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題：撒狄教會 ~ 「名存實亡」

經文：啟示錄3:1~6

1



啟 3:1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啟 3:2 你要警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原文是死）的；因我見你的行為，
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

啟 3:3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若不
警醒，我必臨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

啟 3:4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
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

啟 3:5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
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

啟 3:6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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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狄遺址：古代建築的衛城，地勢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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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底亞王國所鑄之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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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世紀的古代體育館 體育館內部的柱樓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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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底米神廟旁的小教會，後來建成的 千塚區，約有200多個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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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書信：給撒狄教會

1. 基督的自稱 (啟3:1上)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

『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

 七靈：「全備的靈」~ 特別是遍察精微的。

 七星：「七教會使者」~  教會全體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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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的責備 (啟3:1下、3:2下)

a. 撒狄教會 ~「名存實亡」
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
活的，其實是死的。

名義上還有；實際已不存在。

「名」，指名聲、名氣

 在人面前是活的；

在神面前眼中，其實是死的、
是沒有生命的，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
有行為也是死的。

我們藉著浸禮歸入死，和祂一
同埋葬，

敬虔外貌，嘴唇敬拜神，卻不
自覺地，內心和生命卻遠離神。
與神「貌合神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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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的責備 (啟3:1下、3:2下)

b. 沒有一樣是完全的

啟3:2下

我見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
沒有一樣是完全的。

信徒的行為不完全：
沒有屬靈的喜樂，

不再追求靈命的成長，

因為不熟練道理，所以就無法
分辨好歹；

所作出的行為，不是出於愛；

無法作光作鹽照亮世人。

但屬靈的生命卻繼續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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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的責備 (啟3:1下、3:2下)

c. 神的判詞
在神面前，正是沒有一樣是
完全的。

只追求人的稱讚、偽裝著、
虛有其表、表裡不一致。

活在屬靈的墳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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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的勉勵 (啟3:2上~3:3上)

啟 3:2上你要警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
微（原文是死）的；

啟 3:3上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
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

主給予：指示牌/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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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的勉勵 (啟3:2上~3:3上)

警醒 堅固 回想 遵守 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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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的勉勵 (啟3:2上~3:3上)

a. 警醒
警醒：不自恃、做好準備、謹慎

不要重蹈覆轍

昆蘭社團~輪流守夜儆醒，作好準備

輪更：要閱讀、祈禱

警醒：以謹慎的態度面對生活，

免得在信仰上失腳。

撒狄是座「攻不破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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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的勉勵 (啟3:2上~3:3上)

b. 堅固

「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

在失去之前盡力保存。

剩下的一點點生機，不要放棄。

堅固的人應堅固、照顧那剩下
將要衰微的、軟弱的信徒，

c. 回想

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

所聽所受的教導 

來衡量自己目前的境況
對照今天的所行的路

檢視反思並重新導向

回想、檢視、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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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的勉勵 (啟3:2上~3:3上)

d. 遵守

現在式，

命令語氣，

表示要求持續態度。

不間歇性持守信仰

e. 悔改

「緊急的呼籲」

要求在態度與行為上立即改變，
否則太遲了。

知道迷了路，立即停下來

回轉

不斷悔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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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的勉勵 (啟3:2上~3:3上)

警醒 堅固 回想 遵守 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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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不斷更新的生命！竭力保守信仰及生活裡外的純潔。



1. 基督的自稱 (啟3:1上)

啟 3:1上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
『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

七靈：主有「全備的靈」功能，特
別是遍察精微一方面的。

七星：七教會使者，是教會全體的
元首。

這沒有屬靈生命的教會，

主有能力復興撒狄教會的靈命。

創2: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
成了有靈的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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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3:4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
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
們是配得過的。

啟3:5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
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
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

4. 基督的賞賜 (啟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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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督的賞賜 (啟3:4~5)

 a. 要穿上白衣與主同行

幾個人要與基督同步於
最後勝利大巡行

 白衣與主同行的記號

代表屬天的榮耀；在勝
利的行列。

 c. 要在天父面前承認他的名

耶穌說：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
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b. 在生命冊上不塗抹他的名

忠心的信徒，未曾污穢自己
的，名字不會從神的生命册
上除掉。

從人間的名册上除名，但保
證名字錄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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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督的警告 (啟3:3下、3:6)

 啟3:3下 若不警醒，我必臨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

你也決不能知道。

 啟3:6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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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1：

是「名存實亡」嗎 ? 

名副其實？不是浪得虛名！

做一個有敬虔外貌，

也有聖潔內心的基督徒。

反思2：

配得在神面前的生命

警醒 堅固 回想 遵守 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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