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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上      CCSV         10/19/14 
 

參考書：默想撒母耳記上 (陳則信, 基督徒出版社，1977) 

 
第三課  約櫃離開以色列人 (撒上 4，5，6章) 

中心信息 

   

以色列人雖然被非利士人戰敗，死傷慘重，約櫃被擄，神卻藉此使非利士人認識以色列的耶和華

 是獨一無二，滿有大能的神，叫他們驚懼。 

 

一.  得勝不在乎方法乃在乎屬靈的實際 (撒上第四章) 

     

    這一章說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爭戰，結果以色列人大遭失敗，甚至連約櫃也被擄去了。究 
   其原因，乃始終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墮落，而後才招致仇敵面前的失敗。 
 

 1.1 表面的理由和實際的原因（撒上四 1~4）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失敗以後，他們的長老研究其原因時自問說：『耶和華今日為何使我們

 敗在非利士人面前呢？』但他們並沒有禱告求問耶和華，更沒有像約書亞于艾城失敗之後，俯伏

 在地痛苦呼求直到得著神的答案。而是輕忽草率的自我檢討一下，且是用天然的智慧來答覆自己

 的問題：『我們不如將耶和華的約櫃從示羅抬到這裡來吧。』他們完全忽略了失敗的因素，其原

 因乃是由於以利家犯了大罪，以色列中有了罪惡。有罪而不肯對付，怎能在敵人面前站立

 得住呢？ 

 哦！今天教會不能得到復興，其原因也是如此！許多人雖然知道教會的光景是不對，然而俯伏在

 神面前等候尋求光照，直到神清楚的指示才起來行事者，究有幾人呢？哦！今天對教會問題討論

 研究有人，在神面前禱告，等候，卻大乏其人。想辦法有人，倚靠神指示行事，卻少有其人。許

 多人只憑外表的理由，要想方法以圖補救，卻未查出其實際的原因而悔改歸向神。這樣的情形若

 再演變下去，豈不是失敗了還要再失敗！ 

 約櫃是代表主自己，約櫃在以色列人中間，乃象徵神與人的同在，其主要意義乃是要給人求問和

 倚靠。當以色列人讓主居首位作元帥的時候，神的約櫃就帶領他們過約旦河，並使耶利哥不攻自

 陷。但以色列人卻忘了約櫃的地位和原則，究竟要利用約櫃來取得勝利，想利用神的大能來挽救

 自己的面子。哦！這是何等愚昧的舉動！ 

 我們從聖經中可以看見：禱告，奉獻，聚會等等，乃是聖徒在神面前接受祝福的通路。但在這些

 裡面如果對主沒有信靠，謙卑與順服，人在神面前就得不到什麼。今天豈不是有人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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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聚會這些活動作為崇拜的儀式麼？甚至有人以禱告，奉獻，聚會等作為一個方法，要藉此

 來復興教會，如同那個人利用約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一樣。我們必須知道，聖徒如果不肯認罪悔

 改，不肯謙卑順服，那麼要用奉獻，聚會，禱告及其他種種的方法來求復興定規是枉然的。（參

 看賽一 10~17） 

 1.2 暫時的果效和最終的失敗（撒上四 5~11） 

 『耶和華的約櫃到了營中，以色列人就大聲歡呼，地便震動。』（5 節）因著經過一次的戰敗，

 以色列的士氣已是非常下沉了，現在約櫃到了營中，眾人都大聲歡呼，甚至地也震動。我相信當

 時的長老們定規很高興說，以色列人復興了！就表面看來，方法似乎是有很大的用處，但其實際

 的情形是怎樣呢？我們都知道，他們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毫無改善的，所以最終仍是一敗塗地。 

