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



以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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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2:7）



士每拿: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

用怕。魔鬼要把你們

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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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向眾教會
所說的話，凡
有耳的，就應
當聽！得勝的
，必不
受第二次死的
害.（啟示錄
2:10-11）



别迦摩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
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
，石上寫着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啟示錄 2:17）



推雅推喇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

列國；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將他們如同窰戶的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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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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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3:5）

撒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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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
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
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
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
冷 ），並我的新名，
都寫在他上面。”
（啟示錄 3:9, 12）

非拉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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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站在門外叩

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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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3:18, 20-21）

老底嘉:



1.吃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启 2:7）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

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

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創世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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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22:2）



1.吃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启 2:7）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

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啟示錄 22:14）

“Blessed are they that do 

His commandments, that 

they may have right to 

the tree of life, and may 

enter in through the 

gates into the city.” 

(Revelation 22:14 KJV)



1.吃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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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是第一 要緊的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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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盡力愛主－你的神。』” （馬可福音 12:28-30）



2.得生命的冠冕 （启 2:10）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

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

那些愛他之人的。” （雅

各書 1:12）

▪ 希腊语在新约中有两种“

➢ diadem: 统治者的冠冕

➢ stephanos: 得胜者的冠冕
，用于启示录2:10和
雅各书1:12中



3.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启 2:11）

▪ 第一次死为身体的死，第二次死是永远与神

隔离。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

作神和基督

的祭司，並

要與基督一

同作王一千年

。”

（啟示錄 20:6）



3.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启 2:11）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

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

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示錄 20:14-15）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
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
話的，他們的
分就在燒着硫磺的
火湖裏；這是第二
次的死。」” 
（啟示錄 21:8）



4.吃隐藏的吗哪 （启 2:17）

“摩西 說：「耶和華所吩咐
的是這樣：『要將一滿俄梅珥
嗎哪留到世世代代，使後人可
以看見我當日將你們領出 埃
及 地，在曠野所給你們吃的
食物。』」 摩西 對 亞倫 說
：「你拿一個罐子，盛一滿俄
梅珥嗎哪，存在耶和華面前，
要留到世世代代。」”（出埃

及記 16:32-33）



4.吃隐藏的吗哪 （启 2:17）

“我就是生命的糧。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

嗎哪，還是死了。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

糧；人若吃這糧，

就必永遠活着。

我所要賜的糧就

是我的肉，為世

人之生命所賜的。

」”（約翰6:48-51）



4.吃隐藏的吗哪 （启 2:17）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裏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

使她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

膀賜給婦人，叫她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

避那蛇；她在那裏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 （啟

示錄 12:6, 14 CUNP-神）

▪ 过去只有大祭司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才能进入至

圣所看见隐藏的吗哪。得胜者会有很大的特权。

▪ 主应许得胜者会充分完全享受他们已经预尝过的.

▪ 在大灾难中，神的百姓会有自然“吗哪”的供应

喂养。



5.领受写有新名的白石 （启 2:17）

“萬軍之耶和華說：“在我施行作為的日子

，他們要屬我，作特別的產業；我必憐恤他

們，好像人憐恤那服事自己的兒子一樣。”

（瑪拉基書 3:17 新译本）

“And they shall be mine, saith the 

Lord of hosts, in that day when I 

make up my jewels; and I will 

spare them, as a man spareth his 

own son that serveth him.” （

Malachi 3:17 KJV）



5.领受写有新名的白石 （启 2:17）

▪ 宝石是作为奖赏来尊荣那些英雄人物。

▪ 写有某人名字的白石给该人进入一个特别重

要的场合。

▪ 希腊文 “petros” “石”

指宝石（如钻石），

希腊文 “leukos” “白

”指闪闪发光 （马太

17:2；启 3:4-5，3:18，6:11，

7:9，7:13，19:14）



5.领受写有新名的白石 （启 2:17）

▪ 新名反映那得胜者与主耶稣独特的关系。

▪ 得胜者领受有特别新名

的白石指得胜者的忠心

和品格、以及在千禧年

国度的地位作用，也可

能用于在羔羊婚宴里得

胜者尊荣和特权的不同

程度。



6.得权柄制伏列国 （启 2:26-27）

▪ 与主耶稣合作一起重建列国。

“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提

摩太後書 2:12a)

