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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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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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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1:  所看見的 -- 基督的榮耀 -- 榮耀的基督

2-3:  現在的事 -- 教會的事 -- 基督與教會

從五旬節開始，一直到主回來這段稱為教會的時期，都是屬於「現
在的事」



• 一本啟示神永遠計劃的書。主耶穌升天以後，教會在地上建立，教會要經
過許多的難處，好像無路可走。在這樣的光景裡，聖靈將神永遠的啟示交
通出來，不僅是為了當時，也是為了以後的世代。啟示錄以將來必成的事
作為一條界線。將來必成的事，佔了啟示錄的大部分，這些事情的發生带
來神榮耀旨意的成全。啟示錄的起頭是苦難，教會的苦難，啟示錄的結尾
乃是新天新地。感謝神，短暫的苦難要引入神永遠的榮耀，這是啟示錄的
目的。

• 一本充滿盼望的書。耶穌所愛的門徒約翰親眼見過耶穌，他宣告這位得勝
的主必會回來，為義人伸冤，審判惡人。我們明白了約翰這個盼望的異象，
就可以振作起來，因為基督要回來拯救屬祂的人。

•一本警告教會的書。雖然耶穌向約翰的啟示差不多是二千年前的事，
但這些啟示仍然是今天信徒的挑戰，提醒教會要委身過公義的生活。

啟示錄是本什麼樣的書

4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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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聖經啟示了基督:

從要來的基督、到卑微受苦的基督、到釘十字架的

基督、到復活的基督、到再來的基督 - 榮耀的基督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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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聖經啟示了基督:

從要來的基督、到卑微受苦的基督、到釘十字架的

基督、到復活的基督、到再來的基督 - 榮耀的基督

整本聖經也啟示了神 (神,基督,聖靈)工作的歷史:

從始祖時代、到族長時代、到漂流時代、到士師
時代、到王國時代、到先知時代、到基督道成肉
身時代、到教會時代 、到基督再來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7



啟示錄 1:4-6, 11

4. 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神
(the holy father 聖父)．和他寶座前的七靈 (the holy spirit 聖靈)．

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裡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 (the 

holy son 聖子)．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

離罪惡．〔脫離有古卷作洗去〕

6.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 神的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
永遠遠。阿們。

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達與以弗所、示每拿、別迦摩、推雅推
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那七個教會。

8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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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旬節聖靈降臨，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教會的建立是在五旬節
聖靈降臨的時候為起點。福音帶著聖靈的大能迅速傳開，當天就有三
千人歸主。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團體發展很快，不久就有加利利和猶太
的居民，還有流散在外的猶太人，甚至一些希伯來祭司也參加進來。

• 聖靈把信耶穌基督的人放在教會，他們是從未得救的萬人中被呼召出
來，集合而成的一個信徒群體，為耶穌基督作見証。

• 教會的希臘文意為“召出來的聚集”。原先的意義不僅僅是“聚集”，
還用以區別那些承認耶穌為基督的會眾與那些不承認這一點的猶太人。
這個詞也和它在《舊約》中的用法有聯系。在七十士譯本中，它被用
來指以色列全體人民是上帝所呼召的會眾。

教會的建立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教會的建立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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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早期教會的發展可分成三階段：

1. 聖靈的帶領，從五旬節開始在耶路撒冷建立教會（徒二1）。

2. 教會受逼迫，門徒離開耶路撒冷往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徒八章）。

3. 安提阿教會建立，保羅展開向地中海、愛琴海世界傳道（徒十一20；
十三章以後）。

• 向外邦人宣教由保羅開始。保羅被稱為外邦人的使徒。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11

安提阿教會建立，保羅展開向地中海、愛琴海世界傳道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12

第一次旅行佈道：徒十三1～十四28

約公元48-49年

安提阿--西流基（坐船）--撒拉米--帕弗
（坐船）--別加--彼西底安提阿 --以哥念 --
路司得--特庇

回程：特庇--路司得--以哥念--彼西底安提
阿--別加--亞大利（坐船）--安提阿

保羅的第一次旅行佈道 (約公元48-49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13

第二次旅行佈道：徒十五36～十八22

約公元50-54年

安提阿--特庇--路司得--以哥念--特羅亞--尼
亞波利--腓利比--帖撒羅尼迦--庇哩亞--雅典
--哥林多

回程：以弗所--凱撒利亞--耶路撒冷--安提
阿

保羅的第二次旅行佈道 (約公元50-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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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14

