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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遵守守安安息息日日的的聖聖經經憑憑據據】】  
 

一、 神在創世時已設立了安息日 

 

創創世世紀紀  22  章章  

11  天天地地萬萬物物都都造造齊齊了了！！  

22  到到第第七七日日，，  神神造造物物的的工工已已經經完完畢畢，，就就在在第第七七日日歇歇了了  祂祂一一切切的的工工，，安安息息了了；；  

33  神神賜賜福福給給第第七七日日，，定定為為聖聖日日！！因因為為在在這這日日  神神歇歇了了  祂祂一一切切創創造造的的工工，，就就安安息息了了。。  

 

第七日是與前六日有分別的聖日，又是一個賜福的日子，是 神創造天地之後立即設立的日子。在罪惡進

入世界之前， 神已經將第七日分別為聖，作為紀念和特別敬拜的日子。這與罪無關，不像獻祭是因人犯罪之

後才設立的。 神創造人以後，還沒有設立律法就已經設立了安息日，賜福這一天，叫凡守安息日為聖的都得

祝福。這要顯明 神的愛，是為全人類設立的，不單是為以色列人設立的。天文規律永恒運轉， 神起初創造

日、月、星辰及使地球自轉，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 

 

創創世世紀紀  11  章章  

1144  神神說說：：「「天天上上要要有有光光體體，，可可以以分分晝晝夜夜，，作作記記號號，，定定節節令令，，日日子子，，年年歲歲；；  

1155  並並要要發發光光在在天天空空，，普普照照在在地地上上。。」」事事就就這這樣樣成成了了。。  

 

而古今中外，各國都根據天文規律的運轉定立時辰、日子、月份、節令及年歲。這是上天的規律無人能更

改，但七日一周制度卻毫無天文上的根據。而且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國家一開始就都不約而同地有了七日一周

的制度，這只能說明七日一周的制度和安息日是 神當初親自設立的。 

 

二、 神將安息日列入十誡中 

 

每周的第七日為安息日，是從創世以來就已持續，只是被人遺忘了。所以當 神親自降臨頒佈十誡，到第

四誡時， 神特別說∶ 

 

出出埃埃及及記記  2200  章章  

88  當當記記念念安安息息日日，，守守為為聖聖日日！！  

99  六六日日要要勞勞碌碌作作你你一一切切的的工工，，  

1100  但但第第七七日日是是向向  耶耶和和華華你你  神神當當守守的的安安息息日日！！這這一一日日你你和和你你的的兒兒女女、、僕僕婢婢、、牲牲畜畜、、並並你你城城裏裏寄寄居居的的客客旅旅，，

無無論論何何工工都都不不可可作作。。  

1111  因因為為六六日日之之內內，，  耶耶和和華華造造天天、、地地、、海海、、和和其其中中的的萬萬物物，，第第七七日日便便安安息息，，所所以以  耶耶和和華華賜賜福福與與安安息息日日，，定定

為為聖聖日日。。  

 

因為他們忘記了安息日，所以 神特別叫他們「當記念」那從創世以來，就已設立的安息日為聖日。 

 

歌歌羅羅西西書書  22  章章  

1133  你你們們從從前前在在過過犯犯，，和和未未受受割割禮禮的的肉肉體體中中死死了了，，  神神赦赦免免了了你你們們一一切切過過犯犯，，便便叫叫你你們們與與  基基督督一一同同活活過過來來！！  

1144  又又塗塗抹抹了了在在律律例例上上所所寫寫，，攻攻擊擊我我們們有有礙礙於於我我們們的的字字據據，，把把它它撤撤去去，，釘釘在在十十字字架架上上。。  

1155  既既將將一一切切執執政政的的掌掌權權的的擄擄來來，，明明顯顯給給眾眾人人看看，，就就仗仗着着十十字字架架誇誇勝勝！！  

1166  所所以以不不拘拘在在飲飲食食上上、、或或節節期期、、月月朔朔、、安安息息日日，，都都不不可可讓讓人人論論斷斷你你們們。。  

1177  這這些些原原是是後後事事的的影影兒兒，，那那形形體體卻卻是是  基基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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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經文提到不需要遵守的是以色列人律法中的節期安息日，並不是指十誡中的第七日安息日， 神特

