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Then you will shine among them like

stars in the sky as you hold firmly to 

the word of life. (腓 Phil. 2:15-16)

建 立 基 督 的 身 體 ： 得 勝
Building up the Body of Christ: Victory
1 1 / 2 0 / 2 0 1 6 王文堂牧師，教會系列 1 2 / 1 2



萬軍之耶和華 The LORD of Hosts

萬軍之耶和華與
耶和華之萬軍
聖經以「萬軍之耶和華」
來描寫神，以「耶和華
的軍隊」來描寫以色列，
以「基督的精兵」來描
寫教會。這不是說神和
他的子民是好戰的，而
是說當光明要突破黑暗
之時，必定會產生戰爭，
而光明必定得勝。

耶和華是戰士 The Lord is a warrior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歌說：我要

向耶和華歌唱，因他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

投在海中…耶和華是戰士；他的名是耶和華。

I will sing to the Lord, for he is highly exalted.

Both horse and driver he has hurled into the sea… 

The Lord is a warrior; the Lord is his name.  (出

Exo. 15:1,3)



耶和華之萬軍 The Hosts of the LORD

神的百姓是軍兵God’s people are soldiers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滿了

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

及地出來了。 And it came to pass at the end of 

the four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even the 

selfsame day it came to pass, that all the hosts 

of the LORD went out from the land of Egypt. 

(出 Exo. 12:41)

不是我們發起戰爭
而是戰爭臨到我們

以色列人剛出埃及，就有
亞瑪力人來攻打他們。教
會剛一出生，就有當權者
來逼迫他們。神的百姓是
和平的，但當他們跟著神
的腳步向前邁進的時候，
卻總是遭到攻擊。不是我
們去發起戰爭，而是戰爭
臨到了我們。



數點耶和華的軍隊 民數記 1:1-46

凡以色列中，從二十歲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亞倫要
照他們的軍隊數點…
流便…從二十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男丁，共有四萬六千五百名。

西緬…從二十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男丁，共有五萬九千三百名。

迦得…從二十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共有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名。

猶大…從二十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共有七萬四千六百名。

…

這樣，凡以色列人中被數的，照著宗族，從二十歲以外，
能出去打仗、被數的，共有六十萬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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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
軍團

流便
軍團

以法蓮
軍團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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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會幕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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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肩抬法櫃
前行

革順人
及米拉
利人運
送會幕

哥轄
人運
送聖
物

• 約櫃往前行的時候，摩西就說：「耶和華啊，求你興起！願你
的仇敵四散！願恨你的人從你面前逃跑！」

• 約櫃停住的時候，他就說：「耶和華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
萬人中！」 (民10:35-36)

以色列人行進圖
民數記 10:11-36



跟著約櫃去 Follow the Ark

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又見祭司利未人抬著，就
要離開所住的地方，跟著約櫃去。只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
量二千肘，不可與約櫃相近，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
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When you see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ord your God, and the Levitical priests 
carrying it, you are to move out from your positions and follow 
it. Then you will know which way to go, since you have never 
been this way before. But keep a distance of about two 
thousand cubits between you and the ark; do not go near it.
（書 Josh. 3:3-4）



建立基督的身體

一、教會的宿命
The Destiny of the Church

• 像主那樣受苦 Suffers like the 
Lord suffers

• 像主那樣得勝 Conquers like 
the Lord conquers



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
If they persecuted me, they will persecute you also

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
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
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
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If you belonged to the 
world, it would love you as its own. As it is, you do not belong to the 
world, but I have chosen you out of the world. That is why the world 
hates you. Remember what I told you: ‘A servant is not greater than his 
master.’ If they persecuted me, they will persecute you also. If they 
obeyed my teaching, they will obey yours also. (約 John 15:19-20) 



陰間的門不能勝過他
The gates of Hades will not overcome it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
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他。And I tell 
you that you are Peter, and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and the gates of Hades will not 
overcome it. (太 Matt. 16:18)



建立基督的身體

二、爭戰的祝福者
The militant blessings-giver

• 和平的福音 The gospel of peace

• 爭戰的教會 The church militant



得仇敵的城門 Possess the gate of your enemies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
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Indeed I will greatly bless you, and I will greatly multiply your 
seed as the stars of the heavens and as the sand which is on 
the seashore; and your seed shall possess the gate of their 
enemies. In your seed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shall be 
blessed, because you have obeyed My voice. (創 Gen. 22:1-18)



建立基督的身體

三、維持得勝的隊形
Maintain the winning formation

• 聖潔的核心 The core of purity

• 團結的外圍 The shield of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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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核心 The core of purity
以色列陣營的核心是會幕，是通往神的道路。會幕的核心是至聖所，是神的
同在。無論外面的世界有多污穢，敵人有多強大，只要核心是聖潔的，以色
列人都必得勝，因為神與他們同在。教會的核心是基督，是通往神的唯一道
路。教會的成員若都是真心信主的，教會都是分別為聖的，無論外面的世界
有多污穢，敵人有多強大，教會都必得勝，因為神與他們同在。

