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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以謝 Ebenezer” (II)

(撒母耳記上 7:1-17)

邓牧師



撒上7:1-6 米斯巴更新:认罪悔改;重新立约

成為基督徒; 信主經歷 ~~米斯巴更新

为罪伤痛 (“浇水;禁食” 哀2:19; 诗22:14)

承认有罪 (“我得罪了耶和华!”;诗51:4)

离弃偶像 (“除掉诸巴力和亚斯她录” 约一5)

帖1…福音传到你们那里,…领受真道,…离弃偶
像归向神,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

你的经验?: 除偶像,专心归向神?

巴力/亚斯她录?:财,色,权神;毒酒瘾,梦,网,Ip,…

罪的奴隶(约8; 罗7): “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神的恩典 (约8):“..真理,..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受洗/浸 (CBCOC): 與神立約 (米斯巴)



撒上7:1-6 米斯巴更新:认罪悔改;重新立约

基督徒;受洗/浸 (CBCOC): 與神立約 (米斯巴)

What’s next?: Relax! 躺着干?
“The Screwtape Letters” by C. S. Lewis

“My Dear Wormwood, I note with grave 
displeasure that your patient has become a 
Christian.  Do not indulge the hope that you 
will escape the usual penalties; indeed, in 
your better moments, I trust you would 
hardly even wish to do so.  In the meantime, 
we must make the best of the situation.  
There is no need to despair; 



撒上7:1-6 米斯巴更新:认罪悔改;重新立约

基督徒;受洗/浸 (CBCOC): 與神立約 (米斯巴)

What’s next?: Relax! 躺着干?
“The Screwtape Letters” by C. S. Lewis

“hundreds of these adult converts have been 
reclaimed after a brief sojourn in the Enemy’s 
camp and are now with us.  All the habits of 
the patient, both mental and bodily, are still 
in our favor!”



撒上7:1-6 米斯巴更新:认罪悔改;重新立约

基督徒;受洗/浸 (CBCOC): 與神立約 (米斯巴)

What’s next?: Relax! 躺着干?
“The Screwtape Letters” by C. S. Lewis

“我亲爱的小鬼,听到你的病人悔改受洗,成为
基督徒,我很不高兴!不要幻想这次你会逃脱
当受的处罚,…虽然你的病人受洗,大势不妙,
但不要绝望!乃要见机行事! -- 许多成年信主
受洗的基督徒,去我们敌人的阵营中,逗了一
圈, 如今又回归我方!为何如此? 因为他们虽
然受了洗, 他们的生活习惯--不管是心理的,
或身体的--都仍旧站在我们这一边!”



撒上7:1-6 米斯巴更新:认罪悔改;重新立约
基督徒;受洗/浸 (CBCOC): 與神立約 (米斯巴)

What’s next?: 争战 (生死肉搏战)!
“他们的生活习惯…都仍旧站在我们这一边!”
“改变?成长? . . . 太辛苦了!”
“新习惯:读经,祷告,聚会,事奉,传福音,奉献

,..? . . . 别走极端, 普通信徒!”
“背十架? 舍己? . . .宣教士, 传道人!!!”

罗8 顺从肉体,必死!靠圣灵治死身体恶行,必活
耶稣:“受了洗,..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

魔鬼的试探” (马太福音 3-4)
撒上7:7-12 以色列人: 米斯巴争战



撒上7:7-12 以色列人: 米斯巴争战
v.7 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
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
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 (信仰更新/反革命)
倚靠: 祭司撒母耳 (祷告& 献祭)  4章 7章

vv.8-9 “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
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
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vv.10-11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
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
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下边.



撒上7:7-12 以色列人: 米斯巴争战
基督徒争战: 祭司撒母耳 (祷告& 献祭)?

来7:24-25 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
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
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来 2:14-15..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
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
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启12:11 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
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各 4:7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务要抵挡魔鬼, 魔
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基督徒争战: 大祭司耶稣 (祷告& 献祭)
各 4:7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务要抵挡魔鬼, 魔
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In the name of Jesus (2X),

we have the victory!

 In the name of Jesus (2x)

Satan will have to flee!

Who can tell what God can do?

who can tell his love for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Jesus, 
we have the victory! 

靠著耶穌聖名 (2X)

我們必能得勝

靠著耶穌聖名 (2X)

魔鬼必要逃竄

誰能訴盡神的作為

誰能訴盡祂的愛

靠著耶穌寶貴聖名

我們必能得勝



撒上 1-7章撒母耳兴起 : 米斯巴大复兴 (7章)
先知撒母耳 (话语):米斯巴更新 (1-6)
祭司撒母耳 (祷告/献祭):米斯巴得勝 (7-12)

士師撒母耳 (治理):以色列和平 (13-17)
13-14..非利士人被制伏,撒母耳做士师..,耶和
华手攻击非利士人…城邑..以色列人也收回.

制服仇敌; 收回失地
14 那时, 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

争战止息; 和平公约
15-17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士师:伯特利,吉甲,
米斯巴,..拉玛,..审判以色列,..为耶和华筑坛.

社会公义; 敬虔崇拜



撒上 1-7章撒母耳兴起 : 米斯巴大复兴 (7章)
先知撒母耳 (话语):米斯巴更新 (1-6)
祭司撒母耳 (祷告/献祭):米斯巴得勝 (7-12)
士師撒母耳 (治理):以色列和平 (13-17)
1) 制服仇敌/收回失地; 2) 争战止息/和平公约

3) 社会公义/敬虔崇拜
士師撒母耳 君王大卫

基督国度: 他是我们的和睦/和平的福音 (弗2)
CBCOC: 先知, 祭司, 君王 (“小撒母耳”)

12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中间,..
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立石纪念:米斯巴复兴 / “以便以谢”:帮助之石



CBCOC:米斯巴复兴? /“以便以谢”:帮助之石?
复兴的祝福: 个人, 教会, 国家
真诚悔改; 全心爱神
战胜鬼魔; 福音广传
太平盛世; 和乐融融
基督的工作: 先知, 祭司, 君王
完成救赎; 圣灵浇灌 (使 2)
我们的预备: 悔改, 信靠, 筑坛
3 “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要把外邦的神和亚
斯她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
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17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忠心筑坛; 等候天火)



立石纪念:米斯巴复兴 / “以便以谢”:帮助之石
Welsh Revival 威尔斯大复兴 (1904-1905)

Mar, 04: 主日晨祷会 (Florrie Evans,初信者)
“I love the Lord Jesus with all my heart”

Nov, 04: 周三祷告会 (Evan Roberts,神学生)
个人复兴:
1) 承认一切的罪; 2) 除去不良习惯
3) 顺服圣灵感动; 4) 公开见证基督

震憾城市: “耶和华大发雷声, . . .”
矿工喜乐勤奋; 马匹困惑怠工
法官无案可审; 洁白手套见证
警察无事可作; 组团聚会献诗



立石纪念:米斯巴复兴 / “以便以谢”:帮助之石
Welsh Revival 威尔斯大复兴 (1904-1905)

Anaheim Revival (2016)?“忠心筑坛;等候天火”
1) 追求个人复兴:

承认一切的罪; 除去不良习惯
顺服圣灵感动; 公开见证基督

2) 抓住应许呼求:
代下 7:14-15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
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

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3) 仰望浸礼/主餐: “以便以谢”/ 帮助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