▪ 得胜者在千禧年国度

与主一起掌权。

▪ 必用鐵杖轄管列国，

將列国如同窰戶的瓦器

打得粉碎。（诗 2:8-9；启 12:5，19:15）



7.领受晨星 （启 2:28）

“我看他卻不在現時； 我望他卻不在近日。

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色列，必打破

摩押的四角，毀壞擾亂之子。 他必得以東為

基業， 又得仇敵

之地西珥為產業；

以色列 必行事勇

敢。有一位出於

雅各的，必掌大

權； 他要除滅城

中的餘民。” （民數記 24:17-19）



7.领受晨星 （启 2:28）

“「我－耶穌差遣我的

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

向你們證明。我是 大

衛 的根，又是他的後

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啟示錄 22:16）

“他⋯面貌如同烈日放

光。” (啟示錄 1:16b)



7.领受晨星 （启 2:28）

▪ 主耶稣是晨星。

▪ 祂容面如烈日发光的一个表达。

▪ 祂的光芒使我们的灵苏醒更多更深的爱祂。

▪ 领受晨星也指领受更多对主耶稣的启示。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

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

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

星在你們心裏出現的時候，才

是好的。” (彼得後書 1:19)



8.穿白衣 （启 3:5，3:18）

“就蒙恩得穿光明

潔白的細麻衣.（

這細麻衣就是聖徒

所行的義.）”（

啟示錄 19:8）



8.穿白衣 （启 3:5，3:18）
“太陽有太陽的榮光，月亮有月

亮的榮光，星星有星星的榮光，

而且每一顆星的榮光也都不同。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哥林多

前書 15:41-42a 新译本）

▪ 希腊文 “leukos” “白”指闪闪发光。

▪ 白衣或白袍多次出现在启示录 3:4-5，3:18，6:11，

7:9，7:13，19:14。

▪ 白衣不是指“因信称义”,而是指圣徒所行的义.

▪ 每个圣徒在世的义行不同，他们的白衣也不同。需

要花上代价才会有白衣。启3:18说“买白衣”。



9.名不被从生命册上涂抹，主在天父面前认得胜者
的名（启 3:5）

“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
談論，耶和華側耳而聽，且
有紀念冊在祂面前，記錄那
敬畏耶和華、思念祂名的人
。”（瑪拉基 3:16）

▪ 信徒不会失去救恩除非放弃了信仰。

▪ 这奖赏指得胜者不会失去与其名字有关的荣誉.

▪ 主不会涂抹掉圣徒所行之义的纪录，祂将向天

父讲述有关我们忠心、顺服、专一、爱的故事.



10.在逼迫者前得肯定 （启 3:9）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

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

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腓立比 2:10-11）

“素來苦待你的，他的子孫都必屈身來就你；

藐視你的，都要在你腳下跪拜。 他們要稱你

為「耶和華的城」， 為「以色列聖者的錫安

」.”（以賽亞 60:14）



10.在逼迫者前得肯定 （启 3:9）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

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

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

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

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

樣。”（約翰 17:23）

▪ 在逼迫者面前，主耶稣公开彰显祂对得胜

者极大的热情、爱、和肯定。

▪ 主使逼迫者在得胜者脚前敬拜主，可见得

胜者就在主身边。



11.在神的殿中作柱子（启 3:12）

▪ 柱子作为记念（记念特别事件,特别人物）.

•所有信徒都是神灵
宫的一部分（以弗
所 2:21-22），但是有
些是作柱子的，在
千禧年有权柄和尊
荣的地位。

▪ 柱子支持建筑的重量，并美化建筑。



“在殿前造了兩根柱子，高

三十五肘；每柱頂高五肘。

又照聖所內鍊子的樣式做鍊

子，安在柱頂上；又做一百

石榴，安在鍊子上。 將兩

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

邊，一根在左邊；右邊的起

名叫雅斤 ，左邊的起名叫

波阿斯 。”（歷代志下

3:15-17）

11.在神的殿中作柱子（启 3:12）



11.在神的殿中作柱子（启 3:12）

“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
，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
走。 日間雲柱
，夜間火柱，
總不離開百姓
的面前。”
（出埃及13:21-22）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教會柱石
的雅各,磯法,約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
行相交之禮，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裏去，他們
往受割禮的人那裏去。”（加拉太 2:9）