 今天也有人用一些新奇的方法來帶領青年信徒，他們也一樣的「大聲歡呼」，甚至有時聚會的地

 方也被喊得震動起來了，如果以為這就是信徒靈的釋放與活潑，那就和當時的以色列人一樣的不

 認識神，也不認識什麼是屬靈的實際。 

 『非利士人聽見歡呼的聲音，就說，希伯來人營裡大聲歡呼，是什麼緣故呢？又說，我們 

 有禍了。向來不會有這樣的事，我們有禍了。誰能救我們脫離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 （ 6~8

 節）他們的長老所想出的辦法，不只一時提高他們眾人的士氣，抑且一時使敵人大為膽寒。噢！

 這新方法果然起了兩面的作用。由於方法有一時的功效，難怪許多神的僕人就坐下來一直在研究

 方法了，甚至不合真理的方法也拿來應用。只要青年信徒能興奮起來，連外邦人所用的方法，他

 們也拿來運用了。但是，在屬靈的境界裡，無論什麼最好的方法，都不能代替聖靈的工作。只有

 聖靈實際的運行，才能叫神的子民有真正的復興。 

 『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敗了，……神的約櫃被擄去，以利的兩個兒子何弗尼，非

 尼哈，也都被殺了。』（10~11 節）當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接觸的時候，立刻就失敗了。當時是

 大聲的歡呼，此刻卻已變為沉寂無聲，及至遍野哀鴻！哦！方法所帶來一時的興奮，現在已經完

 全看不見了，連他們所利用的約櫃也別擄去了。執行方法的首領何弗尼和非尼哈，也都一同被

 殺。神在這裡徹底的證明給我們看，方法沒有用，只有倚靠神才有用。 

 教會最大的考驗，乃在於爭戰；真正的復興，乃在於爭戰的得勝。歷代以來，最剛強的聖徒，不

 是會大聲呼喊的人，乃是能經得起試探或試煉的人。許多人在聚會中大喊哈利路亞，但回到原來

 的環境中，一經試煉，立刻就跌倒了。所以大喊大叫不一定是得勝，在引誘或苦難中能靠主站住

 才是真正的得勝。在聚會中有積極的表現，不一定是靈強；在日常生活中顯出基督美好的見證，

 才是靈裡真正的剛強。 

 一些弟兄姊妹，當他們表現最熱心的時候，實在叫別人自覺慚愧；但想不到逼迫一來，一個

 一個都跌倒，甚至有人加入反宗教的行列了。同時令人驚奇的，一些平時寂靜無聞的弟兄姊

 妹，反而在逼迫來臨時，為主忠心至死！ 這就叫我們看見，發苗快而沒有根的，是經不起太陽

 曬的。只有向下深深紮根，才能經得起風吹日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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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示羅合城滿了黑暗和死亡（撒上四 12~18） 

 示羅本來是事奉神的中心，那裡有存放約櫃的會幕，天天有獻祭和敬拜的活動，是聖民最喜歡到

 的地方。現在呢，約櫃不只被擄去，且是永遠不再回到示羅，說出神已經離棄示羅了（詩七十八

 60）。歷史告訴我們，凡是失去屬靈實際，只是外表依然和從前一樣的團體，可能是已經被神離

 棄的團體。同時以利和兩個兒子 ，及其媳婦都已相繼死亡，那本來歡樂之地，充滿著生命的城，

 現在竟一變而為黑暗和死亡的所在。其原因就在於犯罪不肯悔改所致。主曾警告以弗所教會的使

 者說：『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裡，把你的燈檯從原處挪去。』（啟二 5）主過去如何離棄

