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课】《启示录》2 章 18-29 节：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 

 

1. 背景：推雅推拉城建于宽阔的河谷，水陆交通很方便，是一个商業中心。该城以

染羊毛驰名。《使徒行传》16：14记载，在腓立比卖紫色布的吕底亚是推雅推喇城

的人，说不定与此行业有关。该城有很多工會組織，各行业也各自供奉他们的神明。

工人常常需要参加酬神筵席，而高潮多在末后与庙妓的淫乱上。基督徒要在城里谋

生，就得参加此类活动，但这样做又与自己的信仰冲突。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遂成为基督徒的难题。 

2. 本段中心主题：防避异端，持守真道 

3. 【引题】：你接触过什么异端人士或聚会吗？请一两位分享。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备注/参考 

观察 

 

 

1.这段经文对基督的描述：“那眼目如

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2：18，

参 1：14-15。） 

2.主的称许：好行为、爱心、信心、

勤劳、忍耐，行善——推雅推拉教会

很有爱心的“见证”。 

3.主的责备：容让耶洗别的教训（撒

但深奥的事）潜入教会──未持守纯

正的教义。 

4.主的警告：会使引诱人行淫乱者「卧

病在床”，击杀其同党；与之行淫乱者，

若不悔改，也要同受大患难，按行为

得报应。 

5.主的提醒：已经有的，总要持守，

直等到祂来。 

 

6.给得胜者的应许：不另加担子（2：

24），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2：26），

赐晨星（2：28）。 

一、观察题： 

1. 这段经文，用那三点描述基

督？（2：18，参 1：14-15） 

2. 主对推雅推喇教会的称许是

什么？责备又是什么？（2：19、

20、24） 

 

 

3. 主对那些诱惑人与受引诱者

的警告各是什么？（2：21-23） 

 

4. 主对那些未跟从那教训的人

的提醒是什么？（2：24-25） 

5. 给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2：

26-28） 

 

这个描述在

1：14-15 出

现过。 

 

这是七封信

中最长的一

封，却是写

给在人看来

最不重要的

小城中之教

会。 



解释 
【经文释义】 

1. 2：18主的称谓。 

眼目如火焰：描述写祂洞察人心，施

行审判，同下文：祂察看人的肺腑心

肠，照人的行为施行报应(参 2：23)。 

腳像光明銅：代表其光辉与战士的形

象（参第二课 1：15注释）。以赛亚书

63：3、6描述神在烈怒中要践踏恶人。 

神之子：强调其审判与统治的权柄（参

2：26-27）。 

这些描述与推雅推拉教会在属灵真理上

不圣洁有关。基督要按公义审判离道背

教的教会。 

2. 2：19-20 主的知道：推雅推拉教会的

优缺点。 

耶洗别的教导：引诱人行淫乱、吃祭

偶像之物（2：20），（代表属灵上的奸

淫、拜偶像），及撒但深奥之理（24

节）。 

旧约的耶洗别：旧约的耶洗别是亚哈

王的妻子，是圣经所记最邪恶的王后。

她在亚哈王背后操控推动对巴力的敬

拜，并消灭耶和华神的先知，又弄权

夺去拿伯的葡萄园，恐吓追杀先知以

利亚。（参王上 16：29-33，19：1-2，

21：5-26；王下 9：30-37） 

推雅推拉教会中可能有称为“耶洗别”

的女人，跟随旧约耶洗别的教导，引

诱人行淫乱与拜偶像。她可能认为拥

有神秘的属灵知识（撒但深奥之理），

因此身体可以用在行淫上。这种教导

在社会上既不怕被孤立或遭排挤，又

可以继续在教会里敬拜上帝。 

推雅推拉教会的问题与以弗所教会正

相反：他们有很强的爱，但是在教义

二、解释题： 

1. 2：18中描述基督的三个语词

各代表什么意义？与下面经文的

关连为何？ 

 

 

 

 

 

 

 

 

 

2、“耶洗别的教导”（2：20）主

要的错谬是什么？教会的错误又

在哪里？试比较推雅推喇教会与

以弗所教会（2：1-7）之问题的

差异。试举出掺杂在今日教会中

的类似观念。 

 

 

 

按：有些学者解释，此耶洗别的

教导，可能是主张唯一击败撒但

的方法是要深入敌营：只有亲身

经历罪，才能真正认识罪的本质，

也才能真正经历恩典。所以，藉

著体验异教（撒但深奥之理），

人可以更有效地服事奉基督，或

成为基督徒自由的模范（林前 8：

9-11）。（参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试引导参与

者注意基督

的称谓与教

会境况的关

联。 

 

 

 

 

 

 

请一位参与

者事先复习

旧约耶洗别

的故事。 

引导参与者

思想今日教

会中类似的

教导，加深

对经文的理

解，学习分

辨。 



上却不纯洁——在真道上妥协，容让

异端侵入教会，与世俗掺杂。 

今天的教会，有时为了得到世界的接

纳与认同，也妥协自己的信仰立场，

包括不称同性恋为罪，或者贬低福音

的绝对性（说信其它宗教的人也可以

得神拯救）。另外，还有道德上的放纵。 

 

3. 2：21-23对异端及其跟随者的警

告。 

主如何处置耶洗别及其同党，与受诱

惑的人： 

“叫他病卧在床”：原文直译为要将

他丢在他的床上。在床上行奸淫，故

主使她一直在床上受那罪行当受的痛

苦。与她行淫而不悔改的也要在同

受大患难。她的党羽会被击杀。 

这是基督给世世代代的教会最严厉的

警告。受托付牧养群羊的领袖，不可

在教会教导异端或容让异端，不然的

话，主耶稣必定惩罚他！ 

主会给人悔改的机会，包括用管教来

引领祂的儿女归回正道。但是若不断

滥用祂的宽容，不真心悔改，就会为

自己积蓄神的忿怒。因为神是察看人

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人的行为报应各

人。除恶也要果断，不可姑息养奸，

因小失大。主耶稣教导要“防备法利

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太 16：6）。 

 