別將第四誡放進十誡裏，是代表永恆，是罪的定義。所以我們不用守的是指以色列人那些屬影兒的律法，並不

是指十誡，因為違背十誡就是罪。 

 

三、 主耶穌糾正被誤解的安息日 

 

律法主義盛行的時代，文士和法利賽人加入許多人的遺傳，使安息日成為人們的重擔，失去 主設立安息

日的原意。直到 主耶穌降世， 祂並沒有說安息日的日子有錯，只是糾正猶太人守安息日的錯誤態度。改革

了人為的錯誤遺傳。 

 

馬馬可可福福音音  22  章章  

2277  又又對對他他們們說說：：「「安安息息日日是是為為人人設設立立的的，，人人不不是是為為安安息息日日設設立立的的；；  

2288  所所以以  人人子子也也是是安安息息日日的的  主主。。」」  

 

可見設立安息日的是 主耶穌， 祂既為人設立了安息日，也必有它的用意，這日是屬 主的，是第七日

星期六，而非現今的第一日星期日。 

 

四、 主耶穌遵守安息日 

 

    聖經記載 耶穌在安息日，照平常的規矩進入會堂讀經、敬拜、講道、醫病、解開人的捆綁， 主已給我

們作了榜樣。當時以人的「遺傳」來看， 主耶穌被視為犯安息日誡命，這是一個錯誤。 

 

馬馬太太福福音音  1122  章章  

33  耶耶穌穌對對他他們們說說：：「「經經上上記記着着大大衛衛和和跟跟從從他他的的人人飢飢餓餓之之時時所所作作的的事事，，你你們們沒沒有有念念過過麼麼？？  

44  他他怎怎麼麼進進了了  神神的的殿殿，，吃吃了了陳陳設設餅餅，，這這餅餅不不是是他他和和跟跟從從他他的的人人可可以以吃吃得得，，惟惟獨獨祭祭司司才才可可以以吃吃。。  

55  再再者者，，律律法法上上所所記記的的，，當當安安息息日日，，祭祭司司在在殿殿裏裏犯犯了了安安息息日日，，還還是是沒沒有有罪罪，，你你們們沒沒有有念念過過麼麼？？  

66  但但  我我告告訴訴你你們們，，在在這這裏裏有有一一人人比比殿殿更更大大！！  

77  『『  我我喜喜愛愛憐憐恤恤，，不不喜喜愛愛祭祭祀祀。。』』你你們們若若明明白白這這話話的的意意思思，，就就不不將將無無罪罪的的，，當當作作有有罪罪的的了了。。」」  

 

信 主的人都是 神的祭司，在 耶穌的殿裏，所以「祭司在殿裏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明白的話就

不將 主耶穌在安息日所做的事當作有罪的了。 

 

羅羅馬馬書書  1144  章章  

55  有有人人看看這這日日比比那那日日強強，，有有人人看看日日日日都都是是一一樣樣，，只只是是各各人人心心裏裏要要意意見見堅堅定定。。  

66  守守日日的的人人，，是是為為  主主守守的的；；不不守守日日的的人人，，是是為為  主主不不守守的的（（aanndd  hhee  tthhaatt  rreeggaarrddeetthh  nnoott  tthhee  ddaayy,,  ttoo  tthhee  LLoorrdd  hhee  

ddootthh  nnoott  rreeggaarrdd  iitt..））。。吃吃的的人人，，是是為為  主主吃吃的的，，因因他他感感謝謝  神神；；不不吃吃的的人人，，是是為為  主主不不吃吃的的，，也也感感謝謝  神神。。  

77  我我們們沒沒有有一一個個人人為為自自己己活活，，也也沒沒有有一一個個人人為為自自己己死死。。  

88  我我們們若若活活着着，，是是為為  主主而而活活；；若若死死了了，，是是為為  主主而而死死。。所所以以我我們們或或活活或或死死，，總總是是  主主的的人人。。  

 

以上第 6 節的經文補上了許多聖經譯本遺漏了的一句「不守日的人，是為 主不守的。」，意思與「祭

司在殿裏犯了安息日也是沒有罪」是一樣的。 

 

五、 主耶穌說要行義遵守十誡 

 

違背十誡是罪，當中固然包括第四誡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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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約翰翰一一書書  33  章章  