 示羅的會幕，如何挪去以弗所的燈檯，今日任何最屬靈的團體，自命為最站立場的聚會，如果一

 直自高自大，不肯認罪悔改，恐怕終有一天，難免要像示羅和以弗所的結局。 

 1.4 榮耀離開以色列（撒上四 19~22） 

 以利兩個兒子是在約櫃被擄的時候被殺，以利和他媳婦，則聽見約櫃被擄的時候猝然而死。以利

 家四個人的死，都和約櫃直接發生關係，因為以利家乃是在約櫃前事奉神的人。『這就是耶和華

 所說，我在親近我的人中，要顯為聖；在眾民面前，我要得榮耀。』（利十 3）越是親近神的

 人，神的管教顯得越嚴厲。所以神的僕人們，應當更加敬畏祂。 

 非尼哈的妻子將死的時候，替她的孩子起名叫以迦博。意思是說：『榮耀離開以色列了。』這一

 句話實在說中肯，『榮耀離開以色列了！』這是令人最傷痛的事。 

 約櫃是代表主自己，約櫃在以色列人中間，就是說榮耀的神與以色列人同在。如今約櫃被擄，就

 是神的同在離開了他們，也就是榮耀離開了以色列！這是多麼嚴重的虧損！ 

 神的子民最大的榮耀和祝福，就是神住在他們中間。教會能成為屬靈的殿，也是因為神與

 她同在。教會如果失去神的同在，教會不過是一個宗教的團體而已。一個聚會是不是代表教會，

 不是看牌子對不對，也不是看人的多少最要緊的，乃是神有沒有與他們同在。如果有人進來參加

 聚會，會後能『將臉伏地，敬拜神，說神真是在他們中間了。』（林前十四 25）那個聚會定規 

是有教會的實際。 

 一位蒙恩得救一年多，主帶領他找到一個少數人的聚會，當他進去聚會時，因滿有神的同在，叫

 他覺得那地方如同至聖所一樣。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參加那個聚會了。後來就不斷在這聚會中來

 事奉神，四十多年之久，一直享受主的同在，從這聚會中得到豐富的祝福。他多次經歷到，這聚

 會有時候特別感覺到神同在的時候，人一進到裡面，不禁要肅然起敬，安靜到一個地步，叫人決

 不敢有一點肉體的活動。因此，也就叫許多人學習過敬虔的生活。 

 唉！人是何等的敗壞，人是何等靠不住！這幾年來，大多教會聚會的光景，確是叫人太傷心了！

 正如以弗所的教會，本來在亞西亞是最強的一個教會，後來他們竟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又如保

 羅所說：『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

 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徒二十 29，30）因此許多錯謬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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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進入了他們中間。他們因不能彼此相愛，就造成多處分裂的局面。他們因不讓基督在教會總居

 首位，結果人的權柄就代替了神的權柄，這樣的情形，就造成一個事實，『榮耀離開以色列

 了！』言念及此，何等傷痛！ 

 『榮耀離開以色列了！』這是以利家一個將死的人，向眾人最坦白的一個宣告。他們不再用任何

 方法來遮掩自己的過犯，乃是誠誠實實承認自己的失敗。經上寫著：『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

 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箴二十八 13） 讀到撒母耳記上第七章的記載，他們得到

 一個大復興，這未始不是因為他們肯說「以迦博」而帶來神的再度賜福。 

 

二.  神自己維護祂的榮耀 (撒上第五章) 

  

 我們讀過第四章的記載，有一件事叫人甚難領會，並且是驚動以色列全國的大事，就是神的約櫃

 被非利士人擄去了。按我們的意思，好像迦南地可以被侵佔，選民可以失敗，被殺或被擄，而代

 表主自己的約櫃，怎麼可以被擄去呢？這對於可稱頌之神的榮耀，豈不是大大的受虧損嗎？並且

 約櫃被擄之後，如果非利士人將它拋棄、毀壞，或是玷污，那麼神的尊嚴，權柄，能力，豈不也

 要被藐視嗎？同時神選民的信心，因此也要大大受破壞，這頹勢將如何挽回呢？按我們想法，約

 櫃是無論如何不可被擄的。然而神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神的道理高過我們的道路。祂竟許可