第三次旅行佈道：徒十八23～廿一26
約公元54-58年

安提阿--加拉太弗呂家等地區堅固眾門徒--
以弗所--馬其頓地區一帶--希臘地區

回程：腓利比--特羅亞--米利都--帕大喇--推
羅--耶路撒冷

保羅第三次旅行佈道 ，在以弗所住了三年
多，從這裡，福音向外開展，亞細亞的七個
教會可能就是這樣設立的，當時約為公元
53-56 年。到約翰寫啟示錄時 (主後 96-98 
年) ，這些教會設立已經有一段時日了。

保羅的第三次旅行佈道 (約公元54-58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15

第四次旅行佈道：徒廿一15 ～廿八31 
約公元58-63年

耶路撒冷--該撒利亞--西頓、貼塞浦路斯、
基利家、旁非利亞、呂家之每拉、革尼土
克里特島、撒摩尼佳澳、高大島--米利大
島、敘拉古、利基翁、部丟利、亞比烏、
三館 --羅馬 (被釋放)

保羅的第四次旅行佈道 (1) (約公元58-63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16

第四次旅行佈道：羅15:28, 提前1:3
羅馬--西班牙--革哩底--歌羅西--以弗所--别迦摩--特羅亜--腓立比--尼哥波
立--羅馬 (被處死)

保羅的第四次旅行佈道 (2) (約公元64-68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17

司提反在殉道前向反對他的人高聲呼喊說：「你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
受割禮的人，時常抗拒聖靈……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徒七
51-52) 於是福音傳到了猶太全地與撒瑪利亞(徒八)。

1. 保羅本是逼迫福音的，但是受了主的呼召，成了外邦人的使徒，將福音
傳到小亞細亞、希臘與羅馬，後在尼祿 (Nero) 皇帝手下殉道。

2. 約翰──活至主後約100年。早年居於耶路撒冷，晚年居以弗所，幫助那裡
的教會，並寫了《約翰福音》。95年被羅馬皇帝放逐於拔摩海島，得見
異象啟示；次年被釋回以弗所，寫成了《啟示錄》。

3. 馬太──到亞拉伯傳道。

4. 馬可──到埃及亞歷山大傳道。

5. 雅各──到西班牙傳道。

6. 多馬──到印度傳道，至今印度仍有聖多馬教會。

7. 猶大(不是賣耶穌的猶大)──到敘利亞與波斯傳道。

使徒時代的宣道 (約公元30-100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18

啟示錄的七個教會

1. 以弗所

2. 士每拿

3. 別迦摩

4. 推雅推喇

5. 撒狄

6. 非拉鐵非

7. 老底嘉

歷史



啟示錄的七個教會的建立 - 約公元 53-56 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19

• 以弗所城內有不少的猶太人，他們在羅馬帝國境內享有不錯的權利。
基督教第一次傳到以弗所是保羅在公元 52 年左右路過 (第二次旅行佈
道) ，留下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在那裏工作。後來，亞波羅來到這裡，
講解聖經，教訓人耶穌就是基督。

• 保羅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時，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多，叫全亞細亞省的
人全都聽見了福音。明顯地，保羅注意到以弗所是一個宣教的戰略地
點，從這裡，福音向四面八方開展，亞細亞的七個教會可能就是這樣
設立的，當時約為公元 53-56 年。到約翰寫啟示錄時，這些教會已經
都設立有一段時日了。



啟示錄的七個教會的代表 -- 三個看法

• 啟示錄記載復活榮耀的主向使徒約翰的吩咐：「你所看見的、當寫在

書上、達與以弗所、示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

老底嘉、那七個教會。。」（啟一11）

• 這七個教會可以說代表了整體的基督教會。這七個教會也常被認為是

A: 預言教會歷史中的七個漸進的時代。或 B:  預言整個教會時代。在

每一個時代中，我們都可以看見這七種不同的教會。這種情形在今天

似乎更為明顯；在各國各方都可以看見忠貞的教會、傳福音的教會、

沉睡的教會、背道的教會、形式化的教會以及不冷不熱的教會等等。

或 C:預言前三個教會的時代會過去、後四個教會時代將會持續到主再

來。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20



A.  七個教會的形態存在於教會歷史漸進的七個時代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1. 以弗所的教會(二1~7) 鬆懈的教會，工作代替了主 （公元70－170年）

（公元33 or 53－100年）

1. 士每拿的教會(二8~11) 苦難的教會，主是最寶貴的 （公元170－313年）

（公元100－313年）

1. 別迦摩的教會(二12~17) 世俗化的教會，不以主為最尊貴的（公元313－590年) 

