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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1 章 

本章主题：信望爱的抉择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备注/参考 

观察：带领时观察题讨论约 10 分钟。 

何人?who 

  

  

何地?where 

  

何时?when 

  

  

  

何事?what 

  

何因?why 

  

  

如何?how 

  

何果? 

wherefore 

本章主要人物：家长：以利米勒。妻

子：拿俄米。儿子：玛伦、基连。儿

媳：俄珥巴、路得。 

事件发生地点：由伯利恒去摩押，再

回伯利恒。 

事件发生时间：士师记时代，出国时

间十年。回国时是开始收割大麦的季

节，约在四月中。 

主要事件： 

1.      以利米勒因家乡遭饥荒，带着妻

子和两个儿子去摩押寄居。 

2.      以利米勒及儿子死在摩押，拿俄

米丧夫丧子后，听见耶和华眷顾

自己的百姓，决定回国。 

3.      拿俄米劝两个儿妇回娘家去，或

许再嫁可得平安和保障。 

4.      两个儿媳一个选择留摩押，一个

选择跟随拿俄米回犹大地。拿俄

米和路得一同回国。 

5.      正是收割大麦的季节，约在四月

中。 

请各位再速读这章圣经一

遍后，暂时不看圣经。我

们来温习一下： 

这段圣经中有哪些人物出

现？ 

事件发生在什么时代？ 

他们原居地是哪里？在国

外住哪里？ 

  

1.      他们为什么出国？ 

  

2.      十年后为什么回国？ 

  

  

3.      拿俄米回国前给两个儿

媳的选择是什么？ 

4.      她们如何选择？ 

  

5.      这一对婆媳回国时是什

么季节? 

此章是全卷

的背景。用

这种温习问

答的方式，

一方面促进

组员观察经

文中的细

节，另一方

面较简单有

趣，慕道友

也能回答。 

  

解释：请一位预先查考后回答。解释题共讨论约 45 分钟 

是什么意思
What? 

为什么这样
Why? 

有什么影响
Wherefore? 

字词原义、

说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关

系、模拟和

对比。 

1.      拿俄米在摩押地（1：1-5） 

a. “士师秉政”的时期“以色列

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道德败坏、常遭外邦欺

凌(士 2:11-20)。 

b. “伯利恒”原意是“粮食之

家”，位于犹大中部山区。有雨

水时收成丰富，干旱则缺粮。以

利米勒因暂时饥荒即迁居拜偶像

的外邦，儿子娶外邦女子,这幷非

明智之举。 

c. “摩押”地位于死海东南边，

祖先是罗得的后代，和以色列人

有血统渊源。申命记 23:3 规定摩

1.      1：1-5  

a. “士师秉政（1:1）”

时的以色列是什么景

况？  

  

b. 以利米勒这位家长，

因伯利恒暂时饥荒就迁

居外邦，从生活和信仰

来看，你认为这是否明

智？ 

  

c. 摩押地（1:1-2）位于

何处（请看圣经地

图）？摩押人是谁的后

参士师记
2:11-20, 

17:6, 21:25 
  
  
  
  
  
  

参创世记

19:36-37。 

参 申 23：

3；士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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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人及后裔直到十代不可“入耶

和华的会”。士师记 3:14 摩押人

曾欺压以色列 18 年。 

2.      拿俄米决定归乡（1：6-7） 

拿俄米在异乡失去丈夫和两个儿

子，景况凄苦（1:3-5）。拿俄米

在外邦遭遇大苦后，因知道耶和

华仍“眷顾”自己的百姓

（1:6），且知道耶和华是一位

“恩待”人的神，决心回归。这

两个词的原意是“与人立约的神

永不改变的慈爱”（出 15:13）。 

3.      路得和俄珥巴的选择（1：8-18） 

a. 拿俄米家庭中夫妻、婆媳之间

显然彼此恩待（1:8），相处得很

好。 

  

b. 拿俄米所说不能再生子作她们

的丈夫，是以色列人“弟续兄

孀”的条例。 

  

  

c. 俄珥巴和路得面对这项重大的

选择时，俄珥巴决定留住本国、

重新敬拜摩押人偶像基抹（参王

上 11:33）；路得决定跟随拿俄米

敬拜耶和华真神。这项选择，改

变了两个同背景、同遭遇的寡

妇，走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道

路。 

d. 路得用六个“同”字表达心意:

同去、同住、同国、同神、同

死、同葬。说明了路得的决心

是： 

终身跟从，生死不离。有信、有

爱。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2:11 她

父母仍在，可以投靠），进入以

耶和华为神的国度。 

4.      拿俄米回到伯利恒（1：19-22） 

代？他们过去和以色列

人的关系如何？ 

2.      1：6-7 

拿俄米寄居外邦，一再

地遭遇不幸变故后，仅

因知道家乡有粮而决心

回归吗（6、8 节）？ 

  

  

  

3.      1：8-18 

a. 从 1:9-10 节中，可见

拿俄米家庭中夫妻、婆

媳间的关系如何？ 

b. 在 1:11-13 节拿俄米为

何说不能再生子作她们

的丈夫？这些话的文化

背景是什么？ 

c. 在（1:14-15 节）俄珥

巴和路得的选择，有什

么本质上的不同？这选

择对这两位寡妇人生道

路（生活、信仰）的影

响是什么？ 

  

d. 1:16-17 节路得的宣告

用了六个“同” 字。这

说明了她对神、对人的

决心是什么？ 

  

