？」如此

循環進行遊戲四、五次。

C. 引言：小組長解釋遊戲的意義，當我們要換座
位的時候，各人心中難免著急自己會找不到位

子，這就好像以利米勒這一家從伯利恆的搬到

摩押，摩押地是他們能夠長久安身立命的地方

嗎？

2. 開始前的禱告：  
親愛的天父，當我們聚集查考祢話語的時候，求

祢祝福我們，與我們同在。懇求聖靈預備我們的

心，帶領我們認識祢的話語；並懇求聖靈開啟我

們的耳，能夠明白祢的心意，順服祢的帶領，做

一個蒙福的人。我們願從祢的話語得著能力和智

慧，活出討祢喜悅的生活，成為合祢心意的人，

做福音的管道，使他人也因我們而得祝福。我們

同心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阿們！ 

MA145A 路得記研習手冊--繁體版--166頁--135X190mm.indd   43 2017/12/8 週五   下午 1:35:12



44

路得記研習手冊

二、發展活動（40∼ 90分鐘）

I. 閱讀經文：《路得記》1：1-5

II. 內容綱要： 一、士師時代背景  
二、當時的饑荒環境  
三、摩押地和摩押人  
四、以利米勒這一家人

III. 影片觀賞：播放光碟內容「遷出伯利恆」。

IV. 問答教學： 填充題：1-3題  
經文學習：1-3題  
討論分享：1-3題

 

三、綜合活動（5∼ 15分鐘）

1. 結語：第一章一開頭說的「國中」，指南部的猶
大支派所在地，位於死海西邊，是神賜給以色列

選民的迦南地的一部分，被稱為「流奶與蜜之

地」。故事的起點在被稱為「糧食之家」的「伯

利恆」，那裡卻遭受了饑荒。城中的一個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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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聖榮耀的父神，求讓我們學會不看環境如

何，而是先尋求在困難中祢美善的旨意為何！

我相信祢在聖經上的話說：「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我願意成為一個能夠順服祢、愛祢、與祢同行

的人。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結束禱告：請小組長為大家做結束禱告*

家以利米勒決定帶領妻子和兩個兒子，離開伯利

恆，前往摩押地，逃避饑荒。他萬萬沒有想到，

自己和兩個孩子都死於他鄉，留下孤苦的妻子和

兩個摩押兒媳。

2. 課後作業：
A. 背經：「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
神。」（得 1：16b）

B. 讀經：《路得記》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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