44  凡凡犯犯罪罪的的，，就就是是違違背背律律法法！！違違背背律律法法就就是是罪罪！！  

55  你你們們知知道道  主主曾曾顯顯現現，，是是要要除除掉掉人人的的罪罪，，在在  祂祂並並沒沒有有罪罪。。  

66  凡凡住住在在  祂祂裏裏面面的的，，就就不不犯犯罪罪。。凡凡犯犯罪罪的的，，是是未未曾曾看看見見  祂祂，，也也未未曾曾認認識識  祂祂。。  

77  小小子子們們哪哪，，不不要要被被人人誘誘惑惑，，行行義義的的才才是是義義人人！！正正如如  主主是是義義的的一一樣樣！！  

 

我們要像 主一般行義靠 主遵守誡命，不要被人誘惑而違背 神的誡命！ 

 

六、 外邦人遵守安息日 

 

    有許多信徒認為安息日是屬舊約，是給以色列人遵守的，外邦人不必遵守；其實不然，因為安息日是 神

創世的紀念日，是 神賜給全人類的，凡遵守的人都是有福的。 

 

以以賽賽亞亞書書  5566  章章  

66  還還有有那那些些與與  耶耶和和華華聯聯合合的的外外邦邦人人，，要要事事奉奉  祂祂！！要要愛愛  耶耶和和華華的的名名，，要要作作  祂祂的的僕僕人人，，就就是是凡凡守守安安息息日日

不不干干犯犯，，又又持持守守  我我約約的的人人。。  

 

七、 使徒遵守安息日 

    在使徒行傳裏，使徒及一切猶太人，都仍然在安息日聚會敬拜，尤其是保羅，一個負責傳福音給外邦人的

使徒，到每一個地方的教會，每逢安息日都到會堂敬拜、講道、做 主工。 

 

使使徒徒行行傳傳  1177  章章  

11  保保羅羅和和西西拉拉，，經經過過暗暗妃妃波波里里，，亞亞波波羅羅尼尼亞亞，，來來到到帖帖撒撒羅羅尼尼迦迦，，在在那那裏裏有有猶猶太太人人的的會會堂堂。。  

22  保保羅羅照照他他素素常常的的規規矩矩進進去去，，一一連連三三個個安安息息日日，，本本着着聖聖經經與與他他們們辯辯論論。。  

 

八、 聖經預言安息日被更改 

 

    早在 主誕生前五百多年在先知但以理的時代， 神已預知將來十誡以及第四誡安息日會被人更改。 

 

但但以以理理書書  77  章章  

2255  他他必必向向  至至高高者者說說誇誇大大的的話話，，必必折折磨磨  至至高高者者的的聖聖民民，，必必想想改改變變節節期期和和律律法法。。聖聖民民必必交交付付他他手手一一載載，，二二載載，，

半半載載。。  

 

根據教會歷史，在 主後 364 年，老底嘉會議將崇拜 神的日子從第七日安息日改為第一日太陽日 

Sunday 星期日，又稱星期日為主日，這是人擅妄更改 神誡命的作為。 

 

九、 新天新地的安息日 

 

    安息日的設立既與獻祭無關，是讓人紀念 神的創造大工，所以安息日是持續至新天新地的日子的。 

 

以以賽賽亞亞書書  6666  章章  

2222  耶耶和和華華說說：：「「  我我所所要要造造的的新新天天新新地地，，怎怎樣樣在在  我我面面前前長長存存，，你你們們的的後後裔裔和和你你們們的的名名字字，，也也必必照照樣樣長長存存。。  

2233  每每逢逢月月朔朔，，安安息息日日，，凡凡有有血血氣氣的的必必來來在在  我我面面前前下下拜拜，，這這是是耶耶和和華華說說的的！！」」  

 

安息日在聖經中貫徹始終，是創世的紀念日，永存不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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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遵守守安安息息日日的的意意義義】】  
 

一、 歇己工進入 主的安息 

 

希希伯伯來來書書  44  章章  

1100  因因為為那那進進入入安安息息的的，，乃乃是是歇歇了了自自己己的的工工，，正正如如  神神歇歇了了  祂祂的的工工一一樣樣！！  

1111  所所以以我我們們務務必必竭竭力力進進入入那那安安息息，，免免得得有有人人學學那那不不信信從從的的樣樣子子跌跌倒倒了了！！  

 

