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 只有当新妇（教会）预备好了，主耶稣才会回来.

▪ 啟示錄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 將榮耀歸給祂。 因為，羔

羊婚娶的時候到了； 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 我们必须明白主耶
稣给七个教会的七
封信：在面对末后
的大试探和迫害下
，如何成为得胜的
教会。



二.四方面的应用

▪ 个人性：挑旺个人全心爱主.

▪ 历史性：针对老约翰年代小亚细亚七个教会
的属灵光景，肯定、责备、劝勉、应许.

▪ 宇宙性：二千多年来所有教会都从中收益.

▪ 末世性：装
备末后教会
能在末后的
大灾难中得
胜



三.七封信的共同特点



三.七封信的共同特点

1.主耶稣的启示：
每封信开始于主耶稣荣耀威严的某些特别方面.

2.历史背景：

每个教会在政治、经济、属灵上面对的挑战。

主耶稣很有策略的选了这七个教会，祂知道对

预备末后教会有先知性的好处。

3.肯定忠心的：

主耶稣在责备前给予肯定。二个教会（撒狄和

老底嘉）没有得到肯定。



4.责备妥协的：主耶稣突出了六种试探

➢拜偶像（启 2:14，20）

➢行姦淫（启 2:14，20）

➢服从尼哥拉党人的教训 （启 2:15）

三.七封信的共同特点

1.一些早期教父认为，这是

指道德败坏的挂名基督徒.

2.从灵意上看，则是指圣品

阶级制度.

尼哥拉
Niko-laos

征服；

在他之上

老百姓；

平信徒

爬到平信徒头上
圣品阶级

或辖制信徒者



▪ 责备妥协的：主耶稣突出了六种试探

➢拜偶像（启 2:14，20）

➢行姦淫（启 2:14，20）

➢服从尼哥拉党人的教训 （启 2:15）

➢离弃起初的爱 （启 2:4）

➢属灵的死 （启 3:1）

➢不冷不热 （启 3:16）

二个教会（示每拿和非拉铁非）没有得到责备.

三.七封信的共同特点



5.劝励回应：主耶稣要求教会回应和活出祂的教导.

