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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安息的敬拜-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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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序言：在稱謝歌頌中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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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讚美神新創造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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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告對愚昧人的審判和神的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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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告對神仇敵的審判和君王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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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讚美神新創造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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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親在50年代曾經到美國紐約市，他發現每天早上，在曼哈頓的許多街⾓上都堆放著

當天的報紙，旁邊有⼀個鐵罐⼦。買報紙的⼈隨意拿報紙，把零錢放在鐵罐內。沒有⼈會

偷報紙和罐⼦內的錢。後來他在70年代移⺠美國，發現情況完全改變。曼哈頓街⾓上是

鐵作的報紙販賣機。今天你把報紙和裝錢的罐⼦放在街上，肯定立刻就被⼈拿走了。雖然

這是⼀個很⼩的例⼦，但是我們可以從許多地⽅看到美國的社會道德的衰退。在2001年

的911事件發⽣之後，有⼀位美國浸信會⼤有名氣的牧師發表⾔論，認為這是神對美國的

審判。結果造成全國輿論的反對和討伐。⼈們認為神是愛美國的，是不會審判美國的。結

果這位牧師被迫公開發⽂道歉了事。我們經歷了兩年的病毒侵襲，美國的教會沒有聯合起

來為此事件公開禱告。我們看到美國政治的亂象，搶劫商品的社會暴動在各處發⽣。為什

麼會有這些現象發⽣？ 

 

對主日看法的轉變。⼀個教會歷史學者指出，美國的社會道德的衰敗墮落，與美國基督教

的衰敗有極⼤的關係。他認為，美國基督教的衰敗，和基督徒對主⽇的觀念的轉變，有直

接的關係。在30年代的美國，幾乎所有基督教教會，包括循道會，浸信會，改⾰宗教會

在主⽇都是有兩堂聚會的。早上的主⽇敬拜聽主⽇信息和主⽇學，下午在家讀聖經，交

通，唱詩敬拜。晚上在回到教會聚會聽道。星期天所有的商店幾乎都不開⾨作⽣意（即是

是非基督徒都會在家休息）。1950年代的美國⾜球聯盟甚⾄認為在星期天舉⾏「超級

杯」是不會有⼈看的。今天許多基督徒到了「⾜球超級盃」的時候，都不去教會敬拜了。

基督徒對主⽇的觀念的轉變，使得基督徒在屬靈⽣命上的衰落，無法成為社會的光和鹽。

不僅對社會⽂化無法發⽣影響⼒，反⽽被社會⽂化所影響⽽同化了。這是因為基督徒沒有

花時間去認識神，沒有花時間去敬拜神，基督徒對主⽇敬拜的觀念與聖經的真理脫節了。 

 

對安息日看法的轉變。雖然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星期天是主⽇，並且應該要到教會參加敬

拜。但是主⽇和舊約中的安息⽇有什麼關係？主⽇和⼗誡中的第四誡命，守安息⽇的誡命

有什麼關係？因為，今天基督徒對主⽇敬拜的觀念，在過去的7-80年之間已經漸漸改變

了，所以，基督徒對主⽇和安息⽇和第四誡命的關係也就⾃然⽽然地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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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我們在讀詩篇92篇的時候，就很容易就認為這只是舊約安息⽇的情形，和今天

的主⽇沒有任何關係。那麼新約時期的主⽇和⼗誡的第四誡守安息⽇的誡命之間到底有什

麼不同的地⽅，有什麼是連續的有什麼是不連續的地⽅。這是我們需要明⽩的。 

 

中心思想：在敬拜中領受和邁向新創造中神最終的安息 

 

詩篇92的標題是「安息⽇的詩歌」。我們需要花兩個主⽇來思想「安息⽇的敬拜」。今

天我們⾸先，要從教會歷史來看教會如何處理安息⽇和主⽇的關係。第⼆，我們要從聖經

的經⽂中來思想安息⽇和主⽇的關係。第三，我們要從教義來看安息⽇和主⽇的關係。下

次再進入經⽂的本⾝。所以今天我們要先明⽩詩篇92篇的標題。 

 

