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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諾亞 弟兄

複習的部分：請參閱第三講摘要。
士每拿教會：啟示錄 2:8-11
8 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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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撒旦一會的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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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聖靈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o 士每拿：原文是從“沒藥”而來、代表“苦”和“死”。
主耶穌降生時，東方的博士帶來黃金、乳香、沒藥作為禮物。黃金代表
主的生命，乳香代表主的一生充滿香氣，沒藥代表主的死，用來膏抹主的
身體，是很寶貴的。
o 士每拿教會：是受苦的教會，這苦、不是一般的苦，它在神的眼中是寶貴的。
o 士每拿教會代表第二、第三世紀教會的光景，他們普遍在受逼迫、受苦。
o 因第一世紀、以弗所教會漸漸放鬆，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這給仇敵留了地步，以
至於遭受患難。但是、他們仍在神的手中，神允許它發生，好讓人回到祂身邊、來
依靠祂。
o 世人都受苦、有些苦是沒有什麼價值、是自找的；有些苦是神量給我們的，這在神
的眼中是很貴重的：
 耶利米哀歌 3:33 因祂並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神為什麼讓我們受苦？詩篇 119:67 我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現在卻遵守袮的
話。（以前、我們走迷了、偏離了主，藉著受苦、使我們懂得遵行主的話）
 詩篇 119:71 袮口中的訓言與我有益、勝於千萬的金銀。（受苦後、讓我們知道神
話語的寶貴）
 詩篇 119:75 耶和華啊！我知道你的判語是公義的，袮使我受苦、是以誠實待我。
（我們受苦、有神的美意）
o 2:8 主如何向士每拿教會的使者啟示祂自己：
 首先的、末後的：表示“祂不改變”
 死過又活的：主自己經過死，但死亡不能拘禁祂。主勉勵受苦的信徒要走主的道
路、即“順服、受苦、至死忠心”。
 希伯來書 5:8-9 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祂既得以完全，就
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連主耶穌都要學習順從，何況我們呢！
 哥林多前書 4:8-13 你們已經飽足了、已經豐富了，不用我們、自己就作王了。
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叫我們也得與你們一同作王、、、，因為我們成了一台
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我們是愚拙的、你們是聰明的；我們軟弱、你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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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直到如今我們還是又飢、又渴、、、。被人逼迫、我們就忍受，被人毀
謗、我們就善勸。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
今天地上的信徒有兩班人：
1. 一班人在地上得着他們要得着的。
2. 另一班人像保羅一樣，他們是得勝者。他們在今生受苦、他們的盼望在將
來。他們被人藐視、被人厭棄，正如主在地上一樣，他們是跟隨主的人。
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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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撒旦一會的人。
 神知道他們的患難，但是沒有把患難拿走，因為：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羅馬書 5:3-4）
 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提後 2:12) 作王的條件是“忍耐“。
 貧窮：主也知道。（主是豐富的、但祂也允許我們處貧窮）
 保羅：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
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腓立比書 4:12）
 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祂所應許給那些
愛祂之人的國嗎？（雅各書 2:5）（若是主量給我們的貧窮、要歡喜地接受）
 毀謗：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
逼迫他們。（馬太福音 5:11-12）（主在預備他們，這是積極的目的）
 撒旦一會的人：猶太人的會堂成了撒旦的會堂，也就是說：猶太人的會堂已經被
撒但利用、來逼迫信徒，這種宗教的逼迫、比世界的逼迫更厲害。
o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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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指背後的爭戰對象。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乃是與背後屬靈氣的爭戰。
 魔鬼要把信徒下在監裏。主說：“不用怕”。
 彼得失敗過，他曾經三次不認主，但主恢復了他。
 彼得前書 4: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
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天然人不能做到，但若有受苦的心志，主會幫助我們。正如大衛在打敗歌利亞之
前、他在為父親放羊時，神藉著獅子和熊來訓練他。大衛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
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記上 17:34-37）
 患難十日：十日、指 “有時間性”、而不是無止境的。到時候、主會將患難拿走。
“十日”就豫言來說，它指第二、第三世紀，羅馬帝國十次的大逼迫。
 至死忠心：是對主的話和主的順服有忠心。真正愛主的人、一定是忠心的人。
 冠冕：忍受試探的人有福了，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
許給愛祂之人的。（雅各書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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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生命的冠冕。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 2:10）
 保羅：公義的冠冕。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
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 4:8）
 彼得：榮耀的冠冕。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按著神旨意照管
他們、務要牧養神的群羊，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你們必得那
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得前書 5:1-4）（長老，指生命成熟、服事主的人）
o 2:11 聖靈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第一次的死：指肉體的死。希伯來書 9: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
審判。（不是一般人所說：一死百了）
 第二次的死：一個白色的大寶座、、、死了的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
判。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沒有記在
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示錄 20:11-15）
 第二次死的害：蒙恩得救的人有第一次的死、沒有第二次的死。
 這其中有些人會受第二次死的害、即在千年國度中受苦，他們在那裏仍然有
生命、但是沒有冠冕。如五個愚拙的童女（在門外）和那領一千兩銀子的僕
人（被丟在外面黑暗裏）、在榮耀國度之外、哀哭切齒。
 聖靈說：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o 神對士每拿教會的呼召：要向主的話以及主自己，至死忠心。
 主修剪我們、是要我們聖潔、公義。
 我們做不到，但主是大祭司、祂永遠為我們代求。
 我們要悔改轉向神、把自己奉獻給祂。
 我的盼望不在自己、乃是在乎神。我們若是這樣、就是得勝者。
 得勝者不是超級的基督徒，而是正常的基督徒。因為我們以前不正常、太墮落
了。

