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錄新解第一章
歷史背景
在教會成立之初到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之前，基督徒一直受到逼迫，主要因素來自四方面。
在宗教方面，基督徒獨尊上帝，拒絕膜拜鬼神和羅馬皇帝，與信仰多神的羅馬宗教系統衝突
很大。又，嚴格履行律法要求的猶太教視信耶穌得永生的基督徒為叛徒，把基督徒從猶太會
堂除名，並在生活中多方與羅馬人夾殺基督徒。在社會方面，基督徒追求聖潔的生活，對周
遭墮落的人形成無言的審判和定罪；他們不參加羅馬社會的宴樂，獨樹一幟的風格被全民視
為公敵；再者，異教徒不能參與聖餐，謠傳基督徒關起門來在喝血吃肉。在經濟方面，每當
異教祭司、偶像工業或工匠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時就詆毀誣陷基督徒，羅馬帝國遭遇天災饑
饉時也以基督徒當替罪羊。在政治方面，羅馬帝國的地方官會利用皇帝崇拜來威脅基督徒，
不拜者就被扣上叛國或無政府主義者的罪名，政治上的迫害在第二三世紀尤其全面與殘酷。
教會在各方面遭受強大逼迫，妥協主義應運而生，向權力靠攏，向壓力低頭，真理產生混淆。
使徒約翰於西元九十五年在拔魔島起草啟示錄（啟 1：1、2）
，正值羅馬皇帝豆米仙（或譯圖
密善、多米田）（Domitian，AD 81–96）大肆迫害基督徒之際。豆米仙是第一個為自己蓋廟
要基督徒拜他的皇帝。
寫作體裁
啟示錄的體裁混合了啟示文學、預言文學與書信。啟示文學的特點是以敘事為架構，有個超
自然的源頭把信息啟示給人，讓人知道現世的情況並預示未來。作品大量使用當代大家熟悉
的象徵性畫面來顯示信息。啟示錄間接引用了許多舊約經文，尤其是創世記、耶利米書、以
西結書和但以理書，熟悉舊約背景的七間教會很容易了解書信畫面的象徵意義，達到在飽受
迫害的危機時代支持上帝子民的功能。啟示錄同時也是預言文學，它傳達上帝給人的信息，
代表上帝向教會說話，目的是警告鼓勵上帝的子民。此外，啟示錄以書信方式在教會中宣讀，
勉勵遭逢迫害幾至喪失信心與盼望的基督徒，當忍耐仰望寶座上的耶穌，祂必出手審判敗壞
的世界。
信息主軸
啟示錄的信息有兩大主軸：（1）透過天使與異象，啟示與世界末日有關的事。（2）耶穌親自
顯明祂的真實身分。
大綱
啟示錄可簡單地分為三部分
I. 榮耀的基督，「所看見的」（chap. 1）
II. 七教會的書信，「現在的事」（chaps 2、3）
III. 末世預言，「今後將要發生的事∕以後必定發生的事」（chaps 4–22）
天上的寶座及羔羊（chaps 4、5）
七印（chaps 6：1–8：5）