 約櫃被擄。哦！這實在是難以解釋的一件事！但是感謝神，當我們讀第五，第六兩章的時候，就

 看見有榮耀的事很奇妙的在那裡發生。神完全不需要祂的百姓作什麼，也不需要他們來爭戰；神

 乃自己出來維護祂的榮耀，叫敵人戰戰兢兢的不能不把約櫃送回以色列地去。每逢想到這裡，我

 們都不禁要稀奇並讚美說：『祂是獨行奇事的神！』祂可以不用任何人，而足能維持祂自己 

的榮耀。 

 歷代以來，神的子民常有一種錯誤的想法，就是以為神的榮耀和見證，必須藉著人來維持。

 不錯，在正常的情形中誠然是如此。但在不正常的時候，神若是找不到合用的器皿，沒有人能給

 祂使用，祂就自己出來行作萬事，叫祂的榮耀得到彰顯。以賽亞書六十三章五節說：『我仰望，

 見無人幫助；我詫異，沒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以膀臂為我施行拯救，我的列怒將我扶持。』這

 話，就是說出神自己出來，維持祂的榮耀。 

 說到這裡，凡是被神使用過的僕人們，都當因祂的話謙卑而戰兢！神用我們，是因祂憐憫我們，

 恩待我們。神不是自己不能作，必須要我們來為他作；神也不是自己沒有辦法，而需要我來為祂

 想辦法。哦！神使用我們，需要我們，乃是出於祂莫大的憐憫，和祂豐富的恩典，我們要全心敬

 拜祂！ 

 現在我們來看撒母耳記第五章如何說出這榮耀的事實。 

 2.1 神自顯為獨一的真神（撒上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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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利士人在以色列人中間擄去神的約櫃，他們也知道約櫃是代表神，不過他們以為耶和華神是眾

 神中的一位。所以他們把約櫃抬進大袞廟裡，放在大袞(是非利士人所拜的農神)的旁邊，以為這

 是給神的約櫃相當高的地位了，僅次於他們的大袞而已。但主為獨一無二的真神，是超乎 

萬有之上的神。所以祂就使大袞撲倒在祂的約櫃前，臉伏於地。叫人看見只有耶和華是神，祂是

 至高的神，是獨一無二的神。哦！神在這裡顯出了祂自己的榮耀。 

 但是無知的非利士人，看見了這種光景，心裡還未醒悟，仍把他們的大袞扶起來，立在原處，而

 把耶和華的約櫃擺在一邊。因此神就用祂大能的手，使大袞不僅撲倒於地，並且使牠的頭和兩手

 都折斷了，而成為支離破碎的殘體。神藉此顯明，只有耶和華是獨一永活的真神；除祂以外，再

 無別神；許多人所不認識而來崇拜的，都不過是虛假的偶像而已。哦！神一直向人顯示祂自己的

 榮耀，就是要叫人離棄這些虛妄，歸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2.2 神自顯為在萬有上該受敬畏的神（撒上五 6~12） 

