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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2/17/2019 
 

基督解釋安息日 

 

馬太福音 Matthew 12:12-14 

唐興 

 

前言：今天思想這段經文，要問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還要遵守十誡中的第 4 誡？耶穌的教

導是要我們廢止守安息日本身，廢止第四個誡命嗎？還是廢止猶太教守安息日的錯誤教導？

其實，這個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現在仍然要守安息日，然而，我們要擔負的擔子

是輕省的，軛是容易的——這正是前面經文所教導的實際應用。 

現代教會已經忽略了這個重要的誡命。20 世紀以來，基督徒對第 4 誡沒有非常在意。 教

會有四種看法：第一，一種「過度實現的末世論」（Over-Realized Eschatology）教導

第四誡命已經被基督所取代了（時代論的看法）。第二，一種對猶太律法主義的錯誤認識，

以為守安息日就等於是守猶太禮儀律法（一般現代福音派）。第三，一種對基督主權的忽

略，認為守安息日必須在第 7 日（七日安息教會會 Seventh-day Adventists）。第四， 

17 世紀的英國「清教徒」改教家為了要把教會的敬拜從天主教的錯誤中帶出來，在《西

敏斯特信仰告白》中，清楚地制定了敬拜的規範，包括對安息日最合聖經的解釋和實踐。 

 

我們今天要證明的是，從主耶穌和新約聖經的教導來看，清教徒的對安息日的解釋和施行

是最合聖經的。我們首先要知道，這段經文的上下文背景是主耶穌在教導和啟示「神國度

的真理」，祂在教導祂的百姓，神國度是如何實現成就的。從《登山寶訓》開始，祂就一

直沒有離開過這個主題。不但如此，整本聖經的所有的主題都圍繞這個核心發展的：基督

是國度君王，祂要在地上建立一個屬天的國度，按照神的律法統治祝福祂的子民，彰顯神

主權的榮耀。 「安息日」的設立就是為了神國度的成就。我們要從神在伊甸園設立的安

息日，在摩西律法之下的安息日，然後再到耶穌的教導來思想。 

 

1-安息日的設立。首先，「安息日」是神在創造天地時，為所有人類所命定的聖日。因

為，神在人類墮落之前頒布的「創造命令」（Creation Ordinance）所以不是一種「禮

儀的安息日」（ceremonial Sabbath）。安息日是神對向祂所創造的萬物啟示祂是起初



 

 2 

的創造者（Alpha-Author），也是末後完成者（Omega-Consummator）。神完成了

祂的創造之工並進入安息，並且命令人類要把第 7 日，從 6 天的工作日分別出來，並且祝

福這一日。神進入安息，是說神進入了祂的聖殿，座上祂的寶座(賽 66:1；代下 6:18，

41f；徒 7:49)。 第 7 日的創造沒有提到「有晚上，有早晨」，暗示一個持續不斷的日子。

當亞當和其後代都遵守神的命令，生育眾多，遍滿全地，統治管理神所創造的世界，並且

效法神工作和安息的模式，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雖然，亞當背約，但是神對安息日的命

令和祝福沒有改變。「安息」是人與神之間的關係的天賦關係。人的存在中有安息的需要，

人有追求安息的驅動力。「安息」不是簡單地休息，而是在思想、遵行、領受神的旨意

——在聖殿中敬拜神的安息（啟 4-5 章）。 

 

2-摩西禮儀律法。 在西奈山所設立的安息日（出20:11），是創造安息日的延續，因此是

道德律法中的第 4 誡是不能廢去的。耶穌說，「就是到天地都廢去，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

能廢去」（太 5:17-18）。 

 

墮落前和墮落後安息日的不同，在於後者加入了救贖的元素。也就是說，神國度的完成與

神把人從罪中拯救出來的作為——新創造（re-creation）的知識。新創造（整個救贖工

作），的核心是「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克萊恩（Kline）把墮落後的安息日稱為「救贖

的安息」（redemptive Sabbath）。 

 

神的救贖作為，是透過把救贖的啟示，關於神的知識注入在人的悟性中，藉著聖靈的運行，

使人的靈魂甦醒（重生），願意並且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羅 12：1-2）。這種與基督

和基督的工作的知識就是福音（基督得勝的好消息）。這牽涉到兩件事：第一，神的國度

與撒旦國度之間的爭戰；第二，神百姓在認識基督的知識上長大成熟（弗 4:1-16；啟

21:2 基督與新婦），以及神百姓的數目達到滿足（羅 11：25-26）。 

在舊約摩西律法下的時期，安息日就加入了許多與獻祭有關的禮儀，這些禮儀都是神所設

計的，為在孩童時期的教會，教導關於基督和基督工作。 

 

