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畏、順服、無私的愛心
啟示錄第二章 1-7節



啟示錄的內容是關於…

啟1: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

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啟示錄介紹

•得勝的書卷 (得勝的與得勝者)

啟1: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

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

寫出來。



啟示錄介紹

•得勝的書卷 (得勝的與得勝者)

•奧秘的展開 (如何做個得勝者)

加 1:11-12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
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 (12)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
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



啟示錄介紹

•得勝的書卷 (得勝的與得勝者)

•奧秘的展開 (如何做個得勝者)

•時代的信息 (聽道行道得勝者)



啟示錄介紹 (來源、內容、目的)

啟 1:1-3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

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

約翰。 (2)  約翰便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

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 (3)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

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啟示錄介紹 (寫作地點、受信教會)

啟 1:9-11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

國度、忍耐裡一同有分，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

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10)  當主日，我被聖靈

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11)  「你所

看見的當寫在書上，達與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

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那七個教會。」



啟 1:12-20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

燈臺。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

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15)  腳好像

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16)  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

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17)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

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

是末後的， (18)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

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

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

金燈臺的奧秘，那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

但 10:5-6  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法精金帶。 (6)  他身體如

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

的聲音。



得勝的信(一) 以弗所教會
啟示錄第二章 1-7節



主給歷代教會的信息
啟 2:1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
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

教會 對照 基督的稱呼

以弗所教會 1:12,16,20 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

士每拿教會 1:17 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

別迦摩教會 1:16 那有兩刃利劍的

推雅推喇教會 1:14-15 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

撒狄教會 1:16 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

非拉鐵非教會 1:18 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

老底嘉教會 1:5 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



主給歷代教會的信息

•主寫給哪間教會

•主對自己的稱呼

•主對教會的稱讚與責備

•主對教會的吩咐與警告

•主對得勝者呼召與獎賞



主給歷代教會的信息

•主寫給哪間教會

•主對自己的稱呼

•主對教會的稱讚與責備

•主對教會的吩咐與警告

•主對得勝者呼召與獎賞

啟 2: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
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
賜給他吃。』」



主給歷代教會的信息
啟 2: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
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

啟 22:1-2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
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
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
萬民。
創 3:22-24  耶和華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
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 (23)  
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24)  於
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
火焰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主給歷代教會的信息
教會 對照 獎賞

以弗所教會 22:1-2 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

士每拿教會 20:6 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別迦摩教會 約6:48-51 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

石上寫著新名…

推雅推喇教會 21:7, 22:16 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

撒狄教會 19:8, 20:12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

非拉鐵非教會 14:1, 22:4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

城的名，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老底嘉教會 5:6-10 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



主給歷代教會的信息

•主寫給哪間教會

•主對自己的稱呼

•主對教會的稱讚與責備

•主對教會的吩咐與警告

•主對得勝者呼召與獎賞



以弗所教會的好

啟 2:2-6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

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來。 (3)  

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 (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

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5)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

那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

你那裡，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6)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



以弗所教會的壞

啟 2:2-6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

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來。 (3)  

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 (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

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5)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

那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

你那裡，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6)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



何謂起初的愛心？

林前 13:1-3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

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2)  我若有先知

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

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

(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

愛，仍然與我無益。



何謂起初的愛心？愛神愛人
可 12:28-34  有一個文士來，聽見他們辯論，曉得耶穌回答的
好，就問他說：「誡命中那是第一要緊的呢？」 (29)  耶穌回
答說：「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 (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 (31)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
誡命更大的了。」 (32)  那文士對耶穌說：「夫子說，神是一
位，實在不錯；除了他以外，再沒有別的神； (33)  並且盡心、
盡智、盡力愛他，又愛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樣祭祀好
的多。」 (34)  耶穌見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對他說：「你離神
的國不遠了。」從此以後，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麼。



何謂起初的愛心？先愛神
1. 敬畏真神的心

2. 順服基督的心

申 10:12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

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

盡心盡性事奉他，

愛神



何謂起初的愛心？先愛神，懂愛人
1. 敬畏真神的心

2. 順服基督的心

3. 只為他人的心

約 13:34-35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35)  你們若有彼此相

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愛神

愛人



離棄愛心的後果？

主的事工

主的真理

主的福音

離棄愛神愛人

____的事工

____的真理

____的福音



如何恢復起初的愛心？

啟 2:5a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裡墜落的，並要悔

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2000年 2018年 2020年

實踐基督徒 Practicing Christians 45% 25% 25%

無實踐基督徒 Non-practicing Christians 35% 45% 43%

非基督徒 Non-Christians 20% 30% 32%

https://barna.imgix.net/wp-content/uploads/2017/02/Barna_ChurchTrends_WebCharts_v6.jpg?auto=compress


2000年 2018年 2020年

實踐基督徒 Practicing Christians 45% 25% 25%

無實踐基督徒 Non-practicing Christians 35% 45% 43%

非基督徒 Non-Christians 20% 30% 32%

過去7日Weekly church attendance 42% 33% 29%

https://barna.imgix.net/wp-content/uploads/2017/02/Barna_ChurchTrends_WebCharts_v8.jpg?auto=compress


如何恢復起初的愛心？

回想，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1. 敬畏真神的心

2. 順服基督的心

3. 只為他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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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