 神向非利士人顯明祂是獨一的真神以後，他們還是不肯悔改，於是神又把手重重的加在非利士人

 身上，敗壞他們，使他們都生痔瘡 (毒瘡，可能是老鼠傳染的瘟疫)。 

 神向敬畏祂的人是滿有慈愛，但向悖逆不信的人，卻顯為可畏。羅馬書十一章二十二節說：『神

 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歷代以來，神向以色列人，埃及人

 和一切外邦人，都是按這法則來行事，並且這也是一個不改變的定律。我們的神雖然是滿有恩慈

 的神，但也是輕慢不得，大而可畏的神，因祂乃是烈火。 

 非利士人既然硬心不肯悔改，他們就落在神公義的審判之下，耶和華的手重重在他們身上，敗壞

 他們，使他們生痔瘡（五 6）。同時又叫許多老鼠進入他們的田地（六 5），毀壞他們的糧食。

 痔瘡是叫他們的身體受痛苦；老鼠是毀壞他們的田地，叫他們得不到糧食，得不到飽足。人抵擋

 神的結果，定規是失去滿足和祝福！ 

 因為神的手重重加在他們身上，他們就打發人去請非利士的眾首領來，要開緊急會議，以商討對

 策（7~8）。結果眾首領就想出一個辦法來，說：『可以將以色列的約櫃運到迦特去。』 （9 節

） 為什麼要將神的約櫃運到迦特去呢？第一，可以叫亞實突人的心情安定下來，不至於那麼驚慌害

 怕。第二，把約櫃運到迦特以後，看看亞實突的災情有無改變。或者這些災禍是出於偶然的。他

 們這樣作，是因為他們不信的噁心。 

 今天人對於世界難處的解決，也是在那裡研究辦法，並不曉得信靠神。他們只知道想辦法

 和籌算，並沒有將世界的難題解決于萬一。可憐有許多神的兒女，雖然相信有神，卻不信靠神，

 行事與世人一樣，天天在那裡用頭腦想辦法，弄花樣，盼望能解決他們的難處，但這許多新辦法

 的發明，不過是信心軟弱的表現，也是對主缺少真認識的敗露。基督徒唯一的辦法，就是 

信靠神。主耶穌說：『我就是辦法（道路）。』（約十四 6）神的兒女必須知道，主耶穌就是我 們唯一

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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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將約櫃運到迦特以後，不僅在亞實突的災情並沒有減輕，而且災禍臨到了迦特。『運

 到之後，耶和華的手攻擊那城，那城的人，大大驚慌，無論大小，都生痔瘡。』（9 節）從這裡

 就可以看見，他們所想出來的辦法，毫無用處；因為他們所遭遇的災難，不是出於偶然，乃是神

 的手擊打他們。神主宰這一種災病臨到他們身上，是要他們學習敬畏祂。 

 迦特人因大大驚慌，未經開會討論的手續，就把神的約櫃送到以革倫去。神的約櫃到了以革倫，

 人就喊嚷起來說：『他們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運到我們這裡，要害我們和我們的眾民』（10 節）

 他們緊張到一個地步，甚至有人因驚慌而死（11 節），未死的人都生了痔瘡，以致合城呼號，

 聲音上達於天（12 節）哦！神的手所攻擊的那城，誰能站立得住呢？因此他們不能不發出呼聲

 說：『願你們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送回原處！』 

 約櫃是代表主的自己，約櫃在什麼地方，神的同在就在什麼地方；神的同在在那裡，神的祝福也

 就在那裡。『耶和華的約櫃在迦特人俄別以東家中三個月，耶和華賜福給俄別以東和他的

 全家。』(撒下六 11）。這是最明顯的例證，說出神的同在，帶進了神的祝福。但非利士人

 所經歷的，卻不是這樣。約櫃到了他們那裡，疾病，災害和死亡也臨到他們那裡。這就給我們看

 見，人用什麼樣態度對待神，就從神那裡得到什麼樣的報應。聖經明明告訴我們說：『信子的人

 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在他身上。』（約三 36）。非利士人由於不信，神

 的震怒就顯在他們身上。 

 

三. 聖潔可敬可畏的神 (撒上第六章) 