七號（chaps 8：6–11：19）
天上的爭戰（chap. 12）
兩獸（chap. 13）
十四萬四千人及大收割（chap. 14）
七碗（chaps 15、16）
巴比倫大淫婦（chaps 17–18）
羔羊的婚筵（chap. 19）
白色大寶座審判（chap. 20）
新天新地（chaps 21：1–22：4）
願基督再臨（chaps 22：6–22：21）
1.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上帝賜給他，叫他把快要發生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
差派天使顯示給他的僕人約翰。
解：
「他」是指基督，基督透過天使向囚禁在拔魔島上九十多歲的老約翰傳達末日的啟示。
「異
象」、「異夢」、「天使」是傳遞啟示的途徑，以天使傳達的啟示最重大、最可信，其次是異象
與異夢。末日啟示非比尋常，聖霝特意吩咐天使向約翰生動地述說天啟，
「顯示」表示有畫面。
2. 啟 1：2 約翰把上帝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是自己所看見的，都見證出來了。
解：此句的「和（kai）」若解釋為「即」
，而不是「與」
，就成為「耶穌基督是見證上帝的道」。
啟 19：13 他身穿一件浸過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稱為「上帝的道」。這位騎著白馬、身穿紅衣
的耶穌基督，身上寫著「上帝的道」
，在猶太人的觀念裡，道是指天父，祂用話語創造天地萬
物，道是天父，約翰看到基督的名字是道，似乎明白耶穌是天父上帝自己。
在舊約，末日要降臨審判世界的是亞畏天父，因殺戮極多（賽 34：6）
，祂的衣服被血染紅（賽
63：1）；新約啟示錄說耶穌基督於末日要降臨審判世界，祂身穿一件浸過血的衣服。末日降
臨審判世界的那一位，是耶穌基督，也要是亞畏天父，如此這兩種預言才能兜得攏。
3. 啟 1：3 讀這書上預言的人，和那些聽見這預言並且遵守書中記載的人，都是有福的！因
為時候近了。
解：啟示錄最主要的目的是讓人知道耶穌真正的身分，其次才是知道未來的事。知道耶穌真
實的身分才是最有福的。
4. 啟 1：4 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教會。願恩惠平安，從那位今在、昔在、以後要來的
上帝，從他寶座前的七霝，1：5a 又從那信實的見證人、死人中首先復生的、地上眾君王的
統治者耶穌基督臨到你們。
解：亞西亞即小亞細亞，又名安納托利亞，位於愛琴海以東，黑海與地中海之間，屬今之土
耳其。受信的七間教會在亞西亞的七座大城市，他們並非全由外邦人組成，只是座落於耶路
撒冷境外。
4.1 「那位今在、昔在、『以後要來』的上帝」
《和合本》譯為「『以後永在』的上帝」，原文

碼是 2064，
《新譯本》譯成「以後要來」
。坐在寶座上的上帝，是末日將要再臨的那一位。明
明將再臨的是基督（太 24：30；啟 1：7；徒 1：11），二十四位長老與天使怎麼對著寶座上
的父上帝這樣喊呢？這是因為基督正坐在父裡面的右邊。坐在寶座上面是「父」
，走下寶座是
「基督」
，這是三位一體道成肉身的奧祕——基督是父裡頭的霝魂，不是兒子，這項高端真理
務要參透。
4.2 寶座前的七霝是聖霝，聖霝只有一位。聖霝自隱，從不以真面貌示人，風、雨、水、火、
光、雷、鴿子常是祂的象徵。祂在寶座前以七盞火焰（或譯為火把、火燈、火炬）象徵其聖
潔，也以七眼（遍察寰宇）、七角（權柄）、七雷（威儀）為象徵。啟示錄喜歡用七，七代表
無限循環、生生不息。
4.3 賽 11：2 列出聖霝的七種屬性或說七個面向：內住（停留）、智慧、聰明、謀略、能力、
知識、敬畏。這些屬性不能照中文字面的意思來解讀，
「智慧」指專長、技術、才能，專業技
能；
「聰明」指理解力，學與教的能力；
「謀略」指能預知而有對策；
「能力」指能行異能神蹟；
「知識」是洞察力，能透視過去未來；此外，聖霝不單獨存在，祂要停留、內住。上帝造人
造天使就是要來裝霝。再者，聖霝會使人敬畏亞畏。
4.4 第 4 節，約翰描述耶穌的是信實的見證人、首先復活的、地上眾君王的統治者。
4.5 啟示錄有關「七」的經文有：
七教會、七霝（1：4）
、七燈臺（1：12）
、七星（1：16）
、七支火炬（4：5）
、七印（5：1）
、
七角七眼（5：6）、七號（8：1）、七雷（10：3）、七千人（11：13）、七個金碗（15：7）
。
5. 啟 1：5b 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出來，1：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
做他父上帝的祭司。願榮耀權能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解：這段宣告的背景出自出埃及記十九章 3–8 節，上帝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曠野應
許他們說，若是他們肯聽話守約，就必分別為聖歸屬上帝，成為祭司的國度和聖潔的國民。
耶穌愛我們，為我們死，用祂的寶血救我們脫離罪惡，歸屬上帝，要我們成為國度，做上帝
的祭司，並把上帝的國度傳揚給其他民族。
新約重生得救的信徒都具備祭司的身分，只有得勝者將來才享有君尊祭司的殊榮，這終極的
應許會成就在新天新地裡。在本宇宙得勝者當基督的新婦，在新宇宙新婦分封至各星系，成
為該星系受造物的統治者（君尊的身分）
，也擔任該星系受造物與亞畏上帝之間的中保（祭司
的身分）。
6. 啟 1：7 看哪，他駕著雲降臨，每一個人都要看見他，連那些刺過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
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號。這是必定的，阿們！
解：當前儘管教會受盡逼迫，基督必定勝利！祂將要駕著天上的雲光榮降臨，所有的人，包
括殺祂的人在內，都要看見祂。

