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课 5月22日-5月28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圣约记号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创 2:2、3；出 20:11；第16章；来 4:1-4；出 31:12-17；申 5:14。

存心节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出埃及记 31:16）

安息日像一根被锤子敲平的钉子。咚！它用不能打破的定律叫我们每周
回归到我们的根基上。我们到处奔波、花钱、赚钱，然后─咚一声！

安息日来了，再把我们牢牢地钉在那根基─就是万事的起点上，因万

事万物都源于上帝的创造。

安息日以永不止息的定律，没有例外地敲打这片大地，打在我们生活中
的每一处，提醒我们一切事物都属于创造主，是祂把我们放置在这里，
祂从“起初”就创造了天地。此举乃是基督徒信仰以及第七日安息日不
可动摇的基础──这一声“咚！”，是屹立不摇、安稳的记号。
本周我们要从西乃山圣约的背景来查考这个记号。

本课综览：安息日源自何处？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安息日在西乃山圣约
之前就已存在？是什么事使安息日变成一个适当的圣约记号呢？
■研究本周学课，为5月29日息日做准备。

星期日

5月23日

第9课／圣约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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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我们时常听见“古老的犹太安息
日”这个说法。然而《圣经》明白
指出安息日的历史早于犹大民族。
它的起源就在创造周之中。

查考创2:2、3及出20:11关于安息日
的经文，其中何处明确指出安息日
的起源？

为何上帝自己要在第七日安息呢？
祂有此需要吗？祂的安息是否还有
其他目的？

虽然有些评论家认为上帝在创造之

后需要肉体上的休息 ，但是上帝安
息的真正目的是要以身作则 ，提供

虽然创2:2 、3并未指出“第七日”为

安息日（这个指证首先出现在出16:26 ，

29），但是却在“就在第七日歇了祂
（创2:2）这一段话
一切的工 ，安息了”

中明白地提示“安息”一词和“安息
日”这个名词有关 。
“安息日这个字
在创2:2 、3中并未使用 ，但可以确定

作者有意宣称上帝赐福第七日并使

（沃特曼G. F.
它成为神圣的安息日 。”

Waterman着 ，
《图解圣经百科全书》卷五 ，
182页）显然 ，创2:2 、3教导我们安息

日神圣的起源 ，并制定安息日作为
所有人类蒙福的日子 。

阅读可2:27。耶稣说安息日是为
“人”设立的，它是指全体人类，
而非只有犹太人。

人类一个从神而来的榜样 。人类也
要工作六天 ，然后在第七日安息日

休息 。神学家卡尔 · 巴斯（Karl Barth）
指出上帝在创造结束后休息 ，是“恩

典之约”的一部分 ，人类可在这一天

受邀与祂一起安息……以便参与祂
（《教会教义》卷三 ，第一部 ，98
的安息 。”

页）

上帝以慈爱呼召男人和女人在受造
后这一天要共享安息，以便与祂有
亲密的连结，因他们是按祂的形象

造的。这共享与连结要持续到永
远。自从人类堕落之后，它提供人
与救主每周一次的人生高点。

如果有人问“守安息日如何有益于你
与上帝的关系”时，你会如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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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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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山前的安息日】

“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
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
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
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
（出16:23）
略读〈出埃及记〉第16章，其中记
载了在西乃山圣约之前，以色列人

出在创造之初就制定了安息日。”

（沃特曼G. F. Waterman着，《图解圣经
百科全书》卷五，184页）

安息日的意义远比略读出16章之
所见更为深奥，且看它教导我们的
事：

在沙漠得到吗哪供应的事迹。请注

1 哪一天是安息日的预备日？

1每天只能收取固定份量的吗哪，

3 安息日的出处为何？

意这段叙述所启示之事：

但第六天可收集双份的吗哪。
2安息日不供应吗哪。

3安息日所需之额外部分是第六天
存留未坏的吗哪，其他日子存的吗
哪无法保存。

颁布西乃山律法之前，这个故事启
示了什么有关安息日的神圣性呢？
见出16:23–28

“事实上，安息日就是第七日，上

帝将安息日赐以色列民时所说的
话，以及百姓依照上帝的命令在第
七日安息的这个记录，都无误地指

2 一星期中，哪一天是安息日？

4 安息日应该是什么样的日子？
5 安息日是禁食的日子吗？
6 安息日是一项对上帝忠心与否的
试验吗？
今日你对安息日的理解是否符合出
16章对安息日的教导呢？

星期二

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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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的证据】

