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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是肥沃山崗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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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杏。 
 

盧德:白冷故事 
翟鳳玲 

無花果樹下 2015年3月3日 

 



由於無水泉，新銅器時代始製作蓄水池，
使人可能居住，稱為Lakhama女神之家。 
 
後來有說白冷之意是：「麵包之家」 
 
聖誕大殿原址的客納罕城市曾出土銅鐵器
時代陶作。 



創35:18辣黑耳[聖祖雅各伯的愛妻]
將要斷氣快死的時候，給他起名叫
本敖尼[我的苦兒]；但他的父親卻
叫他本雅明[我的幸運兒]。 
19辣黑耳死了，葬在去厄弗辣大， 
即白冷的路旁。 
20雅各伯在她墳上立了一塊碑； 
這塊辣黑耳墳上的碑，至今尚存。 
48:17 



盧德傳1:1當民長執政時代， 
國內發生了饑荒。 
有個人帶了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從猶大白冷到摩阿布鄉間去僑居。 
這人名叫厄里默肋客，他的妻子名叫納敖米，他的兩個兒子： 
一個名叫瑪赫隆，一個名叫基肋雍，是猶大白冷厄弗辣大人。 
他們到了摩阿布鄉間，就住在那裏。 
後來納敖米的丈夫厄里默肋客死了，留下了她和她的兩個兒子。 
他們都娶了摩阿布女子為妻： 
一個名叫敖爾帕，一個名叫盧德；他們在那裏大約住了十年。 
瑪赫隆和基肋雍二人也相繼去世，只剩下了那婦人， 
沒有兒子，也沒有丈夫。 
 
 
 
 
 
 
 
 
於是她便與她的兩個兒媳打算從摩阿布鄉間起程回家， 
因為她在摩阿布鄉間聽說天主垂顧了他的百姓，賜給了他們食糧。 
 

聖經辭典及思高導言：主前3世紀七十賢士希臘文譯本已將盧
德傳文體視為傳記，排在歷史書之民長紀與撒慕爾紀之間。 
慕辣托黎書目則排在雅歌之後，哀歌之前，屬聖卷。 

傅和德：盧德書是一
部中(短)篇小說，寫
於充軍後約主前300-

250年，與約納書類
同，用意抗衡編年紀
團體的狹隘民族思想 

(厄下13:1-3)，提出
救恩惠及萬民。 



1:7當她和她的兩個兒媳，要從寄居的地方出發，取道回猶大故鄉的時候， 
8納敖米就對她的兩個兒媳說：「你們去罷！各自回娘家去！ 
願上主恩待你們，如同你們待了死者和我一樣。 
9願上主賜你們在新夫家裏，各得安身! 」於是就吻了她們； 
 
她們便放聲大哭，10向她說：「我們要同你回到你的民族中去。」 
 

11納敖米回答說：「我的女兒，你們回去罷！ 
為什麼要跟我去呢？難道我還能懷妊生子給你們做丈夫嗎？ 
12我的女兒啊，你們回去罷！你們走罷！我已老了，不能再嫁人了； 
如說我尚又希望，今夜能嫁人，也懷妊生子， 
13你們又豈能等待他們長大，持身不嫁人？ 
我的女兒啊！不要這樣， 
有了你們我反而更苦， 
因為上主已伸出手來與我作對。」 



1:14她們於是又放聲大哭。 
敖爾帕吻了自己的婆婆， 
便回自己的家鄉去了； 
盧德對婆母仍依依不捨。 
 
15納敖米向她說：「看，你的嫂子已回 
她民族和她的神那裏去了， 
你也跟你的嫂子回去罷！」 
 
16盧德答說： 
「請你別逼我離開你，而不跟你去。 
你到那裏去，我也要到那裏去； 
你住在那裏，我也住在那裏； 
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 
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 
17你死在那裏，我也死在那裏，埋在那裏； 
若不是死使我與你分離， 
願上主罰我，重重罰我！」 