此節異象可參考 但 7：13、14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繼續觀看，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
而來，到萬古常存者那裡，被引領到他面前，得了權柄、尊榮和國度；各國、各族和說各種
語言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權柄，是不能廢去的；他的國度是永不毀滅的。
「刺過祂的人」是象徵性說法，指以色列人，即昔日高喊釘祂十字架的猶太人後裔，他們在
審判日要看見被先祖釘死的基督從天降臨。到那日，上帝把恩慈與懇求的霝傾注在以色列子
民身上，他們望見所刺的耶穌必哀慟如喪獨子（亞 12：10）。
7. 耶穌再臨
在大災難的尾聲哈米吉多頓戰役之前，全球萬族都能親眼目睹基督從天降臨審判列國。基督
末日降臨的經文除啟示錄一章 7 節外，尚有太 24：27 電光怎樣從東方閃出來，一直照到西方，
人子降臨的時候，也是這樣。太 24：30 那時，人子的徵兆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號，
並且看見人子帶著能力，滿有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啟 19：14、15 天上的眾軍，都騎著
白馬，穿著潔白的細麻衣，跟隨著祂。……，用這劍擊打列國，……用鐵杖治理他們；並且
還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壓酒池。基督以審判的君王身分末日降臨擊打列國。
7.1 再臨發生在末期之末，對象是舊約以色列，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子民和審判列國，
「再臨」
即舊約稱的「那日」，又叫審判日、降臨日。
舊約說：那日，亞畏要帶著千千萬萬的聖者降臨（猶 14）
，腳踏橄欖山（亞 14：4）
；新約說：
那日，耶穌要帶著十四萬四千名白馬軍團腳踏橄欖山（徒 1：11；啟 14：1）。舊約沒有被提
的啟示，千千萬萬的聖者其實就是新約的白馬軍團。若耶穌不是亞畏，這兩部分就對不上；
聖經沒說兩位要一起下來。
舊約只講亞畏天父於末日要降臨審判世界，而新約只講耶穌基督於末日要降臨審判世界。若
亞畏天父不是耶穌基督的話，就麻煩大了！屆時是兩人手牽手一起降臨呢？還是一前一後各
來一趟？聖霝已消弭這個疑慮，末日降臨審判世界的那一位，既是耶穌基督，也是亞畏天父。
7.2 末期的後三年半，兩獸大肆殺戮猶太人，為了不讓猶太選民絕種，耶穌帶著白馬軍團降臨
（啟 14：1）
，摧毀魔鬼的國度和地上所有的政權。耶穌再臨會腳踏橄欖山，如預言所示，在
哪裡升天就在哪裡再臨（徒 1：11；亞 14：4）
。
8. 祕密被提
耶穌再臨時，萬國萬民要看見祂；被提時，基督藏身雲中等候，地上萬族看不到祂，只有童
女（得勝重生信徒）知道祂來迎親。
信耶穌時接受天父賜聖霝，這印記就是聘禮（林後 1：22）
，聖霝內住的你我身分變成基督的
未婚妻（林後 11：2）
，又叫童女。最後一支號筒吹響時就是迎娶日，童女有的被接走，有的
被撇下。迎娶日那天，耶穌帶著新約二千年來的殉道者（得勝者）的霝魂下來，祂停在半空

中等候，得勝者的霝魂下到地面，復活取得霝體，地上活著的得勝者身體改變，這兩批人一
起升到半空中與新郎會合，迎娶回天家（帖前 4：14–17；林前 15：51、52）
。這批復活被提
的得勝者成為耶穌的禁衛軍、御林軍，是天軍中的最高編制。接下來的三年半，獸在地上建
立「獸的國」
，被撇下沒被接走的基督徒（得救者）不僅沒有永世的榮華，在六六六的逼迫下，
恐怕連救恩都會失去，以致進入永火，如果我們是末代的基督徒，務要追求得勝被提。
祕密被提與基督降臨之比較
被提

