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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10课 8月28日-9月3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安息日的安息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创 1:26、27；创 9:6；彼后 2:19；罗 6:1-7；出 19:6；约 5:7-16。

存心节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
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利未记 23:3）

我们听过各种反对遵守安息日的争论 ，不是吗？我们听到许多耶稣已把安

息日改成了星期日，或耶稣已废除了安息日，或保罗废除了安息日，或使徒

们以星期日代替安息日来记念复活等不同说法 。近年来 ，一些争论变得更
加复杂；例如，声称耶稣本身就是我们安息日的安息，因此我们不再需要遵

守安息日或任何神圣的日子 。当然 ，这样的争论一直存在 ，尽管它很奇怪 ，
就是认为在第七日休息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是靠行为寻找通往天国的道路。

另一方面，一些基督徒对安息和安息日的概念更感兴趣，他们甚至认为这
一天是不是星期日并不重要，只要接受《圣经》中有关安息的概念并知道
为什么安息很重要就足够了！

当然，作为复临信徒，我们明白上帝道德律法的永恒性，但正如它所说
的，我们遵守第四条诫命，并不比我们遵守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条或其
他诫命更能进入天国。

本周我们将更进一步探讨上帝在安息日诫命中给我们的安息，以及它的重
要性。

■研究本周学课，为9月4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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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8月29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安息日和创造】

在所有的十条诫命中，只有第四
诫以“当记念”开头。没有“当
记念，不可偷盗”或“当记念，
不可贪恋”，只有“当记念安息
日……”。
“当记念”的概念是以我们需要记
得的历史以及过去所发生的事为前
提。当我们记念时，我们就与过去
建立联系，“当记念安息日，守为
圣日”标志着一条回到创世周本身
的途径。

阅读创世记1:26、27和9:6。这些经文
教导我们作为人类有多么特别，我
们与上帝在地上创造的其余生物有
何根本上的不同？还有，为什么理
解这种区别如此重要？

当我们记念创造时，就想起我们是
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个描述
是在其他生物的创造中从未提及
的。很明显，作为人类，我们与地
球上的其他生物有着显著的不同，
不管我们与其他动物有多少相似的
DNA。而且，与流行的神话相反，
我们不是高级猿类或一些原始灵长
类动物的高度进化版本。作为按上

帝的形象被造的人类，我们是上帝
在这世界上创造的一切生物中独一
无二的。
创世的故事如何提醒我们与其他受
造物的关系？创世记2:15，19。

明白上帝也创造了我们的世界一
事，提醒我们对其他受造物的责
任。我们需要“管理”其他的受造
物。拥有管理权并不意味着剥削它
们。我们要像上帝一样的管理，也
要像祂一样与自然界互动。
是的，罪已经破坏搅乱了一切，但
这个地球仍然是上帝所创造的，祂
没有赋予我们剥削它的权利，特别
是对其他人类的伤害，虽然这种情
况仍一再上演。
除了记念上帝是创造主之外，遵守
安息日还能在哪些方面帮助我们更
明白我们需要成为环境的好管家？

星期一

8月30日

第10课／安息日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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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自由】

正如我们先前所见，安息日不仅仅指
向创世周。第二次听到十诫是摩西回
顾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之后。这一
次，重申守安息日为圣的原因不是创
造，而是从埃及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
（申5:12-15）。
尽管今天我们并不是在埃及为奴，但
我们都可能面临另一种奴役，在某方
面也可能是受欺压的。
我们今天面临着什么其他形式的
奴役呢？阅读创世记4:7 ；希伯来书
12:1；彼得后书2:19。

么可以将我们从安息日所得到的联
系起来？

申命记5:15叙述“你也要记念你在埃
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
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
出来”，这里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 ，
他们蒙拯救是因上帝的作为和大能
成就的 。作为基督徒 ，我们更应该如
何体认到，唯有基督显在我们身上的
作为和能力，才能把我们从罪中拯救
出来？

