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1 Story 1：路得記 Ruth 2:2

摩押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容我往
田間去、我蒙誰的恩、就在誰的身
後拾取麥穗、拿俄米說、女兒阿、
你只管去。

And Ruth the Moabite 
said to Naomi, “Let me 
go to the fields and pick 
up the leftover grain 
behind anyone in whose 
eyes I find favor.



故事2 Story 2：路得記 Ruth 4:1-12

1 波阿斯到了城門、坐在那裡、恰
巧波阿斯所說的那至近的親屬經
過．波阿斯說、某人哪、你來坐
在這裡、他就來坐下．

2 波阿斯又從本城
的長老中揀選了
十人、對他們說
、請你們坐在這
裡、他們就都坐
下．



故事2 Story 2：路得記 Ruth 4:1-12

3 波阿斯對那至近的親屬說、從摩
押地回來的拿俄米、現在要賣我
們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塊地．

4 我想當贖那塊地的是你、其次是
我、以外再沒有別人了、你可以
在這裡的人面前、和我本國的長
老面前說明、你若肯贖就贖、若
不肯贖就告訴我．那人回答說、
我肯贖。



故事2 Story 2：路得記 Ruth 4:1-12

5 波阿斯說、你從拿俄米手中買這

地的時候、也當娶死人的妻摩押

女子路得、使死人在產業上存留

他的名。

6 那人說、這樣我就不能贖了、恐

怕於我的產業有礙、你可以贖我

所當贖的、我不能贖了。



故事2 Story 2：路得記 Ruth 4:1-12

7 從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奪甚麼事、

或贖回、或交易、這人就脫鞋給

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為證據。

8 那人對波阿

斯說、你自

己買罷、於

是將鞋脫下

來了。



故事2 Story 2：路得記 Ruth 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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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又娶了瑪倫的妻摩押女子路得

為妻、好在死人的產業上存留他

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鄉滅

沒、你們今日可以作見證。



故事2 Story 2：路得記 Ruth 4:1-12

11 在城門坐著的眾民和長老都說、

我們作見證、願耶和華使進你家

的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

結、利亞二人一樣．又願你在以

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恆得名聲．

12 願耶和華從這少年女子賜你後

裔、使你的家像他瑪從猶大所生

法勒斯的家一般。



什麼是屬靈的次序
What is the Spiritual Order?

▪ 在屬靈的權柄下，神的命令得以
施行

Under the 
spiritual 
authority, God’s 
commands can be 
fulfilled.



什麼是屬靈的次序
What is the Spiritual Order?

1.自我管理 Self-government:箴言 Prov.16:32

2.家庭The family : 弗Eph. 5:21-6:4; 西Col. 3:18-21

3.職場The marketplace :弗Eph. 6:5-8;西Col. 3:22-25

4.政府 The civil 

government: 
羅 Rom. 13:1-7

5.教會The Church: 

來Heb. 13:17







在教會裡的屬靈次序Spiritual Order in Church

希伯來 Heb. 13: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
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好
像那將來交賬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
時候有快樂
、不至憂愁
．若憂愁就
與你們無益
了。



1.領袖團隊 A Leadership Team

希伯來 Heb. 13: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
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

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

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

Team ministry as God’s pattern for leadership

▪ 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領袖團隊

▪ 以神的領導方式作為團隊的事奉模式

A group of leaders rather than just 
one person: “plurality( 複數)”



2.領袖的責任Responsibilities of the Leadership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

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人．你們要使他

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

帶出合一

希伯來 Heb. 13:17 

vision， values, action plans， correction，
problem solving，financial and administrative 
issues, etc.    ==》 unity

▪ 引導/管理: 帶領 Rule over: Lead

➢異象, 價值， 執行計劃,更正, 解
決問題, 財務和管理事務等等



成為遮蓋

2.領袖的責任Responsibilities of the Leadership

▪ 儆醒看顧 ：看顧羊群
Watch over ：to oversee the souls of believers 

➢神話語的餵養，指出罪和盲點，
提供諮詢，提防豺狼，照顧軟弱
肢體等等

feed them with the Word, 
address sins and blind spot, 
provide counsel, watch for 
wolves, minister the weak 
and sick, etc.
==》covering



忠心良善僕人

2.領袖的責任Responsibilities of the Leadership
希伯來 Heb. 13: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

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人．你們要使他

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

▪交賬：可依靠，負責任，殷勤，
有愛心

Give account: to be 
accountable, responsible , 
faithful, diligent and loving ==》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s



3.羊群的責任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lock
希伯來 Heb. 13: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
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
醒、好像那將來
交賬的人．你們
要使他們交的時
候有快樂、不至
憂愁．若憂愁就
與你們無益了.



3.羊群的責任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lock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
長老、當以為配受
加倍的敬奉．那勞
苦傳道教導人的、
更當如此。

▪ 依從：配合 Obey: cooperate

▪ 順服：從心底去做
Be submissive: do from heart

▪ 使他們：給予尊榮
Let them: give honor (提前 1 Tim. 5:17)



4.活在屬靈次序中帶來祝福和恩典
Living in the Spiritual Order Brings Blessing and Grace

路得 Ruth 2:11-18
11 波阿斯回答說、自從你丈夫死

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並你離

開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的民

中、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了。

12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

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翅

膀下、願你滿得祂的賞賜。



Living in the Spiritual Order Brings Blessing and Grace

路得 Ruth 2:11-18
13 路得說、我主阿、願在你眼前

蒙恩、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使女、
你還用慈愛的話安慰我的心。

14 到了喫飯的時候、波阿斯對路
得說、你到這裡來喫餅、將餅蘸
在醋裡。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邊
坐下、他們把烘了的穗子遞給他、
他喫飽了、還有餘剩的。

4.活在屬靈次序中帶來祝福和恩典



Living in the Spiritual Order Brings Blessing and Grace

路得 Ruth 2:11-18

15 他起來又拾取麥穗、波阿斯吩咐
僕人說、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麥穗
也可以容他、不可
羞辱他。

16 並要從捆裡抽出些
來、留在地下任他
拾取、不可叱嚇他。

4.活在屬靈次序中帶來祝福和恩典



Living in the Spiritual Order Brings Blessing and Grace

路得 Ruth 2:11-18
17 這樣、路得在田間拾取麥穗、

直到晚上、將所拾取的打了約有
一伊法大麥．

18 他就把所拾取的
帶進城去、給婆
婆看、又把他喫
飽了、所剩的給
了婆婆。

4.活在屬靈次序中帶來祝福和恩典



Living in the Spiritual Order Brings Blessing and Grace
路得 Ruth 4:13 … 17 

So Boaz took Ruth and 
she became his wife. 
When he made love to 
her, the LORD enabled 
her to conceive, and she 
gave birth to a son.

13 於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與他同

房、耶和華使他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4.活在屬靈次序中帶來祝福和恩典



Living in the Spiritual Order Brings Blessing and Grace
路得 Ruth 4:13 … 17 

17 鄰舍的婦人說、拿俄米得孩子了．
就給孩子起名叫俄備得、這俄備得
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衛的父。

The women living there 
said, “Naomi has a son!” 

And they named him Obed. 
He was the father of 
Jesse, the father of 

David.

4.活在屬靈次序中帶來祝福和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