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建造的核心信念

2020.03.15(週日)陳約翰

安營起行都與神同行

民數記一～四章.十11～28



若不同心，豈能同行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摩三3

渴望與尊貴者或親密者同行，你不會帶他不喜
歡的寵物

當你與某人同行時，顯然你不會跟他走相反的
方向



【主題經文-1】民十11-16


11.第二年二月二十日，雲彩從法櫃的帳幕收上
去。12.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離開西乃的曠
野，雲彩停住在巴蘭的曠野。13.這是他們照耶
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14.按著軍
隊首先往前行的是猶大營的纛。統領軍隊的是
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15.統領以薩迦支派軍隊
的是蘇押的兒子拿坦業。16.統領西布倫支派軍
隊的是希倫的兒子以利押。



【主題經文-2】民十17-21


17.帳幕拆卸，革順的子孫和米拉利的子孫就擡
著帳幕先往前行。18.按著軍隊往前行的是流便
營的纛。統領軍隊的是示丟珥的兒子以利蓿。
19.統領西緬支派軍隊的是蘇利沙代的兒子示路
蔑。20.統領迦得支派軍隊的是丟珥的兒子以利
雅薩。21.哥轄人擡著聖物先往前行。他們未到
以前，擡帳幕的已經把帳幕支好。



【主題經文-3】民十22-28


22.按著軍隊往前行的是以法蓮營的纛，統領軍隊的
是亞米忽的兒子以利沙瑪。23.統領瑪拿西支派軍隊
的是比大蓿的兒子迦瑪列。24.統領便雅憫支派軍隊
的是基多尼的兒子亞比但。25.在諸營末後的是但營
的纛，按著軍隊往前行。統領軍隊的是亞米沙代的
兒子亞希以謝。26.統領亞設支派軍隊的是俄蘭的兒
子帕結。27.統領拿弗他利支派軍隊的是以南的兒子
亞希拉。28.以色列人按著軍隊往前行，就是這樣。



前言：祭司的國度-1


3.摩西到神那裡，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
樣告訴雅各家，曉諭以色列人說：4.我向埃及人所
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
翅膀上，帶來歸我。5.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
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
地都是我的。6.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
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出十九3-6



耶和華的國度-1


4.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5.從此以後，你
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
你作多國的父。6.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
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7.我要與你並你世
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
你和你後裔的神。8.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
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
必作他們的神。 創十七4-8



耶和華的國度-2


16.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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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
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創廿二16-18



耶和華的國度軍隊

26.耶和華說：將以色列人按著他們的軍隊從埃及地
領出來。這是對那亞倫、摩西說的。 出六26


51.正當那日，耶和華將以色列人按著他們的軍隊，
從埃及地領出來。 出十二51


2.你要按以色列全會眾的家室、宗族、人名的數目
計算所有的男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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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以色列人支搭帳棚，要照他們的軍隊，各歸本營，
各歸本纛。 民一2-3.52







Line 3 





前言：祭司的國度-2


4.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
寶貴的。5.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
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
靈祭。9.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
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10.你們從前算不得子
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
蒙了憐恤。 彼前二4-5.9-10



前言：祭司的國度

【新約乃指教會】
1.被揀選的族類
2.有君尊的祭司
3.是聖潔的國度
4.是屬神的子民



一、新婦的呼召

1.特別的揀選

2.基督是中心

3.團體的新婦



一、新婦的呼召

1.特別的揀選
• 12.我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

一切頭生的；利未人要歸我。13.因為凡頭生的是
我的；我在埃及地擊殺一切頭生的那日就把以色
列中一切頭生的，連人帶牲畜都分別為聖歸我；
他們定要屬我。我是耶和華。 民三12-13

• 2.你從利未人中，將哥轄子孫的總數，照他們的
家室、宗族，3.從三十歲直到五十歲，凡前來任
職、在會幕裡辦事的，全都計算。 民四2-3



Line 4



Line 5



Line 6



Line 7



一、新婦的呼召

1.特別的揀選

•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平、
慈愛、憐憫聘你歸我； 何二19

• 你必不再稱為撇棄的；你的地也不再稱為
荒涼的。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的；你的地
也必稱為有夫之婦。因為耶和華喜悅你，
你的地也必歸他。 賽六十二4



一、新婦的呼召

2.基督是中心
• 隨後，會幕要往前行，有利未營在諸營中間。

他們怎樣安營就怎樣往前行，各按本位，各歸
本纛。 民二17

•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
督裡面，你們在他裡面也得了豐盛。他是各樣
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西二9-10

