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 Kitty Anna Griffiths
出版：A Visit with Mrs. G Ministries Inc.
2016电子书初版
ISBN: 978-0-9950077-4-1
邮箱：info@abstory.org
网址：www.abstory.org
如无特别说明，所有圣经经文均取自中文圣经和合本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
或图画。



献给我的孙子
克里斯托弗

带着我的爱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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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拿的祈祷

又是以色列人献年祭的节期了，以色列各地的家庭都为了上帝赐
给他们的好收成和各样的祝福，来到以法莲山地的示罗这个地方，去
耶和华的圣所献祭，敬拜上帝。

在这天的早晨，父亲们要献上平安祭。献上的动物，有一部分要
放在圣所前的大祭坛上焚烧，作为给上帝的燔祭。另一部分归给祭
司，其余的就归还给献上祭物的父亲。父亲们就会把这些肉带到圣所
外院给献祭的人煮肉的地方，等肉煮好以后全家来吃。那时，以色列
人很少吃肉，所以献年祭的晚餐对他们来说可是难得的享受。

家家户户在营地里享用大餐的时候，他们感谢上帝赐给他们的好
处，在过去的一年里上帝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用的。同时，他们还要在
早上向上帝献上赎罪祭，祈求上帝宽恕他们的罪过。这是一个快乐的
日子！

可是对有一个家庭来说，这并不是全家快乐的日子。这个家庭的
父亲名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分别是哈拿和毗尼拿。毗
尼拿有儿女，可是哈拿没有。现在，家人们都坐在他们黑山羊毛的帐
棚前面，等着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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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以利加拿把肉盛出来，先给了毗尼拿和她的孩子们，然后把
双倍的肉盛给哈拿，因为以利加拿爱哈拿。可是哈拿高兴不起来。

以利加拿做了谢饭祷告感谢上帝，求上帝祝福他们。然后，全家
就开始吃晚餐。以利加拿的第二个妻子毗尼拿，一边吃饭一边冲着哈
拿说：“耶和华上帝不让你生育，你哭哭啼啼又有什么用呢？男人想
要孩子，他想要儿子。等你老了，谁来管你呢？你看看我的孩子，以
利加拿可是以他们为荣呢！这都是我的孩子！而你，一个都没
有。”每年在示罗的节期，毗尼拿都会以哈拿没有孩子来嘲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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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加拿的晚餐吃得很满足，他一抬头，看见哈拿根本没有碰她
的晚餐，而且泪水涟涟从脸颊上滑落，就说：“哈拿，亲爱的！你怎
么没有吃你的晚餐呢？你怎么因为没有孩子就这么难过呢？你有我
啊！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以利加拿根本就不理解哈拿的感
受，哈拿多想有一个自己的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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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人都吃完了晚餐，哈拿就站起来，从帐棚群中穿过，朝耶和
华的圣所走去。大祭司以利坐在圣所门口的椅子上。哈拿进了耶和华
的圣所，就跪倒在地上。 

哈拿哭着，在心里默默地祷告，但她没有说出声音。哈拿把一切
都跟上帝说了，并且求上帝赐给她一个儿子。接着，哈拿就许愿
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
一个儿子，我必把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时
候，那些洁身归于耶和华的拿细耳人，是不可以剃头发，也不可以喝
酒，更不可以触摸尸体。

哈拿在心里默默祷告了很久。坐在门口的大祭司以利注意到她嘴
唇在动，但是又没有听到声音。

以利觉得哈拿一定是喝醉了，就很严厉地对哈拿说：“你要醉酒
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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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样的，主啊！”哈拿回答说，“我没有喝酒，我是心里
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把
我当成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
今。”

于是，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答应
你向祂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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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拿回答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

哈拿擦干泪水，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耶和华的殿。她穿过帐棚群，
回到家人中间坐下。哈拿现在开始吃她的晚餐了，当然她的晚餐肯定
已经凉了。但是，因为大祭司以利祝福她说，“愿以色列的上帝答应
你向祂所求的。”哈拿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她恐怕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晚餐啦!

哈拿心里想：“耶和华是全能的，祂已经听了我的祷告！”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上：1章1-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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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犹太人在感恩的节期，家庭献的祭称为什么？

2 哈拿为什么难过？

3 哈拿去了哪里？当她到了那里，她做了什么？

4 哈拿认为谁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人？

5 你生活中有什么问题？你把忧虑和问题带给上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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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撒母耳出生

从示罗献年祭回来，哈拿的生活一切照旧。不久，哈拿就怀孕
了。她非常高兴！她知道这是上帝听了她的祷告。哈拿就对丈夫
说：“以利加拿，我一直为能有一个儿子祷告。现在，耶和华上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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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给我们一个儿子了！”

接着，安静却坚决的表情出现在哈拿的脸上，她说：“以利加
拿，我曾对耶和华起誓，我会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儿子，带回耶和
华的殿中侍奉祂。等孩子一断奶，我就带他上示罗去，他可以在那里
给大祭司以利做一个小帮手。”

等时候到了，哈拿的小宝宝出生了，的确是一个男孩子。哈拿就
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她说：“因为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撒
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被神垂听。

又到了献年祭的时候了，以利加拿和其他的家人都去示罗敬拜耶
和华了，但是哈拿没有一起去。

哈拿说：“以利加拿，等孩子断奶之后，我再去示罗。那时候，
我就带撒母耳去耶和华的圣所，让他终生住在那里侍奉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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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加拿回答说：“你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做吧！那就等撒母耳
断了奶，你们再去示罗。愿耶和华应验祂在这个孩子身上的计划。”

于是，哈拿就留在家里一直到撒母耳断了奶。

现在，小宝宝出生不多久就可以断奶了，因为在我们的商店里有
那么多种的婴儿食品和奶粉。但是，在撒母耳的时代，可没有专门的
婴儿食品商店。那个时候，在小宝宝出生后三到四年里，他们的食物
几乎全部是妈妈的母乳。所以，撒母耳断奶的时候可能是四岁，等到
再去示罗献年祭的时候，他可能快五岁了。

