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的爱心
启 2:1-7
讲章大纲
主没有忘记祂的教会,就像丈夫没有忘记亲爱的妻子一样.(耶 2:1-2)
一、教会曾有的见证 (启 2:1-4)
1. 主手拿七星: 主全然掌管教会的使者,要教会明白属灵的真实光景.
2. 主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不断地鉴察,关心,修剪,并看顾祂的教会.
3. 主称赞好行为,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分辨真假使徒,事奉不乏倦.
二、恢复起初的爱心 (启 2:4-6)
1. 一项责备: 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启 2:4)
2. 三个劝告: 回想是从那里坠落的,回转到起初,否则灯台从原处挪去.
3. 可取的事: 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反对生活放荡,信仰混乱的人.
三、主对得胜者的应许 (启 1:7)
1. 圣灵向众教会说的,主的羊必听主的声音.
2. 得胜者的呼召:得胜者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
3. 主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因十字架上主舍命而得胜.
圣经经文
2:1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2:2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
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2:3 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2:5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
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2:6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2:7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
给他吃。

信息内容
主没有忘记祂的教会，就像丈夫没有忘记亲爱的妻子一样。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
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耶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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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作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
岂不是大大玷污了麽．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3:1)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
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何 3:1)
约翰曾住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亚洲之光，全亚细亚的都会，商业发达，宗教兴旺，古时七大
奇观之一的亚底米神庙坐落此城。(长 425 呎，宽 220 呎，高 60 呎)
以弗所是一所非常特殊的教会。亚居拉，百基拉(徒 18:18),亚波罗 (徒 18:24)保罗三年之久流
泪劝戒他们(徒 20:31)，提摩太牧养(提前 1:3,4:14,提後 1:6)，推基古(弗 6:21,提後 4:12)。当这封
主给祂心爱教会的信收到约翰的手中，何等宝贵，何等振奋，何等迫不及待。教会传说约翰将
耶稣的母亲也接来此城养她的老。
一、教会曾有的见证 (启 2:1-4)
1. 手拿七星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启 2:1)
(1) 全然掌管:
「拿着」Kraton 不是一般的所有格(gen)，拿着一部份，乃是受格(dat)，全然握住的意思。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
台就是七个教会。」(启 1:20)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
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2) 全然负责
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使者」(angelos) 是单数的，解经家对七星的翻译没有一致的意
见，有少部份认为是守护的天使，大多认定是当时的监督，主教，或负责人。神对天使说话都
是直接说的，不用透过约翰以文字表达的。七星是神的使者，教会属灵方面带领的领袖，是要
为整个教会灵性负责的人。他们的善行，耶稣基督要鼓励。他们的缺失，主耶稣基督要督促他
们悔改，归向神。
2.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行走」是现在式，表示主在全地走来走去，不断地鉴察、关心、修剪、看顾祂的教会。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3. 曾有美好的见证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启 2:2)
(1) 好行为
2

「行为」乃是工作之意。你是否真心为主工作。
(2) 劳碌
殷勤劳苦地去作工。保罗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林後
11:27-28)
(3) 忍耐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 14:12)
能不能忍耐就是看是否发怨言。
(4) 不容忍恶人
陈终道牧师说: 「教会应当欢迎罪人归向神，却不能让圣工落在罪人的手中，容让恶人当
权。所以我们必须分别是非，不容忍恶人专横，却要爱罪人。」
(5) 分辨真假使徒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启 2:2)
保罗临别的警告，必有假使徒出现，不爱羊群。要能分辨真假。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
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徒 20:29-30)
关乎末世，耶稣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
起来、迷惑多人。」(太 24:11)
(6) 事奉不乏倦
「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启 2:3)
二、恢复起初的爱心 (启 2:4-6)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
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 2:5)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启 2:6)
1. 一项责备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启 2:4)
3. 三个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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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
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 2:5)
(1) 回想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启 2:5)
失去起初单纯，真实的爱的原因是甚麽? 每一个人都不同。在主再来前，有许多人因不法的事
增多，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太 24:12) 对你来说，那些事是不法的事呢?
(2) 回转
悔改，回到起初。就像浪子回头一样。小儿子是浪子。 (路 14:12-24) 主在等我们回头。大
儿子也是浪子，他的心离父亲的心太远了。(太 24:25-32)
(3) 否则有刑罚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 2:4)
金灯台失去了发光的功能就要被移去了。「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
呢．以後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
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 5:13-16)
4. 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启 2:6)
「尼哥拉」是「管辖人民」之意。有些人解经说教会的领袖是尼哥拉党。教皇那时还不存
在。服事教会的领袖都是有忠心，蒙神拣选的人，像保罗、亚波罗、提摩太、推基古、约翰等
人。他们不但不是尼哥拉党，他们是捍卫真理，反对尼哥拉党的教会领袖们。
尼哥拉党人的生活放荡，是信仰混乱的人，与巴兰同意。信徒是容易被世俗影响呢? 还是被
神的话影响呢? 不对付肉体，不儆醒祷告的基督徒容易入了迷惑。肉体软弱，成为被撒但吞吃
的对象。能不能脱离世俗就成为决定教会衰败或兴亡的关键。
三、主对得胜者的应许 (启 1:7)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
他吃。」(启 2:1)
1. 圣灵向众教会说的
这些信息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不是只给某一间教会的。约翰认识这灵是基督自己的灵，这
灵是主日向约翰发声音的基督。(启 1:12)是用手按在因惧怕而仆倒在祂脚前的约翰身上的基
督。(启 1:17) 耶稣曾对门徒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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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也认识耶稣基督的灵，「因为我知道这事藉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
必叫我得救。」(腓 1:19)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
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罗 8:11)
2. 得胜者的呼召
(1) 谁是得胜者?