別迦摩教會：啟示錄 2:12-17
12 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說：那有兩刃利劍的說：
13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但座位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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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因為在你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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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你那裏也有人照樣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
16 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裏，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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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給他一塊白石 、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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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別迦摩：原文是聯合（結婚）、高樓之意。
o 主後第四到第六世紀教會的光景：經過第二、第三世紀羅馬政權的十次大逼迫，教
會不但沒有消滅、反而更加興旺。此時、仇敵改變方式以“光明的天使”、“仁義
的差役”的形像出現，這是更可怕的。哥林多後書 11:13-14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
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連撒但也裝作光明之子。
o 羅馬君士坦丁大帝夢見十字架、而且得勝，於是發動十字軍東征。後來、基督教成
為羅馬的國教。因此、教會與世界聯合。教會以前是卑微的，現在有了崇高的地
位，就像高樓一樣。
o 從人的角度來看這是太好了；但從神的角度來看是墮落。
o 2:12 那有兩刃利劍的說
神啟示祂自己為兩刃的利劍、能刺入剖開，使教會與世界分開（不能聯合）。
 啟示錄 1:16 也提到祂從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
 希伯來書 4: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
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
o 2:13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但座位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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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以世界為居所，失去了客旅的心志。
 希伯來書 11 章的許多信心偉人，他們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們
以祭壇、帳棚與天聯合，與神交通。
 座位、即寶座，別迦摩教會以撒但為寶座（撒但在教會裏掌權）。
 見證人安提帕：實際上沒有這個人。指“反對這一切的聯合與摻雜的人”。
 神要的是分別為聖、過聖潔生活的人。希伯來書 12:14 非聖潔、沒有人能見
主。馬太福音 22:21 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要守住神的道。不偏離、不妥協、不稀釋（不打折扣）神的話。
 馬太福音 13:31-32 祂又設一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
種在田裏。這原是百種裏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
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這是別迦摩教會的光景）
 芥菜種雖然小、但是充滿生命。
 有人（主）、田裏（世界）
 芥菜本是菜、是供應人生活所需，這也是主的本意。但現在變成一顆大樹，
顯然是畸形發展、變質了。
 樹根深入地裏（與地深深地連結）、樹枝伸展在空中（高大），成了飛鳥住
宿棲息之處，也就是飛鳥留在樹上不走了。這表示、教會若過分強調外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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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不斷地擴展節目，就容易引來魔鬼藏身其中，許多惡人惡事也隨著棲
息在基督教的組織裏面了。
 創世紀提到兩棵樹；啟示錄提到兩座城。巴比倫的特點是“大”；新耶路撒
冷的特點是“聖潔”。神要的不是大、乃是聖潔，這是神對教會的要求。
o 2:14 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因為在你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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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蘭的教訓:詳情見民數記 22-25 章
 摩押王巴勒、召比珥的兒子巴蘭（術士）來咒詛以色列人，但耶和華使那咒詛的
言語變為祝福的話。
 巴蘭看重巴勒的重金，雖屢次不成功，他仍不甘心，最後用女色獻計謀、讓以色
列人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一同給她們的神獻祭，百姓就
吃她們的祭物、跪拜她們的神。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他們發作。因神是聖潔的，不
能容忍不聖潔的百姓，祂不得已降下瘟疫、使以色列人死了二萬四千人。顯然、
巴蘭為自己的利益，把神的真理給出賣了。（與世界聯合）