这诫命告诉我们要安息在上帝用祂
的大能膀臂为我们赢得的救恩中。当
安息日是庆祝从所有束缚我们的事
我们记念上帝是创造主，也就能相信
物中获得自由的日子 。在安息日时 ，
祂会再造我们，并且如果我们愿意让
它提醒我们那从罪恶中所得到的自
祂在我们里面工作 ，即使是现在 ，我
由 ，这自由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 ，而
们也可以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
是因上帝的大能 ，以及我们的信心 。
它也提醒我们这自由不是我们自己 你曾经历过罪的奴役吗？我们怎样
赚来的 。在出埃及的前一晚 ，以色列 才能学会将耶稣那份使我们从奴役
人的长子因涂在门框上的羔羊之血 中得自由的应许当成是自己的呢？
而获救（出第12章），我们也一样因羔
羊的宝血而得救，并且如今得以在基
督耶稣里享受我们的自由。
阅读罗马书6:1-7 。保罗在这里说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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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8月31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城里寄居的客旅】

阅读出埃及记19:6。关于古以色列
的身份，这章节告诉了我们什么？
（参彼前2:9）

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召出来，成为与
上帝立约的百姓。如果他们继续保
持忠心，福音就会传遍全世界。毫
无疑问，他们是上帝特别关心的对
象，拥有特权，同时也被赋予特殊
的责任。
阅读出埃及记23:12。这里还发生了
什么事？关于上帝如何看待以色列
以外的人，这个章节教导了我们什
么？

安息日的普遍性是很多人忽略的。
当然，最常见的错误是认为它只给
犹太人，这个错误在〈创世记〉的
前两章中就被揭露出来。上帝创造
了所有的人；故此，人人都应该记
念安息日。
虽然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安息日对我

们的意义，我们也应记得它告诉我
们的、关于其他人的信息。在某种
意义上，遵守安息日以及我们与造
物主和救赎主的关系，应该会自然
的使我们以新的眼光看待他人，把
他们视为跟我们一样，是上帝所
造、被同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所爱，
祂也为他们而死，如同为我们而死
一样。正如我们所见 （出20:10；申
5:14），无论是仆人、是寄居的、是
牲畜，都当得享安息。

即使是在城里寄居的客旅，是那些还
没有在圣约中获得应许的人 ，也应
该得享安息日的安息 。人类 ，甚至动
物，都不应该被剥削、虐待、被利用。
每一周 ，希伯来人（和我们）都应该被
一种有力的方式来点醒我们与他人
的共同点，即使我们确实享受到了别
人所没有的祝福和特权，也必须记得
我们仍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分子，因此
要以尊重和尊严对待他人。
你对安息日的遵守如何成为不遵守
安息日之人的祝福？也就是说，你
如何使用安息日来对他人作见证？

星期三

9月1日

第10课／安息日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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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人就是记念上帝的安息日】

在新约时期，宗教领袖把遵守安息
日当成是一门纯艺术。为了帮助人
们保持安息日的神圣，他们制定了
很多的禁忌和规则。这包括禁止系
绑或解开任何东西、将两条线分
开、灭火、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间传
送物品，或在公共领域传送物品超
过特定距离。

在约翰福音5:7-16中，对耶稣的指控
是什么？

宗教领袖们完全忽略了耶稣所行的
神迹以及祂为这个病人带来的自
由，却执着于这个被医好的人在安
息日公开的拿着他的褥子。他们没
有看见“安息日的主” （可2:28） 如
何利用这个特殊的日子，反而专注
于维持自己的规章制度。我们需要
小心，不要在我们的方式上和处境
下犯类似的错误。
以赛亚书58:13-14如何概述上帝对安
息日的遵守？

上帝不需要空洞的敬拜或缺乏行为
的敬虔。祂希望看到祂的子民与其
他的人来往，特别是与被欺压者和
被边缘化的人来往。

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8:13-14中阐明：
“你若在安息日掉转你的脚步，在
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
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
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
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
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
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
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
亲口说的。”（赛58:13、14）
追求我们自己的“喜乐”（赛58:13，
或“自己的私事”） 等于“践踏安息
日” （按新译本用词） 。世人的规定
不是上帝对安息日理想的要求。反
之，我们被邀请去关注那些在挣扎
中的人，那些被囚禁、饥饿、赤身
露体、在黑暗中行走以及似乎没人
记得的人们。比起一周中的任何一
天，安息日更应该把我们从自我和
自私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更愿意想
到他人及其需要，而不仅仅顾念自
己和自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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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9月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属上帝的标志】