11.在神的殿中作柱子（启 3:12）

“當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為耶和華築的一

座壇；在埃及的邊界上必有為耶和華立的一

根柱。這都要在埃及地為萬軍之耶和華作記

號和證據。埃及

人因為受人的欺

壓哀求耶和華，

祂就差遣一位救

主作護衛者，拯

救他們。”（以

賽亞 19:19-20）



12.得明白神的心的深度启示（启 3:12）

▪ 主写神的名在得胜者上。

▪ 得胜者领受神的心、情感、荣美、等各方

面的启示。

“也要見祂的

面。祂的名字

必寫在他們的

額上。”（啟

示錄 22:4）



12.得明白神的心的深度启示（启 3:12）

“「你要用精金做一面
牌，在上面按刻圖書之
法刻着『歸耶和華為聖
』。 要用一條藍細帶子
將牌繫在冠冕的前面。
這牌必在亞倫的額上，
⋯”（出埃及 28:36-38）

“主說：‘在那些日子以後，我要與他們所立

的約是這樣：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們的心思

裡面，寫在他們的心上。’（希伯來 10:16 新译本）



13.得明白神的城的深度启示（启 3:12）

▪ 主赐得胜者智慧能力明白新耶路撒冷。

▪ 主写神的城、新耶路撒冷在得胜者上。



14.得明白神的儿子的深度启示（启 3:12）

▪ 主耶稣的新名指对祂属性各方面的更全

面启示。

“祂的眼睛如火焰，祂頭上

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的

名字，除了祂自己沒有人知

道。”（啟示錄 19:12）

▪ 主写祂的新名在得胜者上。

▪ 向得胜者启示祂的心和荣美。



15.买火煉的金子 （启 3:18）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

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

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

的時候得着稱讚、榮耀

、尊貴。”（彼得前書

1:7）



15.买火煉的金子 （启 3:18）

“祂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祂顯現的時候

，誰能立得住呢？因為祂如煉金之人的火，如

漂布之人的鹼。祂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

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

義獻供物給耶和華.”（瑪拉基 3:2-3）



15.买火煉的金子 （启 3:18）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稭在這

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

日子要將它

表明出來，

有火發現；

這火要試驗各

人的工程怎樣.”

（哥林多前書

3:12-13）



15.买火煉的金子 （启 3:18）

▪ 永恒金子的得到是按照我们爱、顺服、忠

心于神的程度。

▪ 金子要经火炼才能形成，整个过程不容易

需花代价。

▪ 金子指属神的品格，这丰盛的生命是经由

在神烈焰般的爱中我们心得柔软、我们有

为神而活的渴望和行动中形成。

▪ 得金子成富有不仅指到在地的生活也讲到

在天国里永恒的金子和财业。



16.领受启示的恩膏 （启 3:18）

▪ 主勉励我们必须釆取行动来医治我们属灵

上有病的眼睛，圣灵能给我们基督和祂话

语的启示，但是我们也要花时间和代价吃

神的话，把我们眼目从那些使我们的灵变

迟钝的世界无价值之事物转向主。



17.与主耶稣一同坐席 （启 3:20）

▪ 永恒的应用指羔

羊的婚宴和复活

后的吃喝.（启

19:9；马太 26:29 ；

马可 14:25；路加

22:16,29,30）

▪ 同坐席原文为“一起吃饭”。与主一起吃饭

表示与主有深的亲密伙伴关系和交通，我们

更多感受到祂的爱和领受祂的启示和热情。



18.在主的宝座上与主同坐（启 3:21）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

執掌王權。”（啟示錄 5:10）

“第七位天使吹號

，天上就有大聲音

說： 世上的國成了

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祂要作王，直到

永永遠遠。” （啟

示錄 11:15）



18.在主的宝座上与主同坐（启 3:21）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

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

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

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

上受過牠印記之

人的靈魂，他們

都復活了，

與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

（啟示錄 20:4）



18.在主的宝座上与主同坐（启 3:21）

“我將國賜給你們，正
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
你們在我國裏，坐在我
的席上吃喝，並且坐在
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
二個支派。」”（路加
22:29-30）

▪ 得胜者在千禧年与主同作王。

▪ 主应许使徒们在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

支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