1-從教會歷史看守安息日的誡命。教會歷史的學者把基督教教會對安息⽇看法的轉變分為

五個時期。第⼀，早期教會；第⼆，中古時期教會；第三，16世紀路德和加爾⽂的改教

時期；第四，17世紀改教運動到20世紀中；第五，20世紀中到今天。 

 

1a-第一，早期教會。在第⼆世紀之前，教會認為主⽇敬拜和第四誡命之間沒有關係，主

⽇和安息⽇之間是有區別的。這是我們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的猶太基督徒都到猶太會堂

參加安息⽇敬拜，然後第⼆天也參加主⽇敬拜。基督教會為了要與猶太教的傳統分開，所

以⾃然強調主⽇敬拜和安息⽇之間的區別。 

 

1b-第二，中古世紀。到了中古世紀，基督教的範圍已經擴⼤超越了猶太教的領域，⾃然

不會受到猶太教傳統的影響。當時著名的羅⾺天主教神學家湯瑪⼠阿奎納，開始提出主⽇

和第四誡命之間有連續性的關係（Secunda Secundae Question 122, article 5）。他指

出舊約守安息⽇的誡命中有⼀部分禮儀律法的元素，是不連續的。安息⽇誡命中⼀部分道

德律法的元素是連續的，是基督教需要持守的。他說：「新約時期守主⽇取代了守安息

⽇」這是在聖經真理的解釋上的⼀個重⼤突破。但是他同時認為，守主⽇是教會設立的是

教會設立的，所以不受猶太教傳統的控制。這是後來宗教改⾰家們所不同意的地⽅。 

 

1c-第三，改教初期。16世紀的宗教改⾰家路德和加爾⽂都反對主⽇是教會所設立的這種

觀念，主⽇也不是⼀種教會的傳統。他們反對羅⾺天主教教會設立任何聖⽇(Holy Day) 



 4 

的權柄。他們反對守主⽇受到就要守安息⽇的觀念的控制。的當時羅⾺天主教設立了許多

聖⽇，要基督徒遵守。改教家認為這些教會所定的聖⽇，都是不合聖經的，是羅⾺天主教

教皇和主教們所發明的，為了要轄制基督徒的良⼼。但是路德和加爾⽂都對早期教會的著

作非常熟悉，並且受到早期教會教⽗的著作的影響的。他們都認為教會沒有任何的權柄，

設立任何規條和聖⽇來綑綁基督徒的良⼼。（在復活節之前要守Lent40天，悔改和⾃我

否定。守聖⽇和基督徒是否得救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這並不是說，路德和加爾⽂反對要守主⽇。事實上，加爾⽂的著作中都反應出他對

守主⽇的觀念和改教運動後期的觀念是⼀致的。就是要⽤整個主⽇敬拜神，要避免⼯作和

娛樂。基督徒必須從⽇常⽣活⼯作中，抽離出來，⽤整天的時間來祭拜神。這是加爾⽂的

觀念。 

 

1d-第四，改教後期。16世紀末期，改教家們根據聖經，在教會會議中組織了委員會，研

究第四誡命守安息⽇的律法，從整本聖經的啟⽰來看安息⽇（海德堡要理問答、多特宣

⾔、⻄敏斯特信仰宣⾔）。他們得到的結論和中古世紀神學家阿奎納相同，認為必須把聖

經中守安息⽇第四誡命中的禮儀律法元素和道德律法元素作⼀個區分。他們強調必須把整

天都分別出來獻給神作為敬拜的時間。 

 

