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诗班聚餐 (Today, 5:30pm, 交谊厅)

联合主日学 (8/31, 10:50am, 交谊厅)

 “体会恩典 Grace Encounter”

 2015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劳工节野餐 (9/1, Mon, 9am, Chaparral Pk)

音乐佈道崇拜 (9/28, Sun, 9:15am)

 恩韻聖樂佈道團 Grace Melody Ministries 



SCRIPTURE

讀經



啟示錄 2:1-7

(p. 1867)



1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 “那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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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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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





SERMON

信息

8/24/14



“起初的愛 First Love” 

(啟示錄 Revelation 2:1-7)

邓牧師



小羊: “信仰之路” (生命季刊 16)

1993 感恩节: 九位受浸, 初爱见证, 一生跟随

神祝福: 毕业, 工作, 绿卡,买房子, 生活稳定

忠心: 坚持去教会, 搬家找教会, 感恩节分享

一起受洗?: --- “五子登科”

谈话: 工作机会, 买房经验, 教育学区, 投资
股票, . . . 很少谈 “属灵的事.”

除了我们外, . . . 都没有固定去教会

最 “属灵”的了?! --但, . . . 生命中 . . . 不对头

主日崇拜, 周五团契: 从不缺席!

“灵里面并不好, . . .是失去了 “起初的爱心!”



小羊: “我担心自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小羊的教会: 也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好教会: “高尚区”

人才济济, 井井有条, 讲道不错, 敬拜程序, . 
. . “好像没有神的同在一样”

新来的人, 慕道友: “姜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三福布道”: 告停

祷告会: “张家长, 李家短” --失丧灵魂?

“封闭/内向的俱乐部”: 洁身自好; 闭关自守

“我當如何行才能復興我的靈命?

找回我 “起初的愛心” 呢?”



失去初爱的以弗所教会 (启示录 2:1-7)

v.1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天使)说: ‘那右手拿
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耶稣)说:

1:20七星就是 . . 使者, 七灯台 . .七个教会

但 12:3 智慧人必发光, 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
多人归义的, 必发光如星, 直到永永远远.

伯 38:7 晨星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天使 星星 荣耀的圣徒教会

七星: 七位教会的天使 天上的教会

“天上的国民”: 崇拜 –天上敬拜的预习

“右手拿着七星”: 耶稣掌握 CBCOC



v.1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天使)说: ‘那右手拿
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耶稣)说:

七星: 七位教会的天使 天上的教会

向天使说话 = 向教会说话

“七个金灯台”: 地上的教会

亚 4:2-6 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 顶上有
灯盏, 灯台上有七盏灯, 每盏有七个管子. 旁
边有两棵橄榄树, . .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
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启 11:3-4)

“我是世界的光/生命的光. . 你们是世上的光.”

金灯台: “为神的道 & 为给耶稣作的见证”



v.1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天使)说: ‘那右手拿
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耶稣)说:

七星/七位天使 天上的教会

复活/荣耀的教会: “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
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
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 . .”

七个金灯台 地上的教会

金灯台: “为神的道 & 为给耶稣作的见证”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
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耶稣)说:

“我知道你; 我称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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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你也能忍耐, 曾
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乏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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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苦服事的教会 (活动频繁)

捍卫真理的教会 (正统神学)

中流砥柱的教会 (分别为圣)

浸信会?
福音派?
CBCOC？



(耶稣)说:“我知道你; 我称赞你”

劳苦服事的教会 (活动频繁)

捍卫真理的教会 (正统神学)

中流砥柱的教会 (分别为圣)

(耶稣)说: “我知道你; 我责备你”

4 “然而,有一件事 . . 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活动频繁/正统神学/分别为圣 表达初爱?

“基金会”董事的儿子

“你爱我吗?”

Do the right things, yet forsake the first love!

作正確事; 離棄初愛

浸信会?
福音派?
CBCOC？



離棄初愛的以弗所教会:

忙碌, 正统, 圣洁, 却少传福音的教会

初愛: 传福音, 作见证的热爱?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不传福音, 作见证

“起初的爱 (非成熟的爱)”: 信主, 受洗之时

CBCOC: 21 世纪的以弗所教会?

離棄了初愛: 传福音, 作见证的热爱?

1993-2002 (增长期): baptism/year (26)

2003-2013 (衰退期): baptism/year (13)

2013 圣诞节联合 (诗班) 崇拜 (新人的反应)



離棄初愛的教会: 忙碌, 正统, 圣洁, 却少传福音

CBCOC: 離棄了初愛--传福音, 作见证的热爱?

小羊的教会: 21 世纪的以弗所教会

注重的信息: 美化生活/夫妻关系/中年危机

“背十字架, 传福音的信息反而很弱”

“耶稣为我钉十架, 我不需要再有负罪感了!”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 .凡我所行的, 都
是为福音的缘故, . .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为我骨肉之亲, 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
也愿意. 我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传道, 得时不得时..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工夫.”



重拾初愛以弗所教会:传福音, 作见证的热爱

v. 5 “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重温初爱)

受洗见证 (初恋情书)

小羊初爱: 校园教会, 总动员, 渴慕神

洗礼, 主餐

十架大爱 (不信者回应; 牧师 Ben 的见证)

“并要悔改” (不画葫芦)

继续:忙碌/正统/圣洁/少传福音 (本末倒置)

“行起初所行的事 “ (传福音, 作见证)

2015 Grace Encounter 福音收割

2014 福音撒种 (8/31, 联合主日学)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教会, 个人: 生死抉择

离弃初愛: 灯台挪去; 丢在外面

重拾初愛: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
的果子赐给他吃.”

重回乐园; 得着永生

箴言 11:30 義人所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但 12:3 智慧人必发光, 如同天上的光; 那
使多人归义的, 必发光如星, 直到永永远远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468

“O Zion, Haste, 

Thy Mission High Fulfilling”

“信徒奮興”



#468 O Zion, Haste, Thy Mission High Fulfilling 1/6

信徒奮興, 快將福音去傳揚; 

普告天下, 惟有真神是光

使人知道, 真神不願人沉淪; 

不願有一人, 黑暗裡滅亡

傳揚好信息, 和平福音

傳_揚主耶_穌, 已經救贖罪人



#468 O Zion, Haste, Thy Mission High Fulfilling 1/6

看多少人, 仍然被罪權捆綁，

黑暗重重, 被困罪惡牢房，
無人告之, 基督已甘願捨生，

為要救他們, 進入新生命.

傳揚好信息, 和平福音

傳_揚主耶_穌, 已經救贖罪人



#468 O Zion, Haste, Thy Mission High Fulfilling 1/6

快去傳講, 向萬族萬國萬邦; 

真神是愛, 是世人的保障

為救罪人, 祂已降生到人間; 

釘死十架上, 使人進樂園

傳揚好信息, 和平福音

傳_揚主耶_穌, 已經救贖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