安息日的意義就是歇己工，憑信心安息在 神分別為聖的日子裏。不在安息日進入安息的人，是不信的表

現，有些弟兄姊妹不肯放下世上工作專心地進入安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所做的工作都是為 神做的，這是一

個錯誤。 

 

傳傳道道書書  33  章章  

11  凡凡事事都都有有定定期期，，天天下下萬萬務務都都有有定定時時。。  

 

神已經命定六日當勞碌做工，第七日向 神守安息日， 神既已如此命定，我們就該順時而作順時而安息

了。為 主做工的心雖是好的，但時間卻不是我們所定的，免得像那些不信從的人的樣子跌倒了。 

 

二、 安息日是安息舒暢的日子 

 

創創世世紀紀  22  章章  

22  到到第第七七日日，，  神神造造物物的的工工已已經經完完畢畢，，就就在在第第七七日日歇歇了了  祂祂一一切切的的工工，，安安息息了了。。  

33  神神賜賜福福給給第第七七日日，，定定為為聖聖日日，，因因為為在在這這日日  神神歇歇了了  祂祂一一切切創創造造的的工工，，就就安安息息了了。。  

 

安息日既是 神安息舒暢的日子，也是人類安息、蒙祝福的日子。這是每周一次 天父特定的日子，做兒

女的就該放下一切世上的工作與 天父相交，敬拜讚美 神，盡我們的愛滿足 天父的心願。如果我們能按照 

神的美意遵守安息日，不但有益於身心的健康，而對靈性更是一種保障，使我們能在安息日更多禱告、讀經、

默想、參加聚會、敬拜 神、與肢體相交，多為 主作工，多受 神的祝福，使我們的靈命更為豐盛和長大，

直至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我們該效法馬利亞，安息在 主前親近 主，得那上好的福分。 

 

路路加加福福音音  1100  章章  

3388  他他們們走走路路的的時時候候，，  耶耶穌穌進進了了一一個個村村莊莊，，有有一一個個女女人人名名叫叫馬馬大大，，接接  祂祂到到自自己己家家裏裏。。  

3399  她她有有一一個個妹妹子子名名叫叫馬馬利利亞亞，，在在  耶耶穌穌腳腳前前坐坐着着聽聽  祂祂的的道道。。  

4400  馬馬大大伺伺候候的的事事多多，，心心裏裏忙忙亂亂，，就就進進前前來來說說：：「「  主主阿阿，，我我的的妹妹子子留留下下我我一一個個人人伺伺候候，，  祢祢不不在在意意麼麼？？請請吩吩

咐咐她她來來幫幫助助我我。。」」  

4411  耶耶穌穌回回答答說說：：「「馬馬大大！！馬馬大大！！妳妳為為許許多多的的事事，，思思慮慮煩煩擾擾，，  

4422  但但是是不不可可少少的的只只有有一一件件。。馬馬利利亞亞已已經經選選擇擇那那上上好好的的福福分分，，是是不不能能奪奪去去的的。。」」  

 

若不能順應 主的時機在安息日進入 祂的安息，就會像馬大，雖做工卻心中忙亂，失去上好的福分。再

者， 天父的心迫切地等候我們在 祂分別為聖的日子親近 祂，這就好像孩子在父親的家忙着做工，卻不願

意停下來專心和爸爸說說心裏話、親近他一樣。如此就算做了很大的工作，也不能叫 天父的心願滿足。我們

真的當知道，我們侍奉的是 神，不是 神的工作，既然我們在第七日停止一切的工遵守安息日，更能讓 神

喜悅，我們為什麼不順從 祂而安息舒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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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息息日日真真正正的的日日子子和和時時間間】】  
 

一、 真正的日子 

 

馬馬太太福福音音  2288  章章  

11  安安息息日日將將盡盡，，七七日日的的頭頭一一日日，，天天快快亮亮的的時時候候，，抹抹大大拉拉的的馬馬利利亞亞，，和和那那個個馬馬利利亞亞，，來來看看墳墳墓墓；；  