1:18納敖米見她執意要與自己同去， 
就不再勸阻她了。 
於是二人同行，來到了白冷。 
 
她們一到了白冷， 
全城的人都為她們所驚動。 
婦女們驚問說： 
「這不是納敖米嗎？」 
 
20她向她們說： 
「你們不要叫我納敖米， 
應叫我瑪辣，因為全能者待我好苦！ 
21我去時富足，如今上主卻使我空空而回。 
上主責罰了我，全能者降禍於我， 
你們為什麼還叫我納敖米呢？」 
 
22納敖米同她的兒媳摩阿布女子盧德回來了， 
是從摩阿布鄉間回來的。 
她們來到白冷，正是開始收大麥的時候。 



2:1納敖米的丈夫厄里默肋客家族中 
有個親人，是有錢有勢的人， 
名叫波阿次。 
2摩阿布女子盧德對納敖米說： 
「讓我到田裏去， 
我在誰眼中蒙恩，就在誰後面拾麥穗。」 
納敖米答應她說：「我女，你去罷！」 
 
3她就去了，來到田間，在收割人的後面拾麥穗。 
可巧，她正來到了厄里默肋客家族人波阿次的田地裏。 
4當時波阿次也正從白冷來到，向收割的人說：「願上主與你們同在！」 
他們回答他說：「願上主祝福你！」 
 
5波阿次問監督收割的僕人說：「這是誰家的女子？」 
6監督收割的僕人答說：「是那由摩阿布鄉間與納敖米歸來的摩阿布女子。 
7她事先請求過：請讓我在收割的人後面拾取麥穗。 
她來到這裏，從早晨到現在，從未休息片刻。」 



2:8波阿次對盧德說：「我女，你聽我的話， 
你不要到別人的田裏去拾取， 
也不要離開這裏，要常同我的使女在一起。 
9你看僕人們在那塊田裏收割，你就跟著去， 
我已吩咐了僕人們不要難為你。 
你渴了，可到水罐那裏去喝僕人打來的水。」 
 

10盧德遂俯首至地，向他下拜說： 
「我怎樣竟蒙你如此垂青， 
眷顧我這外方的女子？」 
 

11波阿次答覆她說：「自你丈夫死後， 
你怎樣待了你的婆婆， 
以及你怎樣離開了你的父母和故鄉， 
來到這素不相識的民族中； 
這一切事，人家都一一告訴了我。 
12願上主報答你的功德， 
願你投奔於他翼下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賜與你的報答是豐富的！」 
盧德答說：「我主， 
我連你的一個婢女都不如，竟在你眼裏蒙恩， 
你竟安慰我，對你的婢女說出這樣動心的話！」 



到了吃飯的時候，波阿次對她說：「你上前來吃餅，將你的餅浸在酸酒裏。」 
她就坐在收割的人旁，波阿次遞給了她烘焙的麥穗；她吃了，也吃飽了，還有剩下的。
當她起來再拾取麥穗的時候，波阿次吩咐他的僕人說：「就連她在麥捆中拾取， 
你們也不要為難她；並且要從麥梱中，為她抽出些來，留下讓她拾取，不要叱責她。」
她在田間拾取麥穗，直到晚上，將所拾的打了約有一「厄法」大麥。 
 
她就背著回城去，教她婆婆看看她的收獲； 
又將吃飽後剩下的東西，拿出來給了她。 
她的婆婆問她說：「你今天在那裏拾麥穗， 
在那裏工作？願那眷顧你的人家蒙受祝福！」 
她就告訴她婆婆，她在誰那裏工作，並且說： 
「我今天在他那裏工作的人，名叫波阿次。」 
納敖米對她的兒媳說：「願那位從未忘卻 
對生者死者施慈愛的上主祝福這人! 」 
納敖米又向她說：「這人是我們的親人， 
且是有至親義務的人。」 
摩阿布女子盧德接著說：「並且他還對我 
說過：你要常同我的僕人在一起， 
直到收完我的莊稼。」 
納敖米向自己的兒媳盧德說：「我女， 
你更好跟著他的使女去罷！免得在別人的田裏受難為。」 
盧德就緊隨著波阿次的使女拾麥穗，直到收完了大麥和小麥。 
盧德時常與自己的婆婆住在一起。 

