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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二章／第三章 -- 末世七個教會 

啟示錄第一章使徒約翰見到七個金燈臺當中，主耶穌向他顯現，吩咐他要將「所看見的，

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1：19）。看見（已發生的情況）和現在（

目前的情況）乃指這兩章聖經中所描述的，將來必成的事是指由第四章開始的異象。主耶

穌對每一個教會都有讚賞（除了撒狄教會和老底家教會）和責備與警告（除了士每拿教會

和非拉鐵非教會）。 

主手中的七星 

上一課我們分析到何為耶穌右手中的七星(教會的使者)？我提到只有兩個可能性：

天使或教會的牧者與領袖們。從每一封信都是指明寫給教會的使者，可見使者並不

是天使，而是負責教會的牧者(聖職人員)，主耶穌(教會的頭)對他們有確實的要求

。 

從主耶穌如此關心教會的屬靈情況，和特別向牧者寫信，可見祂對牧者（今天的教

會牧者）是有相當高的要求（將來也有重大的獎賞）。幾年前我寫過有關舊約聖經

對不稱職的牧者發出的警告，收錄在講義的後面。 

信件的格式 

每一封信都跟隨相同的格式，就是先形容主耶穌，然後記載主耶穌對教會的評語，

包括主耶穌對每一間教會的讚賞、警告和要求，然後耶穌告訴他們得勝者會獲得什

麼對待，最後都是用「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結束（以

弗所教會次序倒轉）。 

信件的對象 

上一課我們提到這封信當時是為了這七間教會，每一間教會讀到七封信，每一封信

都有後面使徒約翰所看到的異象。但主耶穌要求使徒約翰將這些信件和異象記下來

，是因為後世的教會也是信件的對象，即信件也是給你與我。 

七家教會代表 

對七家教會代表什麼通常有兩個看法，第一個是這七個教會代表了末世七個不同時

期的教會，似乎教會的情況是每況愈下，到了最後老底家教會是一無是處。第二個

看法是七家教會代表所有歷代的教會，歷代每一個教會都帶有這七個教會的優點和

缺點，所以這七封信是給所有不同時代的教會，我比較贊成這個看法。 

主耶穌的七個描述 

主耶穌先自我形容自己，是描述復活了的基督，其中大部份描述都是第一章曾出現。

主耶穌在此乃強調和提醒教會祂是教會的元首（連於元首基督，弗4：15），所以祂有

權柄向眾教會講話和發出要求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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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 (2:1) 

• 『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2:8) 

• 『那有兩刃利劍的 (2:12) 

• 『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 神之子(2:18) 

• 『那有 神的七靈和七星的(3:1) 

• 『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3:7) 

• 『那為阿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 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3:14) 

 

A. 以弗所教會 -- 失去最初愛心的教會 (2:1-7) 

主耶穌對以弗所教會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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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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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以弗所教會是使徒保羅建立的（徒19:1-12），也是他一生事奉最久的教會（徒

20:31）；由十二個人開始，後來繼續發展。當然他們沒有建築宏大的教堂，但工

作效果甚大而顯著，對異教文化造成極大威脅，以至發生騷亂暴動。以後，使徒約

翰晚年的時候，在那裏作牧養的工作。 

以弗所教會是一個很多活動的教會，表面上有很多工作在進行當中，也願意為基督

勞苦和受苦，並且對他們當中自稱為使徒的進行試驗，當他們是假使徒的時候並不

容忍他們。他們對尼哥拉一黨特別恨惡，這些都是以弗所教會的優點。 

尼哥拉一黨(「尼哥拉」nikolaiton字意「管轄人民」)，非指教會中弄權派人士妄自

尊大，導致教會分裂；而是指生活放蕩、信仰混亂的人(巴蘭的教訓就是尼哥拉的

教訓)，這些人是拜偶像、行邪淫的外邦信徒，約翰在此處以古喻今。故有人説，

尼哥拉(希臘字)的教訓就是巴蘭 (希伯來字)教訓的希臘副本，因這「尼哥拉」及「

巴蘭」二字同義(「管轄人民」)。 

主耶穌對以弗所教會的責備和警告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2:4) 



