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夏季訓練 -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結晶讀經   

第十一篇 

波阿斯與路得豫表基督與召會 
(Boaz and Ruth Typifying Christ and the Church) 

在約書亞記至路得記這段以色列人歷史的開始和結束，有兩個顯
著的人物豫表基督；這兩個人就是約書亞和波阿斯，他們表徵一
個人的兩方面(two aspects of one person)—書一1，得四21～22： 

在開始時，約書亞豫表基督，將神揀選的人帶進神命定的福分裏；如約書亞所
豫表的，基督已經把我們帶進美地，也爲我們取得那地，並將那地分給我們作
產業，給我們享受；基督已經爲我們得着美地，至終祂就是美地，給我們享受。 

申31:7 摩西召了約書亞來，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對他說，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要和這百姓 
            一同進入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要賜給他們的地；你也要使他們承受那地為業。 
申31:14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的死期臨近了；要召約書亞來，你們二人站在會幕裏，我好 
              囑咐他。於是摩西和約書亞同去，站在會幕裏。 
申31:23 耶和華囑咐嫩的兒子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領以色列人進我所起誓 
              應許他們的地；我必與你同在。 
書1:1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對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說， 
書1:5~6 …我…必…與你同在；…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 
               我…起誓要賜給他們的。 

在結束時，波阿斯豫表基督是我們的丈夫，作了我們的滿足。 
得4:21~22 撒門[娶喇合]生波阿斯，波阿斯[娶路得]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耶西生大衞。 

※[壹] 召會生活的始末一呈現在約書亞記至路得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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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得記，波阿斯豫表基督以下幾方面：[波阿斯=在祂裡面有力量] 
波阿斯是富有且慷慨給與的人，（二1，14～16，三15，）豫表基督有追測不
盡的神聖豐富，並且以祂全備的供應照顧神窮乏的子民(弗三8，路十33～35，
腓一19)。 

得2:1 拿俄米在她丈夫以利米勒的家族中，有一個相識的人，是個大財主，名叫波阿斯。 
得2:14 到了喫飯的時候，波阿斯對路得說，你到這裏來喫點餅，將餅蘸在醋裏。路得就 
          在收割的人旁邊坐下；波阿斯把烘了的穗子遞給她。她喫飽了，還有餘剩的。[慷慨] 
得2:15 她起來又拾取麥穗，波阿斯吩咐僕人說，她就是在禾捆中拾取麥穗，也可以容她， 
            不可羞辱她；[慷慨] 
得2:16 並要從捆裏抽出些來，留給她拾取，不可斥責她。[慷慨] 
得3:15 他又說，把你所披的外衣拿來打開。她打開了，波阿斯就量了六簸箕大麥，放在 
            她肩上，他便進城去了。[慷慨] 
弗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 
          福音傳給外邦人， 
路10:33 但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他那裏，看見，就動了慈心， 
路10:34 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客店裏照料 
              他。 
路10:35 第二天，拿出兩個銀幣，交給店主說，請你照料他；此外所花費的，我回來必還 
              你。 
腓1:19 因爲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2 

※[貳] 波阿斯豫表基督一豐富繁殖擴增豐滿 

[富有] 

路得記主題：一幅完整的表號，說到外邦的罪人(路得)，藉著基督(波阿
斯)的救贖而與基督(波阿斯)聯結，與神的選民以色列同被帶進神聖的產業。 



波阿斯是路得的親人，（得二3，三9，12，）贖回瑪倫失去的產權[長子名分] 
，並且娶了瑪倫的寡婦路得爲妻，以產生必需的後嗣，（四9～10，13，）豫
表基督救贖召會，使召會成爲祂的配偶，好叫祂得着擴增 (increase)。 

