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 告 聚 會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彼此相交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生命小組  

5：00 pm 
喜 樂 團：主題查經（四）  

仁 愛 團：交通組  

 

 

 

主 

 

 

日 

9：00 am 

9：45 am 

11：15 am  

擘餅聚會 

信息聚會 

兒童及少年主日學 

各班兒童主日學 

少年班 

成人主日學 

青年慕道班：智在十架  

成年慕道班：齊唱詩歌  

信徒造就信仰專題組：聖經的組成與結構  

信徒造就生活專題組：聖經的組成與結構  

聖經概論班：舊約—摩西五經  

專  題  班：中流砥柱  

成年初信班：分組  

成年查經班：分組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林永存  

領詩：張文浩  

司琴：黃王潔貞  

呂思誠  

李潘笑慧  

李嘉齡  

李陳燕珠  

廖偉健  

陳小玲  

張文浩  

馮貴滿  

呂思誠  

李嘉齡  

鄺念宗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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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今天的福音聚會禱告，記念各項的服事（包括邀請福音朋

友、講道、領詩、司琴、陪談、招待、影音控制、禱告、跟進

工作等），求主捆綁撒但的工作，讓更多人前來聽福音蒙主拯

救。 

二、 為著剛過去的特別聚會感恩，也請繼續為江守道弟兄在港其間

的特別聚會禱告，求主使用祂的僕人對我們說話，願我們更多

被主得著。 

三、 記念每主日的信息聚會，為其中服事的肢體禱告，求主使用其

中的話語來規模我們的思想，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 

四、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肢體，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今天上午十一時正，有主日福音聚會，題目為「驚人大愛」，凡

有份於陪談及招待服侍的弟兄姊妹，請準時與負責肢體聯絡。

今天所有主日學暫停一次，但仍有兒童照顧的安排，請弟兄姊

妹特別留意。 

二、 感謝主，帶領祂的僕人江守道弟兄到香港看望教會。本週五（二

月十七日）晚開始，在香港教會聚會所也有一連三天的特別聚

會。有關聚會的時間及二月廿四日至廿七日合家特別聚會的詳

情，可參閱教會佈告板，也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彼此通

知出席。 

三、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 

四、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見證與見證人（七）–主居首位 詩歌：479 

經文：啟 3：14-22 

 

我們是主的見證人（路 24:48） 

我們從啟示錄那七個教會的身上，去領會主耶穌要我們見證些甚

麼！七封書信給七個教會，每封書信的開頭，都先把這位榮耀的主描述

出來，意思就是叫我們先要注意這位榮耀的主；並且那些描述也正是今

天的教會所要恢復、所要學習、所要見證的！我們已交通了前六個教

會，今天來到第七個教會。 

 

見證與見證人（七） 

老底嘉教會（啟 3：14-22） 

（一）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自稱（啟 3：14） 

 

（1）那為阿們的 

「阿們」原意是「實實在在」，另有盼望所祈求的事能夠成功

的意思。主稱自己為阿們的，意思就是說老底嘉教會所行的一切，

應被主承認，得主的阿們；應先經過主的許可才去行事。但他們沒

有讓主說阿們，只以人的意思，用人的方法去作事，甚至於憑金錢

的勢力行事。 

 

（2）為誠信真實的 

主就是一位作誠信真實見證的主。所以基督徒作見證最要緊的

是真實，不要作虛假誇張的見證，神不要我們用誇大的話來叫祂得

榮耀。有些人作見證，好像是榮耀主，其實是榮耀自己。我們作見

證，不是炫耀自己奇妙的經驗，而是叫人知道神的恩典浩大，叫人

認識到主的救恩真實！ 

 

（3）在神創造萬有之上為元首的 

為甚麼主要這樣稱呼自己呢？是因老底嘉教會沒有尊耶穌基

督為元首。教會是一個身體，基督是頭；身體若沒有頭，是不能生

存的；身體也不能與頭暫時分開的。所以凡不尊耶穌為元首的教

會，是死的教會。老底嘉教會不但沒有尊耶穌為元首；而且還尊金

錢為元首，他們看重金錢勢力，物質的富足。所以主提醒他們，祂

不但是教會的元首，而且是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是萬有之

主。 

（二）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責備（啟3：15-17） 

主對老底嘉教會只有責備，而沒有稱讚的話。老底嘉教會為甚麼會 

沒有尊耶穌基督為教會的元首？為甚麼會墮落、失敗呢？是因為： 

 