 

3 
 

何謂「起初的愛心」？指起初信主時對主專一、純正的愛，和對弟兄姊妹的愛，慢

慢就失落了。因此，這個時候的以弗所教會，已經變成一個只是外表有工作和緊守

教義，但內裏缺乏對主對人愛心的教會。 

主耶穌對以弗所教會教會的應許和預言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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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耶穌勸勉以弗所教會應採行下列行動去挽回失去的愛心: 1. 要回想從何處墜落， 

2. 要悔改，3. 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主並警告說，若教會不及時悔改，主要把教會的

燈臺挪去。「燈臺」是教會的標誌，具有發光的功用，。倘若教會失去愛心，就是

住在黑暗中，將無法發光為主作見證，道理再好也無法吸引人歸主，教會將失去其

存在的意義。 

 

B. 示每拿教會 -- 無可指責的教會 (2:8-11) 

主耶穌對示每拿教會的讚賞 

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毀謗

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是撒但一會的人。（2：9） 

地中海邊的士每拿，是羅馬時代最繁華的港口城市之一，建設得非常華美，崇拜羅

馬皇帝為神的政治性宗教很是盛行，並且為皇帝建了宏大的廟宇。示每拿教會在這

個環境自然歷盡各種的迫害，所以是長期處在患難貧窮中的教會。 

士每拿教會是兩個只有被主讚賞沒有責罵的教會之一，他們在患難和貧窮當中（宗

教迫害），但在屬靈事上他們是富足的，而且他們很懂得辨別是非，有些猶太人混

在他們中間對使徒說出毀謗的話，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沒有被他們迷惑， 約翰稱這

些猶太人為屬於撒旦的人。 

主耶穌對示每拿教會的責備和警告 

完全沒有責備和警告 

主耶穌對示每拿教會的應許和預言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被試煉，你們

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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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每拿教會沒有可責備的地方，故主耶穌除了稱讚之外，就是勸勉他們；叫他們在

患難當中，繼續站立得住。主說：「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主預先告訴他們

將要受苦，但不用怕；主先給他們在心靈上有一個準備，免得逼迫患難臨到的時候

以為主丟棄他們，離開他們。其實他們受苦，乃是主許可的。主說：『魔鬼要把你

們中間的幾個人下在監裏。』這說明了主的權柄在暗中掌管一切，不准魔鬼害所有

的人。只能害當中的幾個人，這幾個人是主所揀選的；主看他們是擔得起患難的人

，主會給他們力量。 

 