得2:3 路得就去了。她來到田間，在收割的人身後拾取麥穗，恰巧是在以利米勒家族的人 
          波阿斯那塊田裏。 
得2:20 拿俄米對兒媳說，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因為他不斷以慈愛待活人和死人。拿俄 
            米又說，那人與我們相近，是我們的親人。[路得的親人] 
得3:9 他就說，你是誰？她回答說，我是你的婢女路得。請你展開你的衣邊遮蓋你的婢女， 
          因爲你是我的親人。[路得的親人] 
得3:12 我實在是你的親人，只是還有一個親人比我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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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贖回] 
得4:10 我又娶了瑪倫的妻摩押女子路得爲妻，好叫死人的名得以在他的產業上存立，免 
            得死人的名從他的弟兄中，並從他本鄉滅沒。你們今日可以作見證。 [娶了] 
得4:13 於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爲妻，與她同房。耶和華使她懷孕，她就生了一個兒子。 
弗5:23 因爲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召會的頭；祂自己乃是身體的救主。 [得著擴增] 
弗5:24 召會怎樣服從基督，妻子也要照樣凡事服從丈夫。 
弗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爲召會捨了自己， 
弗5: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爲 
            聖別、沒有瑕疵。 
弗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召會一樣， 
弗5:30 因爲我們是祂身體上的肢體。 
弗5:32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着基督與召會說的。 
約3:29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聽祂，因着新郎的聲音就歡喜快樂；所以 
            我這喜樂滿足了。 
約3:30 祂必擴增，我必衰減。 3 



按照路得記，波阿斯贖回路得並贖回她的長子名分(birthright)；因此，他 (he, 

波阿斯)成了基督一位顯著的(notable, 著名的)先祖—得四1～17，21～22，太一5～6： 
• 你旣是弟兄，是波阿斯，就該顧到別人的基督長子名分，不該單顧自己的長子名分；
換句話說，你不傴該顧到自己對基督的享受，也該顧到別人對基督的享受。 

彼前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 假定在召會生活中有些親愛的聖徒成了像路得一樣，失去了對長子名分的享受，就是
對基督的享受，我們需要在召會生活裏有許多波阿斯，把這些親愛的聖徒帶回對基督
的享受裏。 

• 路得記告訴我們，有另一個親屬與路得的關係比波阿斯更近，但那人自私自利，只顧
自己的長子名分： 

有些弟兄該顧到召會生活中像可憐的『路得』那樣的人，但他們在對基督的屬靈享受
上很自私(selfish)—結三四2～23。 

結34:2 人子阿，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說豫言，攻擊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 
            的牧人有禍了！他們只知牧養自己。牧人豈不當牧養羣羊麼？ 
結34:3 你們喫脂油、穿羊毛、宰肥壯的，卻不牧養羣羊。 
結34:4 瘦弱的，你們沒有養壯；有病的，你們沒有醫治；受傷的，你們沒有纏裹；被逐 
            的，你們沒有領回；迷失的，你們沒有尋找；但用強力嚴嚴的轄制。 
結34:5 因無牧人，羊就分散；旣分散，便作了田野一切走獸的食物。 
結34:20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親自在肥羊和瘦羊中間施行判斷。 

有人是真波阿斯，在對基督的享受上是豐富的，他願意付代價，將那樣的聖徒帶進對
基督完滿的享受裏；藉着這樣牧養別人，他就對基督有更多的享受，甚至對基督有最
大的享受；一天過一天(day by day)，我們該顧到別人對基督的享受—徒二十35。 

箴11:25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彼前5:2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羣羊，按着神監督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不是爲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於熱切； 4 



那些成爲像波阿斯的人，在召會生活乃是柱子（聖殿其中一根柱子名叫『波阿
斯』—王上七21）；在聖經裏，柱子是神建造的標記、見證，神的建造乃是藉
着(through)在(in)實行(practice, 操練)身體生活中被變化(transformation)而成的： 

王上7:21 他將兩根柱子立在殿廊前頭：右邊立一根，起名叫雅斤；左邊立一根，起名叫 
                 波阿斯。 
啓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 
   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 
            ，都寫在他上面。 

• 那些在召會生活中是柱子的人，乃是一直在神的審判(銅)之下，領悟他們是在肉體裏
的人，一無價值，只配死與埋葬—詩五一5，出四1～9，羅七18，太三16～17： 

我們必須(must)斷定自己是一無所是的，只彀資格釘死；我們無論是甚麼，都是因着神
的恩，並且勞苦的不是我們，乃是神的恩—林前十五10，加二20，彼前五5～7。 

信徒中間的分裂和不結果子，都是因爲沒有銅，沒有甚麼是經過神審判的；反而有驕
傲、自誇、自我表白、自我稱義、自我稱許、自找藉口、自義、定罪別人、規律別人，
而不牧養人、尋找人—太十六24，路九54～55。 