2. 推雅推喇的教會(二18~29) 淫亂的教會，以別的代替了主 （公元590－1517年）

3. 撒狄的教會(三1~6) 衰微的教會，丟棄主的完全 （公元1517－1648年）

4. 非拉鐵非的教會(三7~13) 持守的教會，尊重主的權柄 （公元1648－1900年）

5. 老底嘉的教會(三14~22) 溫暾、不冷不熱的教會，失落了主的豐富（公元1900－ ）

21



七個教會漸進的歷史時代的看法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1. 使徒時代 (或稱初期教會時代)：30-100年

2. 迫害時代：100-313年

3. 國教時代：313-590年

4. 天主教時代 (或稱黑暗時代)：590-1517年

5. 宗教改革時代：1517-1648

6. 普世佈道運動時代：1648-

5. 末世教會時代：1900-

22

1. 以弗所的教會 (二1~7) （公元70－170年）

2. 士每拿的教會 (二8~11) （公元170－313年）

3. 別迦摩的教會 (二12~17) （公元313－590年 )

4. 推雅推喇的教會 (二18~29) （公元590－
1517年）

5. 撒狄的教會 (三1~6) （公元1517－1648年）

6. 非拉鐵非的教會 (三7~13) （公元1648－
1900年）

7. 老底嘉的教會 (三14~22) （公元1900－ ）

以教會外表的變動與興衰為本以教會內在的靈性、忠貞、教義與見證為本



七個教會漸進的歷史時代圖解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23



B. 七個教會的形態存在於整個教會時代 –
公元 70 (33) 年到主再來

1. 以弗所的教會(二1~7)──鬆懈的教會，工作代替了主

2. 士每拿的教會(二8~11)──苦難的教會，主是最寶貴的

3. 別迦摩的教會(二12~17)──世俗化的教會，不以主為最尊貴的

4. 推雅推喇的教會(二18~29)──淫亂的教會，以別的代替了主

5. 撒狄的教會(三1~6)──衰微的教會，丟棄主的完全

6. 非拉鐵非的教會(三7~13)──持守的教會，尊重主的權柄

7. 老底嘉的教會(三14~22)──溫暾、不冷不熱的教會，失落了主的豐富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24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25

教會形態存在於整個教會時代的圖解



C.  前三個教會形態代表三個已過去的時代、後四
個教會形態將會一直持續到主再來

• 整個教會時代裏，每一個時代都有各種教會的形態，不同的時代就有不同的
教會作主體。但是到末了的四封書信，當那一類型的教會出現以後，它會成
為主體的那種情形，一直延長到主回來。

• 推雅推喇的形態，以別的代替了主-淫亂的教會，出現之後，一直延到如今。
推雅推喇的形態很厲害，天主教就是這個類型。

• 撒狄教會的形態，丟棄了主的完全-衰微的教會，出現以後，撒狄教會那種情
形，成為當時一個很主要的形態，會一直繼續下去到主回來。宗教改革後, 從
各個大宗派裏，可以看到這個情形。

• 非拉鐵非教會那個形態，尊重主的權柄-持守的教會，依然明顯的存留在地上。
這是普世佈道運動時代。

• 最後是老底嘉，失落了主的豐富-溫暾、不冷不熱的教會。在現今這個時代，
很清楚看到老底嘉的情況。這是末世教會時代的現象。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26



前三個教會、後四個教會的圖解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27



28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29

以弗所教會

以弗所是
「「可愛」
「放鬆」之意

使徒時代 (或稱初期教會時代)：30-100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30

以弗所教會
• 以弗所是愛琴海岸的一個大海港，在羅馬時期，它是亞細亞省最富庶、最偉大的一個

城市。以弗所的市區中心有一個亞底米女神廟，長 425 呎，寬220 呎，又有 120 條圓
柱，每柱高 60 呎，是古代七大建築奇景之一。

• 基督教第一次傳到以弗所是保羅在公元 52 年左右第二次宣教旅程時路過，留下亞居
拉和百基拉夫婦在那裏工作。後來，亞波羅來到這裡，講解聖經，教訓人耶穌就是基
督。保羅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時，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多，叫全亞細亞省的人都聽見了
福音。亞細亞的七個教會可能就是這樣設立的，當時約為公元 53-56 年。

• 保羅在以弗所的工作有明顯的果效，不僅當時盛行的邪術宗教受影響(徒 19:13-20)，
連亞底米的崇拜也受到威脅，甚至連鑄造神像生意的人都快沒生意可做 (徒 19:27)。
保羅後來由於銀匠底米丟所引起的騷動，被迫離開以弗所，稍後在米利都時，他請以
弗所教會的長老來勸勉他們，警戒他們提防將來要出現的假教師或先知、使徒。保羅
離開以弗所之後，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繼續工作(提前 1:3)。後來，使徒約翰以它為最主
要的工作地點。