C. 別迦摩教會 -- 與世界妥協的教會 (2:12-17) 

主耶穌對別迦摩教會的讚賞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撒

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棄絕我的道。（2：13） 

別迦摩城在主前133年已成羅馬帝國在小亞西亞省的首都。在這首都內建設有一座

藏書二十萬冊的圖書館，古代羊皮卷亦是別迦摩發明。而別迦摩城是著名的宗教中

心，因為在這城裡可以找到當時盛行的四大宗教的神廟。而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

亞希彼斯Asclepius神廟。許多善男信女到別迦摩城去尋求亞希彼斯的醫治，因他被

稱為醫治的神，這偶像的象徵是一條蛇(醫學會logo據聞與此有關)。 

除了異教神靈的敬奉外，別迦摩城更是當時敬奉羅馬皇為上帝的中心，因在這裡建

築有羅馬皇帝的神廟。別迦摩率先立了一個祭壇特別為崇拜該撒之用的地方，並有

神廟是奉獻給亞古斯督（羅馬第一個被稱為上帝的皇帝）。 

羅馬帝國將各省的總督分為兩等︰有掌管生殺之權與沒有掌管生殺之權之分。別迦

摩總督有生殺之權，羅馬人用來抵擋基督徒；因此耶穌介紹自己時特別說到，他是

那真正掌管生殺之權的那一位，他佩帶了真正兩刃的劍，並且有真正的、絕對的權

威。佩帶此劍的即握有生死之權，對別迦摩來說是重要的提醒。 

2：13提到「撒但座位之處」，可能有以下意思： 

• 德國考古學家曾經在別迦摩發現一個大祭壇(Zeus,or Jupiter)，是希臘火神的

祭壇，就是希臘人稱之為"宙斯救主"。其中一個解釋稱這個祭壇被稱為撒但

的寶座，此祭壇在主後一千八百年，被一個德國考古學家探險所發現。後來

這個祭壇是一塊塊地拆開運送到德國再安裝的。今天這個祭壇陳列在東德的

博物院內。本段的意思就是說，這個祭壇是撒但寶座的一個解釋。 

• 還有一個意思是說，有一個特別為別迦摩人所崇拜的神，那就是亞希彼斯

Asclepius神廟，原來被描繪為有人的形象，並且在旁邊帶有蛇，后來被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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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根本就是一條蛇。魔鬼在聖經中被稱為"古蛇"，這可能是第二個解釋，被

用來說明在本書信中撒但寶座的意思──這多少與崇拜這個神有關，這個神

最後被描寫為一個蛇的形態來被人崇拜。 

• 由於別迦摩城是當時敬奉羅馬皇帝的宗教中心。別迦摩乃是亞細亞省的羅馬

首府，是崇拜皇帝的所在地。 

主耶穌對別迦摩教會的責備和警告 

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因為在你那裡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巴蘭曾教導

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們吃祭偶像之物，行姦淫的事。你那裡也有

人照樣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2:14-15) 

主警告他們「提防巴蘭的教訓」。巴蘭是一個術士(書13：22)，用邪術使一些事得

應驗。摩押王巴勒去請求巴蘭咒詛以色列人時，巴勒知道巴蘭的法術很靈驗：「我

知道你為誰祝福，誰就得福，你咒詛誰，誰就受咒詛。」(民22：6)巴蘭受雇來咒

詛以色列人時，上帝出面阻止，他也百施不得其技。巴蘭在咒詛以色列人失敗後仍

不甘心，務求要得到巴勒的金銀珠寶才罷休，故他向巴勒提供一個很卑劣的建議，

就是用摩押的女子去引誘以色列人拜假神。巴蘭知道若他設法引誘以色列人去拜假

神，神自然要刑罰審判以色列人，那麼以色列人對摩押人的威脅便減少了。 

如今主耶穌用「巴蘭的教訓」去指斥別迦摩教會靈性的光境，指摘他們陷在與世俗

為友的罪惡中。主耶穌所用「跘腳石」是指支撐著捕捉雀鳥的網羅的那木條，當雀

鳥飛來吃香餌時，若踫跌了那木條，網羅便會將雀鳥活捉。故此，巴蘭的香餌就是

「吃祭偶象之物」和「行姦淫」的事。 

用今天的字眼來說，巴蘭的教訓就代表那些與世俗化的觀念同流合污的教訓。諸如

追求物質享受、金錢掛帥、縱情聲色犬馬當中的理論。 

主耶穌對別迦摩教會的應許和預言 

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裡，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2：

16） 

主勸勉別迦摩教會要做的只是一件事：悔改，否則就有嚴重的後果：會受到嚴厲的

懲罰。 

 

D. 推雅推喇教會 -- 容忍罪惡的教會 (2:18-29) 

主耶穌對推雅推喇教會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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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

行的更多。(2:19) 

推雅推喇在別迦摩東南方四十里外，就是今日的 AKHISAR 市所在。該地的宗教生

活，並不是被羅馬統治者的信仰或當時的主要異教信仰所操縱。反之，他們敬拜自

己的假神TYRIMNOS。他的肖像出現在該地的貨幣上，騎着馬，手持戰爭用的斧。

另一位女先知則管理當地的占卜算命的廟宇。 

推雅推喇的商業環境與以弗所，撒狄或別迦摩不同，用“藍領階級”來形容這個島

市是最貼切不過了。這一個工業城鎮有許多行業的貿易公會，包括製革，陶器，紡

織，染色等行業。那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呂底亞就住在這裏（徒一六：14）。 

基督稱讚推雅推喇教會五方面有好的見證：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和忍耐。推雅

推喇教會擁有以弗所教會所有的美德，並且，它的信徒有以弗所教會所缺少的──

愛心（2：2-3）。除此之外，他們有士每拿教會的忍耐（2：9）和別迦摩教會的信

心（2：13）。他們有屬靈的長進，不但行善事，並且末後所行的比先前更多。 

主耶穌對推雅推喇教會的責備和警告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

，引誘他們行姦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給她悔改的機會，她卻不肯悔改她的淫行

。(2:20-21) 