 3.1 非利士人不認識神且試探神（撒上六 1~9） 

 雖然神的約櫃顯出榮耀來維護自己，但約櫃卻不能長期停留在非利士人中間，因神不能住在外邦

 人中，同時神是一直往前的神，所以祂的手仍不放鬆，直到非利士人再也不經不起神那可畏的壓

 力了。『落在永生神的手裡，真是可怕的』（來十 31）所以他們就召開第二次的緊急會議，將

 他們的祭司和占卜的都請來了，商討向耶和華的約櫃當怎樣行，用何法將約櫃送回原處 （ 1~2

）。 

 從他們的討論中，我們首先可以看出，人對於屬靈的事，都有一種天然的觀念。（參看 3~6） 

 第一，他們認為應當向神『獻賠罪的禮物。』從這一句話我們看見，人天然的觀念是有罪的

 感覺的，但這一種感覺是天然的，不是由於聖靈的光照而有的。我們必須認識和辨別，認罪有兩

 種不同的源頭：天然的和屬靈的。凡處於天然的認錯，往往只看見自己的行為不對，這一

 個看見，大都是由於犯罪所報應而有的；但出於聖靈的關照，乃是看見他這個人的生活動作得罪

 了神，可能他所犯的罪尚未遭報應，但因聖靈的光照和感動，他就覺得如何得罪了這一位神，因

 而流淚哀慟，一心悔改歸向神。我們必須知道出乎天然觀念的認罪，一點屬靈的價值都沒有，正

 如非利士人的賠罪，乃是出於天然的思想，是不會得到赦罪之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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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他們以為禮物可以轉消神的怒氣，以為禮物可以賠償神的損失。這就是世人所說的將功贖

 罪，要靠自己行善得救。其實他們所獻的那一點禮物(五個金痔瘡及五個金老鼠)，怎能贖回他

 們所犯的那麼重大不信不虔的罪吧！人無法靠自己的行為得救，只有聖靈光照，真切認罪悔改，

 信靠主耶穌作救主，才能得到完全的拯救。 

 第三，他們雖知道應當將榮耀歸給以色列的神（5 節），但這遠是出於天然的觀念。人既是神所

 造，人的本性就知道有神。這次因著約櫃的事，他們看見神大能的手重重的加在他們身上，他們

 就不能不將榮耀歸給神。但他們並沒有看見這位榮耀的神向他們顯現，他們只是求脫離神

 的刑罰，不曉得尋求神的自己。 

 第四．他們可能從以色列人的歷史中得到一些教訓，神從前怎樣對待埃及王法老，因此他們不敢

 再像法老那樣存剛硬的心，以致使埃及全地大受敗壞，他們立刻想辦法要把神的約櫃送回去。 

 他們用什麼辦法送回去呢？第一，他們要造一輛新車，新車固然美麗，但並未試驗過是否合用，

 且與神的法則相悖！第二，他們要選用兩隻未曾負軛的母牛來拉車，它們既然沒有拉車的經驗，

 定規不可能好好地來運送神的約櫃。第三，這對牛又是正在乳養牛犢的母牛，若使牛犢與母牛分

 開，母牛必定捨不得，正如母親不能忘記吃奶的嬰兒一樣。同時牛犢離母，難免發出哀鳴，

 那時，母牛怎能好好的拉車呢？第四，它們並無派人趕牛，而讓牛自由行走，呀看看牛到底往哪

 裡去。按這一套方法是最不安全的，隨時有危險發生的可能。 

 或者有人要問：它們的祭司和占卜的為什麼想出這樣的方法來呢？讀第九節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存

 心和用意：『你們要看看，車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示麥去，這大災就是耶和華降在我們身上

 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祂的手擊打我們，是我們偶然遇見的。』他們想出這樣的方法，

 乃是要試探神，這是出於他們不信的噁心。哦！非利士人人雖然看見了耶和華的約櫃，並且看見

 了著約櫃所顯出來的全能，但他們仍然不認識神。這是因為他們存著一個不信的噁心，所以神就

 沒有辦法向他們顯現，賜恩給他們，但願我們都效法亞伯拉罕的信，他在沒有指望的時候，因信

 仍有指望，總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裡得堅固，降榮耀歸給神（羅四 18~20

）。 

 3.1 神自顯為管理萬有的神（撒上六 10~16節） 

 神是獨一無二，又真又活的神；也是至尊至榮，可敬可畏的神。祂乃是超乎萬有之上，統管萬有

 的神。當非利士人的祭司和占卜提出他們的辦法之後，『非利士人就這樣行，將兩隻母牛套在車

 上，將牛犢關在家裡，把耶和華的約櫃和裝金老鼠並金痔瘡像的匣子，都放在車上』 （

10~11）。 他們完全照著自己的計謀而行。哦！神跡出現了，我們的神實在是活神，祂是管理

 萬有的神。祂支配了每一件大小事物！『牛直行大道往伯示麥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

 非利士人的首領跟在後面，直到伯示麥的境界』（12 節）。這裡有幾件事很明顯是出於神的管

 理：第一，牛直行大道，它們怎能曉得直行大道呢？因為有看不見的神在管理。今天祂也能使我

 們走在光明的正路上面。第二，往伯示麥去，這是最正確的目的，誰能叫著兩隻牛向著正確的目

 標奔跑呢？當然這也是神在暗中的引領。我們雖然愚蒙無知，但神能引領我們，使我們向著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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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目標奔跑。第三，一面走，一面叫，沒有人催趕活鞭策，它們怎麼會一面走一面叫呢？明顯的