降臨

方式

祕密進行（帖前 4：13–5：3）

眾目睽睽之下（太 24：30；啟 1：7）

地點

雲中（帖前 4：17）

橄欖山（亞 14：4；徒 1：11）

時間

末七之半，最後一支號筒吹響時（帖前 末期之末
4：16；林前 15：51、52）
哈米吉多頓之役（啟 19：13–16）

目的

迎娶

拯救以色列子民和審判列國

對象

新約教會

舊約以色列

過程
與
結果

基督與得勝者的霝魂一起下來，祂在雲
中等候，聖徒的霝魂下至地上，復活換
新霝體，地上活著的得勝者身體改變，
雙雙升至半空中與基督相會，再一起升

舊約亞畏腳踏橄欖山，與千萬聖者同來
（亞 14：4）
。新約基督在天上的錫安山召
聚十四萬四千白馬軍團（啟 14：1）
，降臨
橄欖山（徒 1：11）
，先南下拯救西奈方舟

天（帖前 4：13–17）

剩餘之民（賽 34：6，63：1），再北上米
吉多刑罰列國，地上居民所剩無幾（賽
24：13）

9. 啟 1：8 天父上帝說：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今在、昔在、以後要來，全能的上
帝。」
解：啟示錄以希臘文書寫，α是希臘語的頭一個字母，Ω最後一個字母，上帝以此說明祂是
始祂是終，亙古永在全能的上帝。亞畏天父和耶穌基督一前一後在啟示錄裡介紹自己的身分
時都說：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
（啟 1：8，21：6）
。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啟 1：
17，2：8，22：13），如果耶穌不是上帝，祂怎能這樣介紹自己？
10. 聖經中亞畏天父和耶穌基督如何介紹自己？
10.1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
啟 1：8 天父上帝說：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今在、昔在、以後要來，全能的上帝。」
啟 21：6 他（耶穌）又對我（約翰）說：
「我是阿拉法，是俄梅格；我是創始的，也是成終的。」
10.2 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
賽 44：6，萬軍之亞畏這樣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上帝。」
賽 48：12 雅各，我所呼召的以色列啊！你要聽我的話。我就是「那位」，我是首先的，也是
末後的。
啟 1：17 耶穌說：「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啟 22：13 我是阿拉法，是俄梅格；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我是創始的，也是成終的。

10.3 我就是「那位」
賽 43：10 亞畏說：
「你們就是我的見證人，我所揀選的僕人，為要使你們知道，並且相信我，
又明白我就是『那位』
；在我以前沒有神被造出來，在我以後也必沒有。」猶太人只敬拜獨一
的亞畏天父上帝，當亞畏說我就是你們說的獨一的那位，沒人會搞錯在講誰。上帝自稱是「那
位」，「那位」成了上帝的指示代名詞。
賽 43：13 自頭一天以來，我就是「那位」；誰也不能救人脫離我的手；我要行事，誰能攔阻
呢？
約 8：24 所以我（耶穌）對你們說，你們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你們若不信我就是『那一位』，
就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
10.4 我是拯救者
賽 43：11 唯有我是亞畏；除我以外，並沒有拯救者。
賽 44：6 亞畏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亞畏這樣說：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舊約的「拯救者」就是新約的「救世主」
，波斯語稱「彌賽亞」
，希臘語稱「基督」
。上帝說除
祂以外，沒有別的拯救者，那麼，誕生在馬槽、成為世人唯一的拯救者除了上帝還有誰！所
以，
「那位」既可指天父上帝，又可指救世主基督耶穌。以賽亞書第四十三章說那位天父要成
為拯救者，也就是成為基督，解開了約翰八章 24 節耶穌說的話：「我就是那位。」
以賽亞書第四十三章上帝說祂就是獨一的那位，除祂以外，沒有別的拯救者，一旦祂說祂要
來人間成為人，拯救世人，為世人死，救贖世人，也只有祂能辦到。第四十四章更進一步說
基督就是父。
10.5 「我是！」vs.「我是……」出埃及記第三章記載上帝要摩西帶領以色列出埃及，摩西問
上帝當人民問他上帝叫什麼名字時要怎麼回答，上帝說祂是那位「我是！」要摩西對百姓說：
「那位自有者（我是）派我到你們這裡來。」（出 3：14）上帝宣告：
「（我是）是我永久的名
字，也是世世代代我被記念的名字。」（出 3：15）
四福音書記載耶穌具體地說：我是……
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食物（約 6：51）。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8：12）。
我就是「那一位」（約 8：24、28，13：19）。
我是好牧人（約 10：11、14）。
我是真葡萄樹（約 15：1、5）。
我是光（約 12：46）。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
我是從天上來的（約 8：23）。
我是從上帝那裡來的（約 8：42）。