22  忽忽然然地地大大震震動動，，因因為為有有  主主的的使使者者，，從從天天上上下下來來，，把把石石頭頭輥輥開開，，坐坐在在上上面面。。  

33  他他的的像像貌貌如如同同閃閃電電，，衣衣服服潔潔白白如如雪雪。。  

44  看看守守的的人人，，就就因因他他嚇嚇得得渾渾身身亂亂戰戰，，甚甚至至和和死死人人一一樣樣。。  

55  天天使使對對婦婦女女說說：：「「不不要要害害怕怕，，我我知知道道你你們們是是尋尋找找那那釘釘十十字字架架的的  耶耶穌穌，，  

66  祂祂不不在在這這裏裏，，照照  祂祂所所說說的的，，已已經經復復活活了了！！你你們們來來看看安安放放  主主的的地地方方。。」」  

 

今天教會稱為主日的星期日是七日的頭一日，並不是第七日。只是教會將他們認為 主復活的第一日稱作

主日，這主日不是十誡第四誡中的安息日，第四誡的第七日安息日是星期六， 神從來沒有更改過 祂的誡命。 

 

希希伯伯來來書書  44  章章  

88  若若是是  耶耶穌穌已已叫叫他他們們享享了了安安息息，，後後來來  神神就就不不再再提提別別的的日日子子了了。。（（FFoorr  iiff  JJeessuuss  hhaadd  ggiivveenn  tthheemm  rreesstt,,  tthheenn  wwoouulldd  

hhee  nnoott  aafftteerrwwaarrdd  hhaavvee  ssppookkeenn  ooff  aannootthheerr  ddaayy..））  

99  這這樣樣看看來來，，必必有有安安息息為為  神神的的子子民民存存留留。。（（TThheerree  rreemmaaiinneetthh  tthheerreeffoorree  aa  rreesstt  ttoo  tthhee  ppeeooppllee  ooff  GGoodd..））  

 

以上的經文是翻譯自準確的英皇欽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的，經文正確的意思是勞苦擔重擔的人已在 

主耶穌裏得安息，所以 神沒有提別的日子，第七日安息日沒有改變仍然是第七日星期六而不是第一日星期日。 

 

二、 真正的時間 

 

創創世世紀紀  11  章章  

55  神神稱稱光光為為晝晝，，稱稱暗暗為為夜夜。。有有晚晚上上，，有有早早晨晨，，這這是是頭頭一一日日。。  

88  神神稱稱空空氣氣為為天天。。有有晚晚上上，，有有早早晨晨，，是是第第二二日日。。  

1133  有有晚晚上上，，有有早早晨晨，，是是第第三三日日。。  

1199  有有晚晚上上，，有有早早晨晨，，是是第第四四日日。。  

2233  有有晚晚上上，，有有早早晨晨，，是是第第五五日日。。  

3311  神神看看着着一一切切所所造造的的都都甚甚好好。。有有晚晚上上，，有有早早晨晨，，是是第第六六日日。。  

 

以上的經文我們可以看到 神每一天的開始與完結是以晚上和早晨來區分的，也就像以下的經文： 

 

利利未未記記  2233  章章  

2277  「「七七月月初初十十是是贖贖罪罪日日，，你你們們要要守守為為聖聖會會，，並並要要刻刻苦苦己己心心，，也也要要將將火火祭祭獻獻給給  耶耶和和華華。。  

2288  當當這這日日，，甚甚麼麼工工都都不不可可作作，，因因為為是是贖贖罪罪日日，，要要在在  耶耶和和華華你你們們的的  神神面面前前贖贖罪罪。。  

2299  當當這這日日，，凡凡不不刻刻苦苦己己心心的的，，必必從從民民中中剪剪除除。。  

3300  凡凡這這日日作作甚甚麼麼工工的的，，  我我必必將將他他從從民民中中除除滅滅。。  

3311  你你們們甚甚麼麼工工都都不不可可作作，，這這在在你你們們一一切切的的住住處處作作為為世世世世代代代代永永遠遠的的定定例例。。  

3322  你你們們要要守守這這日日為為聖聖安安息息日日，，並並要要刻刻苦苦己己心心，，從從這這月月初初九九日日晚晚上上到到次次日日晚晚上上，，要要守守為為安安息息日日。。」」  

 