• 以弗所已經成為廢墟，位現今土耳其境內。公元 431 年的第三次大公會議在此召開。

使徒時代 (或稱初期教會時代)：30-100年



31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使徒時代 (或稱初期教會時代)：30-100年以弗所教會



啟示錄 2:1-7 -- 以弗所教會

工作代替了主-鬆懈的教會

1. 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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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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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32

使徒時代 (或稱初期教
會時代)：30-100年



啟示錄 2:1-7 -- 以弗所教會

工作代替了主-鬆懈的教會

• 以弗所教會的特色是用工作來代替主。以弗所教會作了很多的事，那些事都作得對，
沒有一件事主說她作得不對。辨別假先知，不能夠容忍惡人。為着主的緣故，勞碌
忍耐。難道這些不好嗎？主沒有說她不好。主說，「你做了很多事。」但在以弗所
教會裏，主指出一個事實，「你做的一切都作得對，但欠缺一件事，你將這一切的
東西來代替了主。」

• 以弗所教會開始作這一切的時候，他們都是為着愛主去作，為了愛主的緣故去勞碌，
也因着愛主的緣故，守住教會的純正。因着愛主的緣故，拒絕假使徒。因着愛主的
緣故，他們作了各種各樣幫助人的工作。但到有一天，這一切的工作龐大起來，慢
慢人就從因着愛主而作事，落到要維持這個工作去工作。主對他們的責備是甚麼？
你如今作那些事，樣樣都對，但是有一樣東西你失掉了，就是失掉起初的愛心。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33

使徒時代 (或稱初期教
會時代)：30-100年



尼哥拉黨

• 放縱情慾，引誘信徒赴異邦宗教崇拜的偶像筵席，並行淫亂，這一黨

和服從巴蘭教訓的人，犯了同樣的錯誤 (啟二14，15；民廿五1~2；卅

一16)。

• 他們主張教導人先放縱私慾，這是身體犯的罪，但並不能危害靈性; 又

說以身體去犯罪後，才有從經驗中可以得著能力，勝過罪惡，所以使

人任意放蕩。

• 這一黨的行為，被以弗所教會恨惡 (啟二6)，被別迦摩教會服從 (啟二

15)，被推雅推喇教會多半實行、 他們受了耶洗別的引誘 (啟二20) 。

參王上十六31；廿一25，26)。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34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35

啟示錄二, 三章

士每拿教會

士每拿是「受
苦」或「沒藥。
之意

迫害時代：100-313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36

士每拿教會

• 士每拿位於以弗所北邊另一個海灣，是愛琴海岸的另一個海港；在羅馬帝
國中，它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城市，被譽為「亞細亞之花」。

• 士每拿原先是希臘人的殖民地，但在公元前第七世紀時被呂底亞人的軍隊
所摧毀，一直到公元前 361-281 年間，亞歷山大的一個繼承者利司馬斯才重
新整建，整體規劃，所以街道寬闊又筆直。它的商業、政治、宗教、文化
都發達，城內猶太人不少，且深具影響力。

• 士每拿原先就是羅馬的忠實盟友，納入羅馬版圖之後，對羅馬更是效忠，
曾經援助饑寒交迫的羅馬軍隊，後來被選為建造提庇留神像廟宇之處。士
每拿目前在土耳其境內，名叫伊斯米爾(Izmir)，是土耳其在亞洲境內的第二
大城。

迫害時代：100-313年



37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迫害時代：100-313年士每拿教會



啟示錄 2:8-11 -- 士每拿教會

主是最寶貴的-苦難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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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撒但一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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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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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38

迫害時代：100-313年



主是最寶貴的-苦難的教會

• 士每拿教會是主很體恤的一個教會，主沒有責備，因為士每拿是一個受苦的
教會，為着主的緣故，忍受人很多的苦待，逼迫。

• 士每拿教會不完全，如果完全，主就不用呼召得勝者。主呼召得勝者，就是
說士每拿教會雖受好多的苦，卻不是很完全，主盼望他們能夠進到更完全。
但因為他們為着主的緣故受苦很深，所以主不忍心向他們講責備的話。

• 士每拿教會能活出一個見證，見證主是最寶貴的，他們樂意擺上一切去得着
主，去滿足主，這是士每拿的爭戰。他們的爭戰的內容是教會所寶貴的。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39

迫害時代：100-313年啟示錄 2:8-11 -- 士每拿教會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40