4. 2：24-25对其他人的提醒。 

“不从、不晓得”：前者知道分辨，并

且不同流合污。后者是“在恶事上作

婴孩”（林前 14：20）。 

持守已经有的：也许是指对耶洗别的

 

 

 

 

3.主会如何对待引诱教会偏离真

道者及其党羽（2：22-23）？对

我们有什么提醒？ 

 

 

 

 

 

 

 

 

 

 

 

 

 

 

4．全教会对错误的教导应负什么

责任（2：24-25）？ 

 

 

 

 

 

5．神给得胜者的双重应许是什

么？什么是“晨星”？ 



教导的分辨能力，或指持守对圣经真

理的认识，在道德上不放松，在信仰

上不妥协。 

 

5. 2：26-28基督的应许。 

神给得胜者的应许： 

a.制服列国的权柄（2：26）：用铁杖

治理他们（见下参考资料）。这是诗篇

2：9-10的应验。即与基督一同作王，

分享祂的王权。 

b.赐晨星（2：28）：基督称自己为晨

星（22：16）。晨星（金星）会打破黑

暗，带来光明。基督应许，祂再来时

会有如晨星（彼后 1：19）。基督要将

自己赐给得胜者。（罗 8：32）这是对

那些持守真道者最宝贵的应许。 

综合

歸納 

 1.对基督的认识，会怎样影响我

们的行为？ 

2. 宗教的妥协和道德的放纵是

今日教会的问题之一。教会及会

众对这种情形负有什么责任？ 

 

应用 
 1.如何定义什么是异端？ 

2. 如何对待教会中持异端思想

的人？ 

 

 

参考资料： 

1. 耶洗别：在启示文体中，作者很喜欢引用旧约人物和故事作为象征，以表达他的思想。

这里的妇人“耶洗别”是以色列人历史中最邪恶的一个王后。在王上 16:31，当亚哈王登

基作了以色列王时，他娶了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她引诱亚哈王犯拜偶像的

罪，去事奉巴力，使以色列全国都落在上帝的愤怒之中。耶洗别的下场很可悲，王下 9

章记载了她被杀后，尸骨被野狗所吃。这里的耶洗别是代表推雅推喇教会里的假先知领

袖，他们教导信徒一套深奥的哲学理论，迷惑信徒，使得他们以为遵守行业里的祖师崇

拜和规条，参与酬神宴等活动是可以的。他们这样在社会上既不怕被孤立或遭排挤，又

可以继续在教会里敬拜上帝。 



2. 铁杖辖管：辖管原文的字义是牧养。铁杖在整本圣经一共出现过四次；诗篇 2：9；启

2：27，12：5 ，19：15。启示录 19：15，很显然是指着再来的基督说的。但是本章的应

许是给教会中的得胜者。所以铁杖牧养是指得胜者在千年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启 20：

4)，用神所赋与他们的权柄，把原来的天下万国，就是撒但统治下产生的组织、制度，

人天然的性情、看法等等，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使万国的百姓，在基督里面同归

于一（弗 1：10），牧养照管他们。 

 



 

带领时印发给组员的讨论题目 

《启示录》第 2 章 18-29节 

 

查经程序： 

*诗歌 

*祷告 

*读经 

*简介本段经文的上下文和背景 

 

推雅推拉城建于宽阔的河谷，水陆交通很方便，是一个商業中心。该城以染羊毛驰

名。《使徒行传》16：14 记载，在腓立比卖紫色布的吕底亚是推雅推喇城的人，说

不定与此行业有关。该城有很多工會組織，各行业也各自供奉他们的神明。工人常

常需要参加酬神筵席，而高潮多在末后与庙妓的淫乱上。基督徒要在城里谋生，就

得参加此类活动，但这样做又与自己的信仰冲突。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遂成

为基督徒的难题。 

 

【讨论题目】 

 

一、【引题】（引发思考本段的主题） 

你对异端有什么认识？请一两位分享。 

 

二、【观察题】（这段经文说了什么？） 

1. 这段经文，用那三点描述基督？（2：18，参 1：14-15） 

2. 主对推雅推喇教会的称许是什么？责备又是什么？（2：19、20、24） 

3. 主对那些诱惑人与受引诱者的警告各是什么？（2：21-23） 

4. 主对那些未跟从那教训的人的提醒是什么？（2：24-25） 

5. 给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2：26-28） 

 

三、【解释题】（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 

1. 18节中描述基督的三个语词各代表什么意义？与下面经文的关连为何？ 

2．“耶洗别的教导”（2：20）主要的错谬是什么？教会的错误又在哪里？试比较推

雅推喇教会与以弗所教会（2：1-7）之问题的差异。试举出掺杂在今日教会中的



类似观念。 

3. 主会如何对待引诱教会偏离真道者及其党羽（2：22-23）？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4．全教会对错误的教导应负什么责任（2：24-25 节）？ 

5．神给得胜者的双重应许是什么？什么是“晨星”？ 

 

四、【综合/结论题】（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1. 对基督的认识，应该要怎样影响我们的行为？ 

2. 宗教的妥协和道德的放纵是今日教会的问题之一。教会及会众对这种情形负有什

么责任？ 

 

五、【应用题】（根据综合/结论，我如何在生活中实行出来？） 

1. 如何定义什么是异端？ 

2. 如何对待教会中持异端思想的人？ 

 

*结束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