在去示罗之前，撒母耳已经学习了很多东西。哈拿是非常敬畏耶

和华的妇女，从她在耶和华殿中所做的祷告就可以看出来。1 所以，
哈拿会给小撒母耳讲圣经故事，撒母耳也常常坐在哈拿的腿上，听着
哈拿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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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撒母耳爬上哈拿的膝头，问：“妈妈，你在跟谁说我
呢？我听到你说‘撒母耳’，你在和谁讲话呢？”

“撒母耳，妈妈是在和耶和华上帝讲话呢！”哈拿回答儿子。

“妈妈，你跟上帝说我什么呀？”

“我说，‘耶和华啊，我向你求了撒母耳，你就把他赐给我
了。’”

“你为什么要向上帝求我呢？”

“因为我想要你，我也爱耶和华上帝，而且我要把你献给耶和华
上帝，让你去侍奉祂。”

“啊？把我献给耶和华？妈妈！”

“是啊，撒母耳，妈妈跟耶和华起誓说，如果上帝答应把你赐给
我，我就把你还给祂，在祂的圣所里侍奉。” 

“圣所？我没去过耶和华的圣所。我只是在哥哥们跟爸爸从示罗
回来的时候，听他们说起过。”

“哦，妈妈会告诉你好多关于耶和华上帝和祂的圣所的事情。你
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你将要住在耶和华的圣所中侍奉祂！”哈拿抱起
小撒母耳说。

“妈妈，你也会跟我一起住在那里吗？”

“亲爱的撒母耳，妈妈不会住在那里。妈妈会住在家里，但是妈
妈总会想着你，会一直爱你的。而且，每年的节期妈妈都会去看望
你。在耶和华的圣所里会有和善的阿姨爱你、照顾你的，一直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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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你在一起的。撒母耳，你知道谁会一直与你同在吗？”

“知道！是耶和华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的，对吗？妈妈？”

“是的，撒母耳！在任何地方耶和华上帝都会与我们同在的！”

“我知道，妈妈！我们的祖先在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就对摩西
说，‘我会与你们同在！’”

“好棒啊，撒母耳！妈妈真高兴你记住了这件事！”

“妈妈，你爱耶和华上帝，我也爱祂！”

哈拿紧紧地抱着小撒母耳，她发自内心地感谢上帝！

撒母耳渐渐地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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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哈拿正在屋里做缝纫，小撒母耳围着哈拿跑来跑去。哈拿
对小撒母耳说：“撒母耳，等你到耶和华的圣所去侍奉上帝的时候，
你就给大祭司以利做个小帮手。”

“妈妈，那我应该做什么呢？”

“就像你在这儿帮妈妈做的一样，你每天都帮了妈妈好大的忙
呐！大祭司以利是耶和华的仆人，当你帮助耶和华的仆人的时候，你
就是在侍奉上帝了。大祭司以利年纪很大了，眼睛也不好，你可以给
他帮很多忙呢！以利吩咐你做的事，你要立刻去做，立刻服从是非常
重要的品质。撒母耳，你要做个善良开心的好孩子！”

有一天，哈拿给撒母耳洗头发的时候，就对撒母耳说：“撒母
耳，你是个特别的孩子，是拿细耳男孩，是远离世俗归耶和华的男
孩。所以你永远不可以剪头发，因为你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

“我知道的，妈妈。我是一个拿细耳人，清酒浓酒我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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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我也不可以剪头发，对吗？”

“是的，撒母耳，你是一个拿细耳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男孩
子，你要终生侍奉上帝。上帝要给你非常特别的工作，撒母耳。”

其实，耶和华上帝正在等着一个小男孩长大，而这个小男孩就是
撒母耳。

撒母耳很小就要开始侍奉上帝，他将要为上帝做了不起的大事！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上：1章19-23节

1撒母耳记上：2章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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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哈拿认为上帝一定会为她做什么？

2 如果上帝给哈拿一个儿子，她承诺会做什么？

3 撒母耳要去哪里住？他妈妈会和他一起去住吗？

4 撒母耳作为一个分别出来事奉上帝的特别的孩子，要遵守一些
什么规定？

5 撒母耳在开始事奉上帝时还是个小孩子，你如何来事奉上帝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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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哈拿信守承诺

马上又要到献年祭的节期了，哈拿要把撒母耳带去示罗献给耶和
华。在那里，撒母耳将给几乎失明的大祭司以利当一个小帮手。

哈拿一直在忙着给撒母耳缝制一件外衣，一件白色的长袍。还要
准备撒母耳一年所穿的衣服，这些衣服一针一线都是哈拿亲手缝的。

哈拿为什么要为撒母耳预备一年的衣服呢？因为哈拿带撒母耳去
示罗耶和华的圣所，把撒母耳献给上帝，然后撒母耳就要一直住在那

20



里，而哈拿就得回家去。等到第二年献年祭的时候，哈拿才能再见到
撒母耳。

哈拿为撒母耳缝制的白色的长袍是用亚麻布做的，还有一条束腰
的腰带。哈拿把小撒母耳打扮成一个小祭司的样子。现在，哈拿正在
给套在长袍外面的小背心刺绣呢。

哈拿还为撒母耳准备了一件羊毛制成的小外套，是为撒母耳冬天
保暖用的。

几个星期之后，全家都来到示罗。清晨，公羊角的角声响起了。

“哦，那是羊角号声，是祭司吹响的公羊角号，告诉我们起床的
时间到了。”哈拿自言自语地说，“是啊，今天可要好好地赞美耶和
华啊！”哈拿在黑暗中开始轻声唱歌，她从帐棚地上的床垫上爬起身
来。“哦，上帝给我了这么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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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哈拿轻声叫着躺在她身边床垫上的儿子：“嗨，撒母耳！
该起床穿衣服啦！我们已经在示罗啦，还记得我们是昨晚到了这儿
吗？ ”

“哦！”撒母耳听到母亲的呼唤，立刻就起来，穿好衣服。哈拿
说：“今天就是献年祭的节期了，我们要到耶和华的圣所去敬拜上
帝，还要一起吃庆祝的感恩晚餐呐！然后，妈妈就会领你去见大祭司
以利，今晚你就睡在圣所啦！你就是那个要住在耶和华圣所中的特别
的男孩儿！”