啟示錄二, 三章

別迦摩教會

別迦摩」原
文是「聯婚」
之意
「別迦摩」
另有「高樓」
之意

國教時代：313-590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41

別迦摩教會

• 別迦摩位於示每拿北邊，原為希臘帝國分裂後之西流古王國的首都，公元
前 133年，其國王駕崩時遺言將其國土歸給羅馬管轄，後來就成為亞細亞省
的首都。

• 可能是因為它是羅馬的行政中心，對於推行該撒崇拜不遺餘力，皇帝崇拜
的第一座神廟就是在此建立；因此在啟示錄它被稱為「有撒但座位之處」。

• 別迦摩在商業上雖不如以弗所和士每拿，但在文化上卻是首屈一指，有藏
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古代用來書寫的羊皮卷就是在別迦摩發明的。目前
在土耳其境內有一個小鎮名叫 Bergama，就位於古城別迦摩南方的平原上。

國教時代：313-590年



42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國教時代：313-590年別迦摩教會



啟示錄 2:12-17 -- 別迦摩教會

不以主為最尊貴的-世俗化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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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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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們喫祭偶像之物、行姦淫的事。

15. 你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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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快臨到你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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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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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43

• 隱藏的嗎哪，表藏在約櫃裏的嗎哪，預表基督。
• 白石表明主給的特殊的榮耀。主應許別迦摩教會，得勝者賜給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表明有無限價值。

國教時代：313-590年



啟示錄 2:12-17 -- 別迦摩教會

不以主為最尊貴的-世俗化的教會

主對別迦摩教會責備得相當重，因為別迦摩教會所放棄了主的尊貴。他們不以主為
尊貴，他們不夠瞭解主是尊貴的主。啟示錄第五章說到天上的敬拜把尊貴，榮耀，
智慧，能力，權柄，都歸給被殺的羔羊，這就說到尊貴。但別迦摩教會不覺得主是
尊貴，他們覺得其他的事物比主還尊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44

從前面這三個教會的光景，可以看見如果主被主以外的來代替了，就會出問題。

弗所教會是以工作代替了主。士每拿教會沒有代替，見證主是最寶貴的，所以有主

的憐憫在那裏。別迦摩教會用人的道理來代替主，認為人的思想比主還尊貴。

國教時代：313-590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45

啟示錄二, 三章

推雅推喇教會

推雅推喇教會
的意義是「繼
續獻祭」

天主教時代 (或稱黑暗時代)：590-1517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46

推雅推喇教會

• 推雅推喇在別迦摩的東邊，雖然它是一個重要的軍事據點，但由於它位於
一個開敞的山谷上，缺乏居高臨下的優勢，沒有長期防禦的本錢，每逢戰
事發生，需倚賴別迦摩來打頭陣，以擋下敵人。推雅推喇一直位於邊陲地
帶，因此有要塞及駐軍在；它原先是西流古王朝的西邊要塞，後來轉手到
別迦摩王國，成為別迦摩王國的東邊要塞，公元 133 年由羅馬接管。在羅
馬的道路系統中，推雅推喇是一個重要的轉駁點，因為從別迦摩到老底嘉，
以至於到東邊各省，都要經過它。

• 推雅推喇在宗教上無什麼特別，在商業上蓬勃發達。是一個重要的製造中
心，特別是染料工業、羊毛業、陶瓷業、製銅業等，有許多的同業工會組
織。保羅第二次旅行宣教，在腓立比城遇見的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呂底亞，
就是從推雅推喇城來的；她極有可能是染料外銷業者 (徒 16:17)。這種紫色
染料今天還在當地生產，稱為「土耳其紅」。目前座落在推雅推喇的城名
叫 Akhisar，是土耳其境內的一個大城鎮。

天主教時代 (或稱黑暗時代)：590-1517年



推雅推喇教會

47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天主教時代 (或稱黑暗時代)：590-1517年



啟示錄 2:18-23 -- 推雅推喇教會 (1)

以別的代替主-淫亂的教會

18. 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 神之子、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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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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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喫祭偶像之物。

21. 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22. 看哪、我要叫他病臥在床、那些與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們同受
大患難。

23. 我又要殺死他的黨類、〔黨類原文作兒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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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天主教時代 (或稱黑暗
時代)：590-1517年



啟示錄 2:24-29 -- 推雅推喇教會 (2)

以別的代替主-淫亂的教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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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

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27.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轄管原文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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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啟示錄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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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49

天主教時代 (或稱黑暗
時代)：590-1517年



啟示錄 2:24-29 -- 推雅推喇教會 (2)