創38:8; 申25:5-10如果兄弟住在一起，其中一個
沒有留下兒子就死了；死者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
丈夫的兄弟應走近她，以她為妻，對她履行兄弟的
義務。她所生的長子，應歸亡兄名下，免得他的名
由以色列中消滅。若是那人不肯娶他兄弟的妻子，
他兄弟的妻子應到城門去見長老說：「我丈夫的兄
弟不願在以色列中給自己的兄弟留名，不願對我盡
兄弟的義務。」本城的長老應叫那人來，對他說明
；如他仍堅持說：「我不願娶她。」他兄弟的妻子
應當著長老的面，走到他跟前，從他腳上脫下他的
鞋，向他臉上吐唾沫說：「那不願給自己兄弟建立
家室的人，應這樣對待他。」 從此他的名字，在以

色列中，將稱為「脫鞋者的家。」 肋25; 瑪22:2 



3:1盧德的婆婆納敖米向她說： 
「我女，難道我不應為你找個安身之處，使你幸福嗎？ 
2如今你同他的使女常在一起的波阿次， 
不是我們的親人嗎？ 
看，他今夜要在禾場上簸大麥， 
3你去沐浴，抹油，披上你的外衣下， 
到禾場上去，但不要使那人認出你來， 
直等他吃喝完了， 
4到他睡覺的時候， 
你要看清他睡覺的地方； 
然後就去掀開他腳上的外衣，臥在那裏， 
他會告訴你，你所應作的事。」 
 
5盧德回答她說： 
「你所囑咐我的，我必依照遵行。」 
 

6她便下到禾場上， 
作了她婆婆所吩咐她的事。 



10波阿次說：「我女，願你蒙上主的祝福！ 
你行的仁愛，後者實勝於前者，以致貧富的少年，你都沒有跟隨。 
11我女，如今你不必害怕，凡你同我所說的，我都願為你做到， 
因為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位賢德的婦女。 
12的確，我是你的至親，不過還有一位至親，比我更近。 
13今夜你在這裏過夜，明早若他願意對你盡至親的義務，就由他盡好了!  
如果他不願意，──上主永在！我必對你盡至親的義務。你儘管睡到天明。」 
14她就在他的腳旁睡到天明。在人能彼此辨別以前，她就起來了； 
波阿次心想：「不要叫人知道有婦女來過場上。」 
15於是他說：「伸開你所披的外衣，雙手拿住！」 
她就拿著，波阿次量了六斗大麥給她，放在她肩上；她就背著回城去了。 

3:7波阿次吃了喝了，心中暢快， 
就走到麥堆旁躺下了。 
盧德暗暗地去掀開了他腳上的外衣， 
躺臥在那裏。 
8到了半夜，那人驚起，往前屈身一看， 
見一個女人睡在他的腳旁， 
9便問說：「你是誰？」 
她答說：「我是你的婢女盧德， 
請你伸開你的衣襟，覆在你婢女身上罷！ 
因為你是我的至親。」 
 



16到了婆婆那裏，婆婆就問她說： 
「我女，事情怎樣﹖」 
 
盧德就向她述說了那人對她所作的一切；
17並說：「他還給了我這六斗大麥， 
因為他向我說： 
你不要空手回去見你的婆婆。」 
 

18納敖米就說：「我女，你等著罷！ 
看這事有什麼結果； 
因為這人除非今日把這事辦成， 
必不安心。」 



3:1波阿次走上城門口，坐在那裏。 
可巧，波阿次所說的那位至親， 
正從那裏經過，他就對他說： 
「某兄，請過來，坐一坐! 」 
他就過去坐下了。 
2波阿次又由城內的長老中， 
邀請了十位，對他們說： 
「請你們在這裏坐一坐! 」 
他們就都坐下。 
 