團結的外圍 The shield of unity
會幕的外圍是利未人，是事奉神的人。利未人的外圍是十二支派，是有血緣
關係、天生合一的團體。利未人與十二支派圍繞著會幕，形成至為團結的外
圍。無論敵人有多強大，以色列人都必得勝，因他們團結合一。教會在基督
裡成為一體，飲於一位聖靈，一主、一信、一浸、一神。神從一開始就將合
一放在教會裡，教會若能保守這份合一，無論時代有多險惡，敵人有多強大，
教會都必得勝。



A winning church
• The Core of Purity
• The Shield of Unity

聖潔不在於單一的顏色，
而在於顏色所組成的形狀。
聖潔的教會並非僅由一個
種族所組成，而是由多個
種族所組成的十字架。他
們不是在皮膚的顏色裡合
一，而是在基督裡合一。
這樣的合一才是真合一，
這樣的團結才是真團結。

聖潔的核心
團結的外圍



建立基督的身體

四、戰場的設定
Set the battlefield

• 設定於生活 In life

• 設定於靈界 In the spiritual 
realm



生活戰場 Life Battlefield
基督徒的戰場是在生活。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大街也在客廳，在職場也
在市場，在國會也在教會，在電影院，在電腦前，在社會的潮流，在親友的
閒談，在網路的言論，在人心所想的和口中所說的，在一切與反對神的勢力
所接觸之處。基督徒若要得勝，就不能只在選舉中得勝，而必須在生活中得
勝。必須在生活中有神的同在，得眾民的喜愛，將人心奪回歸向神。

靈界戰場 Spiritual Battlefield
基督徒的戰場是在靈界。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若要得勝，就必
須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乃是：真理的腰帶，公義的護心鏡，福音的鞋，
信德的盾牌，救恩的頭盔，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並要隨時多方禱告祈
求，在此儆醒不倦。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The full armor of God

教會接受武裝 The church is armed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

爭戰。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

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弗 6:10-13)



Misplaced Passion 錯置的熱情
• Personal gain 個人利益
• Political movement 政治活動
• Theological view 神學觀點

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
會。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為我祖
宗的遺傳更加熱心。 For you have heard of my previous way of life 
in Judaism, how intensely I persecuted the church of God and tried to 
destroy it. 14 I was advancing in Judaism beyond many of my own 
age among my people and was extremely zealous for the traditions 
of my fathers. (加 Gal. 1:13-14)



貧民區之
光
一位孟買
的牧師站
在他所重
建的教堂
之前
A pastor in 
front of the 
church he 
revived in a 
Mumbai 
slum.



不靠神蹟奇事
惟靠神的話語

古馬牧師說：神蹟奇
事或許能夠吸引人來
教會，但卻不能使人
留下來。惟有上帝純
淨的話語才能保守並
建造教會。
“Signs and wonders may 
attract people to the church, 
but don’t keep people 
there,” says Kumar. “Only the 
pure Word of God keeps and 
builds people in the church.”

印度最大的迦略山教會古馬牧師證道
Pastor Satish Kumar preaches at Calvary Temple



福音在
印度

迦略山
教會每
個主日
的五堂
聚會之
一
One of five 
Sunday 
services at 
Hyderabad's 
Calvary 
Temple.



建立基督的身體

五、位置決定了結果
Position regulates outcome 

• 百節的位置是在身體裡（百節
離體則廢）

• 身體的位置是在基督裡（身體
無首則亡）



在基督裡 In Christ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
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I have told you these things, 
so that in me you may have peace. In this world 
you will have trouble. But take heart! I have 
overcome the world.（約 John 16:33）



得勝有餘 More than conquerors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
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
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
勝有餘了。
Who shall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Christ? Shall trouble or hardship or persecution or 
famine or nakedness or danger or sword? As it is written: “For your sake we face death all 
day long; we are considered as sheep to be slaughtered.” 

No, in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through him who loved us. (羅 Rom. 8:35-37)



成就一切，仍然站立 Last man standing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
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For our struggle is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but against the rulers,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is dark world and against the spiritual forces 
of evil in the heavenly realms. Therefore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so that 
when the day of evil comes, you may be able to stand your ground, 

and after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to stand. 
(弗 Eph. 6:12-13)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

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

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

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

父、和平的君」。(賽9:2,6)

光照耀他們…

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



天下莫強歌 王文堂

基督身體，內聖外王；瓦器藏寶，似弱實強。

祝福器皿，屢受重傷；死裡復活，苦中興旺。

受主所受，當主所當；勝主所勝，與主作王。

漫漫長夜，照耀明光；基督身體，天下莫強。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
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
你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
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
關係。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
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