以別的代替主-淫亂的教會

• 推雅推喇教會在主面前受到非常厲害的責備，原因是他們將主的純淨丟掉。

人同神中間藉着主，人就坦然去到神的面前。藉着主，神所有的榮耀，豐富

臨到人，是那樣純淨。現在卻複雜而見不到純淨。

• 這不僅是天主教的問題，不僅是東正教的問題，也是現在基督教普遍的問題。

如今在基督教裏面，不太容易再碰到純淨，怪不得主這麼厲害地責備當時的

教會。教會該如何維持並守着主的純淨。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50

天主教時代 (或稱黑暗
時代)：590-1517年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51

啟示錄二, 三章

撒狄教會

「撒狄」二字，
原文是「恢
復」，「復興」
之意

宗教改革時代：1517-1648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52

撒狄教會

• 撒狄在推雅推喇的東南方，位於一個高原上，它是里底亞王國的首都，在
克利薩斯王的統治底下，它繁榮興盛，幾乎等於是財富的代名詞。相傳它
的財富有部份是來自於一條流入市區、出產黃金的河流。

• 撒狄由於有險要的地理位置，住在裡面的人以為它是個攻不破的城堡。但
是在歷史上，它卻曾經被攻陷兩次，這都是因為撒狄的人太過於自信、疏
於防範之故：

1. 公元前 546 年，波斯王塞魯士的軍隊在夜間以梯子攀登岩石，從一
個守衛較弱的地點進攻，克利薩斯不敵，終被打敗。

2. 公元前 214 年，敘利亞西流古王朝的安提阿哥大帝再以同樣的策略
進攻獲勝，撒狄後來就意志消沉，了無鬥志。

• 撒狄在羅馬時代，已經沒落。公元 26 年，有人曾提議要在這裡蓋一座皇帝
崇拜的神廟，後來這座神廟蓋在士每拿，不在撒狄。現在在土耳其境內有
一個小村莊，名叫 Sart，就是座落在撒狄。

宗教改革時代：1517-1648



撒狄教會

53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宗教改革時代：1517-1648



啟示錄 3:1-6 -- 撒狄教會

丟棄主的完全-衰微的教會

1.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 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
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2. 你要儆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衰微原文作死〕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 神面前、沒
有一樣是完全的。

3.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若不儆醒、我必臨到你那裡
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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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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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54

宗教改革時代：1517-1648



啟示錄 3:1-6 -- 撒狄教會

丟棄主的完全-衰微的教會

在撒狄教會裏，屬靈爭戰的主體落到主自己的完全，或者說是主的完滿，主的
完整，主的豐富。因撒狄教會的行為、在 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55

宗教改革時代：1517-1648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56

啟示錄二, 三章

非拉鐵非教會

「非拉鐵非」
的意思是「弟
兄相愛。」也
有「傳佈」的
意思

普世佈道運動時代：1648-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57

非拉鐵非教會

• 非拉鐵非位於撒狄東南方一個山谷的頂端，從這裡經過撒狄再到士每拿就
可出海。它是七個城市中最年輕的一個，是公元前第二世紀，別迦摩國王
優美尼斯(Eumenes)為了紀念他兄弟亞他魯斯(Attalus)對他的忠誠所建。亞他
魯斯的忠誠為自己贏得了一個美名，非拉鐵弗斯(Philadelphus)，其希臘字
的意思就是「兄弟之愛」。

• 非拉鐵非位於地震地帶，公元 17 年，這裡遭遇一次大地震，周圍城市多被
摧毀，非拉鐵非雖然倖存，但是由於仍有許多餘震，城內的人常常需要出
城逃難。後來，為了感謝羅馬皇帝出資協助重建，城市的名字自動改為新
凱撒利亞(Neocaesarea)；維斯帕先年代(69-79A.D.)，它又一次改名，叫法拉
維亞(Flavia)。目前座落在它上面的城鎮叫做 Alasehir。

• 非拉鐵非有許多的神廟和宗教慶典。

普世佈道運動時代：1648-



啟示錄 3:7-13 -- 非拉鐵非教會

58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普世佈道運動時代：1648-



啟示錄 3:7-13 -- 非拉鐵非教會

尊重主的權柄-持守的教會

7.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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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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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前給你一個敝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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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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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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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59

普世佈道運動時代：1648-



啟示錄 3:7-13 -- 非拉鐵非教會

尊重主的權柄-持守的教會

非拉鐵非教會，是主所稍微欣賞的唯一的一個教會。他們之所以得主欣賞，

因為他們很懂得尊重主的權柄。他們遵守主的道、沒有棄絕主的名。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60