  

  

4.      1：19-22 

a. 从拿俄米在 20-21 节的

自述，可看出她虽然遭

遇大苦，却对神有何认

识？ 

  

  

  

  

  

  

  

  

  

  

  

  

  

  

参 申 25:5-

10 

  

  

  

  

  

  

  

  

  

  

  

  

参路得记
2:20 

  

  

  

  

参申 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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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拿俄米”的字义是“甜”，

玛拉的字义是“苦”。她知道耶

和华是全能者,“使我受了大

苦”，“使我空空的回来”，

“降祸与我”，是神掌管她的人

生，知道耶和华恩待活人死人

（2:20）。她愿凭信心回归故乡敬

拜神的民中。 

b. 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是在逾越

节之后。收割季节共七周，相当

于阳历的四月中旬到六月中旬。 

b. 1:22 所提“动手割大

麦的时候”是什么季

节？ 

  

  

归纳（主题/中心思想）：请一位预先思考后回答。综合归纳题讨论共约 5 分钟 

对神、对

己、对人、

对事物 
的关系或认

知 

1.      拿俄米和路得的认知 

拿俄米：对自己的人生，原是自

怜自艾，但因对神有正确的认

识，是一位眷顾、恩待的神，因

此选择回归信靠掌管万事万物的

神，终于在人生的尽头处看到曙

光。 

路得：这位摩押女子，原已丧夫

无子，却因信仰的认知，正确的

选择，爱的跟随，决心全人终身

信靠拿俄米的神，以致被神所选

召，列入到大卫的家谱。 

2.      信望爱的抉择。 

1.      请归纳本章中拿俄米和

路得是基于对神、对

己、对人、对事的哪些

认知（conviction），作

出改变一生的抉择？ 

  

  

  

  

  

2.      请根据上述的认知，用

一句话归纳出本章的主

题。 

  

应用（根据综合归纳，实行在生活中）：请一两位预先思考后回答。应用题讨论共约 10 分钟 

对神、对

己、对人、

对事物 
如何改变？ 

1.      你曾作过哪一项重大的抉择，以

致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吗？你当时

的信仰，对你的抉择有什么影

响？ 

  

2.      本章中内拿俄和路得的榜样，改

变了你对神、对己、对人、对事

物的看法吗？ 

    

        

引题(引发思

考本段主题) 
一般人需作重大抉择时（例如：出国、回归、婚姻、职业等），通常考虑哪

些因素？ 

我们来看本书中的路得，如何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查经聚会时若以 90 分钟计，还包括唱诗（15 分钟），介绍新朋友和查经方法（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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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时印发给组员的讨论题目 

《 路得记 》第 1 章      
*诗歌：我一生中最大的事 
*祷告 
*读经：路得记第一章 
*简介本段经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本课记载士师记时代，家破人亡的两个寡妇拿俄米、路得，她们信仰的认知，正确的抉择，爱的跟随，流浪后的回

归，谱成了一首触动人心的乐章。 
*引题: 一般人需作重大抉择时（例如：出国、回归、婚姻、职业等），通常考虑哪些因素？ 

我们来看本书中的路得，如何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讨论题目 

观察题 
请各位再速读这章圣经一遍后，暂时不看圣经。我们来温习一下： 
这段圣经发生在什么时代？有哪些人物出现？他们原居地是哪里？在国外住哪里？为什么他们出国十年

又回国？拿俄米回国前给两个儿媳的选择是什么？她们如何选择？这一对婆媳回国时是什么季节？ 
解释题 

1.       “士师秉政”时的以色列是什么景况？参士 2:11-23，17:6，21:25。 
2.       摩押地位于何处？（请看圣经地图） 
3.       摩押人是谁的后代？参创 19:36-37。他们过去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如何？参士 3:14; 申 23:3。 
4.       以利米勒这位家长，因伯利恒暂时饥荒就迁居外邦，你认为从生活与信仰角度来看，这是否明智之

举？ 
5.       拿俄米寄居外邦，一而再地遭遇不幸变故后，仅因知道家乡有粮而决心回归吗（1:6、8 节）？从拿

俄米在 1:20-21 的自述，可看出她虽然遭遇大苦，却对神有何认识？参得 2:20；出 15:13。 
6.       从 1:9-10 中，可见拿俄米家庭中夫妻、婆媳间的关系如何？ 
7.       在 1:11-13 拿俄米为何说不能再生子作她们的丈夫？这些话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参申 25:5-10。 
8.       在 1:14-15 中俄珥巴和路得的选择，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这选择对这两位寡妇人生道路（生活、

信仰）的影响是什么？ 
9.       在 1:16-17 路得的宣告中，用了六个“同” 字。这说明了她的决心是什么？  
10.    “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22 节）是什么季节？参申 6:19。 

归纳 
1.       请归纳本章中拿俄米和路得是基于什么信仰认知（conviction），作出改变一生的抉择？ 
2.       请根据上述的认知，用一句话归纳出本章的主题。 

应用 
1.       你曾作过哪一项重大的抉择，以致改变了你人生的方向吗？你当时的信仰，对你的抉择有什么影

响？ 
2.       本章中拿俄米和路得的榜样，改变了你对神、对己、对人、对事物的看法吗？ 

*结束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