基督嚴責教會容讓假先知耶洗別傳「撒但深奧之理」（2：24），令教會的牧者被

誤導和欺騙（行姦淫和吃祭偶像之物很可能是形容他們被這些虛假的道理迷惑）。

耶洗別並不是這個女人的真名，耶洗別是舊約中的人物，是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

以色列王亞哈的妻子。她行邪術（王下9：22），敬拜巴力和亞舍拉（王上16：29-

33），供養數以百計的假先知（王上18：19）。和試圖除滅神的真先知（王上18：

4）耶洗別殺害拿伯，奪了他的葡萄園（王上21章）。可見耶洗別是一個殘酷無情

的說謊者和冷血的殺人者，她也聳動亞哈王敬拜巴力和各種偶像。”（王上21：

25-26）耶洗別成為邪惡的代表。 

上帝曾經使她患病需要臥床，是給她悔改的機會，可惜她沒有接受，繼續妖言惑眾

，神警告說要「殺死她的黨類」。 

主耶穌對推雅推喇教會的應許和預言 

看哪，我要叫她病臥在床。那些與她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們同

受大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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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要殺死她的黨類（原文是兒女），叫眾教會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至於你們推雅推喇其餘的人，就是一切不從那教

訓、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撒但深奧之理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將別的擔子放在你

們身上。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他們，將他們如同

窯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2：

22-28） 

推雅推喇教會並不是每個人都受耶洗別的影響，有些人很清楚主的教導，所以不聽

從她。對於這些人，耶穌說：「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2:25

），「持守」即表示這不是短跑，而是一場馬拉松長跑，要堅持到底，一直等到主

耶穌再來。 

E. 撒狄教會 -- 似生實死的教會 (3:1-6) 

主耶穌對撒狄教會的讚賞 

幾乎完全沒有贊賞，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

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3:4) 

撒狄是位於以弗所東邊五十英里的城市，在提摩留斯山（Tmolus）的支脈上，因而

地勢險峻，易守難攻。它是赫姆斯（Hermus）河谷的主要城市，是呂底亞（Lydia

）的首府。因為交通發達，商業繁榮，而且附近河川盛產沙金，使得撒狄成為金幣

鑄造的工業都市，造成居民生活奢侈與安逸。撒狄有區伯利（Cybele）女神的廟，

而且經歷地震破壞城市，皇帝提比留斯（Tiberius,14-37）幫助重建，當時羅馬以皇

帝為神，因而建立敬拜提比留斯的神廟。 

基督對這個教會完全沒有讚賞，只提到中間有少數的人願意保持聖潔，不同流合污

。 

主耶穌對撒狄教會的責備和警告 

你要警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原文是死）的；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 神面前

，沒有一樣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

改。若不警醒，我必臨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

(3:2) 

撒狄教會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教會，這個教會的信徒，根本是死的。只有外表和一個

活的名，只學會了一些宗教儀式，學會禱告，學會一些聖經的道理，學會講一些屬

靈的話；但沒有得著主的生命，他們是有名無實的。主責備他們「沒有一樣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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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就是他們有一點點，卻停留在基督道理的開端，不肯追求進到完全的地

步（來6：1）。 

主耶穌對撒狄教會的應許和預言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臨

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

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凡得勝的

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

面前，認他的名。 

主給撒狄教會的勸勉是。 1.回想， 2. 遵守從前領受過和聽見過的， 3. 悔改。主也

特別提到教會中有保持聖潔的信徒，他們是得勝者。 

 

F. 非拉鐵非教會 -- 細小卻強盛的教會 (3:7-13) 

主耶穌對非拉鐵非教會的讚賞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

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3:8) 