我們愛主並經歷祂是那樣子像銅的人，（結四十3，）祂就成爲我們超凡的愛、極廣的
寬恕、無上的信實、盡致的卑微、絕頂的純潔、至聖至義、光明正大—腓四5～8。 

• 殿裏柱子的柱頂有『裝修的格子網〔如格子架〕和擰成的鍊索形成的花圈』；表徵錯
綜複雜的光景，而那些在神建造中作柱子的人，在其中生活並承擔責任—王上七17。 

• 柱頂上有百合花和石榴—王上七18～20： 
百合花表徵信靠神的生活，就是憑神之於我們的所是，不憑我們的所是而過生活；銅
的意思是『不是我』，百合花的意思是『乃是基督』。[林前十五10] [加二20] 
柱頂花圈上的石榴，表徵那作生命的基督之豐富的豐滿、豐盛、美麗和彰顯。 
藉着格子網的除去和擰成之鍊索的限制，我們就能過信靠神的單純、簡單生活，彰顯
基督神聖生命的豐富，爲着神在生命裏的建造。 5 



 球狀柱頂 

    有裝修的格子網和 

    擰成的鍊索形成的花圈 

    石榴 

 

 
 銅柱 一直活在神的審判(銅)之下「不是我」 

 百合花柱頂 信靠神的生活 
「乃是基督」 

錯綜複雜的光景 

那作生命的基督之豐富的
豐滿、豐盛、美麗和彰顯 

百 
合 
花 

石榴 
6 

柱頂徑 

https://www.ebaomonthly.com/e
bao/readebao.php?a=20060222 

毛茛科 
植物類 

[憑信而活] 

[承擔責任] 

[彰顯生命的豐富(滿)] 

2 
+ 
3 

[審判我們自己] 
不自我表白  不自我稱義 
不自我稱許  不自我原諒 



在這明亮而芬芳的故事裏，路得在以下幾方面豫表召會： 
路得在神的創造裏，在亞當裏是女人[女人的地位]，在人的墮落裏是摩押女子

[一個罪人]，而成了舊人，具有這兩面，豫表召會在得救之前，是神創造裏的
人，也是在人的墮落裏的罪人，乃是『我們的舊人』[瑪倫之妻+摩押人]。 

羅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路得是寡婦，死了丈夫[瑪倫]，爲波阿斯所贖回；波阿斯清理了路得已死丈夫
的債務，恢復她已死丈夫所失去的產權；（得四9～10；）因此路得豫表蒙了
基督救贖的召會，而召會的舊人乃是已經被釘十字架的丈夫；（羅七4上，六
6；）基督清理了召會舊人的罪[贖回] ，（約一29，）好恢復[重生]神所創造而
墮落之天然人所失去的權利。（創一26，賽五四5。） 

路得被波阿斯贖回以後，成了他的新妻子(得四13)，豫表召會得救以後，因着
召會天然的人得了重生(約三6下)成了基督的配偶 [新婦妻子] (29上，羅七4)。 

羅7:4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着基督的身體，向着律法也已經是死的了，叫你們 
          歸與別人，就是歸與那從死人中復活的，使我們結果子給神。 

路得揀選跟隨(choosing to follow)拿俄米到以色列地(得一16～17)，並與波阿斯聯
結 (united to)，豫表外邦罪人聯於 (attached to)基督(林後一21)，使他們有分
(partake)於神應許的產業(inheritance)(弗三6)。 

得1:16 路得說，不要催我離開你回去不跟隨你。你往那裏去，我也往那裏去；你在那裏 
            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林後1:21 然而那把我們同你們，堅固的聯於(attach with unto)基督，並且膏了我們的，就是神； 
弗3:6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着福音得以同爲後嗣，同爲一個身體，並同爲應許的 
          分享者； 

※[參] 路得豫表召會一天然墮落光景歸回神的定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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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 在神的創造裏 在人的墮落裏 未得救贖之前 得救贖之後 

身分 

與地位 

受造天然的人 

(藉重生得救贖) 

在亞當裏是女人 

(定命上作妻子) 

是摩押女子 

是墮落裡的罪人 

(藉了結得救贖) 

舊人 

(我們的舊人) 

(嫁瑪倫) 

新人 

基督的配偶 

新妻子 

(嫁波阿斯) 

成為基督先祖 

兩個丈夫 作主掌權 人位 兩個身分 範圍 結局 

頭一個丈夫 

(瑪倫) 

舊人 

自己 

因天然及墮落 

是舊人 
在律法之下 

舊人被暴露 

舊丈夫之罪 

成為負債者 

作罪的奴僕 

(羅6:6) 