到了17世紀，改教家們對第四誡命守安息⽇和守主⽇的教導是非常堅定和嚴格的。從17世

紀⼀直到20世紀中，這種教導成為⼤多數保守的基督教教會持守的觀念。守主⽇被稱為

守安息⽇，守基督教的安息⽇，新約的安息⽇。⻄敏斯特信仰告⽩中明確的說明了這個公

眾敬拜的規範原則。主⽇和安息⽇的觀念變的很接近了。不論你是否同意這個觀點，⼀件

不可否認的事就是：教會在這個時期培育了最具有聖經知識的神的百姓。因為把主⽇分別

出來，使神的百姓有時間思想神的話，有時間禱告，有時間和其他基督徒有屬靈的交流。 

 

1e-第五，現代教會。我們必須知道不是教會中所有的⼈都同意這種守主⽇的和守安息⽇

的觀念。但是，今天我們是處在⼀個把對守安息⽇和守主⽇的觀念幾乎完全忽視的時代。

今天對守主⽇的觀念幾乎完全消失了。70年代許多保守的循道會、浸信會和改⾰宗教會

都共同具有這種守主⽇的觀念，今天已經消失了。今天甚⾄在改⾰宗教會中對守主⽇的誡

命也是分歧的。這應該是神的百姓對神的認識普遍低落，教會衰落的主要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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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聖經中守安息日的真理。我們需要回到聖經中去理解這個重要的真理。守主⽇的真理是

建立在明⽩真理的基礎上的，不是因為教會這樣的規定。⽽是教會對守安息⽇的教導必須

是建立在聖經的基礎上的。我們需要明⽩聖經對守安息⽇的誡命的嚴格要求。 

 

2a-神對安息日的重視。出31：12「6D 9:;}âãäåæ6F ç>jèéêëì{åæ
í>�îjïg21/-<b^\�>g�ðññòò2óôõö÷øùú<û>�üýg9
:;�f>�þ^#2。6a ÿê>�jï1/-<ê^#-5!"#\-2<$j%�
&'i!Í\-(l2<$)*Ì+,56o --j(l<./0-�1/#-<�19
:;ï^#2i!Í1/-(l2<$j%�&'526x 34<êëì{jññòòï
1/-^��2556� \�g:êëì{��2óô<b^--�69:;789</
0-:1/;<。”」這段經⽂告訴我們神對守安息⽇非常重視，⼲犯安息⽇，在舊約律

法之下是要被剪除致死的。因為守安息⽇關係到神百姓屬靈⽣命的成長。安息與神在我們

⾝上的⼯作有關，和我們的成聖的⼯作有關。 

 

三個問題：第⼀，安息⽇的起源。舊約安息⽇只是摩⻄在⻄奈⼭上設立的嗎？。第⼆，我

們如何看新約中的經⽂，似乎在教導在新約時期每⼀天都是⼀樣的。第三，在新約中什麼

地⽅教導我們有責任要守主⽇和舊約守安息⽇⼀樣。 

 

2b-安息日的起源：神的創造之工。我們如何理解舊約中神設立的安息⽇的起源，關係到

我們今天如何理解明⽩舊約時期守安息⽇，和新約時期守主⽇之間的關係。舊約中的⼗誡

出現在兩個地⽅：出埃及記第20章，和申命記第5章。在出埃及記20章的誡命中，說明了

守安息⽇的另外⼀個源頭：神的創造之⼯。出20：11「66 b^--�6<9:;78=

9=>:rÌ2?@</0-:1/<ÿê9:;ABC1/-<D^#-。」這是直接

從創2:章引⽤來的：創2:1「89?@¡7E§5D �/0-<Î7@2lFGHI<JÍ

/0-K§���2l<1/§5F ÎABL/0-<D^#-<b^Í\-ÎK§��
�M72l<J1/§5」這是安息⽇的起源：神創造天地的⼯作完成了，祂進入了安

息。第七⽇沒有提到早上和晚上，暗⽰神進入了永恆中，祂坐在天上的寶座上。因此，安

息⽇的起源是神的創造之⼯。安息⽇和神的永恆有之間關係。安息⽇是預嘗和領受神在永

恆中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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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安息日的起源：人的受造。亞當和他的族類在達到「⽣養眾多，遍滿全地，治理全