（1）眾人意見 

老底嘉是兩個字合起來的。「老」是眾人或常人的意思；「底

嘉」是解作風俗或意見。老底嘉的意思就是常人的風俗，或是眾人

的意見。現在教會不再是以主為元首掌權，變成眾人掌權了。在這

裏，我們就很明顯的看見，教會已經是失敗了；現在教會不過是以

眾人的意見或風俗為依歸。教會應該是以主為教會的元首，讓主在

凡事上居首位。但是教會現在是眾人掌權，就是說多數人的掌權。

多數人的意見就是通過的意見，多數人贊成就行的，他們沒有讓主

說阿們，這個就是老底嘉。 

 

（2）不冷不熱 

何謂不冷不熱呢？就是對於屬靈的事不大在乎，有也好，無

也好，已經見慣了。主的名得榮耀也好，受羞辱也好；講道講得好

不好都無所謂，反正我都不在乎了。還有對主的話也不絕對順服，

遵守也可，不遵守也可。這種不在乎的態度，就是不冷不熱的態度。

一個不冷不熱的信徒，他對於屬靈的事，既不感興趣，也不在乎，

這樣的人，是最難叫他熱心的。主說：「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

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教會在地上本來是基督的見

證，如燈台發光，照亮黑暗世界；但教會若是不冷不熱，就失去了

見證，不能被主使用了。正如主責備以弗所教會說：「若不悔改，

就要把他的燈台從原處挪去。」其意是一樣的。我們要注意主的警

告，對於主的工作，對於屬靈的事，若態度滿不在乎，就會變為無

用；不能滿足主的心，就要被主吐出去了。 

 

（3）困苦可憐 

有兩種富足使老底嘉教會成為瞎眼的：第一種是物質的富足，

漸漸會變成事奉上的貧窮。富人容易倚靠錢財做事，以為用錢就可

以解决教會的事情，結果做出許多事情不是神所喜悅的。第二種是

屬靈的富足，漸漸會變成靈性上的貧窮。老底嘉的特點就是屬靈的

驕傲，他們說：「有甚麼屬靈東西是在我們中間尋找不到的？」又

有人說：「別人所有的，我們都有；我們所有的，別人不一定有。」

我們要何等的小心，不要以為只有自己才是屬靈人，只有自己才是

真理，那就變作老底嘉了！ 



（三）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勸告（啟3：18-20） 

主有這麼多責備的話都是因為祂愛教會，所以才如此責備管教。主

所愛的祂必管教（來12：5-6）！所以主也就勸告他們： 

（1）要發熱心 

「發熱心」也可解作「火熱或切慕」。我們對主要有一顆「火

熱」的心，對於屬靈的事要「切慕、渴慕」。若再不冷不熱，就

會變為無用，就要被主吐出去了。正如保羅所提醒，我們要「殷

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羅12：11） 

 

（2）也要悔改 

悔改的事，不只是教會，個人也要悔改： 

1、「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 

這裡是叫他們要在信上富足（雅2：5）。我們常常聽到有

弟兄姊妹說「這些道理我都聽過了」，但若沒有用信心與所聽

的道調和，那些道理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死的字句！他們的失

敗，就是信心沒有經過試驗。我們必須有活的信心；不然，神

的話語對我們就沒用處。彼得說我們的信心要經過百般的試

驗，就更顯寶貴。「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

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

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

讚、榮耀、尊貴。」（彼前1：6-7）我們要在各種試煉中，仍

能對神有絕對的信心，叫我們所聽的話語，有真實的經歷。所

以我們要買火煉的金子，要學習在苦難中信靠神，那麼我們就

真的可以在神面前富足。 

 