以色列人征服迦南應許地被稱為是神賜給他們的安息（申 3:20；12:9；王上 8:56），希

伯來書第 4 章，把征服迦南地的安息，描述為「創造安息日」的預表/預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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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約的安息日。新約和舊約安息日的本質上是相同和連續的，只是在施行上有所不同。

當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祂的工作，這些預表性的，暫時性的安息日禮儀都廢去了。但是

安息日並沒有廢去，因為神百姓的數目還沒用滿足，基督救贖工作的施行還沒有完全成就，

國度終極的完成還沒有到來，魔鬼撒旦還在綑綁中，沒有被扔在硫磺的火湖中（啟 20:1-

10） 。神的百姓仍然要守安息日，仰望等候進入最終的安息（啟 21-22）。神的國度是

處在「已然未然」（already-but-not yet）強力往前進展的階段。因此，神國度的子民

仍然要守安息日。神在安息日，呼召祂的百姓敬拜祂，向祂的百姓賜下祝福，與他們交通，

施行救贖的恩典，使祂的國度邁向新天新地，進入永恆的安息日。 

 

這是我們必須理解的整本聖經的安息日大架構。我們會發現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中的教導，

並沒有否定安息日本身，祂是指出法利賽人對安息日施行上，加入了許多的規則條文，成

為神百姓的軛和重擔。祂在指出錯誤的同時，也解釋了安息日的目的、意義、主權和經歷。

祂在經文中用了大衛的例子，指出祂是神的殿，祂是安息日的主，以及祂在猶太會堂安息

日中施行醫治神蹟來說明安息日的神國度真理——安息日是為神國度成就所設立的。 

 

這個事件的敘述也紀錄在馬可福音 2:23-28 節，和路加福音 6:1-5 節。馬太省略了主耶

穌說的：「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28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

主」（可 2:27）。首先必須要強調的是：這段經文不是在講主耶穌教導新約的基督徒不

要守安息日。這樣的解讀就完全忽略了主耶穌在這裡的教導。基督不是在說明安息日的誡

命，到了新約時期有什麼改變，祂是指出在摩西律法之下如何守安息日。基督生在律法之

下，完全地，持續不斷地，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遵行了律法，包括所有的禮儀律法。摩

西禮儀律法要一直到基督的死和復活升天才被正式廢除，完全終止發生在主後 70 年，耶

路撒冷聖殿被毀獻祭終止。基督在這裡不是在教導新約基督徒不要安息日，而是在：第

一，指出法利賽人對安息日錯誤的理解，說明祂的門徒沒有冒犯安息日的誡命；第二，更

進一步地看，主耶穌是在教導安息日真正的目的、意義、權柄和施行。 

 

中心思想：基督解釋安息日的目的、意義、主權和施行。耶穌在這裡所做的和祂在登山寶

訓中的教導一樣，祂針對守安息日的第四誡命，提出正確的豐滿的解釋，祂在成全律法，

沒有廢去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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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息日的目的：基督統治下的安息（3-4 節）；2-安息日的意義：基督同在中的安息

（5-6 節）；3-安息日的主權：基督設立解釋安息（7-8 節）；4-安息日的施行：神國度

完成的預嚐。（9-14 節） 

 

經文解釋： 

0-背景：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來吃。2 法利賽人

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那時」。是指延續 11 章的描述。那時正是安息日，耶穌與他的門徒從麥地經過。他的

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來喫。律法容許他們從鄰舍的禾稼中摘取穗子，只是不可用鐮刀割

取（申 23:25）。但熟悉律法的法利賽人專門從雞蛋裡挑骨頭，指控耶穌破壞安息日。雖

然這裡沒有記下他們指控的細節，但他們似乎在控訴門徒幾件事：（1）收割（掐起麥

穗）；（2）打谷（用手磨擦麥穗）；（3）揚谷（脫去穀殼）。 

 

這個背景告訴我們當時舊約的教會已經曲解了安息日的目的和意義，除了摩西禮儀律法的

規定之外，他們增加了多如牛毛般的規定和條文，為要使人不冒犯安息日。結果反而成為

律法的軛（就是耶穌在 28-30 節所說的勞苦重擔）。 

 

1-安息日的目的：基督統治下的安息。「”3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

人飢餓之時所做的事，你們沒有念過嗎？4 他怎麼進了神的殿，吃了陳設餅，這餅不是他

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得，惟獨祭司才可以吃。」 

主耶穌指出他們錯誤的理解聖經是錯誤應用的原因：你們沒有念過嗎？首先，耶穌舉的例

子告訴我們：祂不是在廢止舊約的安息日，否則大衛在律法之下的情形就不適用了。祂用

在律法之下的大衛沒有冒犯第四誡命，說明祂和門徒也沒有冒犯第四誡命。耶穌說明滿足

維持生命的需要，或為安息日而服事的行為，並不冒犯安息日。大衛君王和跟從他的人肌

餓之時所做的事，與耶穌和他的門徒肌餓之時所做的事沒有任何不同。 

 