地」的期間，他們也需要效法神。⼯作六⽇和休息⼀⽇的模式，⼀直到亞當在地上的⼯作

完全滿⾜神的要求，便進入神的安息中，進入神永恆的安息。亞當必須經過試驗，為他的

族類得著⽣命樹的祝福，並永遠沒有犯罪的可能。這是當初，神和亞當族類之間的關係，

我們稱為「⾏為之約」。亞當和他的族類守安息⽇是要想起神賦予他們在地上的使命，他

們在安息⽇思想最後得著⽣命樹祝福的應許。他們在安息⽇敬拜神，盼望等候進入神在永

恆中的安息。 

 

2d-安息日的起源：神的救贖之工。申命記第5章。兩處的經⽂都幾乎完全相同，但是在

關於申命記的經⽂中說明了安息⽇的起源：申命記5:15「6o >�jNO>ÍPQ9eR
ST<9:;>ÎGsU2k:VW»2XY<Z>)¸Ð[W»5b4<9:;>2Î

èé>ï1/-5\因此安息⽇的原則是：神的百姓要在安息⽇，思想紀念想起神對他們

施⾏的拯救，思想神的救贖之⼯。我們知道神從埃及把以⾊列⼈救贖出來的歷史，同時在

說明神的救贖之⼯。神把祂的百姓從罪中拯救出來，從世界中分別出來，成為祭司的族

類，成為聖潔的國度。這是神的救贖之⼯，這是神的新創造之⼯。神的救贖⼯作是從創世

紀3章15節開始，⼀直到啟⽰錄22章的新天新地。 

 

安息⽇是神對全⼈類設立的聖⽇。神要求呼召全⼈類都要守安息⽇。但是，⼈類祖先亞當

墮落之後，神就開始了祂的新創造之⼯，也就是神的救贖之⼯。所以，安息⽇的起源不是

摩⻄律法，⽽是神的創造，和神的重新創造。基督作為末後亞當，神的百姓在救贖⼯作的

施⾏下成為新造族類，祭司的國度。所以，安息⽇不是僅僅為猶太⼈設立的，安息⽇⼀直

都是為全⼈類設立的，為新造族類設立的，這個族類包括所有重⽣得救的猶太⼈和外邦

⼈。他們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邁向新天新地的最終的神的安息。主耶穌說：「安息⽇

是為⼈設立的，⼈不是為安息⽇⽽設立的，⼈⼦是安息⽇的主」（可2:27）。 

 

安息⽇是為全⼈類設立的，安息⽇是為新造族類設立的，⽬的是要所有神的百姓領受神安

息⽇的祝福，預備他們進入神最後的安息。安息⽇的起源是神的創造，和神的新創造。安

息⽇的起源不是摩⻄律法，不是為以⾊列設立的，⽽是為整個恩典之約團體設立的。 

 

2e-新約聖經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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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羅馬書 14:5-6。「o ]{±\-^¸-_<]{±--¡��`<a�b{tÐjc

²dD5x ï-2{<�^,ï2ie2{<�^,e2<b�f8Îi|e2{<�^
,|e2<�f8Î5」這裡的背景是教導基督徒要愛弟兄，並不是在講守主⽇守安息⽇

的問題。從13章看這裡的背景是飲食的問題。 

 

2）加拉太書 4:10。「6¤ >�gï-Õ=hi=jk=Ñi<66 g^>�lm<�ng

Í>�op�qr§ls。」保羅在這裡是在講摩⻄律法的問題。他要加拉太教會不要把

遵⾏摩⻄律法看為是達到救恩的途徑。摩⻄律法是無法使⼈稱義的。這裡並不是在講守安

息⽇的問題。 

 