“故此 ，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
日为永远的约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
永远的证据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
造天地 ，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 出
31:16、17）
《 圣 经 》有 四 次 指 出 安 息 日 是 一 个
（出31:13 ，17 ；结20:12 ，20）。当
“证据”

一件东西是另一件的典型 、代表或

安息日是恩典圣约的证据，其值得
深究之处在于几世纪以来，犹太人
已经了解安息日是弥赛亚救赎的证
据。他们在安息日看见弥赛亚救赎
的预尝。因我们了解救赎惟独来自

恩典，我们也明白圣约是一个恩典
信号时 ，它就是表号而不是证据了 。 之 约 ， 它 把 安 息 日 与 救 赎 连 结 起
因为这两个东西已含有相似的性质 来，圣约就更加明确了 （见申5:12-

（例如拳头这个表号往往表示“力量”或
“权势”）。在《圣经》中 ，安息日是个

证据 ，这个证据或许是一个外在的
符号 、物件或情况 ，以便传达一个特

别的信息 。证据本身并未特别和圣
约连结在一起 。安息日是一个“你我

（出31:13），只
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

因为上帝如是说。

为什么上帝要用安息日作为圣约的
证据？安息日有什么特点使它适合
成为我们与上帝救赎关系的证据？
要记得圣约一个重要层面是 ，我们
是靠着恩典得救的 ，行为并不能救
我们 。安息日有何特点使它成为那
个关系绝佳的证据呢？（见创2:3；来
4:1-4）

15） 。因此，不同于一般看法，安

息日是上帝拯救恩典的证据而不是
因行为得救的证据。

你如何理解在安息日“安息”的意
义？你在安息日如何安息？那一天
你的作息有什么不同，能使它成为
一个“证据”呢？认识你的人能否借
由你生活的样貌就看出安息日对你
而言的确是特别的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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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圣的证据】

“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
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
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出31:13）

出31:12-17这一段对守安息日的教导

“倚靠”并“寻求”祂 （诗9:10） 、
“求告”祂的名（耶10:25）。

查阅以上各个章节。这些章节如何
帮助我们了解“认识”上帝的涵义？

特别丰富，在此之前上帝指导他们

建造圣所，并制订圣所的祭祀 （出

25:1-31:11）。

安息日是“记号”；它是上帝与子
民之间一个明显可见、一望而知、
且永远的记号，这个概念首次在此
以这个方式表达出来。这个章节本
身含有一些值得我们探讨且引人入
胜的概念。有两个新的概念在这个
经文中交会：

1.安息日是知识的记号。
2.安息日是成圣的记号。

思量一下有关知识的记号。希伯来
人对知识的了解包括智力、关系和
情绪不同层面。“认识”不只是表
示知道事实，尤其当有人牵涉在内
之时，它也表示和认识之人有意义
深厚的关系。于是，认识上帝，表
示与祂有正确的关系──“事奉”

祂（代上28:9）、“敬畏”祂（赛

11:2）、“信服”祂（赛43:10）、

除此之外 ，安息日也兼具成圣的证
据 。它指出上帝借着使他们归耶和
华为圣洁的民（申7:6），叫他们“成
（利20:8）。
圣”

成圣的过程是上帝赎罪之爱的表

现 ，也是上帝拯救和救赎的作为 。

公义和成圣都是上帝所做的事 。

“我……耶和华……叫你们成圣 。”
（利20:8）因此 ，安息日是我们认识上

帝为使人成圣者的证据 。
“所赐给世
界的安息日乃是上帝为创造主的证

据 ，也是祂为使人成圣者的证据 。”