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已经起来了，他正在照顾毛驴。昨天，是
这些毛驴把他们全家从拉玛驮到示罗来。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妻子毗
尼拿和她的孩子们在一起，整个家庭需要三个帐棚。旅行的途中，卷
起来的帐棚、床垫、食物、还有做饭用的厨具都驮在毛驴的背上。这
会儿以利加拿正在给毛驴喂草料。

今年，为了这个特别的日子，以利加拿还带了一头三岁的公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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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献给耶和华额外的祭物，因为撒母耳将要献给耶和华，终身侍奉
祂。以利加拿还带了一伊发的细面和一皮袋的酒献给耶和华上帝。

献年祭的感恩晚餐之后，哈拿和以利加拿带着撒母耳走过草地，
来到了耶和华的圣所。年老的大祭司以利正在门口等着他们。

哈拿和以利加拿各拉着撒母耳的一只手，把撒母耳交给了以利。
在哈拿的另一只手上，抱着的是撒母耳的衣物包袱。

哈拿对大祭司以利说：“主啊，我就是几年前，在这里向耶和华
祈祷的妇人。我向耶和华上帝祈求，为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把我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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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赐给我了。现在，我把这孩子归给耶和华，终生侍奉祂！”

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然后，哈拿放下装着撒母耳衣
服的包袱，亲了亲小撒母耳，转身和以利加拿离开了。

哈拿信守了她的承诺。

我们不用担心小撒母耳，在耶和华的圣所里有一个和蔼的妇人会
照顾小撒母耳。撒母耳将在耶和华的圣所中经历很多美好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哈拿就和以利加拿，还有其他家人一起，离开了示
罗耶和华的圣所，回到拉玛的家去。撒母耳没有和他们一起回家，他
留在耶和华的圣所里。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上：1章24节-2章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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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哈拿和以利加拿住在哪里？耶和华上帝的圣所在哪里？

2 哈拿做什么来预备撒母耳去住在上帝的圣所？

3 以利加拿为这个节期带了什么额外的祭物？你为什么认为他们
带了额外的祭物？

4 你认为哈拿信守承诺，容易还是困难？

5 你曾向上帝做过什么承诺吗？（比如顺服祂或爱祂？）你信守
承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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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利的坏儿子

那个时后，以利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他负责掌管在示罗耶和华的
圣所。但是他并不是真的完全掌管，因为以利年纪又老，人又软弱。
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作耶和华的祭司，但他们两个却是恶
人。

到了献年祭的节期，家家户户都从以色列全地来到示罗，在耶和
华圣所的周围支起帐棚。营地的上空漂浮着青烟，那是耶和华的圣所
前面祭坛上焚烧祭物的烟，还有圣所外院煮献祭的肉发出的炊烟。

麦丁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他带着他的妻子芭蒂娜，还有他的儿子
们来到了圣所。早上，麦丁先去祭坛，把羊羔的脂油献给耶和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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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祭。现在，他正把祭肉放进锅里煮着。

这时，有人闯过来，一手拎着一个晃晃悠悠的肉锅，一手举着一
个三齿叉。“靠边站！”那个人冲麦丁咆哮着说，“我是非尼哈祭司
的仆人，我是来取你们锅里属于他们的祭肉的。让开，我好拿肉！”

说着，祭司的仆人就用他那个长柄的叉子，在麦丁煮祭肉的锅里
一阵乱戳，把最好的肉全都叉上来，放进自己的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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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丁看见，就上前说：“你们怎么这么不守规矩！按照律法，应
该是插上什么肉，那肉就归你们祭司。这千真万确！你现在用叉子乱
戳乱叉，还把我们应当得到的肉也叉走了。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你给我滚开！”那个人大声吼着，把麦丁用力推到一旁。麦丁
摔倒了，头就磕到了地上。

麦丁挣扎着站起来，拉住那个人说：“你们这么做太过份了！今
天早上在祭坛献火祭的时候，非尼哈祭司和何弗尼祭司，已经从我的
羊羔上取了他们的份了。而且，在还没有烧脂油之前，祭司仆人就来
说：‘把肉给祭司，让他们去烤！他们不要你煮过的，只要生
的。’我说：‘按照律法，必须让我先烧脂油，然后你才可以
拿。’他说：‘不，你现在就要给，你不给，我也要拿。’在还没有
烧羊羔脂油献给耶和华之前，你们就把肉抢走了。你们已经违背耶和
华的律法，现在你们又来抢属于我们的祭肉。哦，不行，你不能这
样！”

那个人气势汹汹地说：“你这个人，律法还知道的蛮多的嘛。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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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你，圣所是我们管的。给我们，就是给耶和华。你要是不想给，明
年就别来献祭！”他一边说着，就转身去别人家的锅里抢肉去了。

麦丁把自己袍子上的枯草和灰尘抖掉，他摸着头上的大包，对大
儿子说：“马卡，我受够了这些无赖，我要去找大祭司以利。他们这
么做，是藐视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千真万确！我必须告诉大祭司以
利！他们这么做，耶和华会惩罚他们的。千真万确！”

麦丁跺着脚朝耶和华的圣所走去。

老祭司以利穿着他祭司的长袍，长袍外面的背心和肩上都镶着闪
亮的珠宝，这些珠宝在阳光下闪烁着红色、蓝色和金色的光。以利坐
在耶和华圣所门口的一张特制的椅子上，不少人排着队等找他。

“这些祭司真气死人啦！”一肚子气的麦丁一边对自己说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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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挤进人群里头。“每年来示罗献祭，都要被这些恶人欺负，今天我
不找以利说清楚，我就不走！”

前面的一个人来到以利面前说：“你的儿子们，你那坏极了坏极
了的祭司儿子们，毁了我的宝贝女儿。我从小按律法教导我女儿，要
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我女儿一心想要讨耶和华的喜悦，愿意在
示罗耶和华的圣所侍奉祂。可是，你的儿子们是恶人，他们强迫我的
女儿和他们做没有廉耻的事。”