老(舊)我 

活自己 

舊人自取/立 

為丈夫的地位 結局就是死 

第二個丈夫 

(波阿斯) 

新人 

基督 

因著重生 

而成為新人 

在恩典之下 

在靈的新樣
裡服事 

照著聯結的
靈而行 

作義的奴僕 

(羅6:18) 

新我 

活基督 

作為新人 

是基督的新妻子 

結局就是 

永遠的生命 

※路得聯於羅馬七章1至6節 [死而結婚、死而復活] 

※路得聯於神與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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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豫表基督是我們的新丈夫)和路得(豫表召會，其舊人乃是
已經被釘十字架的丈夫)的圖畫，是保羅在羅馬七章一至六節所
說的： 

在神的創造裏，人原初的地位是妻子的地位；以賽亞五十四章五節說，「因為
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我們是神的妻子，必須(must)倚靠祂，以祂爲我們的頭。 

人墮落時，取了另一個地位，就是舊人自取的地位(舊人乃是我們這個由神所
創造，卻因罪而墮落的人) [天然人+墮落]；神所造的人是妻子，但墮落的人向
神獨立，並且自立爲頭，爲丈夫[路得先前的丈夫為瑪倫]。 

我們的舊人，就是舊丈夫，旣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羅六6)，我們就脫離了他的律
法(七2～4)，並且歸與新丈夫[路得嫁給波阿斯為妻] ，就是那永活者基督。 

我們信徒有兩種身分： 
• 我們有墮落舊人的舊身分，我們的舊人離棄了信靠神之原初正確的地位，擅自取了作
丈夫，作頭，向神獨立的地位。我們有作爲重生之新人的新身分，恢復到我們作神真
正妻子之原初正確的地位，（賽五四5，林後十一2～3，）倚靠神，以祂爲我們的頭。 

我們因爲已經釘了十字架，（加二20，羅六6，）就不再有丈夫的舊身分；現
今我們只有正確妻子的新身分，以基督爲我們的丈夫，不該再憑舊人活着(不
該再以舊人爲我們的丈夫)。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 
             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爲我捨了自己。 
羅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羅7:4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着基督的身體，向着律法也已經是死的了，叫你們歸與別人 
           ，就是歸與那從死人中復活的，使我們結果子給神。 

※[肆] 路得記聯於羅馬七章一至六節 (兩個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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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七章四節，保羅將葬禮和婚禮放在一起；一面，我們埋葬了；另一面，我
們結婚了；我們照着舊身分已經是死的了，叫我們照着新身分歸與別人(another) 

；照着我們的新身分，我們歸與那從死人中復活的[基督]，使我們結果子給神。 
羅7:4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着基督的身體，向着律法也已經是死的了[葬禮]， 

       叫你們歸與別人，就是歸與那從死人中復活的[婚禮]，使我們結果子給神[繁殖擴增]。 

我們的舊人，就是舊丈夫，旣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叫我們『歸與別人，就是歸
與那從死人中復活的，使我們結果子給神』(4)；歸與 (joined to)，指明我們在
作妻子的新身分裏，在人位、名義、生命和存在上，與基督在祂的復活裏有生
機的聯結 (organic union)。 

身爲重生的新人和基督的妻子，我們一切的所是和所作，現今都與神有關，並
且祂是我們所結的果子，我們生命的滿溢；這與結果子給死(5)不同，那是從前
我們作舊人，作舊丈夫所結的。[枝子與葡萄樹的聯結 (約十五4∼5) ] 

約15:2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如今我們歸與復活的基督，祂是我們靈裏賜生命的靈；這是『那靈…同我們的
靈』(八16)聯合成爲(joined… as)『一靈』(林前六17)： 

羅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林前6:17 但與主聯合的(is joined to)[生機聯結, organic union]，便是與主成爲一靈。 

• 我們該將我們的全人轉向(turned to)並置於(set on)這聯結的靈(this joined spirit)—羅八6下。 
羅8:6 因爲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 我們也該照着(according to)這聯結的靈生活並行事爲人—4節。 
羅8: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着肉體，只照着靈而行的人身上。 
• 我們這樣活在這聯結的靈裏，就能活出基督的身體，成爲基督團體的彰顯，使三一神
得着榮耀—弗一23，三21，林前十31，彼前四11，啓二一10～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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