3波阿次便對那位至親說： 
「從摩阿布鄉間回來的納敖米要賣我們兄弟厄里默肋客的一塊田。 
4我認為我應在你面前說明這事， 
並請你當著在坐的諸位及民眾的長老前，購買這塊地。 
若你願意盡你至親的義務，就盡；若你不願意盡，請告訴我知道； 
因為除你應盡這義務之外，沒有別人了；你以後就是我。」 
那人答說：「我盡。」 



4:5波阿次接著說： 
「你從納敖米手中購得田地的那一天， 
也應娶亡者之妻，即摩阿布女子盧德， 
好給死者在嗣業上留名。」 
6那位至親答說： 
「那麼我就不能盡這義務了， 
免得我的產業受害， 
你盡我應盡的義務罷！我不能盡了。」 
 
7從前在以色列中間，無論對於買賣或交易， 
為確定一事，有這樣的一個風俗： 
就是一方應脫下自己的鞋，交與另一方：這在以色列就算為證據。 
8那位至親對波阿次說：「你購買罷！」遂就脫下了自己的鞋。 
 
9於是波阿次對長老以及所有在坐的民眾說：「今天你們作證， 
我從納敖米手中購得了屬於厄里默肋客及基肋雍與瑪赫隆的一切產業； 
10同時我也取得了瑪赫隆的妻，摩阿布的女子盧德為我的妻室， 
好給死者在嗣業上留名，不叫死者的名字，在自己的兄弟和故鄉的門戶中失傳； 
今日你們為此作證！」11在城門旁的民眾和長老都回答說：「我們作證。 
願上主使這走進你家中的婦女，像似那兩位曾建立了以色列家的辣黑耳和肋阿！ 
願你在厄弗辣大昌盛，願你在白冷得享盛名！ 
12願你的家藉上主使這少婦給你所生的後裔，相似塔瑪爾給猶大所生的培勒茲的家。」



4:13波阿次遂娶了盧德， 
她就成了他的妻子。 
他走近了她， 
上主賜她懷孕， 
生了一個兒子。 
 
14婦女們就對納敖米說： 
「願上主受頌揚！ 
因為他沒有使你今日缺乏承繼者。 
願他在以色列中得享盛名！ 
15他是你心靈的安慰， 
是你老年的依靠，因為他是愛你的兒媳所生的； 
像這樣的兒媳，對你實勝過七個兒子。」 
 
16納敖米接過嬰兒來，抱在懷中，做了他的保母。 
17鄰近的婦女喊著說：「納敖米得了個兒子！」 
他們就給他起名叫敖貝得； 
他就是達味的父親葉瑟的父親。 



18以下是培肋茲的族譜：培勒茲生赫茲龍， 
19赫茲龍生蘭，蘭生阿米納達布， 
20阿米納達布生納赫雄，納赫雄生撒耳孟， 
21撒耳孟生波阿次，波阿次生敖貝得， 
22敖貝得生葉瑟，葉瑟生達味。 

瑪1:1亞巴郎之子， 
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譜： 
2亞巴郎生依撒格， 
依撒格生雅各伯， 
雅各伯生猶大和他的兄弟們； 
3猶大由塔瑪爾生培勒茲和則辣黑， 
培勒茲生赫茲龍， 
赫茲龍生阿蘭， 
4阿蘭生阿米納達布， 
阿米納達布生納赫雄， 
納赫雄生撒耳孟， 
5撒耳孟由辣哈布生波阿次， 
波阿次由盧德生敖貝得， 
敖貝得生葉瑟， 
6葉瑟生達味王。 

耶路撒冷聖母安眠堂底層穹
頂馬賽克：耶穌族譜上的六
位女姓，也是瑪利亞的預象 
 



盧４:7從前在以色列中間， 
無論對於買賣或交易， 
為確定一事，有這樣的一個風俗： 
就是一方應脫下自己的鞋， 
交與另一方： 
這在以色列就算為證據。 
8那位至親對波阿次說：「你購買罷！」 
遂就脫下了自己的鞋。 
 