 這也是神的能力顯在它們的身上，叫它們歡呼著前進，並叫人知道如何走在正路上面。主的能力

 在我們的身上也是這樣帶領我們。第四，不偏左右，更顯出神 約束和管治。許多人因為不肯服

 在神大能的手下，接受神的管治，以致偏離了正路。第五，車直到伯示麥就站住了，它怎麼知道

 該停在伯示麥約書亞的田間呢？這更明顯的告訴我們是出於神的管理，主要它走，它就走；主要

 它停，它就停。沒有太過，也沒有不及。哦！讀了這些榮耀的事實，真使我們滿心敬拜！我們的

 神對待我們，也是這樣；處處照顧、事事體貼、晝夜無措的在引領我們。如果我們肯來負

 祂的軛，隨祂的意思而調度，我們定規在一切大小事上，看見祂愛的奇跡。但願我們因著神的管

 治來讚美歌頌祂！ 

 當非利士人的首領看見了神的作為，他們就不再懷疑，深知這些災殃臨到他們，確是出於主耶和

 華，他們就回去了。伯示麥人看見神的約櫃，非常歡喜。他們把車劈了當柴燒，將牛殺了

 作燔祭，獻給耶和華，並將榮耀歸給祂。哈利路亞！ 雖然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光景都失敗了，

 但神在外邦人中，仍顯明祂是獨一全能的神，維持了祂的榮耀。 

 3.2 神自顯為鑒察人心的神（撒上六 13、19~21） 

 當約櫃從非利士地運回伯示麥的時候，伯示麥人正在平原收割麥子，他們舉目看見約櫃，就歡喜

 了。凡是神的子民，看見神的見證得以恢復，沒有不喜樂滿足的。但是到了十九節說：『耶和華

 因伯示麥人擅觀祂的約櫃，就擊殺了他們七十個人……百姓因耶和華大大擊殺他們，就哀

 哭了！』『擅觀』兩字的解釋，就是『窺探』或『調查研究』的意思。他們以一種好奇心來窺探

 耶和華的約櫃，當作一件好玩的事，一件熱鬧的事，完全以天然的熱情來對待神的約櫃，沒有尊

 耶和華為聖，以致於遭受神的打擊。當特殊情形發生時，常是顯出人的本相，他們並不是真心要

 神的約櫃，他們是看重自己的利益過於神的榮耀，所以一遇到損失，他們就把神的約櫃送到別處

 了。『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真實拜祂。』 這是何等嚴肅的一件事！ 

 當神的手審判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懼怕說：『誰能在耶和華這聖潔的神面前侍立呢？這約櫃可以