年纪老迈的大祭司以利，用手遮着脸，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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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另外一个人接上来说：“他们还和在圣所门前侍奉的妇人
做羞耻的事，那是异教徒的行为啊！怎么可以在耶和华的圣所发生？
大祭司以利啊，你必须制止你的儿子！”

麦丁也加入他们，大声地说：“大祭司以利啊，他们强夺献给神
的祭物。他们这样做，是得罪耶和华啊！千真万确！”

可是，以利蜷缩在椅子里，用手抱着头，一声不吭。大家看见以
利根本不想管教他的儿子，只有忿忿地离开了。

因为到以利面前状告他的两个儿子，就是何弗尼和非尼哈的人越
来越多。以利不得不对他的两个儿子说 ：“儿啊，人人都在诉说你
们的恶行。不要这样了，你们这是在耶和华面前犯罪啊！如果你们不
停止，上帝会无情地惩罚你们的！”

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根本不听他的话。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嘻
皮笑脸着，根本不肯改邪归正。以利知道他的儿子没有希望了，他们
将要面对上帝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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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了节期，哈拿都会和她的丈夫以利加拿一起，来到示罗耶
和华的圣所。每一年，哈拿带给撒母耳一件她亲手缝制的新袍子，袍
子一年比一年大。

哈拿看到儿子一年比一年高，并且在大祭司以利的手下，耶和华
的圣所里侍奉，哈拿心里非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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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祭司以利看见以利加拿和哈拿来到圣所，就为他们祝福，他对
以利加拿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
的孩子。”然后，以利加拿和哈拿就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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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眷顾哈拿，又给了哈拿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小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都越来越喜爱

他。1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上：2章12-26节

1撒母耳记上：2章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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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谁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他是一位好祭司吗？

2 大祭司的儿子是谁？他们做了什么糟糕的事情？

3 以利有没有试图阻止他的儿子们？

4 每年在感恩的节期，哈拿都做什么？

5 因为哈拿把撒母耳献给上帝，上帝赐给哈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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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轻的先知撒母耳

小撒母耳在大祭司以利的手下，在耶和华的圣所中侍奉。他的身
量越长越大，耶和华以及人们对他也越来越喜爱。那个时候，以色列
的情形却越来越糟，耶和华上帝很少对以色列人说话。 

老祭司以利的眼睛几乎完全看不见了。经过一天的劳累，以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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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领着他，慢慢走到他的床旁。他要用力地弯下腰，躺在他的床
上，撒母耳帮他躺舒服了，然后给他盖好毯子。

天色渐渐黑下来，撒母耳把耶和华圣所里的金灯台点燃了。

金灯台看起来像一棵树，中间一棵主干，两边有六个枝子，一边
三枝向上弯曲着，都装饰着杏花和花蕾。在每一枝的顶端都有一个油
灯，油灯就像一个杏花的形状，里面有灯捻和油。必须有足够多的油
让灯可以燃过整个长夜，一直到黎明。

撒母耳躺在圣所的约柜那里睡着了。

天还没有亮，金灯台的灯还亮着。这个时候，耶和华呼唤撒母耳
说：“撒母耳，撒母耳。”

“哦，准是以利在叫我。”撒母耳心里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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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叫我吗？我在这里。”

“没有，我儿啊，我没有叫你。你去睡觉吧！”

撒母耳回到床上，耶和华又呼唤他说：“撒母耳，撒母耳。”

撒母耳又跳起身来，跑到以利那里说：“我在这里，你叫我
吗？”

“没有啊，我儿，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觉吧！”

撒母耳还不知道这是耶和华在和他讲话，因为耶和华以前从来没
有直接对撒母耳说过话。

撒母耳又回到床上，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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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怎么回事啊，又是这个声音。”撒母耳再跑到以利的房间
说：“你又叫我了吗？我在这里。” 

“不是啊，我儿，我没有叫你啊，我儿……”以利的声音慢了下
来，现在以利意识到，这是耶和华在呼唤撒母耳。于是，以利就对撒
母耳说：“我没有叫你，我儿，你回去睡吧。如果再听见有声音喊你
的名字，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敬听！’” 

撒母耳回到自己床上，金灯台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自言自语
地说：“耶和华会对我讲话吗？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耶和华的声
音。” 

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几次那样呼唤：“撒母耳！撒母耳！” 

撒母耳就回答说：“请说，仆人敬听!”

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我一定要在以色列做一件事，叫听到的
人都会震惊。到了时候，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都要完完全全应验
在以利身上。

“我曾经告诉以利，我要永远降罚与他家，因他知道儿子自招咒
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就是献祭奉礼
物，也不能抹去他们的罪孽。”

然后，耶和华就离开了。

撒母耳躺在床上，在敬畏中轻声对自己说：“我刚刚看到耶和华
了！我听到了祂的声音！耶和华对我讲话了！”接着，撒母耳就高兴
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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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一直睡到天亮，耶和华圣所里金灯台的油已经烧完了，灯
也灭了。撒母耳打开圣所的门，但是他不敢把耶和华对他说的话马上
告诉以利。

这时，以利叫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那个声音又说话了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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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点了点头，温和地望着他亲爱的老师父。

“耶和华对你说了什么？都告诉我，什么也不要隐瞒。你若对我
隐瞒一句，愿耶和华重重惩罚你。”

撒母耳就把耶和华所说的，有关以利和他的家族将要遭受惩罚的
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一句也没有隐瞒。

这时，耶和华的先知指着以利和他家人将受到审判的警告，又响
在以利的耳边。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为什么贪图献给我的上好祭物，拿去养肥自己呢？尊重我
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就必被轻视。以利，你没有尊重我，
你倒尊重你的儿子。你没有制止他们的恶行，你藐视我的圣所和我的
律法。现在，我也要藐视你。我要另立一个忠信可靠的祭司，他必依
照我心意中的事而行。我要祝福他和他的全家。我不再祝福你的家
族，你的家族必将穷困潦倒，人都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
非尼哈必同日丧命。他们的遭遇可作为证据，证明我所说的是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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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从以利几乎失明的眼睛里流了出来，他说：“这是出于耶和
华，愿祂凭自己的意旨而行。”

