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ORANGE COUNTY

橙縣華人浸信會

國語堂崇拜

July 24, 2016



SCRIPTURE

讀經



撒母耳記上 5:1-12



1 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实
突。 2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
在大衮的旁边. 3 次日清早,亚实突人起来,见
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 就把
大衮仍立在原处. 4 又次日清早起来, 见大衮
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
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
的残体. 5 因此, 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实突
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

6 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
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实突和亚实突的四
境都是如此。



7 亚实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
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
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 8就打发人
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 “我
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
回答说: “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迦特去
。 ” 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
。 9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
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



10 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革伦。神的约
柜到了，以革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
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
我们的众民！” 11 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
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
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
”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
惊慌而死的，12 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
合城呼号，声音上达于天。





SERMON

信息

7/24/16



“神出埃及 The Exodus of God?”(I)

(撒母耳記上 5:1-7:2a)

邓牧師



撒上 1-4 示罗教会的黑暗

家庭教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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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却不知灯台已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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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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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败仗 & 审判:话语稀少,任意而行

约柜故事 (The Ark Narrative): 4-6章

4 章约柜被掳 [荣耀离开]

5 章约柜得胜 & 6 章约柜还乡[荣耀返回]

4-6章神的得胜 7章百姓得胜

活力教会 (约):上帝中心/荣耀同在/话语浇灌

洁净圣殿约2:“我为你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7:12-13..石头..叫以便以谢,..非利士人被制伏,.

撒母耳: 大胜仗 & 拯救: 话语丰收, 全心侍主



约柜故事 (The Ark Narrative): 4-6章

4章被掳; 5章得胜; 6章还乡

1) 出埃及

4:8..有祸了!谁能救我们..大能神的手呢?从前
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就是..神.

6:6 ..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神在埃及人
中间行奇事,..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

“Let my people go!” & “Let my Ark go!”

2) 神的手 (4:8; 5:6, 7, 9, 11; 6:3, 5, 9; 7:13)

申26:8 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
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

People 出埃及 Ark “出非利士”



约柜故事 : 4章被掳; 5章得胜; 6章还乡

1) 出埃及: 神 “出埃及”!

2) 神的手 (4:8; 5:6, 7, 9, 11; 6:3, 5, 9; 7:13)

3) 神荣耀 [离开& 返回]: 4章 “以迦博”

6:5制造..痔疮..老鼠的像,..归荣耀 [迦博]给以
色列神,或者他向你们..神..田地,把手放轻些

5:6耶和华的手重重 [迦博]加在亚实突人身上.

5:11原来神的手重重 [迦博] 攻击那城.

4章以色列: “以迦博” 5-6章非利士: “迦博”

败仗 得胜

羞辱/降卑 荣耀/高升



4章 Double Jeopardy 两种失败 (人& 神) 
5章 D.V. 两种得胜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1-5在廟中勝過 “大袞” (神):仆倒 & 折断

3次日清早,..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4次日清早..,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
伏于地,并大衮的头和两手..折断!

7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
6-12在境內勝過非利士(人): 痔疮 & 惊慌

痔疮 (肿瘤): 瘟疫 (鼠疫 6:4)
亚实突 迦特 以革伦
11..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
们和我们的众民!..因惊慌而死的 (“Terror”)



4章 5章 (大翻转)
非利士人的手 神的手

“以迦博” “迦博”
4:13 合城都呼喊 5:12合城呼号

约柜故事中的神:
自给自足 (Aceity): Navy Seals? Raider?
大有能力: 神的手
大吃一惊: 反败为胜; 软弱刚强; 羞辱荣耀

福音故事中的神: 耶稣入“非利士境”
路 4会堂污鬼; 众人惊讶!
路 5瘫子行走; 众人惊奇!
路 7寡妇丧子; 众人惊奇!



福音故事中的神: 耶稣入“非利士境”

路 4,5,7 赶鬼医治,使人复活 ; 众人惊讶

路 11:20-22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指头)赶鬼,这
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一个比他更壮的来,
胜过他,夺去他..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

十字架: 耶稣入“大袞廟” --撒旦, 罪, 死

复活节: “清晨” --大衮残体!  “荣耀归回”

来2: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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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2:15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
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大吃一惊: 十字架(羞辱失败): 夸胜/荣耀?!

约12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
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结出许多子粒…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 
..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
名!”…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神的手/能力?神迹奇事,人多致富,无灾.(荣耀)

林前1-2犹太人..神迹,希腊人..智慧,我们:传钉
十字架的基督..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神的手/能力? –十架福音; 十架道路 (活力)



活力教会 (腓3)? : 信十架福音; 行十架道路

内地会吴詠秋教士 (Miss Doris Edith Onions)

 选择独身; 奉献中国

 陕西洋县; “锡安”团契 (10-20)

 清晨开水; 洗脸暖心

 汉江自尽?汉江受浸!:“不要谢我,谢谢耶稣!”

 风湿性关节炎! “工作还没有完哪!”

 60年代初; 归回天家,葬在伦敦郊外公墓

 没有墓穴,更没有墓碑: 无名的传道者!

 “锡安”团契:传道人: 陳玉生, 陈玉璋, 张继
荣, 一个姊妹, 邊雲波!    洋县: 福音广传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邊雲波
• 是的，當黎明快要來臨的時候，
• 人世間便越顯得黝黑，艱難，幽暗；
• 但是，你卻這樣地說過：
• 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
• 是自己的腳甘心到苦難的道路上來奔走.

• “選中”這條不自由的道路並非出於無奈,

相反地,卻正是大膽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
• 所以, 寧肯叫淚水一行行地向內心湧流，

• 遙望著各各他的山頂，就是至死──

• 也絕不退後！





Offering 奉獻

&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187 

"The Old Rugged Cross" 

“古舊十架”



#187 The Old Rugged Cross 1/4

各各他山嶺上, 孤立一十字架; 

這是羞辱痛苦記號

神愛子主耶穌, 為世人被釘死; 

這十架為我最愛珍寶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 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 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187 The Old Rugged Cross 2/4

主寶貴十字架, 乃世人所輕視; 

於我卻是真神仁慈

神愛子主耶穌, 離天堂眾榮華; 

甘願為世人背此十架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 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 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187 The Old Rugged Cross 3/4

各各他的十架, 雖然滿是血跡; 

我仍看此十架為美

因在此寶架上, 救主為我捨命; 

潔淨我赦免我的眾罪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 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 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187 The Old Rugged Cross 4/4

故我樂意背負, 榮耀十字寶架; 

甘願受人輕視辱罵

他日救主再臨, 迎接我升天庭; 

將永遠享受榮耀天家

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 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 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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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