▪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八次在福音书，八

次在启示录（马太 11:15; 13:9; 13:43; 马可 4:9; 4:23; 7:16; 路加

8:8; 14:35；启 2:7；2:11; 2:17；2:29；3:6；3:13；3:22；13:9）



6.给得胜者的应许：主耶稣保证有18个永恒的奖赏

给予持守信心到底的得胜者（回家作业，在启示

录2-3找出这18个奖赏。）



四.七教会

1.以弗所：回到起初的爱（启 2:1-7）

▪ 主要信息：

主耶稣肯定以弗所教会的

殷勤工作、持守真理，但

是责备他们在劳碌中失去

了对主起初的爱。

▪ 耶稣启示祂自己：

祂托住、扶持、引导、保护、和恩膏祂的仆人

们，祂深深的参与在教会中保护那些与祂同行

的。（启 2:1）



▪ 耶稣应许：

四.七教会

1.以弗所：回到起初的爱（启 2:1-7）

▪ 耶稣肯定：

他们的事工，他们为真理站立.（启 2:2，2:6）

▪ 耶稣责备：

他们忽略了耕耘他们起初的爱。（启 2:4）

▪ 耶稣劝勉：

他们要回想、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启 2:5）



2.士每拿：在患难中忠心（启 2:8-11）

▪ 主要信息：

主耶稣呼召士每拿教会在逼迫下继续行在不

惧怕和至死忠心的恩典中。



▪ 耶稣应许：

2.士每拿：在患难中忠心（启 2:8-11）

▪ 耶稣启示祂自己：

祂是首先的 - 一切祝福的源头，祂是末后

的 - 看见所有事情的终结，所以祂能保证

祂所有一切的应许都要成全。作为人，祂死

过且复活，祂经过最残酷的刑罚和苦，祂明

白逼迫中的患难，但是祂有得全胜的能力。

（启 2:8）

▪ 耶稣肯定：他们能忍受逼迫。（启 2:9）



3.别迦摩：一个妥协的教会（启 2:12-17）
▪ 主要信息：

主耶稣肯定别迦摩教会的忠心、不怕逼迫，

但是呼召他们要在不圣洁的文化环境中拒绝

罪，抵抗巴兰和尼哥拉一党人的不正确教导

允许拜偶像和行姦滛的活动。



3.别迦摩：一个妥协的教会（启 2:12-17）

▪ 耶稣启示祂自己：

祂有两刃的利剑，强调祂

干涉教会中的罪和审判敌

人。（启 2:12）
▪ 耶稣肯定：

他们在受逼迫中仍然忠心和不害怕.（启 2:13）

▪ 耶稣责备：

他们妥协和容忍拜偶像和行姦滛.（启 2:14）

▪ 耶稣劝勉：他们要悔改。（启 2:16）

▪ 耶稣应许：



4.推雅推喇：委身，却容让淫行（启 2:18-29）

▪ 主要信息：

主耶稣肯定推雅推喇教会的爱和事工，但是

责备他们容让耶洗别的诱惑拜偶像和行姦滛.



▪ 耶稣应许：

4.推雅推喇：委身，却容让淫行（启 2:18-29）

▪ 耶稣启示祂自己：

人子。眼目如火焰，祂的爱，祂的火热要烧

掉一切拦阻教会爱祂的障碍和不圣洁。脚如

光明的铜，祂要审判罪。（启 2:18）

▪ 耶稣肯定：

他们的事工、爱、信心、忍耐。（启 2:19）

▪ 耶稣责备：

他们妥协和容忍拜偶像和行姦淫.（启 2:20）
▪ 耶稣劝勉：祂的管教。（启 2:21-23）



5.撒狄：没有属灵的实质 （启 3:1-6）

▪ 主要信息：

主耶稣呼召撒狄教会为他们的属灵消极而悔改.



5.撒狄：没有属灵的实质 （启 3:1-6）

▪ 耶稣启示祂自己：

七灵，神的灵的七方面特性

（以赛亚 11:2）七星，耶稣托住

祂的百姓、参与在他们的生

活和服事中。（启 3:1）

“耶和華的靈必停留在他身

上， 就是智慧的靈和聰明的

靈， 謀略的靈和能力的靈，

知識的靈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以賽亞書 11:2 新译本）



▪ 耶稣应许：

5.撒狄：没有属灵的实质 （启 3:1-6）

▪ 耶稣责备：

他们属灵的消极。

（启 3:1）

▪ 耶稣劝勉：

要警醒、坚固残

留的、回想、顺

服、悔改。（启

3:2-3）



6.非拉铁非：忠心到得永恒奖赏（启 3:7-13）

▪ 主要信息：
主耶稣肯定非拉铁非教会对主的忠心



▪ 耶稣应许：

6.非拉铁非：忠心到得永恒奖赏（启 3:7-13）

▪ 耶稣启示祂自己：

圣洁：超越一切，值得我们花上一切代价爱和顺
服祂。

真实：祂的应许绝对可靠。

大卫的钥匙：继承神给大卫的所有一切应许和权
能。（启 3:7）

▪ 耶稣肯定：他们在对面试探和逼迫时仍然忠

心和顺服主。（启 3:8）

▪ 耶稣劝勉：持守到主来。（启 3:11）



7.老底嘉：属灵的骄傲和不冷不热（启 3:14-22）

▪ 主要信息：
主耶稣应许老底嘉教会与主的亲密关系和神
国的权柄，如果他们真正悔改脱离不冷不热



▪ 耶稣应许：

7.老底嘉：属灵的骄傲和不冷不热（启 3:14-22）

▪ 耶稣启示祂自己：

祂是阿们，祂所启示的绝对真的和可靠，祂

的应许有绝对保证。祂在万物之上为首，拥

有所有的权柄。（启 3:14）

▪ 耶稣责备：

他们不冷不热、属灵的骄傲。（启 3:15-17）

▪ 耶稣劝勉：买金子、白衣、和眼药，花代价

建立与主关系。（启 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