非拉鐵非在撒狄東南約二十八哩，是羅馬公路匯集的地點，是通往中部高原如每西

亞（Mysia）、呂底亞（Lydia）、弗呂家（Phrygia）的入口，故有東方門戶的稱號

。因為交通便捷，帶來商業的繁榮。北邊的火山平原土壤肥沃，適合種植葡萄。這

城市的缺點是地震多，主後十七年大地震將此城摧毀，後來由皇帝提比留斯（

Tiberius,14-37）重建，百姓為了感謝皇帝的恩澤，因而接受膜拜皇帝的信仰。當地

的猶太人勢力龐大，他們仇視基督徒，將信仰基督教的猶太人趕出會堂。面對信仰

的逼迫，信徒能堅守主道，因而得到主耶穌的讚美。 

因為非拉鐵非教會的信徒不多，對該城的影響力不大，只略有一點力量；但卻忠實

的遵守主道，沒有否認主的名。對於至死忠心的信徒，神要賜給三重賞賜：在仇敵

面前洗雪冤屈（3：9），在遭遇試煉時獲得拯救（3：10），並且要在神的殿中作

柱子（3：12）。 

神要賜給非拉鐵非教會信徒敞開的「門」是指什麼？兩個可能：「天國的門」或「

傳道的門」。因為上文中的「門」（：7）是指「天國的門」，所以下文中的「門

」也解釋作「天國的門」比較符合上下文的含意。非拉鐵非教會的信徒，因為相信

主耶穌，而被逐出猶太會堂；但主已經為他們開啟天國的門，是無人能關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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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對非拉鐵非教會的責備和警告 

完全沒有責備和警告 

主耶穌對非拉鐵非教會的應許和預言 

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

在你腳前下拜，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

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

奪去你的冠冕。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 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

我又要將我 神的名和我 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 神那裡降下來的新

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3：9-12） 

面對非拉鐵非教會的信徒在信仰上遭受逼迫，主耶穌答應他們會將這些逼迫他們的

「撒但一會」的人降服在他們之下。主也安慰信徒會保守他們免去試煉。 

 

G. 老底嘉教會 -- 不冷不熱的教會 (3:14-22) 

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讚賞 

完全沒有被贊賞 

老底嘉城位在拉卡斯河（Lycus）所沖積的平原中，與希拉波立（Hieropolis）、歌

羅西（Colossae）並列弗呂加地區（Phrygian area）的三大城市。 

老底嘉是一個富裕的城市，生產黑色羊毛與短袖外衣而馳名。農業與商業的繁榮，

使銀行業也進入老底嘉。該城有著名的醫學院，以眼科與耳科而聞名。老底嘉的主

要缺點是缺乏充分的水源。 

老底嘉教會完全沒有得到稱讚，這是多麼羞恥的一回事。 

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責備和警告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

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

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3：1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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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責備老底家教會「不冷也不熱，巴不得他們或冷或熱」；因他們如溫水，主必從

口中把他們吐出去。「冷」「熱」是指教會的屬靈狀況。 

原來老底嘉城缺水，要從上游希拉波立引進水源。希拉波立有炙熱的溫泉，具有醫

療的功效。當水流至下游的歌羅西時，因為礦物質已經沖刷乾淨，成為適合飲用的

冷泉。而水流至中游的老底嘉時，卻是不冷不熱，再加上充滿著碳酸鈣的沉澱物，

因此成為難以入口的溫水。 

此處是將水的功能應用在教會上，「水」是指教會的本質。「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是希望教會能夠發揮功效，能如熱泉般醫病，或如冷泉般適合飲用。「溫水」既

不能作醫療用的熱泉，也無法作飲用的冷泉，沒有辦法發揮水的功能。同樣的，同

樣，教會無法使心靈有病的人得醫治，也無法使靈性疲乏者得到甦醒，在屬靈上無

法成為真光照亮世人，將遭受主的厭惡。 

老底嘉教會不冷不熱的原因，是信徒物質豐富，擁有許多財富，一樣都不缺。物質

的豐富容易讓人自滿自足，使人的心眼遭受蒙蔽，誤以為自己的靈性也富足了。同

樣的，今生屬世的成功，常讓人誤以為已經擁有來世永生的保障。當他們自誇樣樣

都有時，主耶穌卻告訴他們，在祂的眼中，他們是一無所有，是那困苦、可憐、貧

窮、瞎眼、赤身的。 

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應許和預言 

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

瞎眼、赤身的。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

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

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席。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