普世佈道運動時代：1648-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61

啟示錄二, 三章

老底嘉教會

「老底嘉」原文
由兩個字拼成，
「老斯」「底細
亞」兩個字。
「老斯」是「平
民」之意，「底
細亞」是「風俗」
或「意見」之意

末世教會時代：1900-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62

老底嘉教會

• 老底嘉位於非拉鐵非的東南方，以弗所的東方，是敘利亞西流古王安提阿
哥 II在公元前第三世紀所建，用他的妻子 Laodice 的名字為城市名。

• 老底嘉位於交通要道的轉接點，西通米利都、以弗所港口，東向敘利亞，
北到別迦摩，南到亞大利 (徒 14:25)。這個策略性地點使老底嘉成為一個重
要的商業中心，市內有不少銀行。它出產黑羊毛，是一個製衣業中心，同
時，它也是一個醫藥中心。老底嘉這個城市有一個弱點，它缺乏足夠的水
源，水必須從遠方南部一個溫泉以水管接過來。

• 老底嘉目前已成廢墟，只有在靠近水泉之處有一個現代的城鎮 Denizli 存在
於土耳其境內。

末世教會時代：1900-



老底嘉教會

63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末世教會時代：1900-



老底嘉教會

64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啟示錄 3:14-22 -- 老底嘉教會

失落了主的豐富-溫暾,不冷不熱的教會

14. 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 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完首的、
說、

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16. 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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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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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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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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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65

末世教會時代：1900-



啟示錄 3:14-22 -- 老底嘉教會

失落了主的豐富-溫暾,不冷不熱的教會

老底嘉也是主責備得相當重的一個教會。他們屬靈上的難處是失落了主的豐

滿一他們不冷也不熱。他們以為自已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

知道自已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66

末世教會時代：1900-



主所要的教會

• 如果把地位，寶貴，尊貴，純淨，完全，權柄，豐滿等聯起來，
就可以看見神在教會裏的心意：

• 教會要顯出主的地位是高的，教會要顯出主是極其寶貴的，教會要認定
主的尊貴是毫無保留的，要叫人看得見的。

• 教會要顯明主的純淨，完全。主的權柄在教會裏是至高的。主的豐滿在
教會裏是充實的。

• 主所要的教會是彰顯神， 彰顯基督榮耀的教會。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67



主說 – “我知道”

• 以弗所教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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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士每拿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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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撒但一會的人。

• 別迦摩教會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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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68



• 推雅推喇教會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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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撒狄教會 3:1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 神的七

靈、和七星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

的。

• 非拉鐵非教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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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開的

門、是無人能關的。

• 老底嘉教會 3: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

不得你或冷或熱。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69

主說 – “我知道”



• 以弗所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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喫。

• 士每拿教會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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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別迦摩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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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70

“主”要的是 --
聖靈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 ….



• 推雅推喇教會 2: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2:29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 撒狄教會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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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 非拉鐵非教會 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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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
有耳的、就應當聽。

• 老底嘉教會 3: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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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71

“主”要的是 --
聖靈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 ….



• 主向教會提出得勝者的呼召，主要得着一個聖潔無瑕疵的教會。
如果教會不達到主的這個目的，用啟示錄上面的話，就不能從
「現在的事」過渡到「將來必成的事」。

• 主要在教會裏尋找得勝者。主宣告說，「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都應當聽。」

• 無論從那個角度去看，在二，三章這七封書信裏，聖潔、成長是
直接向教會講的話。

• 從神的永遠計劃去看，如果教會不成長，神永遠的計劃就沒有可
能踏入完成的階段。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72

“主”要的是 -- 聖潔、成長的教會



• 一本啟示神永遠計劃的書。主耶穌升天以後，教會在地上建立，教會
要經過許多的難處，好像無路可走。在這樣的光景裡，聖靈將神永遠
的啟示交通出來，不僅是為了當時，也是為了以後的世代。啟示錄以
將來必成的事作為一條界線。將來必成的事，佔了啟示錄的大部分，
這些事情的發生带來神榮耀旨意的成全。啟示錄的起頭是苦難，教會
的苦難，啟示錄的結尾乃是新天新地。感謝神，短暫的苦難要引入神
永遠的榮耀，這是啟示錄的目的。

•一本警告教會的書。雖然耶穌向約翰的啟示差不多是二千年前的

事，但這些啟示仍然是今天信徒的挑戰，提醒教會要委身過公義的生
活。

啟示錄是本什麼樣的書?

