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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讀經



撒母耳記上 4:1-22



1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以色列人出
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
人安营在亚弗. 2 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
两军交战的时候, 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
前, 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
四千人. 3 百姓回到营里, 以色列的长老说: “
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
? 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
这里来, 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 4 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 从那里将坐在
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 以利
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



5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
欢呼, 地便震动。 6 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
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
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
了营中。 7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 “有神
到了他们营中.” 又说: “我们有祸了! 向来不
曾有这样的事。 8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
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
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 9非利
士人哪，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
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
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争战。”



10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
，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
步兵仆倒了三万。 11 神的约柜被掳去，以
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

12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阵上逃跑，衣服
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 13 到了的时
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
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
人就都呼喊起来。 14 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
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
忙来报信给以利。 15 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
，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16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阵上来的，今日
我从阵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
样？” 17 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
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
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
约柜被掳去。”

18 他一提神的约柜, 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
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
，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

19以利的儿妇非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
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就猛然疼痛，曲身生产。



20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
: “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 她却不回答，
也不放在心上。 21 她给孩子起名叫以迦博
，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
约柜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 22 她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
的约柜被掳去了。”





SERMON

信息

7/17/16



“約櫃被擄 The Lost Ark”

(撒母耳記上 4:1-22)

邓牧師



撒上 1-3章: 撒母耳兴起

3:1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3:19-21 撒母耳长大了,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
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
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
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
话默示撒母耳.  4:1a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
色列地.

神話語的飢荒 神話語的豐收

撒母耳先知(讲道/教导): 舊(黑暗)      新(光明 )

4 章撒母耳话-不落空/首次/耳鸣:应验以色列
可13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路 16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



撒上 1-3: 撒母耳兴起 撒上 4-7: 大复兴来临

4:1..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 ..亚弗.

以利做士师 (4:18): 大败仗

审判: 话语稀少, 败坏领袖, 任意而行

诗 78:56-64; 耶 7:12-15 从神家起首

7:12-13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
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 “到如今耶
和华都帮助我们.” 从此, 非利士人就被制伏
,…

撒母耳做士师 (7:13): 大得胜

拯救: 话语丰收, 敬虔领袖, 全心侍主

CBCOC 大复兴?:

1.真诚悔改 2.敬畏领袖 (改选) 3.话语浇灌 (SS)



审判: “从神家起首”

4:1-11 约柜来临 (以便以谢营中)

4:12-22 约柜消息 (示罗城中)

主角:约柜 (X12)

4:4 …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耶和华的约柜抬来

神的宝座/脚凳:同在,统治,能力,拯救, 22荣耀

至圣所(唯一): 立约的话/十诫 [话语的同在]

约15:7-8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
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
我的门徒了.

荣耀教会: 话语充满, 听道行道, 多结果子



主角:约柜与争战

4:4 …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耶和华的约柜抬来

民10行走旷野 ;书3; 6 跨越约旦河,功陷耶利哥

民10:35-36 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 “耶
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
人从你面前逃跑!” 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 “
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以色列/示罗百姓..营里,长老问题 (v.3):

“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

CBCOC 牧师,长执,会员询问?

存在目的?

软弱原因?



以色列/示罗百姓,长老问题--自问自答 (v.3):

“耶和华..使我们败在..? ..将耶和华的约柜从
示罗抬到..这里来,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经验; 聪明: (约柜位置;20 miles)耶利哥重演!

马太8:8百夫长回答说: “主啊,你到我舍下我
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5-9 短期似乎有效: “欢呼..震动,..我们有祸了”

10-11至终惨不忍睹: 

“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
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仆
倒了三万. 神的约柜被掳去, 以利的两个儿子

何弗尼, 非尼哈也都被杀了!”



以色列/示罗百姓,长老问题--自问自答 (v.3):

经验; 聪明: 搬约柜

求能力: 避凶化吉; 风水, 算命,…宗教手法

福音:神的大能, 完成救赎, 神的旨意

撒母耳先知; 摩西律法: 搬人心

3:11-12..行一件事,..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
所说的话,到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

利26:14-17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
,..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

申28:15, 25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耶
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 .. 必从七条路逃
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CBCOC: 败在恶魔手下?  SBC: 负成长?

被罪捆绑,少成长,少受浸,不冷不热,没胃口,..

长老答案? --先知;律法 (圣经):

赛59:1-8 耶和华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
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
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
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
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意念都
是罪孽,..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为自己修弯曲
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

搬人心:悔改大会!

Conflicts Resolution (Sep): 别人的错?!



4:12-22 约柜消息 (示罗城中): September 11th

13..神的约柜..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 (哀号)

18..提神的约柜,以利..跌倒,..折断颈项而死.

19-20以利儿妇..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公公和
丈夫都死了,.猛然疼痛,曲身生产. 将要死..

以利家室: 一日双死 Double Jeopardy!

非利士得胜?--审判应验:“神家起首” (加 6:7-8)

你我双重危机:

来9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可1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今日以利? 罗2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
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4:21-22 以利儿妇神学眼光: “以迦博”

“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 (X2)

“Chabod”(迦博) :Glory (榮耀)

“I-Chabod” (以迦博) - No Glory (榮耀離開)

以色列改名换姓: 迦博 以迦博

出40:34-35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
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
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创35拉结难产: “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了.”

改名:便俄尼 (Trouble)/便雅悯 (right hand)

“以迦博”: 不得改名

榮耀返回复兴: 撒母耳而非以利



今日“以迦博”?
罗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迦博).

改名换姓? --以迦博 迦博
罗8..预先所定下..又召来,. 又称为义,..得荣耀.
来2..为万物所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神的“迦博”降临
约1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有恩典有
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十架上: 神的约柜被掳/榮耀離開 (赛 53)

马太27 我的神, 我的神, 為甚麼離棄我?
耶稣: “以迦博” 你我: “迦博” (西1:27)



CBCOC: “迦博教会”; 复兴快来

家庭教会早期诗歌: “撒母耳啊! 快长!”
神拣选祭司以利已旷职, 圣殿甚荒凉无祷告声音,

哈拿的祷告还愿把子献; 撒母耳啊！快长!
祭司的儿子行恶不认神, 践踏了祭物又藐视真神,

属灵的母亲祷告眼流泪; 撒母耳啊！快长!
神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祭司却不知灯台要挪去,

慈爱的天父亲自来呼召; 撒母耳啊！快长!
神约柜被掳已被敌抢去, 荣耀已离开祭司也死去,

痛苦刺透心成了奴隶民; 撒母耳啊！快长!

副：撒母耳啊！快长！（2 次)

圣殿的灯光将残已无油，撒母耳啊！快长！





Offering 奉獻

&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 198 十字架



求主使我靠十架, 在彼有生命水
寶血由十架流下, 白白賜人洗罪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 唯靠耶穌寶血

我來到主十架前, 蒙救主的愛憐
祂賜我聖靈亮光, 照亮我的心田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 唯靠耶穌寶血

# 198 十字架 1/2



求主使我依十架, 思念昔日情景
常在十架蔭庇下, 緊緊跟主前行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 唯靠耶穌寶血

儆醒等候十架前, 盼望信心加增
直到走完世路程, 天家永享安穩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 唯靠耶穌寶血

# 198 十字架 2/2





Welcome 

歡迎



DOXOLOGY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BENEDICTION

祝禱



SILENT PRAYER 默禱

POSTLUDE 殿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