从那之后，耶和华就常常对撒母耳说话，并且通过撒母耳把这些
信息传达给以色列人。从北到南，从但到别是巴，每个人都知道撒母
耳是上帝的先知。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上：2章27节-3章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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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撒母耳在耶和华圣所里的工作有哪些？

2 撒母耳认为谁在晚上叫他的名字？

3 上帝对撒母耳的信息是什么？

4 上帝对以利的信息是什么？

5 上帝对那些敬畏祂的人会做什么？对那些羞辱祂的人，比如以
利的儿子，会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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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非利士人的进攻

有一天，麦丁一家在吃早餐。麦丁对他的妻子说：“芭蒂娜，我
的工具都磨钝了，千真万确！我现在需要一个新镐头，还要割麦子的
新镰刀。”

妻子芭蒂娜回答说：“那你就到路那头的非利士人那里去买新的
吧，他们的工具做得可好了！”

于是，麦丁就去了。

没过一会儿，麦丁就回来了，神情严肃地对他妻子说 ：“芭蒂
娜，那个非利士人让我很担忧。我去他那里买工具，以前他还是挺友
好的，可是今天，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我说我要买一把新镰刀收割
麦子，可是他呢？突然怒气冲冲地说：‘收麦子！收麦子！你们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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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有的是土地种你们的大麦、小麦，你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可是
我们非利士人就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我们得在你们的土地上耕种。
不，这片土地本应该是我们的。’他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芭蒂娜，你也知道，非利士人在我们这旁边有五个大城市，他
们的军队可厉害了。芭蒂娜，记着我说的话，总有一天我们和非利士
人会有麻烦的，千真万确！”

麦丁说对了。

这天早上，麦丁正在和芭蒂娜说话，就听见有人在喊叫。

“非利士人要进攻我们啦！” 

“非利士人要进攻我们啦！” 

“以色列的战士们，快到以便以谢的营地去！保卫我们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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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传信的人又在高喊：“战士们，到以便以谢去！保卫我们的土
地，到以便以谢去！”

“什么！”麦丁大声说，“哦，芭蒂娜，我必须得去。哦，对不
起，这也是千真万确！还有，芭蒂娜，我已经定好了的那些工具，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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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赶快去拿，麦子得他去收割了。哦，愿耶和华祝福保守你，芭蒂
娜，还有孩子们！愿耶和华从非利士人手下拯救我们，赐我们平
安！”

麦丁和他的朋友泽欧庞，和以色列各地的战士们匆忙从自家农场
赶来，一起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建立了营地，那
里是一座山丘，可以俯视一大片平原。而非利士人就在平原的另一
边，一座名叫亚弗的山丘建立了营地。

第一场战斗过后，四千以色列士兵战死在平原上。

非利士人回到亚弗的营地，庆贺他们的胜利，他们说：“我们的
大衮神给我们带来了胜利！赞美大衮神！”

幸存的以色列士兵们蹒跚地逃回营地，有的瘸着腿，有的在流
血，有的还背着受伤的同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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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领袖们说：“为什么？为什么耶和华上帝让我们败在非
利士人面前呢？非利士人明天还要再来进攻，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有一个人高声地说：“我知道！我有一个计划，你们听
着！”

大家都停下来听他说。

“在约书亚时代，我们的祖先越过正在泛滥的约旦河。他们是怎
么做到的呢？是祭司们抬着耶和华的约柜走到河岸的水边，然后怎么
样了呢？当祭司的脚一碰到约旦河水的时候，约旦河的洪水就停在耶
和华的约柜前。于是，我们的祖先就踏着干地进入了应许之地。这是
一个神迹，是耶和华的约柜施展的神迹！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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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耶利哥城。那里的城墙坚固得没有军队能够摧毁，但是祭司们抬着
耶和华的约柜，在城墙外转圈。你们也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耶利哥
城坚固的城墙就倒了，我们的祖先就占领了耶利哥城。这也是一个神
迹，是……”

“是的，这是耶和华的约柜施行的神迹！”

“是的，这是耶和华的约柜施行的神迹，耶和华的约柜……”

说话人的声音被其他人的声音淹没了。

说话的人就提高声音说：“安静，安静！所以，明天我们要把耶
和华的约柜抬过来，上帝的约柜与我们同在，明天我们就肯定能打胜
仗！”

“约柜能够止住约旦河水，约柜能够让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明
天，非利士人也一定会在约柜前四散逃跑！”

以色列的士兵一下子变得士气高昂起来，以色列人的领袖就派人
到示罗耶和华的圣所里去抬约柜。他们相信，明天抬约柜上战场，耶
和华就会亲自加入到以色列的军队中，非利士人必将闻风而逃。

于是，以色列的领袖们就回到他们的帐棚里，安心地睡觉了。因
为他们确信，以色列人明天必将大获全胜。

帐棚中的士兵们都睡了，他们要养精蓄锐，迎接明天的战斗。只
有受伤的士兵还在不停呻吟，但是也有人因为自己的同袍被杀，而无
法入睡的。

麦丁和他的朋友泽欧庞睡在同一个帐棚里。“麦丁，今天的战斗
太可怕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幸运的，至少我们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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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没错，泽欧庞，千真万确，我们很幸运！可是，泽欧
庞，我还是挺担心的。你听到将领们说的话吗？他们说：‘派人去示
罗把耶和华的约柜抬来，我们明天带着约柜去战场，这样肯定能打胜
仗。’”

“是啊，麦丁，我都听到啦！”

“可是，泽欧庞，他们求问过耶和华没有？我知道，当年祭司们
抬着约柜围着耶利哥城转了七圈，大声喊叫之后，耶利哥的城墙就倒
塌了，这千真万确！可是，那是耶和华告诉约书亚，命令约书亚派祭
司抬着约柜，围着耶利哥的城墙转的。但是，耶和华有没有吩咐我们
这些在以便以谢的领袖，把约柜抬上战场呢？他们以为把约柜抬来，
就能打胜仗。我总觉得，我们的祖先打胜仗，是因为他们听了耶和华
的话，而不是靠着约柜的能力。约柜又不是装着耶和华神的魔术箱，
我们千万不能把耶和华神的约柜当成魔术箱啊！这千真万确！泽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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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记着我说的话，如果耶和华没有吩咐我们的领袖这样做，那么这
个计划肯定行不通。千真万确！”