这里所说的得胜者是与主所要赐给人的奖赏有关。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赐。」(林前 3:8)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林
後 5:10)
「你这个人、为甚麽论断弟兄呢．又为甚麽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
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各
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 14:10-12)
「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约一 4:4)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麽?」(约一 5:5)
(1) 神乐园与世间的园子不同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 2:7)
乐园是波斯字，指快乐的花园。犹太教用它描绘义人死後的居所。神的乐园乃是指着生命改
变的人，恢复与神完美的交通。如何能恢复完全无阻的交通呢?
(3) 生命树
以弗所人熟悉的亚底米庙的保护地只是给逃犯暂时的保护，神所应许的乐园乃是身份上改
变，时间上进入永恒，关系上完全恢复与神的交通。得胜者从主那所得到的是完全的自由，不
再受罪的捆绑。这就是复活的生命，这生命乃是藉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我们的旧人
与主同钉十字架，除去肉体的邪情私欲而完成的。这生命树的「树」这个字不是新约常用的
dendron，乃是用 xylon 「木头」。常指刑具。如犯人所戴木制的枷锁。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
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 2:24)
3. 对得胜者的应许
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有永生。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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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彼後 3:14)
得胜者必不离弃起初的爱，有生命的见证: 劳伦司 (Lawrence 258)
劳伦斯执事没有任何恩赐、神迹、丰功伟绩被记录下来。在教皇 Sixtus II 於 8/5 被罗马皇帝
Valerian 的逼迫下殉道後五天，劳伦斯与四位神职人员被处死。劳伦斯安葬的地点上後来建了
一间教堂是罗马最有名的七间教堂之一。後来有许多人来此记念这一位为主而死的神的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他平日的工作就是将日用的需要供应给穷苦的人家。
当他知道教皇已经殉道，他自己被捕的日子也近了时，他召聚了无倚无靠的孤儿、寡妇，将
他所有的钱财和变卖教会的器皿所得的钱都分给了这些穷人。当罗马官员逼他将教会使用的金
银器皿交出来时，他告诉他们三天内他将清单和贵重的器皿交还给凯撒，三天後官员们来验收
教会的财宝时，看见的是一群排在那里的瞎子、瘸子、残废者、大痲疯、孤儿、寡妇。官员大
怒，立刻宣布将以最痛苦的刑罚处死劳伦斯。
他们制造了一个相当大的烤肉架，下面堆满了火热的碳火，慢慢地将他烧死在烤肉架上。流
传下来他喜乐地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名言是，" It is well done. Turn it over and eat it." 「烧得
很熟了，翻过来，可以吃了。」劳伦斯至死忠心，不离弃起初的爱。翻译於 Saint of the Day -Lives and lessons for saints and feast's of the new Missal. 8/10 (St. Anthony Messenger Press pp 194195 May 31, 1990)
一九九零年我得到威郡宣道会的邀请，担任教会部分时间的助理牧师。非常感恩的是有幸得
到滕近辉牧师亲手的调教，学习如何牧养北美的华人教会。承蒙滕牧师耐心的带领与造就，长
达一年多的时间。
那段时日，我每主日和周三的晚上都随着滕牧师和郑贻富牧师从纽约宣道会乃役神学院开车
到纽约的威郡华人宣道会参与主日敬拜和祷告会的服事。滕牧师和郑牧师许多属灵的分享深深
地印在我的心中。有一次滕牧师分享信息时，提到他的父亲是一位忠心爱主的牧师，当他的父
亲在讲台讲道时中风倒地，昏迷了几天。被主接去的时候，滕近辉牧师在他的身边，听见父亲
在唱一首诗歌。虽然唱的字句不清楚，但是滕牧师知道是在唱一首喜乐的诗歌，就是: 「在上
有一天堂，是我永远家乡。」他父亲唱完了，神就接爱祂的仆人回天家去了。真是何等有福!
他跑完了一世的路程，全心爱主，能够良心无亏地迎见他一生所事奉的主。
这个见证在很大的程度上，激励了我，立志要成为一位不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的奴仆，愿意
靠主的恩典，坚持一生全心爱主，谦卑地与主同行，耐心牧养主的羊。求主祝福大家，让我们
一同靠着主的恩典，顺服圣灵的带领，成为基督的精兵、神国度的得胜者，完成主的托付，至
死忠心。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低头，同心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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