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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底嘉教会 – 启示录 3：14-22
14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诚信真实的见证者、上帝

创造的根源这样说：
15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16 既然你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17 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

贫穷、瞎眼、赤身的。
18 我劝你向我买从火中锻鍊出来的金子，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

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抹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19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

与他，他与我一起吃饭。
21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

他同坐一般。
22 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老底嘉教会反映了末世教会的状况



老底嘉教会反映了末世教会的状况

I. 与其他教会不同，这间教会没有得到主的
表扬。

II. 这间教会的状况。

III. 主给这间教会的4个忠告



老底嘉教会反映了末世教会的情况

I. 与其他教会不同，这间教会没有得到主的
表扬。

II. 这间教会的状况。



II. 这间教会的状况。

1. 老底嘉教会也不冷也不
热，招致强烈的谴责。

启示录 3：15-16 
15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

或热。
16 既然你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

出去。



启示录 3：17a 

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
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II. 这间教会的状况。

2. 老底嘉的教会有个错误的
观念，以为自己是富足的、
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启示录 3：17b

。。。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A. 困苦 B. 可怜 C. 贫穷

D. 瞎眼 E. 赤身

路加福音 12：21

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II.  这间教会的状况。

3. 老底嘉的教会，根据上帝的判决，是：



老底嘉教会反映了末世教会的情况

I. 与其他教会不同，这间教会没有得到主的表扬。

II. 这间教会的状况。

III. 主给这间教会的4个忠告



III. 主给这间教会的4个忠告。

启示录 3：18-19
18 我劝你向我买从火中锻鍊出来的金子，

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
羞耻不露出来；买眼药抹你的眼睛，使
你能看见。

19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
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忠告 #1
向上帝买从火中锻鍊出来的金子，使你富足。

启示录 3：18a 

我劝你向我买从火中锻鍊出来的金子，
使你富足；。。。



忠告 #1
向上帝买从火中锻鍊出来的金子，使你富足。

A. 这就是一个得胜者个人真正经过考验的信心。



彼得前书 1：6-7 
6 因此，你们要喜乐，虽然现在因种种的试炼或许

必须暂时受苦；

7 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

甚至那能毁坏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你们的信
心比金子贵重多了，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
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光荣，和尊贵。
【现代中文译本】

忠告 #1 - 向上帝买从火中锻鍊出来的金子，使你富足。

A. 这就是一个得胜者个人真正经过考验的信心。



忠告 #1 - 向上帝买从火中锻鍊出来的金子，使你富足。

A. 这就是一个得胜者个人真正经过考验的信心。

• 我们的信仰系统是混合的。

• 它的一部分是在上帝的话语里扎根。但是，
我们信仰系统的另一部分包含了与上帝的
旨意、话语、方式和智慧不对齐的杂质。



彼得前书 1：6-7 
6 因此，你们要喜乐，虽然现在

因种种的试炼或许必须暂时受
苦；

7 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
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

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
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
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
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
光荣，和尊贵。

金子里的杂质是
被火炼净。



彼得前书 1：6-7 
6 因此，你们要喜乐，虽然现在

因种种的试炼
或许必须暂时受苦；

7 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
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
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
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
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
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
光荣，和尊贵。

同样，我们生活中的
试炼，就像火一样，
炼净我们的信心



彼得前书 1：6-7 

6 因此，你们要喜乐，虽然现在
因种种的试炼

或许必须暂时
受苦；

7 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
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
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
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
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
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
光荣，和尊贵。

试炼只是一段季节。
这季节，在永恒的光
中，是短暂的



彼得前书 1：6-7 
6 因此，你们要喜乐，虽然现在

因种种的试炼

或许必须暂时

受苦；
7 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

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
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
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
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
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
光荣，和尊贵。

对经历过试炼的人来
说是难过的/痛苦的。



彼得前书 1：6-7 
6 因此，你们要喜乐，虽然现在

因种种的试炼

或许必须
暂时受苦；

7 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
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
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
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
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
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
光荣，和尊贵。

试炼只是在必须的时
候，似乎吸引了那些
在某些领域，信心-经
历必须得到完善的人。



约翰福音 16：33

•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受到试炼
的影响。

• 对于信徒来说，我们的信心将受到考验。

健康

保护 供应

平安 安全

人类的邪恶在我们生活中人犯罪
的后果

人的自私

财务

危险

堕落的
系统

腐败的
人

他人的
错误

战争



来自人类堕落和世界的“患难-试炼”将考验我们：

当我们遇到车祸时

当所爱的人
患重病时

当我们的生命
受到威胁时

当我们十几岁
的孩子变得叛

逆时

当我们被
裁员时

当我们所依赖的人让我
们非常失望时

当出现家庭危机时

当我们在工作场所/商
业企业中的“教父”不

再存在时

当我们感染新冠病毒并出现非常严重的症状时



• 来自经文（罗马书 10：17）

• 来自圣灵（约翰 16：13）

• 来自敬虔的人（箴言 15：22）

忠告 #1 - 向上帝买从火中锻鍊出来的金子，
使你富足。

箴言 23：23 你当买真理…也买智慧、训诲、
和聪明。



启示录 3：18b 。。。又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
耻不露出来。。。（@审判台 – 哥林多后书 5：10 被提后）

约翰一书 2：28 。。。你们要住在基督里面。这样，祂若

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祂来临的时候，在祂面前不至
于惭愧。

忠告 #2 
向上帝买白衣穿上

white-spotless-eat laksa/meesiam



启示录 19：7-8（在被提和审判台之后，但在第二次降临之前）
7   。。。羔羊的婚期到了， 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

8 她蒙恩得穿明亮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
的义行。

（细麻衣代表那圣徒们的义行）

忠告 #2 
向上帝买白衣穿上



买白衣意味着

A. 我们为行在公义和圣洁中付出了代价。

• 转离 :一切阻碍神旨意成就的事。

:那些对我们的敬虔没有增值的事。

• 转向 :一切对我们完成神呼召有增值的事。

:那些对我们的敬虔有增值的事。

关系 - 活动 - 爱好 - 态度，等等。。

您如何花费金钱，时间，精力，资源，等等。。



买白衣意味着：

A. 我们为行在公义和圣洁中付出了代价。

• 别人允许的事情，你可能不允许。

• 随着你灵命的成长，过去允许的事情现在
可能不允许了。



买白衣意味着：

B. 我们付出代价成为无可指责：

• 在上帝和人面前有一颗无
亏的良心（使徒行传 24:16）

• 要有诚信 - 完全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



启示录 3：18c … 买眼药抹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哥林多前书 2：9-10
9 如经上所记：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10只有上帝藉着圣灵把这事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忠告 #3
向上帝买眼药，使你能看见。



以弗所书 1：17b-18a
17。。。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
18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

么。。。

与圣灵亲密同行要付出代价
~ 加拉太书 5：16, 18, 25  - 哥林多后书 4：8 ~

忠告 #3
向上帝买眼药，使你能看见。

这就是属灵的看见。这就是来自圣灵的智慧和启示。



启示录 3：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
而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
他与我一起吃饭。

完全倚靠主！

忠告 #4
聆听并回应主在敲我们的生命之门。

响长



底线: 信徒和地方教会的复兴

4个忠告：

#1 - 向上帝买从火中锻鍊出来的金子，使你富足。

#2 - 向上帝买白衣穿上。

#3 - 向上帝买眼药，使你能看见。

#4 - 聆听并回应主在敲我们的生命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