我與父原為一（約 10：30）。
我父是在我裡面，我也在父裡面（約 10：38）
。
我是從父出來的（約 16：27）。
我是從你（天父上帝）那裡來的（約 17：8）
。
天父上帝 vs.耶穌基督
天父上帝

耶穌基督

天父上帝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今在、 耶穌基督說：
「成了！我是阿拉法，
昔在、以後要來，全能的上帝。」（啟 1：8）
是俄梅格；我是創始的，也是成終
萬軍之亞畏這樣說：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 的。」（啟 21：6）
以外，再沒有真神。」（賽 44：6）

耶穌基督說：
「我是阿拉法，是俄梅
格；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我
是創始的，也是成終的。」
（啟 22：
13）
啟 1：17 耶穌基督說：
「不要怕！我
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唯有我是亞畏；除我以外，並沒有拯救者。
（賽 43：11） 新約的「救世主」
，波斯語稱「彌賽
亞畏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亞畏這樣 亞」，希臘語稱「基督」，就是舊約
說：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上 的「拯救者」
帝。（賽 44：6）
自頭一天以來，我就是「那位」
；誰也不能救人脫離我 你們若不信我就是「那一位」
，就要
的手；我要行事，誰能攔阻呢？（賽 43：13）
在自己的罪中死亡。（約 8：24）
雅各，我所呼召的以色列啊！你要聽我的話。我就是
「那位」
，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賽 48：12）
「我是！」（出 3：13、14）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
6）

11. 啟 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在耶穌裡跟你們一同分享患難、國度和忍耐的，為了
上帝的道和耶穌的見證，曾經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解：啟示錄明確記載它是約翰拘留在拔摩島時寫的，也是新約聖經中唯一標明寫作地點的書
卷。由約翰對道上帝真實身分的認識來看，啟示錄成書應早於約翰福音。
11.1 拔摩島位於愛琴海，距希臘三十浬，為希臘領土，但靠近土耳其。全島縱長約十二公里，
東西最寬約十公里，面積三十五平方公里，周長三十七公里。
11.2 依據教父愛任紐（Irenaeus）
，優西比烏（Eusebiu）和耶柔米（Jerome）所保存的傳統資
料顯示，約翰是在西元七十五年，羅馬皇帝豆米仙（Emperor Domitian，AD 52–96）在位期
間被流放到（一說是囚禁在）拔摩島，直到西元九十六年內爾瓦（Nerva）登基後才獲自由。
12. 啟 1：10 有一個主日，我在霝裡，聽見在我後面有一個大聲音，好像號筒的響聲。