“麦丁，别操心约柜明天来战场的事了。约柜是神圣的，大祭司
以利应该是不会让约柜离开耶和华的圣所。所以别操心啦，麦丁，睡
吧！明天还有仗要打呢！”

麦丁和泽欧庞虽然心中忧虑，但是，他们还是睡着了。

早晨，以色列的军队集结起来，并且等待耶和华的约柜到来。

一个负责瞭望的士兵喊着说：“耶和华的约柜来啦！约柜马上就
到啦！快看，那不是穿白袍的祭司吗？后面有利未人抬着耶和华的约
柜！”

另一个人一边说，一边用手遮着太阳，朝着那人所指的方向望过
去。“诶哟，你的眼神可真好啊！”

“诶，现在我看到啦！是啊，是啊，耶和华的约柜马上就到喽！
耶和华的约柜马上就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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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非常激动，大声地欢呼着。

“耶和华来啦！耶和华的约柜来啦！”

“祭司们把约柜抬来喽！”

以利的两个坏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穿着白袍子，跟随着另外四
个抬着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一起走进了营地。

约柜进了营地，以色列人的欢呼声震天，连地都跟着动摇。非利
士人听到了，就问：“诶，诶，你听到希伯来人营地的欢呼声吗？这
是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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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利士人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以色列人的营地，他们就害
怕了，说：

“以色列的神到了他们的营里！我们完了！”

“和抬来约柜的希伯来人打仗，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事！”

“诶呀呀，以前用各样灾祸打击埃及人的就是这位神哪！”

“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么厉害的神呢？”

“哎呀，怎么办呢？”非利士人惊恐地呼叫着。

在慌乱中，突然有一个声音高声地喊着说：“非利士人哪，非利
士人！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要起来战斗！要与以色列人战斗！
要战斗！战斗！免得你们做希伯来人的奴仆。要刚强壮胆！要起来战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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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上：4章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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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非利士人为什么要攻打以色列人？

2 以色列人打算用什么计划赢得下一场战斗？他们想要带什么上
战场？

3 你认为这是个好计划吗？

4 为了赢得胜利，以色列人是求问上帝，还是要用自己的方式？

5 当你遇到问题时，你是问上帝该做什么吗？当我们求问的时
候，上帝如何回答我们？

55



7
以利和他家族的结局

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再次交战。非利士人英勇奋战又战胜了以色
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另一个可怕的日子。

在示罗，老以利坐在路边自己的位子上观望着，他为耶和华的约
柜担忧。是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祭司和非尼哈祭司把约柜抬到战场
上去的。以利焦急地等着战场和耶和华约柜的消息。

一个年轻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示罗城报信。他是从战场逃
回来的，他撕裂自己的衣服，头上撒了尘土，表达自己的哀痛。示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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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人们听到战败的消息都撕心裂肺地哭叫起来。

以利听到哭声，就问：“这是什么声音？太可怕了！”

年轻人急忙给以利报信。

“我，我是便雅悯族的，”这年轻人喘息着说。“我从战场一直
逃回来的。”

以利绷紧所有的神经仔细倾听着，“我儿，事情怎样？”

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无数人被杀。
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都死了，而且，而且，耶和华的约柜被
掳去了。”

这人刚一提到耶和华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座位上往后一仰，跌
倒在门边，折断了脖子，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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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跳过去扶起以利，可是年事已高的大祭司以利已经死了。以
利享年九十八岁，作以色列的大祭司四十年。

以利的儿媳妇，非尼哈的妻子也在等着战场传来的消息。她的产
期就快到了，当她听到她的丈夫和公公都死了，耶和华的约柜也被夺
走了的时候，她忽然疼痛，生了一个宝宝，而她自己却奄奄一息。

照顾她的妇人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但她却不
回答。她临死前给孩子起名叫以迦博，以迦博的意思是“没有荣
耀”。她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因为神的约柜被夺去了。”

约柜本来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象征，而现在，因为以色列
人所犯的罪，耶和华离弃了他们。有三万以色列人在战场被杀，其余
的都连滚带爬地逃回了家乡。

麦丁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看到麦丁平安地回来，芭蒂娜喊着
说：“哦，麦丁，看见你我太高兴了！感谢上帝，你平安地回来
了！”麦丁紧紧地拥抱亲吻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们也站在旁边等着欢
迎父亲归来。“哦，我亲爱的儿子们！真高兴能再次看到你们，千真
万确啊！”

“爸爸，真高兴你平安地回来了！我们听说了，我们被非利士人
打败了。”

儿子马卡说：“为什么耶和华会容许非利士人打败我们呢？上帝
让约书亚拿下了耶利哥城，打败了迦南地的那些王，为什么耶和华不
让我们打败非利士人呢？”

麦丁叹着气说：“马卡，是我们以色列人背离了耶和华我们的
神，是他们去敬拜迦南地的那些偶像。耶和华现在做的，正是当年摩
西警告过我们的。耶和华藉着摩西的口警告我们说：‘如果你们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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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弃耶和华，祂会降灾难和扰乱给你们。’千真万确啊！”

“爸爸，”另一个儿子对麦丁说，“听说，那些抢走耶和华约柜
的非利士人，把示罗城烧毁了。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示罗献年祭了，
是吗，爸爸？”

“儿子，那些都结束了，”麦丁伤心地说，“千真万确！”

“麦丁，”芭蒂娜说，“撒母耳怎么样了？那些非利士人把示罗
城都烧毁了，撒母耳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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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芭蒂娜！不过，撒母耳是耶和华立的先知，他常
常把耶和华对他说的话告诉我们。千真万确！耶和华神会保护带领
他。”

马卡问：“那耶和华的约柜现在在哪里呢，爸爸？非利士人会把
它怎么样呢？”

“唉呀，你们的问题一个比一个难回答。千真万确！不过，马
卡，耶和华的约柜是神圣的。就是连我们以色列人也不能去摸去碰。
所以呀，非利士人夺走约柜，不会有好日子过。你相信我吧，马卡。
这千真万确！”