第二，進一步思想，主耶穌在這裡把自己把大衛君王的權柄和自己作為大衛後裔君王的權

柄放在一起。把我們帶到大衛作為以色列國的君王，其使命是要擊敗那些以色列周圍的仇

敵，藉著其統治，使神的國度進入安息。預表基督作為大衛後裔君王，在其統治下把神國

度帶入最後的安息，就是創造日第 7 日的安息。 



 

 5 

 

結論：耶穌並沒有要廢除守安息日，也沒有說安息日是禮儀律法。安息日與神國度的成就

是不可分開的。人類元首亞當失敗了，末後的亞當基督乃是要完成這個使命，建立神的國

度。安息日從亞當墮落後，就指向神重新創造工作的完成，基督完全的統治之下的安息。 

今天我們的公眾主日敬拜：信仰宣告、呼召敬拜、讀律法、認罪悔改和赦罪的宣告、唱詩

篇回應、禱告、聽釋經講道、領聖餐、學習要裡問答，就是領受在基督統治下的安息。基

督透過這樣的敬拜，賜下屬天的祝福，與舊約時期完全相同。 

 

2-安息日的意義：基督同在中的安息。「5 再者，律法上所記的，當安息日，祭司在殿裡

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你們沒有念過嗎？6 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裡有一人比殿更大。」

主耶穌再次對法利賽人對安息日誡命的理解提出質疑：「你們沒有念過嗎」？ 

 

首先，耶穌仍然用舊約律法下的例子說明：即使是守安息日，某些屬於安息日服事從事的

行為並不冒犯安息日的誡命。耶穌和祂的門徒在安息日行走，傳福音和醫治疾病，正是在

執行安息日的祝福。換言之，任何為了在安息日的敬拜和服事的事工都不算冒犯第四誡命。

若是祭司在聖殿中服事不算罪，那麼基督的門徒服事更大的聖殿——基督。 

 

第二，進一步思想，耶穌所說： 「這裡有一個人比殿更大」。很顯然，主耶穌把舊約的

聖殿做了預表性的解釋。祂把自己作為舊約聖殿影子所預表的實體。熟悉舊約的人都知道，

舊約的聖殿是敬拜神經歷神同在的地方。因此，基督所帶來的神的同在是安息真正的意義。 

 

結論：耶穌指出與服事安息日有關的工作不冒犯安息日，祂並沒有廢除守安息日的誡命，

也沒有說守安息日是舊約的禮儀律法。祂教導在安息日的服事是要聖約的百姓，在神所命

定祝福的日子，在聖殿中經歷神的同在。今天的主日敬拜正是經歷基督同在中的安息。 

 

3-安息日的主權：基督設立解釋安息。「7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

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8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主耶穌第三次

質疑法利賽人對聖經的理解：錯誤的解經必然帶來錯誤的應用。 

 

首先，耶穌引用了何西阿書 6:6 節的經文。何 6:4 節，指出「他們的良善如同早晨的雲

霧」。換言之，本性生命所發出的良善行為是無法持續的，經不起試驗。6:6 節 祭祀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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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禮儀，宗教活動和外在形式。祭祀禮儀的本身，無法帶來本性的轉變，唯有祭祀禮儀

所蘊含的屬靈真理，所傳達的福音啟示，在內住聖靈的運作下才能產生認罪悔改，改變人

本性的果效。登山寶訓中的第 5 福就是憐恤，是在稱義的基礎上，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行

為所結出的果子。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要神的百姓藉著安息日的敬拜，透過屬靈的真理，福

音的啟示，彰顯出新生命的果效。祭祀不是守安息日，舊約時期，神百姓透過獻祭，彰顯

認罪悔改、心意變化更新的聖靈工作果效。 

 

第二，主耶穌進一步說明：「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其意思是，祂是在創世時設立安

息日的神，祂也是那一位向以色列人在西奈山頒布道德律法和禮儀律法的主，祂有權柄解

釋安息日。當基督復活升天之後，神的救贖工作就進入了最後完成的階段，守安息日也從

每週的第七日，進入到每週第一日的主日——新約時期的安息日，一個新的完成階段，

邁向最後安息的國度完成。 

 

結論：主耶穌說明在安息日施行憐恤並不冒犯神的誡命，更是安息日所要帶下的祝福。 

 

4-安息日的施行：神國度完成的預嚐。「9 耶穌離開那地方，進了一個會堂。10 那裡有

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11 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裡，不把牠抓住拉上來呢？12 人比

