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上7：1-13



以便以謝Eben Ezer 的意思
希伯來音譯

以便(石頭) 以謝(幫助)

幫助之石



以便以謝

直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兩個以便以謝
撒上4章 子民羞辱的以便以謝
撒上7章 上帝榮耀的以便以謝

人生羞辱挫敗靠神得恢復榮耀。



羞辱的以便以謝
4 以 色列人 出去與 非利士 人
打仗 ，安營 在以便 以謝； 非
利士 人安營 在亞弗 。
2非 利 士人 向以色 列人擺 陣。
兩軍 交戰的 時候， 以色列 人
敗在 非利士 人面前 ；非利 士
人在 戰場上 殺了他 們的軍 兵
約有 四千人 。



3 百姓回 到營裡 ，以色 列
的長 老說： 耶和華 今日為
何使 我們敗 在非利 士人面
前呢 ？我們 不如將 耶和華
的約 櫃從示 羅抬到 我們這
裡來 ，好在 我們中 間救我
們脫 離敵人 的手 。



4 於是百 姓打發 人到示 羅，
從那 裡將坐 在二基 路伯上
萬 軍之 耶和華 的約櫃 抬來。
以利 的兩個 兒子何 弗尼、
非尼 哈與神 的約櫃 同來。











5 耶和華 的約櫃 到了營 中，
以色 列眾人 就大聲 歡呼，
地便 震動。
6非 利 士人 聽見歡 呼的聲 音，
就說 ：在希 伯來人 營裡大
聲歡 呼，是 甚麼緣 故呢？
隨後 就知道 耶和華 的約櫃
到了 營中。



7非 利 士人 就懼怕 起來， 說：
有神 到了他 們營中 ；又說 ：
我們 有禍了 ！向來 不曾有 這
樣的 事。
8 我們有 禍了！ 誰能救 我們
脫離 這些大 能之神 的手呢 ？
從前 在曠野 用各樣 災殃擊 打
埃及 人的， 就是這 些神。













10 非利 士人和 以色列 人打
仗， 以色列 人敗了 ，各向
各 家奔 逃，被 殺的人 甚多，
以 色列 的步兵 仆倒了 三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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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子民忘記神的大能

外邦人反而懼怕敬畏神



以便以謝的羞辱

錯把記號物件當作神
過紅海神蹟、嗎哪、磐石出水、
割禮、獻祭、約櫃…



今之信徒
缺少敬畏神的心：洗禮、聖餐禮、
掛十字架、擁有各種聖經、懸掛
“基督是我家之主“匾額、經歷
神蹟奇事、沒有遵行神的話、聚
會與奉獻不夠敬畏神。
內心敬畏神、真實與神建立關
係才有神的同在所要的。不是外在
的物件的迷信。



馬太 福音 15:8-9 
8 這百 姓用嘴 唇尊敬 我，

心卻 遠離我 ；9他們 將人的
吩咐 當作道 理教導 人，所
以拜 我也是 枉然。
（Mathew 15：8-9）
These people honor me with their 
lips; but their heart are far from me.



上帝要我們和祂建立生命的關
係，而不是看外表的工作

基督教國家的敗壞墮落

教堂被賣成為觀光景點

基督教一些事工的偏差



約櫃 被擄漂 流于異邦
非利士人

1、大袞神撲倒斷裂。
2、有些百姓驚慌而死。
3、生痔瘡 Tumor腫瘤。
4、老鼠毀壞田地農產。
5、賠罪送禮歸還約櫃。
（上帝的聖潔和作為）





得勝的以便以謝
2 約櫃在基列耶琳（屬以色列）許
久。過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傾
向耶和華。 3 撒母耳對以色列全家
說：「你們若一心歸順耶和華，就
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她錄從你們中
間除掉，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地
侍奉祂，祂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
的手。」



4 以色列人就除掉諸巴力和亞斯她
錄，單單地侍奉耶和華。
撒母耳說「要使以色列眾人聚集在
米斯巴我好為你們禱告耶和
華」 6 他們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
澆在耶和華面前，當日禁食說「我
們得罪了耶和華」於是撒母耳在米
斯巴審判以色列人。



7 非利士人聽見以色列人聚集在米
斯巴，非利士的首領就上來要攻
擊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聽見，就懼怕非利士

人。 8 以色列人對撒母耳說：
「願你不住地為我們呼求耶和華
我們的神，救我們脫離非利士人
的手。」



9撒母耳就把一隻吃奶的羊羔獻
於耶和華做全牲的燔祭，為以色列
人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應允他。
10 撒母耳正獻燔祭的時候，非利士
人前來要與以色列人爭戰。
當日，耶和華大發雷聲，驚亂非

利士人，他們就敗在以色列人面
前…



以色列贖罪日戰爭的神蹟
1973年十月，埃及總統沙達特和
敘利亞總統阿塞德祕密協商，趁十
月六日猶太人「贖罪日」這一天，
兩國分別從以色列的南北兩方發動
突襲，使正在禱告誦經中的以色列
軍民措手不及。



…當日，耶和華大發雷聲，驚亂非
利士人，他們就敗在以色列人面前。

11 以色列人從米斯巴出來，
趕非利士人，擊殺他們，直到
伯甲的下邊。撒母耳將一塊石頭

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
名叫以便以謝，說：直到如今耶和
華都幫助我們。







請宣告：以便以謝
直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Sam 1，7）12 Then Samuel took a 
stone and put it up between Mizpah 
and Jeshanah, naming it Eben-ezer, and 
saying,  Up to now the Lord has been 
our help.



得勝以便以謝的關鍵
1、認罪悔改。
2、歸向上帝。
3、除掉偶像。
4、獻上燔祭。

我們心中有偶像嗎，我們獻上
活祭了嗎？

從那裡跌倒，就從那裡爬起來



以便 以謝

直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Up to now the Lord has been 
our help.



耶和華直到如今“都”幫助我們
生活每一層面都眷顧

供應、爭戰、引導、婚姻、家庭、
健康、前途、事奉…Up to now 
the Lord has been our help.
神非只幫助一半，不是只幫助某些
事務而已，而是完全幫助永遠幫助。
信主夫婦半夜開車遇見歹徒



以便以謝
耶和華直到如今都幫助我們

（林後1：10）
10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
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
祂將來還要救我們。



從那裡跌倒就從那裡爬起來

從羞辱的以便以謝，轉變為
榮耀的以便以謝。

你經歷過羞辱挫折、傷害或
失敗嗎？從哪裡起來！

某姐妹婚姻以便以謝的見證



以便以謝的上帝
直到如今

耶和華一直都幫助我們榮耀
堂，

也會幫助每一位弟兄姐妹。

尤其對單親姐妹及父親缺席
家庭的關顧



6 有耶和 華幫助 我，我必不
懼怕 ，人能把我 怎麼樣 呢？
The LORD is with me; I will not be 
afraid. What can mere mortals do to 
me?



（羅8：31-32）
31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
呢？ 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
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榮耀堂最初奉獻教堂的石碑
Dedication to the Glory of 

God(1958)
直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數算神在教會的恩典
回顧神眷顧幫助榮耀堂
讓我們重新得力！















我們願意從2023年開始，

重新認罪悔改，專一回到上帝

面前，除去有形無形的偶像，殷

勤事奉耶和華。我們宣告以便以

謝的耶和華直到如今都幫助我們。

願榮耀堂和每位弟兄姐妹

一生與主同行。



回 應 詩 歌

我 主 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