2、「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

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

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啟 19：7-8）「看哪，我來

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

的有福了！」（啟 16：15）「白衣」是指著行為說的。神的

目的是要他們沒有玷污，像衣裳是潔白的一樣。我們不能在神

面前是赤身的。「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

（林後 5：3）在我們的生活中有沒有聖徒所行的義呢？若我

們自以為有，其實是沒有，到時候在神面前，就叫我們赤身的

羞恥露出來了。所以我們要有聖徒所行的義，即是行神的義，

以至我們在神面前就有白衣穿上了。 

3、「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

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

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

盛的榮耀；」（弗1：17-18） 

買眼藥來擦我們的眼睛，這是指我們要得聖靈的啟示。要

有聖靈的啟示，我們才能有真正的看見。許多人是行走在別人

的光中，道理是從人傳授的，而不是從主那裏直接領受的。主

在這裏說，我們需要有聖靈的啟示、光照和引導，才能有真正

屬靈的看見。屬靈的事非摸著聖靈不行，不是在你聽了多少。

許多時候，不過是道理、知識增加而已，在神面前都沒有看見。

讓聖靈來擦亮我們心中的眼睛，使我們能看見主！ 

 

（3）開門給主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

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這個門是教會的心門。主是教會的元首，但是祂反而站在

教會門外！主在教會門外，那麼這個教會是甚麼教會？為何主站

在老底嘉教會的門外呢？乃是老底嘉教會沒有尊耶穌基督為

主。祂站在門外叩門，不是要作個人救主的意思，乃是要與這個

人坐席。「若有」聽見聲音就開門的，「開門」是個人的問題。

如果你開門，「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這是代表能與主交通，並得著屬靈的豐富。老底嘉教會又貧窮又

瞎眼，沒有屬靈的豐富，是因為他們把主關在門外，沒有與主有

屬靈的交通的緣故。我們的心門有沒有關起來不讓主進來呢？以

致主被關在外面不能在你心中作主呢？你如果肯開門，主就要同

你坐席；我們就能與主有極親密的交通，從而得著主供應我們屬

靈的豐富。 

（四）主對老底嘉教會得勝者的應許（啟3：21-22）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座，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

的寶座上與祂同坐一般。」 

在七個教會的得勝者的應許中，許多人說這個是最好。主要賜他在

主的寶座上，與主同坐寶座，這是最高的榮耀。為甚麼老底嘉教會

的得勝者有這麼大的榮耀呢？正因為老底嘉教會不許主進來坐

席，教會中沒有主的坐位的。那些得勝者，是讓主進來坐席，讓主

在他心中有寶座。這是一個最大的得勝，這就是叫我們將來與主同

坐寶座的得勝。 



總結： 

聖靈向七個教會所說的話，今天的教會也應當聽！教

會應是主的見證及見證人；教會若不是見證教會的元首基

督，她基本上不能稱之為教會！同樣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見

證基督，他們也不能稱之為基督徒！ 

 

但願主的憐憫，並在聖靈的帶領下，今天地上的教會

真能成為主的見證及見證人；而我們個人也靠著主的恩典

和愛的激勵，在生活中能活出基督，同樣能成為主的見證

及見證人： 

（１）見證主的地位： 

「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啟 2：1） 

我們要見證主該有的地位，就要活出基督那亳無保留的愛。 

 

（２）見證主的寶貴： 

「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啟 2：8） 

我們若看見主的寶貴，就會願意為主至死忠心。  

 

（３）見證主的聖潔： 

「那有兩刃利劍的」（啟 2：12） 

我們要見證主的聖潔，就要過一個分別為聖的生活。  

 

（４）見證主的純潔： 

「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啟 2：18） 

我們要見證主的純潔，就要有一顆單純一至向著主的心。 

 

（５）見證主的完全： 

「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啟 3：1上） 

我們要見證主的完全，就要有一個活的生命來見證主。 

 

（６）見證主的權柄： 

「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

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啟 3：7） 

我們要見證主的權柄，就要過一個聖潔和真實的生活。 

 

（７）見證主是元首： 

「那為阿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

元首的」（啟 3：14） 

我們要見證主是元首，就要過一個凡事讓主居首位的生活。 

 
□ 陳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