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13 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

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和那隻手一樣。14 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接下來，耶穌在猶太會堂教導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合律法的，並且施行行醫治的神蹟。祂的

教導和行為直接摧毀了法利賽人的對律法解釋的權柄，因此，他們開始商議要除滅耶穌。 

首先，主耶穌在安息日的敬拜中教導安息日。祂教導安息治病是合律法的，並且親自施行

了醫治的神蹟。基督在安息日使祂的百姓得著醫治，祂施行統治（醫治），祂使百姓經歷

神的同在（神話語的能力），祂解釋安息日（祂是安息日的主）。 

 

第二，進一步思想，耶穌的醫治神蹟不但彰顯祂的權柄出於神，解釋了神的救贖工作出於

神主權地除去人的罪，勝過死亡。更重要的是在教導啟示我們祂在安息日的執事，把神的

國度帶入了最後完成的階段，是神國度終極完成的安息之預嚐：「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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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4 神要擦去他們

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 

 

結論：耶穌在這裡教導我們 1）安息日的目的，是要在基督統治下進入的安息；2）安息

日的意義，是在基督的同在中進入的安息；3）安息日的主權，是出於基督的設立和解釋；

4）安息日的施行，是邁向和預嚐神國度終極完成。 主耶穌沒有廢除第四誡命，第四誡命

是永恆的道德律法，守安息日是神百姓要遵守的道德律法。如何遵行呢？不要隨著自己本

性的慾望去行，要順著聖靈治死身體的行為，並且彰顯在守安息日上，蒙受神應許的祝福。 

 

《西敏斯特大要理問答》115 問：什麼是第四誡命？答：第四條誡命是:“當記念安息日，

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

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作，因為六日之內，

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出 20:8－11）。 

 

116 問：在第四條誡命中吩咐什麼？答：在第四條誡中，吩咐所有的人將上帝在聖經中所

指定的時間，都向祂分別為聖，予以遵守，祂特別指明七日中的一整天守為聖日；從世界

之初到基督復活，這一日為一週的第七日；此後便以每週的第一日為聖日，直到世界的末

了；這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申 5:12－14；創 2:2－3；林前 16:1－2；徒 20:7；太 5:17

－18；賽 56:2，4，6－7），在新約聖經中稱之為主日（啟 1:10）。 

 

《西敏斯特信仰告白》把守安息日放在公眾敬拜的項目下。第 21 章：7) 一般而言，把適

當的時間分別出來敬拜上帝，乃是自然之理；同樣，上帝在聖經中用一種積極的、道德的、

永久的誡命，特別指定七日的一日為安息日，要萬世萬代的人都向祂遵守此日為聖日（出

20:8，10，11；賽 56:2－4，6，7）。這聖日從世界的起頭到基督的復活都是一週的末

一日；從基督的復活起，改為一週的第一日（創 2:2，3；林前 16:1-2；徒 20:7），在聖

經中稱為主日（啟 1:10），而且要持守它作為基督徒的安息日，直到世界的末了（出

20:8，10；太 5:17-18）。 

 

8) 人人都當向主遵守這安息日為聖，要適當預備自己的心靈，提前調整日常事務，然後

不僅要整日停止自己的工作及有關屬世職務和娛樂的言談與思想，守聖安息日（出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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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25，26，29，30；31:15－17；賽 58:13；尼 13:15－19，21-22），而且要用

全部時間，或同眾人，或在私下，舉行禮拜，並盡本分行必要和慈善的事（賽 58:13；太

12:1－13）。 

 

《西敏斯特小要理問答》117 問：如何將安息日或主日守為聖日？ 

答：守安息日為聖，乃是：整日合乎聖潔地安息（出 20:8，10），不僅不犯那些平常為

罪的惡事，還要停止平日合乎上帝律法的俗世職業和娛樂（出16:25－28；尼13:15－22；

耶17:21－22）；並用全部時間，或與眾人，或在家中，敬拜上帝（賽58:13；路4:16；

徒 20:7；林前 16:1－2；詩 92 標題；賽 66:23；利 23:3），以此為賞心樂事；只有為著

必須的工作和施行憐憫所占的時間例外（太 12:1－13）。 

 

為此，我們要預備心靈，提前安排，慇勤作工，穩健節制，合乎時宜地迅速處理我們的俗

世之事，使我們可以更自由、更適宜地盡此日當盡的本分（出 20:8；路 23:54，56；出

16:22，25－26，29；尼 13:19）。 

 

結論：今天你們都聽到也明白了主耶穌對安息日的教導，希望你們能盡心、盡意、盡力愛

神的心來遵行第四誡命守安息日，領受神的祝福，仰望和預嚐神國度終極的完成。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