o

絆腳石：
 吃祭偶像之物、表示與別的宗教調和：如天主教、及現今一些奇奇怪怪的宗
教團體、民俗、、、。最後演變成大巴比倫。
 使神的百姓行淫：
 雅各書 4:4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
 約翰一書 2:15-16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
他裏面了。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約翰一書 2: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
遠常存。
 我們做不到，但在神凡事都能。求神幫助我們，若失敗了，快回轉向神。

2:15 你那裏也有人照樣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
 啟示錄 2:6 提到以弗所教會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表示當時有些人是屬尼哥
拉一黨的，若是“行為”、則是少數。但別迦摩教會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
訓”，那是多數了。
 神與人之間、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但是現在另有一個中保，許多人不是直
接向主禱告，而是透過中間人，向聖人、聖母禱告，藉著他們與神交通，後來大
多數人也不讀聖經了。這與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有關係。

o 2:16 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裏，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
要悔改、轉向神，不落在巴蘭和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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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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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賜給他一塊白石 、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隱藏的嗎哪:
 以色列人在曠野吃嗎哪、過了四十年。
 天上的糧：約翰福音 6: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
 只有得勝者才能得著隱藏的嗎哪。
 隱藏的嗎哪：隱藏、表示只在基督裏、國度裏才有。
 賜給他一塊白石：表示在國度裏、他被主稱讚認可，這是很寶貴的，我們不要在
乎地上的人的稱讚。（得勝者，他在地上、可能沒有人認識，但主認識他。）

o 神對別迦摩教會的呼召：
 世界是個大曠野。神呼召祂的百姓過一個分別為聖的生活。
 拿細耳人的願（民數記 6 章）：是甘心的願、不是出於律法。
 無論男女、不分支派：每一個人都可以，只要願意。（舊約時代、只有利未
人可以事奉主，但人人都可以許下這個特別的願（與世界分別、歸入神）。
 羅馬書 12:1-2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
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
 拿細耳人的條例：以色列人在曠野、神藉著摩西立下這個條例。
1. 遠離清酒、濃酒：酒屬於世界的歡樂（罪中之樂）和肉體的情慾。我們的
主是真葡萄樹，祂是真正的酒，主自己才是我們的喜樂、安慰和滿足。
2. 不可用剃頭刀剃頭、要由髮綹長長了：女人長髮為蓋頭；男人長髮是羞
辱。這裏、不修剪、指蒙頭、讓神作主。真正分別為聖的人、是不住地禱
告、凡事求問主，這是蒙頭的操練。
3. 不可挨近死屍：死屍（肉體）、是不潔淨的。不挨近死屍（不體貼自己的
肉體、也不好管人家的肉體）
 祝福神的兒女：民數記 6:23-27
你們要這樣為以色列人祝福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的臉光照
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他們要如此奉我的名、為以色列
人祝福、我也要賜福給他們。


願我們都做拿細耳人、求神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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