 從我們這裡送到誰那裡去呢？』 約櫃回到伯示麥人中間，就是神的榮耀回到他們中間，因為他

 們不認識神，受了一點打擊和虧損，就以為侍立在神面前是一種麻煩的事。以為神的約櫃在他們

 中間，是一件可怕的事。正如主耶穌到了格拉森，那被群鬼所附的人竟蒙了拯救，但格拉森人卻

 因兩千條豬的損失，合城的人就出來，央求耶穌離開他們的境界（參看可五 1~17）。哦！今天 

 有誰寧願肉體受對付，物質受虧損，而仍揀選主耶穌呢？有誰寧願捨棄自己的榮耀，地位

 和名望，而仍然要主耶穌呢？今天神的兒女觀看熱鬧的人不少，但不計任何代價而真心要主耶穌

 的人，卻不可多得。主憐憫我們！ 

 3.3 約櫃被接在亞比拿達的家（撒上 六 20~七 1） 

 『於是打發人去家基列耶琳的居民說，非利士人將耶和華的約櫃送回來了，你們下來將約櫃接到

 你們那裡去吧！』伯示麥人輕看了神的託付，竟然拒絕侍立約櫃前的祝福，這是何等嚴重

 的虧損。當知神把祂兒子托給誰，祝福也就臨到誰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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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列耶琳人就下來，將耶和華的約櫃接上去，放在山上亞比拿達的家中，分派他兒子以利亞撒

， 看守耶和華的約櫃。』讀了這一節聖經，真是叫關心約櫃的人得到何等大的安慰！也叫神的心得

 到了何等深的滿足！ 

 當非利士人不要神的約櫃，深知連以色列人也不要神約櫃的時候，這裡卻有少數的基列耶琳人下

 來，將神的約櫃接上去。這少數的一班人，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寶貴！歷代以來，稱為神兒女的

 有千千萬萬，但真誠愛主要主，不顧禍福而跟隨主的人，究有幾何呢？言念及此，能不悲歎！ 

 基列耶琳聽見伯示麥人的呼聲，他們『就下來』，他們不是再三考慮才下來，也不是迫不得已才

 下來，乃是立刻就下來，是歡歡喜喜的下來，將約櫃接上去了。哦！凡是真實愛主的人，他們只

 要一有機會，定規是不顧一切而為主擺上去的。我們有一首詩歌，每次唱的時候都叫我們

 受感動：「但那誠實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就是他們寶貴的心血，也願為主舍；求主給我這樣

 心志，赤忠忘生死。」 

 當基列耶琳人將約櫃接上去以後，就將約櫃放在亞比拿達的家中。約櫃漂泊在非利士地已達七個

 月之久，而今終於找到了安息之所，這是多麼叫神心得到滿足的事！約櫃所以離開示羅是因示 

羅的會幕充滿了罪惡；約櫃不能停留在非利士地，是因非利士人不認識神；約櫃不能在伯示麥找 

到居所，是因伯示麥沒有一個人肯讓主得到完全的地位。如今亞比拿達一家的人，他們不顧一切

 犧牲，專心要主，尊主為大，神的約櫃在此就得到了安息；而他們因天天與神同住，侍立在神面

 前，也得著了很大的祝福。 

 亞比拿達的家，遠不如示羅的會幕，因為示羅的會幕是摩西按山上的樣式而建立的。按人看，在

 示羅什麼都是最對的，但是人一不對了，約櫃就不能不離開。亞比拿達的家，雖然極其平凡，也

 許很簡陋，但因為人對，所以神的約櫃就能得到安息。由此可見，教會最重要的不是作法

 的問題，而是內容的問題；也不是立場的問題，乃是有沒有約櫃同在的問題！ 

 基列耶琳人中最蒙福的一個家，就是亞比拿達的家；而亞比拿達家最蒙福的一個人，就是他的兒

 子以利亞撒。『分派他兒子以利亞撒看守耶和華的約櫃。』『分派』二字可譯為『分別為聖。』

 以利亞撒是被『分別為聖』的人，是專為著看守耶和華約櫃的。他時刻警醒謹守，惟恐仇敵乘虛

 而入，以致失去了神的同在，這是何等榮耀而有價值的事奉！ 

 本書第四章告訴我們，約櫃是當何弗尼，非尼哈為祭司的時候，被非利士人擄去了。但到了第七

 章一節，約櫃又回來了，放在亞比拿達家中，而以利亞撒被興起，並且分別為聖來看守耶和華的

 約櫃。這是一個荒涼時代的得勝者，也是極能滿足神心意的一個人。 

 但願今天多少人在何弗尼，非尼哈那樣原則中事奉神的時候，主能得著像以利亞撒這樣的

 人，侍立在約櫃跟前，全心為主和主的見證而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