3）歌羅西書 2:16。「6x ÿê|tÍuvp<wjk=hx=1/-<¡|yz{{|

>�56� \¹}�~`2��<¸��¥���5」保羅在這裡是在講摩⻄的禮儀律

法，⽽非道德律法。希臘⽂的安息⽇是複數，表⽰守安息的禮儀系統。保羅是在說，我們

不受第七⽇安息⽇的束縛。教會從來都不在舊約第七⽇安息⽇聚會。保羅在這裡教導，舊

約第七⽇的安息⽇，已經在基督裡被實現了。以⾊列⼈守的安息⽇，在基督裡應驗了。基

督的救贖之⼯把舊約以⾊列⼈帶入了新約的實現時期。 

 

在新約時期，神的百姓從第⼀⽇開始，從主⽇開始經歷基督裡的安息，作為七天的開始。

新約的基督徒每週⼀開始就經歷基督裡的安息，在領受基督新創造之⼯中，漸漸邁向最後

基督在榮耀中再來的時候，進入最終的神的安息。在某種意義上，舊約以⾊列⼈的安息⽇

已經過去了。對新約時期的基督徒⽽⾔，安息⽇已經在基督裡實現了，但是同時盼望期待

最後新天新地裡的安息，神救贖之⼯更完全的成就。 

 

4）啟示錄 1:10。「6¤ �,-<g«#�f�<·²Íg~�]sQR���，」從4:2

節看約翰在敬拜。On the dominical day ,出現在林前11章，保羅在講主餐的時候的⽤

語。如果如同有些⼈說新約每⼀天都⼀樣，那麼如何有主⽇？ 

 

5）主復活的日子。太28:1；可16:2；路24:1；約20:1，福⾳書中都講到主耶穌是在七⽇的

第⼀⽇復活的。新約提到基督徒在七⽇的第⼀⽇聚會（約20:26）。徒2:1基督的⾨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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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樓在七⽇的第⼀⽇聚會。徒20:7，教會在七⽇的第⼀⽇聚會擘餅。林前16:2，基督徒在

七⽇的第⼀⽇奉獻捐錢。七⽇的第⼀⽇就是主⽇，是使徒們設立的，成為教會的命令。 

 

6）希伯來書3，4章。引⽤詩篇95，「� #�]�åæ0ç>��-�·�2�<0 � J|

y�dt<0�Í�©����=���2���`5� Í¸Ð<>�2�'�g�g<
���±g2e^]�HÑ��56¤ ÿêg��¸ñò2{<åæí��tÐÚÚ��<
�|}~g2e^C266 gJÍ�Ìº åæ��||y¡¢g21/5’	”」⾸先，我

們看到對舊約以⾊列⼈的警告成為對新約基督徒對警告。舊約的安息是⼀個地⽅——迦南

地。新約安息的地⽅是新天新地。 

 

「o £]�¤åæç��||y¡¢g21/C¥x ¦]$¡1/2{<¸§¨·²BR
2<b^|.)<|~¡©5� ÿêR§ªÑ<JÍs«2¬p<£D�-<�êpÿ
®2åæç>��-�·�2�<J|y�dt5¥� ��5¬¯Ff��°§1/<~
»ÎJ|±²³2-Õ§5�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5\這

裡的安息⽇的安息就是指最後新天新地的安息。 

 

所以，⼈類的歷史從安息⽇開始，⼈類的歷史也結束在安息⽇的安息，最終的安息。 

七⽇的第⼀⽇是主⽇，是神呼召我們要把主⽇分別出來的歸給神，整天不要⼯作，不要娛

樂，要把這⼀天歸給神，思想神的話，禱告，唱詩，和神的百姓交流。神應許要祝福這⼀

天。這是多麼⼤的祝福。教會的復興，神百姓屬靈的復興必須從守主⽇開始。 

 

海德堡要理問答（荷蘭改革宗教會）第103問：問103：神在第四條誡命⾥命令什麼？ 

答：「第⼀，我要盡我在福⾳上和學校⾥的職責1；我應當殷勤上教會2，特別是在安息

⽇3?學習神的話語 使⽤聖禮4，在會眾前求告神5，並周 濟貧窮6。第⼆，我⼀⽣的⽇⼦

要⽌息作惡，讓主⽤祂的聖靈在我⾥⾯⼯作，這樣，今⽣便開始了永恆的安息7。」 

從每⼀周主⽇第安息，是永恆安息的開始，是聖靈在我們裡⾯救贖之⼯邁向最後新天新地

的開始。 

 