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3：17-21） 

老底嘉教會是一個可憐的教會，主教導他們學習什麼是真正的富足，又叫他們買白

衣穿上（有聖潔的行為），更要看到他們自己情況，以致是他們大發熱心和悔改。

主勸他們將心門打開接受主進入心內，與主一同坐席。雖然這個教會的景況很差，

但主依然鼓勵和等待他們回轉。 

總結： 

主耶穌在未將末世的異象向約翰和眾教會揭露之前，首先吩咐約翰要記下七封給教

會的信，信裏面充滿對教會的讚賞與責備，並且督促教會要在末世站立得住，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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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末世的異象對教會來說是警告也是安慰。這裡讓我們看到基督多麼愛教會，就

如弗5：25說的：「...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教會是由弟兄姊妹與牧者組成，耶穌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他的身體，所以主特

別關注教會的情況。每一個教會都有這七個教會的情況，而弟兄姊妹當中個人的屬

靈情況都不一樣，求主幫助我們藉著對這七個教會的教導和勉勵，努力去追求成長

，討主的喜悅。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2：2）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

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2：9）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2：

13），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2：19）我知道你

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3：8）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3：15）

以上大家看不看到一個共通之處，就是主對每一個教會的情況瞭如指掌，因為祂是

無所不知的神，也因為祂關心教會。我們知道主對我們詳細的察看，更要謹慎我們

的思想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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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對牧者的要求與警告 

羊，是一種容易走失、不能照顧自己的動物，牠在山坡荒野間是無法自己找路回家的，並

且牠一旦跌倒四腳朝天，是無法自己翻過身來，結果是死路一條 — 渴死或餓死，或成為

豺狼猛獸的晚餐。因此，牧羊人發覺失去一隻羊兒，必定要馬上去尋找營救。由於羊與人

在多方面都相似，聖經常用牧人與羊來形容天父與我們的關係。聖經中最有名的詩篇第二

十三篇，描述了天父對羊無微不至的愛與看顧。以賽亞書第四十章亦描述了天父對羊的耐

心：「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 

但天父將在世上牧養群羊的責任，交給一班祂揀選的牧羊人，這班其實應該被稱為「代牧

」，因為他們是代表或代替天父牧養群羊。羊是屬於天父的，天父要求「代牧」用天父的

愛去牧養羊群。因此主耶穌在升天前三次查問彼得的愛心，然後每一次都要求他將對耶穌

的愛表現在牧養與喂養「我（耶穌）的羊」身上。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章中，將自己作牧人的榜樣教導門徒，祂說：「我是好牧人；我認

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認

識」這個詞在聖經中不只指「知道」的認識，而是一種充滿著愛的個人親密關係。這種大

愛與親密關係，令耶穌甘願為羊犧牲生命。 

聖經既有好牧人的榜樣，也有多處對壞牧羊人的描寫與警告： 

自私自利的代牧 — 「這些牧人不能明白、各人偏行己路、各從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以

賽亞書 56:11) 

懶惰失職的代牧 –「我的帳棚毀壞、我的繩索折斷。我的兒女離我出去、沒有了．無人

再支搭我的帳棚、挂起我的幔子。因為牧人都成為畜類、沒有求問耶和華．所以不得順利

、他們的羊群也都分散。」(耶利米書 10:20-21) 

殘害羊群的代牧 — 「耶和華說、那些殘害趕散我草場之羊的牧人、有禍了。耶和華以色

列的 神斥責那些牧養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說、你們趕散我的羊群、並沒有看顧他們．我

必討你們這行惡的罪．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利米書 23:1-2) 

集以上惡習的代牧 — 「主耶和華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無牧人就成為掠物

，也作了一切野獸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尋找我的羊，這些牧人只知牧養自己，並不牧養我

的羊。」(以西結書 34:8) 

 

林修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