以上的經文再一次看到以上的節期安息日，開始與完結的時間是由晚上開始至晚上完結。所以 神真正的

第四誡第七日安息日的準確時間是由星期五晚上至星期六日落後剛開始的晚上，這才是真正的第七日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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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何何遵遵守守安安息息日日】】  
 

一、 分別第七日為聖日 

 

以以賽賽亞亞書書  5588  章章  

1133  你你若若在在安安息息日日掉掉轉轉你你的的腳腳步步，，在在  我我聖聖日日不不以以操操作作為為喜喜樂樂，，稱稱安安息息日日為為可可喜喜樂樂的的，，稱稱  耶耶和和華華的的聖聖日日為為可可

尊尊重重的的。。而而且且尊尊敬敬這這日日，，不不辦辦自自己己的的私私事事，，不不隨隨自自己己的的私私意意，，不不說說自自己己的的私私話話。。  

 

二、 放下工作讓身體得安息 

 

出出埃埃及及記記  2200  章章  

1100  但但第第七七日日是是向向  耶耶和和華華你你  神神當當守守的的安安息息日日，，這這一一日日你你和和你你的的兒兒女女、、僕僕婢婢、、牲牲畜畜、、並並你你城城裏裏寄寄居居的的客客旅旅，，

無無論論何何工工都都不不可可作作。。  

 

 

三、 相交聚會讓心靈得安息 

 

使使徒徒行行傳傳  1166  章章  

1122  從從那那裏裏來來到到腓腓立立比比，，就就是是馬馬其其頓頓這這一一方方的的頭頭一一個個城城，，也也是是羅羅馬馬的的駐駐防防城城，，我我們們在在這這城城裏裏住住了了幾幾天天。。  

1133  當當安安息息日日，，我我們們出出城城門門，，到到了了河河邊邊，，知知道道那那裏裏有有一一個個禱禱告告的的地地方方，，我我們們就就坐坐下下對對那那聚聚會會的的婦婦女女講講道道。。  

 

四、 為 主做工 

 

使使徒徒行行傳傳  1177  章章  

22  保保羅羅照照他他素素常常的的規規矩矩進進去去，，一一連連三三個個安安息息日日，，本本着着聖聖經經與與他他們們辯辯論論，，  

33  講講解解陳陳明明  基基督督必必須須受受害害，，從從死死裏裏復復活活。。又又說說：：「「我我所所傳傳與與你你們們的的這這位位  耶耶穌穌，，就就是是  基基督督！！」」  

 

五、 行善救急 

 

路路加加福福音音  1133  章章  

1100  安安息息日日，，  耶耶穌穌在在會會堂堂裏裏教教訓訓人人。。  

1111  有有一一個個女女人人，，被被鬼鬼附附着着病病了了十十八八年年，，腰腰彎彎得得一一點點直直不不起起來來。。  

1122  耶耶穌穌看看見見，，便便叫叫過過她她來來，，對對她她說說：：「「女女人人，，你你脫脫離離這這病病了了。。」」  

1133  於於是是用用兩兩隻隻手手按按着着他他，，她她立立刻刻直直起起腰腰來來，，就就歸歸榮榮耀耀與與  神神。。  

1144  管管會會堂堂的的，，因因為為  耶耶穌穌在在安安息息日日治治病病，，就就氣氣忿忿忿忿的的對對眾眾人人說說：：「「有有六六日日應應當當作作工工，，那那六六日日之之內內，，可可以以來來求求

醫醫，，在在安安息息日日卻卻不不可可。。」」  

1155  主主說說：：「「假假冒冒為為善善的的人人哪哪！！難難道道你你們們各各人人在在安安息息日日不不解解開開槽槽上上的的牛牛驢驢，，牽牽去去飲飲麼麼？？    

1166  況況且且這這女女人人本本是是亞亞伯伯拉拉罕罕的的後後裔裔，，被被撒撒但但捆捆綁綁了了這這十十八八年年，，不不當當在在安安息息日日解解開開她她的的綁綁麼麼。。」」  

1177  耶耶穌穌說說這這話話，，  祂祂的的敵敵人人都都慚慚愧愧了了，，眾眾人人因因  祂祂所所行行一一切切榮榮耀耀的的事事，，就就都都歡歡喜喜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