二战期间，英国预料德国军队即将入
侵 。为了保卫岛上的家园 ，他们尽可
能的做了额外的防御措施，沿着海滩
建设更多防御工事，在敌人行进的路
线和战略点上 ，进行封锁和阻断 。随
后 ，英国当局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
为了混淆敌人和减慢敌军的速度，铁
路指示牌被移走 ，公路指示牌被拿
掉。刻在石头上或建筑物上的标示因
为无法被取下，就用水泥遮盖。
指示牌是重要的 。它们是向导和指
示的标志 。在卫星导航（GPS）时代之
前，我们都靠地图和标志。
安息日是什么标志？阅读出埃及记
31:13，16、17。今天，对于我们这些相
信上帝律法永远长存的人，如何才能
把这些话应用到自己身上呢？

虽然这些话是特别对古代以色列人
所说的 ，但我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
（加3:29），今天 ，安息日仍
产业的了”
然是上帝和祂子民之间的记号。出埃
及记第31章指出安息日是上帝永恒
之约的记号（出31:16 、17）。这个记号

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创造主 、救
赎主以及使我们成圣的耶稣。它就像
是一面每隔七天就会升起的旗帜，帮
助我们记起，因为我们是健忘的。

上帝的安息日不断提醒我们记住自
己的起源 、得救 、命运以及对受欺压
者和被边缘化之人的责任 。事实上 ，
安息日是如此重要，因为不是我们去
到它那里 ，而是它来到我们当中 ，每
周无一例外的提醒我们是谁、被谁所
造、祂为我们做的事以及在新天新地
里终将为我们成就的大事。
一位神圣的上帝邀请与祂立约的世
人来认真思考那真正重要的议题
──造物主和救赎主与祂所造之人
之间的救赎关系。我们每周都奉上帝
的能力和权威进入基督耶稣里白白
得来的安息 ，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
成终的耶稣 。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
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
（来12:2）。
难”
你如何学习在安息日与上帝有更深
切的经历？

星期五

9月3日

第10课／安息日的安息

进修资料

“在全周当中 ，我们都当想念到安息

日 ，并且时时预备 ，以便按着诫命来

遵守它。我们不要单以安息日为法定
（怀爱伦 ，
《给教会的证
的条例而遵守 。”
言》卷六，第353页）

“整个天国都在遵守安息日 ，但并非

没精打采 ，无所事事地遵守 。因此在
这一天 ，各人都当振作精神 ，我们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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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在这一天都是不合法的 。上帝既
歇了祂创造的工 ，在安息日安息 ，并
赐福给这一日 。因此 ，人也当摆脱日

常的业务，专在这成圣的光阴作有助

健康的休息 ，敬拜上帝 ，从事圣工 。
故基督医治病人的工作是完全合法

（怀爱伦 ，
的 ，也是尊重安息日的 。”

《历代愿望》，第207页）

讨论问题

不是在和上帝以及我们的救主基督

1 在许多国家，环境保护已经成为

望衪 。衪正渴望赐福给各人 ，使人舒

徒，我们如何能在不涉入政治的情

一同聚会吗？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仰

（怀爱伦 ，
《给教会的证言》卷六 ，第
畅 。”
362页）

“人在安息日所求于上帝的 ，较之平

一场激烈的政治辩论。作为复临信
况下，成为自然界的好管家？
2 服务始于心灵。我们如何才能更
积极地培养为周围之人（在我们的

日更多。上帝的百姓在这一天放下平

家庭、教会和社区）服务的心？安

求上帝赐下比平日更多的恩典。他们

从事这些服务？

好的福分。上帝并不等到安息日过去

有人类都是上帝所造的。它帮助我

常的事 ，有时间来默想 、敬拜 。他们

息日如何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去

求上帝特别的看顾，并恳求祂赐下上

3 每个安息日，我们都被提醒，所

之后 ，才应允这些恳求 。上天的工作

们透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他人。在每

永不止息 ，人也决不可停止行善 。安
息日并非偷安懒惰和无所事事的日

子 。上帝的律法 ，禁止人在安息日从

事属世的工作。那谋求生计的辛劳必
须停止，凡是追求世俗娱乐或利益的

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
亦是祂所爱。在这个真理之下，安
息日应该如何帮助我们记得种族、
民族、社会地位和性别差异在基督
里是无关紧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