解：主日的原文是「主的日子」
，有三種意思：一是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上帝六天創造，第七
天休息，七天的最末一天是安息日，即主日。二是指未來「基督再來的日子」
，又分被提日與
降臨日。三是指每周固定記念「基督復活的日子」
，也就是周日聚會的日子。上帝創造先有晚
上才有白天，周六晚與周日白天都屬七日的頭一日，可舉行主日崇拜記念基督復活。這節經
文採第三種意思。
第一世紀初代教會就有主日一詞，七天的頭一天是聚會的日子（林前 16：2）
。第四世紀出現
反對的聲音，認為星期天是太陽日，將主日改為舊約的星期六。聖經教導我們勿看這日重於
那日，日日都是好日。
13. 啟 1：11 說：
「你所看見的，要寫在書上，也要寄給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拉、
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七個教會。」
解：亞西亞當時確實有這七間教會，從以弗所（Ephesus）開始，向北以順時鐘方向依序是，
士每拿（Smyrna），別迦摩（Pergamos），推雅推喇（Thyatira），撒狄（Sardis），非拉鐵非
（Philadelphia）
，老底嘉（Laodicea）
。有人認為這七間教會代表當時教會的七種光景，或同一
個教會中七類不同的信徒；有人認為這七間教會預表教會史上的七個不同時代。單從這七間
教會名稱的希臘文字義來看，它們適切地反映了二千年來教會史上的七個時期，且由最後三
封書信來看，耶穌依序說「我要像賊一樣來」
、
「我必快來」
、
「我站在門外敲門了」
，由遠而近
暗示這七封書信是照時間排序。
14. 啟 1：12：我轉過身來要看看跟我說話的聲音是誰發的；一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1：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身上穿著直垂到腳的長衣，胸間束著金帶。1：14 他的頭
和頭髮像白羊毛、像雪一樣潔白，他的眼睛好像火燄，1：15 他的兩腳好像在爐中精煉過的
發光的銅，他的聲音好像眾水的聲音。1：16 他的右手拿著七星，有一把兩刃的利劍從他口
中吐出來；他的臉發光好像正午的烈日。
解：
「人子」意即像人的形狀的人。約翰描繪耶穌的頭髮像白羊毛，但以理看到的上帝頭髮像
純淨的羊毛（但 7：9）
，兩者極為類似。
15. 啟 1：17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1：18 又是永活的，我曾經死過，看哪，現在又活著。
解：曾經死過，現在又活著的是耶穌，耶穌說：我是首先的，是末後的，賽 44：6 和 48：12
萬軍之亞畏也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啟示錄裡耶穌對自己的介紹詞和舊約的亞畏上
帝一樣。
16. 啟 1：18 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解：耶穌被釘前預言自己要在地裡三日夜，一如約拿在魚腹裡三日夜一樣（太 12：40）。耶
穌斷氣後，霝魂下到陰間，向挪亞造方舟之前的亡魂傳福音（彼前 3：19、20）
，並收復陰間，
現在陰間由光明陣營掌管，陰間的死人也有天使傳福音給他們（彼前 4：6）。上帝愛人愛到
底，救人救到底，活著沒機會信或活著不信，死了仍給機會信。
17. 啟 1：20 七個教會的使者；啟 2：1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

解：筆者認為這裡教會的使者不是指天使，而是教會的長老。長老是教會管理階層的統稱，
長老也稱監督。長老分傳道長老（負責教導的教牧人員）與治理長老（負責行政管理）。
18. 長老、監督、執事
聖經中的「長老」亦可稱為「監督」，這兩個名稱經常互換使用，保羅在徒 20：17–28 談到
同一群人時，先稱他們為「長老」，後稱他們為「監督」。同樣地，多 1：5–7，長老與監督
也是指同一種職分。長老的職分含關懷與牧養羊群（彼前 5：1、2）
；而監督的名稱則強調它
的管理功能。
「執事」的選立可追溯到使徒時代，當時因為門徒不斷增加，需要人手管理飯食、照顧寡婦，
好讓使徒可以專心祈禱傳道（徒 6：1–4），於是選出七位執事，司提反和腓利是其中二人。
他倆不單幫忙管理教會，更能勇敢地做耶穌的見證人，是傳福音的好僕人。後來執事成為教
會正式設立的職分（腓 1：1）
，協助監督管理教會。值得一提的是，提前 3：2 談到監督的職
分時，「監督」是用單數名詞，但在提前 3：8，談到「執事」時，卻是用複數名詞，「執事」
似可定義成「輔助牧者，服事弟兄姊妹的同工之一」。
保羅提到自己是福音的執事（弗 3：7），是教會的執事（西 1：25）
，在他眼中這些職分都是
僕人的角色，是福音的僕人，信仰的僕人，基督的僕人。教會的執事，就是教會的僕人，信
徒的僕人。
長老分為治理長老，就是執事，和傳道長老。前者由票選產生，處理教會的人事、財務。傳
道長老即教會中擁有的四重職分的人，他們的身分是由上帝選召或是具有被大家公認的能力。
治理長老固定在同一個堂會服務，傳道長老巡迴各堂會傳講信息。在聖教會體系傳道長老即
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