谷1:7 
他[若翰]宣告說： 
 
「那比我更有力量的，
要在我以後來， 
 
我連俯身解他的鞋帶也
不配。 
8我以水洗你們，他卻
要以聖神洗你們。」 

瑪3:11 
我[若翰]固然用水洗你
們，為使你們悔改； 
但在我以後要來的那一
位，比我更強， 
 
我連提他的鞋也不配， 
 
他要以聖神及火洗 
你們。 

若1:27 
 
 
他[基督]在我[若
翰]以後來， 
 
我卻當不起解他的
鞋帶。 

路3:16 
若翰便向眾人說道
：「我固然以水洗
你們，但是比我強
的一位要來， 
 
就是解他的鞋帶，
我也不配。 
他要以聖神和火洗
你們。 





葉瑟幼子達味在白冷出生．（撒上17:12, 20:6,28） 

 

撒慕爾為葉瑟幼子達味傅油，立他為王。（撒上16） 

 

達味在白冷設防抵禦培肋舍特人（撒下23:14） 

達味的大將如約阿布等，多出自白冷 （撒下2:32; 23:14） 









撒烏耳兒子約納堂曾託辭說達味到白冷獻祭（列上16:1; 20:39），
但此聖所不可考。 

有學者認為是目前聖誕大殿所在，位於以往城墻東門， 

可眺望群山直至死海及約旦◦ 
達味由培肋舍特人手中攻下赫貝龍後，以赫貝龍為首都，後來遷都
耶路撒冷（稱達味城），故白冷又再不見經傳◦ 



主前586年，猶太人
充軍逃往埃及，與耶
肋米亞先知一起經過
白冷附近。 



 

米5:1-8 1厄弗辣大白冷！ 
你在猶大群邑中雖是最小的， 
但是將由你從我生出一位統治以色列的人， 
他的來歷源自亙古，遠自永遠的時代。 
2因此，上主必將遺棄他們，直到孕婦生產之時， 
那時他弟兄中的遺民必將歸來， 
與以色列子民團聚。 
3他必卓然屹立， 
以上主的能力及上主他們的天主之名的權威， 
牧放自己的羊群。 
他們將獲得安居，因為他必大有權勢，直達地極。 
4他本人將是和平！當亞述人侵入我們地域， 
蹂躪我們領土時，必有七個牧者，八個人民首領奮起對抗。 
5他們必用刀統治亞述，用劍管轄默洛得地。 
當亞述侵入我們地域，蹂躪我們的境域時，他必救援我們…… 

米7 仰賴上主，必有一天重建城垣 

 

米1:1; 耶26:18  摩勒舍特人 



瑪撒達堡乃大黑落德所建。 

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毀，猶太
人退守瑪撒達堡，3年後才被
羅馬軍攻破 。今日最古老德
訓篇抄卷在此出土。 



瑪2:1當黑落德為王時，耶穌誕生在猶大的白冷；看，有賢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
冷，2說：「才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那裡？我們在東方見到了他的星，特來朝拜
他。」3黑落德王一聽說，就驚慌起來，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驚慌。 
4他便召集了眾司祭長和民間的經師，仔細考問他們：「默西亞應當生在那裡。
」 



瑪2:5他們對他說：「在猶大的白冷，因為先知曾這樣記載：6『你猶大白冷啊！你在猶大
的郡邑中，決不是最小的，因為將由你出來一位領袖，他將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 
7於是黑落德暗暗把賢士叫來，仔細詢問他們那星出現的時間；8然後打發他們往白冷去，
說：「你們去仔細尋訪嬰孩，幾時找到了，給我報信，好讓我也去朝拜他。」 
9他們聽了王的話，就走了。看，他們在東方所見的那星，走在他們前面，直至來到嬰孩
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10他們一見到那星，極其高興歡喜。11他們走進屋內，看見嬰
兒和他的母親瑪利亞，遂俯伏朝拜了他，打開自己的寶匣，給他奉獻了禮物，即黃金、
乳香和沒藥。12他們在夢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黑落德那裡，就由另一條路返回自己的地
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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