（怀爱伦著 ，
《证言精选》卷六，350页。）

思考安息日及其使人成圣的过程。
守安息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
色呢？上帝如何利用我们守安息日
的经历使我们成圣？

星期四

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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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安息日】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
20:8）

的确，记念创造及创造主时，上帝

的百姓也会记念上帝拯救之恩 （见

申5:14）。安息日在此被视为从埃及

地获释的证据，它是一个表号，代
安息日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人类“当
记念”的记号。记念一词可以用在
很多方面。首先，要记念某件事便
意味着回首过往。在此情况下，安
息日向我们指出创造，它的最高峰
在于当初订下安息日不仅是每周安
息的日子，也是我们与上帝特别交
通的日子。

“当记念”也是指着今日而言。

我们不只“当记念”安息日（出

20:8） ，我们也要“守”安息日 （见
申5:12）。因此，安息日对现今的我

们也深具意义。

最后，“当记念安息日”也教我们
要向前看。对守安息日的人而言，
未来他与安息日之主的关系必充满
应许、丰富和意义。他依旧保有圣
约关系，因他在主里面。再者，当
我们明白圣约乃是指着上帝与人之
间的关系时，能够大大增进神人关
系的安息日，就变得更独特。

表最终在上帝里找到救赎。创造与
再造是一体的，前者使后者变为可
能，安息日是一个证据，它述说上
帝不单是世界的创造主，也是救赎
的创造主。

“借着守安息日为圣日，我们可以表
明我们是祂的子民。祂的话宣告安
息日是一个证据，借着它可以分辨
出守诫命的子民……那些守上帝律
法的人将在大斗争中与祂站在同一
阵线，而这个撒但与上帝间的大斗
争起始于天上。”──怀爱伦，《信
息选粹》第二册，160页。看一看这
段来自上帝仆人的话。安息日的什
么部分使它比其他诫命更能区别出
我们是“守上帝诫命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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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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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出31:13，16、17〕

经注释》卷七，968-970页；《证言

差异。想要在额头上印有上帝印记

参阅怀爱伦《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

精选》卷六，349-351页；《先祖与
先知》〈从红海到西乃山〉，295297页。

十诫概括了神与人，以及人与人的
关系。摩西十诫的中心是安息日的
诫命。它用特别的方式确立这位安

息日的主，并指出祂的权柄和主
权。请注意这两个层面：❶对神的
确认：耶和华是创造主 （出20:11；

31:17） ，因此祂拥有一个很独特的

地位；❷祂的主权和权柄─ “造

“于是忠心与不忠心的人之间形成
的人，必须遵守安息日这个第四诫

命。”（怀爱伦评论，《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圣经注释》卷七，980、981页）

讨论问题

1阅读利19:30。请注意它如何把圣
所和安息日连结起来。当我们思考
到目前为止所学的─即安息日是
一个记号─为何这个连结就显得
如此清楚易懂呢？

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出

2 请问自己：守安息日会增进我与

日诫命的特色足以代表古代近东地

有，你能做什么改变？

20:11；31:17） 。在这两方面，安息

区、国际间缔结条约的印记。这些

典型的条约包括❶神的确认（通常

是异教的神），以及❷其主权及权
柄（通常限定在某个地区）。

“圣洁的灵指出那些有上帝印记的

上帝之间同行的关系吗？如果没

总结

安息日是一个圣约的记号，它往前
推进到救赎计划达成的那一刻。它
也指回创造，及其作为恩典圣约的

人与那些守虚假安息天之人的差

一个证据，它亦向我们指出最后的

“当试验来临时，它将清楚地指出

更新。

别。

兽像的面目。那就是守星期日……

“上帝指定第七日为安息日〔引自

再造，那时，上帝要将万事万物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