“爸爸，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马卡问。

“我们要在家里继续敬拜耶和华。马卡，我们不能因为非利士人
抢走约柜，我们就不敬拜耶和华。耶和华是在天上，千真万确！儿子
们，记得摩西是怎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你当尽心、尽性、尽
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
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摩西就
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必须敬拜耶和华。千真万确！”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上：4章10-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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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以色列人把约柜带到战场时发生了什么？

2 谁死在这场战斗中？非利士人带走了什么？

3 以色列人做了哪些坏事？

4 由于以色列人犯罪而且不悔改，上帝如何惩罚他们？

5 即使没有示罗的圣所，撒母耳如何继续侍奉上帝？我们是否需
要一座教会建筑物来服事和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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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灾难临到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打败了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耶和华神的约柜，
开开心心地回家了。约柜是一个里外包着黄金的漂亮箱子，箱盖上还
有两个纯金铸造的天使。当非利士的士兵向南走到亚实突城的时候，
落日的余晖照在约柜上，金子真是耀眼夺目！

士兵们抬着约柜进了他们的大袞庙。那个时候，人们认为，两个
国家交战，其实就是两个国家所敬拜的神在交战。胜利的一方，就是
他们敬拜的神战胜了对方敬拜的神。因此，非利士人认为他们的大袞
打败了以色列的耶和华神。

大袞是一个长相奇特的偶像。从他的头到腰是一个人的形状，从
他的腰往下就是鱼的样子，最下边是一个鱼尾巴。大袞的像就立在大
袞庙大堂门口的基座上。

非利士人的祭司把耶和华神的约柜放在大袞像的旁边。非利士人
相信，他们的大袞已经夺取了以色列耶和华神的所有能力，以色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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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再也不能对非利士人造成任何伤害了。非利士人就是这么想
的。

大袞庙的看庙人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他自言自语地说：“嗐，这
些朝拜的人终于都回家去了。这一天可真忙啊！不过，终于把我们的
战利品，放进了庙里。现在，这个柜子挨着它的新主人，就是我们的
大袞。我终于可以回家吃晚饭喽。”

看庙人离开前，回头看了一眼约柜上的那对金天使，他们的翅膀
展开着，跪在耶和华神的约柜的盖子上。“啊，它们金光闪闪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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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亮啊！说实话，人们看着它们，怎么能不心生敬畏呢？我从来没有
见过这么威严的东西。”

看庙人把庙门关上，继续自言自语地说：“非利士人所有的五个
城市，亚实突、亚实基伦、迦萨、迦特和以革伦当中，亚实突真是最
幸运的，可以得到这个无与伦比的战利品。”

第二天早上，当看庙人打开庙门的时候，一下子惊呆了。大袞像
从他的基座上倒下来，扑倒在以色列神的约柜前。

“哎呀呀，我从来没有……，这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我们的大
袞怎么会扑倒在那个柜子前面呢？好像是在拜那个柜子。莫非……，
这个以色列的神好像很厉害！快让我看看，希望大袞的鼻子别蹭坏
了。嗨，嗨，嗨……，不行，我得赶快叫祭司们来，把他扶起来。”

大袞像很重，要有好几个祭司一起，才把它抬起来，放回原位。
看庙人终于松了口气，说：“还好，没有很多人看到我们的大袞像脸
朝下扑倒在以色列神的约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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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认为，是他们敬拜的大袞保护他们战胜了以色列人。所
以一整天的时间，来朝拜大袞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来到大袞像面前都
说：“赞美归给我们的大袞！”

第二天早上，看庙人打开庙门，看见大袞像又扑倒在耶和华神的
约柜前，而且大袞像的头和手都在门槛上折断了。

看庙人说：“哎呀呀！怎么搞的，大袞像怎么又倒下来了？哎
呀，完了，大衮像的脑袋和胳膊都在门槛上摔断了。诶，这是……，
这是以色列神的约柜做的事吗？不！不可能！一定是这个门槛的问
题。谁进来都要踩门槛，让门槛不高兴了，它就撞断大衮像的脑袋和
胳膊。对，一定是这样。我要马上告诉祭司去。”

从此以后，在亚实突、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大衮庙的人，都不敢
踏在亚实突大衮庙的门槛，要跳过去。

无论非利士人怎么解释大衮神被摔坏的事，事实是，耶和华以色
列人的神打碎了非利士人的大袞。不过事情还没完呢！

接着，在亚实突的城里和附近的乡村也发生了恐慌。因为到处都
出现老鼠，在玉米地里，在谷仓里，在房子里，到处都是。老鼠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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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都啃坏了。晚上，老鼠的叫声和啃东西的声音让人们无法入睡，老
鼠甚至还跑到人的床上，咬烂人们的衣物，把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

亚实突人的身体也出了问题，人们身上都长了疮。亚实突人害怕
了，他们说：“这一定是以色列神的约柜干的！以色列人的神已经惩
罚我们的大袞了，现在又开始惩罚我们了。那约柜不能留在我们城
里！”

于是，亚实突人召集了五个非利士城的首领，他们讨论说：“我
们应该怎么处置这个以色列神的约柜呢？”

首领们一开始并不相信是以色列的神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他们认
为，他们的神大袞已经打败了以色列的神，并且夺去了祂全部的能
力。所以他们觉得，无论是大袞像的损坏或者是鼠灾，都只是亚实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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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厄运。

于是，他们说：“可以把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迦特去。”

亚实突人把约柜运到了迦特。但是约柜一到，老鼠也到了。很快
迦特人，老老少少都长了疮。于是，他们也都很害怕起来。

迦特人对他们的首领说：“以色列的神把这些灾难带到我们这里
来了！快把约柜搬走！”

但是，非利士人的首领们还是不相信是以色列的神带来这些灾
难，于是，首领们告诉迦特人说 ：“把约柜运到别处去吧，这样问
题就解决了。”

于是，约柜又被运到了以革伦。以革伦的人们一看见约柜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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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都吓坏了。以革伦人喊叫着说：“他们把以色列神的约柜转运到我
们这里，要害死我们呐！”