73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七個教會的形態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1. 以弗所的教會 鬆懈的教會，工作代替了主

2. 士每拿的教會 苦難的教會，主是最寶貴的

3. 別迦摩的教會 世俗化的教會，不以主為最尊貴的

4. 推雅推喇的教會 淫亂的教會，以別的代替了主

5. 撒狄的教會 衰微的教會，丟棄主的完全

6. 非拉鐵非的教會 持守的教會，尊重主的權柄

7. 老底嘉的教會 溫暾、不冷不熱的教會，失落了主的豐富

74



幾個也許可以思想的問題 ---

1) 北區會堂與亞細亞七個教會中的那一個最可以相比？

2) 北區會堂有些什麼優點、主會稱讚的 ; 有些什麼缺點、主會責備
的？

3) 你是否知道北區會堂目前的異象、使命。

4) 你對教會和對自己的期望。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75



啟示錄 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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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
作席。”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76

給老底嘉教會的話



六、普世佈道運動時代(1648－)

自使徒時代以後，人們靈性之復興，傳福音熱忱的爆發，真道見
證傳播之遙遠，乃屬此一時代。從這時期的一些忠貞主僕身上，
我們彷彿又看到初期使徒們披荊斬棘，靠聖靈大能，將福音傳遍
地極的情形。

1. 敬虔運動 (Pietism) 1635-

2. 弟兄會(Brethren) 1700-

3. 清教徒運動(Puritanism) ~1560-

4. 循道會(Methodism，即衛理公會) 1703-

5. 美國的大覺醒運動 (Great Awakening ) 1734-1744

王永信牧師 -真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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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普世佈道運動時代(1648－) cont.

6. 救世軍(Salvation Army) 1865-

7. 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1761-1834)往印度傳教

8.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來華

9. 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 1813-1873)赴非洲

10. 孫大信(Sundar Singh, 1889-1929)到西藏

11. 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來華

12. 耶德遜夫婦(Mr. & Mrs Adoniran Judson, 1788-1850)抵緬甸

13. 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的復興

14. 慕迪(Dwight L. Moody, 1837-1899)的工作

15. 王明道(Wang Ming-Dao, 1900-1991) 

16. 宋尚節 (John Sung, 1900-1944)
王永信牧師 -真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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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末世教會時代(1900－) 

從聖經中的預言、從近來世界政治的演變、從目前軍事及武器之
發展，我們可以看出，今日的教會正是末世時代的教會。

雖然從本世紀初， 神差遣祂的僕人們如古約翰( J o n a t h a n 
Goforth)、宋尚節、王明道、倪柝聲、葛培理(Billy Graham)等，用
聖靈的大能在各地傳揚福音火熱的信息，神又賜下威爾斯、印度、
韓國、中國華北、華中、華南以及南洋各地的復興，但是由於末
世物質文明、人為的主義、魔鬼的異端、道德的墮落迅速發展，
充塞、佔據了人類的頭腦、時間與生命。

王永信牧師 -真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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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每拿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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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濬哲牧師 解釋
主勉勵他們，叫他們不要怕受苦。也安慰他們，因為受患難只有十天，更勉

勵他至死忠心，就得生命的冠冕。

William Barclay 解釋

John forecasts an imprisonment of ten days. That is not to be taken 

literally. Ten days was an expression for a short time which was soon to come to 

an end. So this prophecy is at once a warning and a promise. Imprisonment is coming, 

but the time of trouble, although sharp, will be short. 

Robert Mounce 解釋:  一般認為不是十日，較長，但不會很長。

啟示錄 2:10 -- 受患難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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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3:15 -- 你也不冷也不熱 (1)

老底嘉教會

3:15 --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楊濬哲牧師 解釋

老底嘉教會不冷不熱，不合主的胃口，所以主要把他們吐出去。各位，吐出
去是甚麼意思？不是說，他們不得救。把他們吐出去，乃是把他們吐在大災難
裏。吐出千年平安國度外。冷的信徒雖然得救，但如果不熱，主就要把他們吐
出去。在大災難中，在千年國度外，要受苦，不能與主得榮耀，不能與主同作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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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3:15 -- 你也不冷也不熱 (2)

老底嘉教會
3:15 --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William Barclay 解釋

• The one attitude which the Risen Christ unsparingly condemns is 

indifference.

• The one impossible attitude to Christianity is neutrality.

• Hard as it may sound, the meaning of this terrible threat of the Risen 

Christ is that it is better not even to start on the Christian way than to start 

and then to drift into a conventional and meaningless Christianity. The fire 

must be kept burning. There is an unwritten saying of Jesus: "He who is 

near me is near the fire." And the way to "maintain the spiritual glow" 

(Rom.12:11, Moffatt) is to live close to Christ.



83

啟示錄 3:15 -- 你也不冷也不熱 (3)

老底嘉教會
3:15 --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Robert Mounce 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