•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西三11下



一、新婦的呼召

3.團體的新婦
•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

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
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
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
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
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啟廿一1～3



一、新婦的呼召

3.團體的新婦
•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

那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
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
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
派的名字。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
門、西邊有三門。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
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啟廿一10～14



二、門徒的異象-1

52.以色列人支搭帳棚，要照他們的軍隊，各歸本營，
各歸本纛。54.以色列人就這樣行。凡耶和華所吩咐摩
西的，他們就照樣行了。 民一52.54


32.這些以色列人，照他們的宗族，按他們的軍隊，在
諸營中被數的，共有六十萬零三千五百五十名。33.惟
獨利未人沒有數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
西的。34.以色列人就這樣行，各人照他們的家室、宗
族歸於本纛，安營起行，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民二2.32-34



二、門徒的異象-2


46.凡被數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亞倫並以色列眾首領，
照著家室、宗族所數點的，47.從三十歲直到五十歲，
凡前來任職、在會幕裡做擡物之工的，共有八千五百
八十名。48.併於上節。49.摩西按他們所辦的事、所擡
的物，憑耶和華的吩咐數點他們；他們這樣被摩西數
點，正如耶和華所吩咐他的。 民四46-49



二、門徒的異象-3


18.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
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20.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廿八18-20



二、門徒的異象

1.照著主的吩咐（照著神的吩咐）
2.跟隨使徒教訓（照著摩西領受）
3.聽從屬靈父母（照著宗族家室）



三、宣教的使命

1.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華在西乃的
曠野、會幕中曉諭摩西說：2.你要按以色列全會眾的家室、宗
族、人名的數目計算所有的男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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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支派
中必有一人作本支派的族長，幫助你們。


18.當二月初一日招聚全會眾。會眾就照他們的家室、宗族、人
名的數目，從二十歲以外的，都述說自己的家譜。19.耶和華怎
樣吩咐摩西，他就怎樣在西乃的曠野數點他們。20.以色列的長
子，流便子孫的後代，照著家室、宗族、人名的數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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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併於上節。 民一1-4.18-21



三、宣教的使命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
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 徒一8


1.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
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3.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
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十二1-3



三、宣教的使命

1.參與其中
2.知道所屬
3.成熟長進
4.能夠打仗
5.征服那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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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
摔跤；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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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六10～12

三、宣教的使命



四、建造的策略



方陣部屬圖







雅各啊，
你的帳棚何等華美！
以色列啊，
你的帳幕何其華麗！

民廿四5



四、建造的策略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
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
建立自己。 弗四15-16

•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
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
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西二6-7



教會健康建造五重軌道

一、事奉成全的軌道

二、養育門訓的軌道

三、生活教導的軌道

四、神學教育的軌道

五、外展宣教的軌道



結論：要作為鑑戒




1.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
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2.都在雲
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3.並且都吃了一樣
的靈食，4.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
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5.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
曠野倒斃。6.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
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

林前十1-6




7.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
所記：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耍。8.我們也
不要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
了二萬三千人；9.也不要試探主（有古卷：
基督），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
10.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
就被滅命的所滅。11.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
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
末世的人。 林前十7-11



你當預備
迎見你的神

1.不貪戀惡事
2.不要拜偶像
3.不要行姦淫
4.不要試探主
5.不要發怨言



核心信念

呼召 異象

使命 策略



教會建造的核心信念

一、新婦的呼召

二、門徒的異象

三、宣教的使命

四、建造的策略



教會建造的核心信念

一、新婦戰士的呼召

二、門徒團隊的異象

三、宣教軍隊的使命

四、健康建造的策略



教會健康建造五重軌道

一、事奉成全的軌道

二、養育門訓的軌道

三、生活教導的軌道

四、神學教育的軌道

五、外展宣教的軌道



【講章大綱】教會建造的核心信念
主題經文：民數記十章11-28.（一～四章）

前言：祭司的國度

•1.特別的揀選 2.基督是中心 3.團體的新婦一、新婦的呼召

•1.照著主的吩咐 2.跟隨使徒教訓 3.聽從屬靈父母二、門徒的異象

•1.參與其中 2.知道所屬 3.成熟長進 4.能夠打仗 5.征服那地三、宣教的使命

•1.事奉成全 2.養育門訓 3.生活教導 4.神學教育 5.外展宣教四、建造的策略

結論：要作為鑑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