上帝的手重重地攻击以革伦。城里的人有的因为惊慌而死，还没
有死的人也都长了疮，他们哭嚎的声音达到了天上。以革伦人就打发
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耶和华神的约柜送
回原处，免得祂害死我们大家！”

以色列耶和华神的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已经七个月了，非利士
人遭受了可怕的损失。

非利士人的首领们问祭司和占卜的人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以
色列的神耶和华的约柜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把这个约柜送回去
呢？”

祭司和占卜的回答说：“如果要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送走﹐你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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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空空送去﹐一定要把赔罪的礼物送上。你们犯罪得罪了以色列的
神。你们夺了祂的约柜，而且你们侮辱了祂，说祂没有能力、很软
弱。现在，祂就用这鼠灾来惩罚你们，祂就让你们生疮。所以，要送
礼物来赎你们的罪。如果鼠灾这样可以停止，你们的病也都好了，你
们就知道是以色列的神给你们降下的灾。

“那我们应该献什么样的赔罪礼呢？”首领们问。

祭司和占卜的回答说：“既然你们五个城市都遭了灾，那么你们
每个城市应该各送一个纯金铸造的老鼠给以色列的神，作为赔罪礼，
一共是五只金老鼠。而且，你们既然都长了疮，你们每个城市要献上
纯金铸造的疮，一共五个。献上这些金子做的礼物，并且要归荣耀给
以色列的神。也许祂就会停止对你们、你们的神和你们土地的惩
罚。”

祭司和占卜的警告非利士人的首领说：“你们不要像法老和埃及
人那么顽梗不化。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神的能力。他们顽梗的时间
越长，受的惩罚也就越重。最后他们还是得被迫顺从了以色列的
神。”

有非利士人的首领，还是不肯相信是以色列的耶和华神降下这些
灾难，就问：“我们怎么才可以确定呢？这些灾难真是以色列的神降
下的呢？这些灾难的发生也许只是巧合而已。”

“很好！”祭司和占卜的说，“让我们做一件事，来找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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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该预备一辆新车，找两头刚刚生了小牛还在喂奶，并且
从来没拉过车的母牛。把它们的小牛带走，关在牛棚里。把车套在母
牛身上，把约柜放到车上，再把赎罪礼，就是金老鼠和金疮装在盒子
里，放在约柜旁。让牛自己拉着走，不要有人赶车。看看牛往哪里
走，如果直接往以色列的伯示麦去，那么你们就知道这大灾是以色列
的神降在你们身上的。如果牛没有把车拉去以色列，你们就知道这灾
不是以色列的神降下的，只是碰巧遇到的。”

那么，这两头牛会把车拉到哪里去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上：5章1节-6章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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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非利士人敬拜什么假神？这个神是什么样子的？

2 非利士神的偶像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上帝还用什么其他方法惩罚非利士人抢走约柜？

4 非利士人想出什么考验来看这些麻烦是否来自得罪上帝？

5 上帝如何证明祂的能力超越非利士人的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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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约柜归来

非利士人按照祭司和占卜的人告诉他们的方法去做了。他们把小
牛犊关在牛棚里，把车套在两头母牛身上，把约柜放在车上，还有装
着五个金老鼠和五个金疮的盒子。然后他们拍了拍牛，就让两头母牛
拉着车走，没有人领着，也没有人赶牛。两头母牛就朝着伯示麦走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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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一边走一边哞哞地叫着，因为它们想回去给小牛喂奶。但是
母牛并没有回头，是有一种奇怪的力量让它们一路朝着以色列的边界
走去。

非利士的首领们跟在牛车后面，一直走到了伯示麦的边境。他们
在边境停下来观望，看会发生什么事。

牛拉着车一直走过以色列的边界，走到了一个伯示麦人名字叫约
书亚的田里。

这个时候，正是收获的季节，伯示麦人正忙着收割麦子。他们抬
头看见两头牛拉着一辆车，没有人赶，车就走过来，车上放着约柜。

收割的人们高兴地喊着说：“约柜回来了！耶和华我们神的约柜
回到以色列了！”

这两头牛在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一块大石头的旁边停了下
来。那金色的约柜就在车上，跪拜的天使在约柜盖子上闪闪发光。没
有人敢碰约柜，因为约柜是圣洁的，只有以色列人中的利未人才可以
抬约柜，只有他们可以把约柜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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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切地等待利未人的到来。

利未人到了，他们把约柜从车上抬下来，放在那块大石头上。然
后，他们打开那个装礼物的盒子，把五个金老鼠和五个金疮拿出来，
也放在大石头上。他们就把车劈了，把两头母牛当祭物献给耶和华。
那天，伯示麦人还另外献祭给耶和华。

非利士人的首领看到约柜安全地到达了，他们用金子做的赔罪礼
也被接受了，他们就回以革伦去了。

非利士人错了，他们所拜的大衮并没有击败以色列的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是不会被打败的，因为耶和华神是天地的创造者，是过去、
现在、将来永远都在的全能耶和华神！

约柜回来的消息传开了。伯示麦人成群结队地来看，每个人都高
兴地欢呼着，“约柜回来了！”

那时有五万人前来。其中一些人并不是出于敬畏，而是出于好
奇。他们甚至想看看约柜里面有什么。耶和华上帝就击杀了他们中间
的七十个人。

于是，人们就在那里痛哭，因为耶和华惩罚了他们。他们
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上帝面前侍立呢？我们该把这约柜送到
哪里去呢？”

伯士麦人就打发人去问基列耶琳的人说：“非利士人把耶和华的
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把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列耶琳人就
下来，把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
撒看守耶和华上帝的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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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都学到了功课，知道上帝是全
能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不可轻慢的。

因此圣经上说：“我们当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

上帝。”1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上：6章10节-7章2节

1希伯来书：12章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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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约柜如何回到以色列？

2 谁是唯一被允许移动约柜的人？

3 非利士人和约柜一起送了什么礼物？

4 那些不遵守上帝关于约柜律例的人，在他们不应该触碰或打开
约柜时，发生了什么事？

5 关于上帝的能力和尊重上帝的律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了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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