多特會議（1619）。 

1-在神聖律法的第四條誡命中，⼀部分是禮儀性的，⼀部分是道德性的。 

2-創世後第七天是禮儀性的，其嚴格的持守是專⾨為猶太⼈⽽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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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實上，道德上的，因為敬拜上帝的固定和持久的⽇⼦已定，為敬拜上帝和聖潔默想

祂所需要的盡可能多的休息。 

4-隨著猶太⼈的安息⽇被廢除，主⽇被基督徒莊嚴地分別為聖了。 

5-從使徒時代開始，這⼀天就⼀直在古代⼤公教會中舉⾏。 

6-同⼀天因此被奉獻為神聖的敬拜，以便⼈們可以從所有的⼯作中得到休息（這些除外：

慈善⼯作和迫切需要的⼯作）和那些阻礙對上帝敬拜的娛樂活動。 

 

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第21章7-8（論基督教的敬拜和安息日）。 

七、⼀般來說，撥出適當比例的時間敬拜上帝，是合乎⾃然常理的；所以上帝在聖經中特

別指定七⽇中的⼀⽇為安息⽇，並且以正⾯的語氣將它歸成道德誡命，永遠遵守，吩咐歷

世歷代每個⼈都要向祂守這⽇為聖 (k)。從世界開始到基督復活之前，這聖⽇為⼀週的末

⼀⽇，⾃從基督復活之後，這聖⽇改為⼀週的頭⼀⽇ (l)，在聖經中稱為主⽇ (m)，⽽且要

繼續下去。這是基督教的 安息⽇，直到世界的末了 
 

八、所以⼈當向主守這安息⽇為聖，⽽且要事先適當預備⾃⼰的⼼，整頓⽇常事務，不但

要整⽇停⽌⾃⼰的⼯作、 ⾔談、 思想、 屬世的職務和消遣 (o)，保守聖潔的安息；也要

⽤全部的時間舉⾏公開或私下的敬拜，並履⾏賙濟憐憫 (探訪)貧苦⼈的義務 

 

這是⼀個強烈的呼召，要⽤整個主⽇來敬拜神。 

 

安息日的詩歌。詩篇92篇的標題就是「安息⽇的詩歌」。這個標題促使我們要明⽩安息

⽇的真理。我們需要明⽩新約時期的主⽇，七⽇的第⼀⽇，是舊約時期安息⽇的延續。舊

約時期的安息⽇，原⾃於神創造之⼯，是在仰望等候末後亞當，耶穌基督在⼗字架上的救

贖之⼯，把神的百姓帶入神最後的安息中。新約時期的到來，耶穌基督復活之後，祂以新

造族類元⾸的⾝分，把神的百姓帶入了新創造之中，也就是邁向神最終安息的開始。神的

百姓在新約時期漸漸邁向神最終在新天新地中的安息。 

 

從這個⾓度來看，新約時期的每⼀天都是安息⽇。但是，新約時期在還沒有進入新天新地

之前，基督的教會仍然在這個要過去的世界中⾏走，神的百姓仍然要在這個要過去的世界

中，⼯作和⽣活。因此，在沒有進入新天新地之前，⼗誡中的第四誡命，仍然繼續成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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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需要遵守的道德誡命。舊約時期的七⽇的最後⼀⽇的安息⽇，就演變成為七⽇的第⼀

⽇的安息⽇。基督的復活把舊約的安息⽇，帶入了新創造中神最終的安息。舊約的安息⽇

得到了應驗。但是這是⼀個已經發⽣的應驗，但是還要完全應驗。因此，在新天新地之

前，基督的教會仍然要在地上守主⽇，稱為基督教的安息⽇ (Christian Sabbath)。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