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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以赛亚书58；60:1-3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59章

黑暗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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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

聚光灯

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

“安息日不单是为以色列人而设，也是为全世界的人而
设。在伊甸园中，上帝已经使人明白安息日的制度，而且它
与十诫的其他各条一样，同为万古不朽，人类应守的本分。
基督论到包括第四条诫命在内的全部律法时说：“就是到
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太5:18）。
只要天地一日存在，安息日将继续成为创造主权能的标
记。将来伊甸园重临人间，上帝的圣安息日必为天下万民
所尊敬。“每逢月朔，安息日，”光荣的新世界的居民，“必
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赛66:23）。”（《历
代愿望》第29章，安息日）

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上帝。”
（结20：20）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将下列正确的答案圈起来：
1. 安息日是纪念上帝的创造。（创2:1-3；出
20:11,12）
2. 安息日象征从罪恶与束缚中获得解救。
（申5:15）
3. 安息日是我们与使人成圣之上帝关系
的记号与证据。（出31:13；
结20:12,20）
4. 安息日是我们忠于上帝，并顺从
祂律法的记号。（启14:12）
5. 安息日是我们与上帝以及与同
“耶 和 华 如 此 说 ： 你
胞彼此快乐相会的日子。
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
（利23:3）
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
6. 安息日象征着在基督里得安
息。（来4:9）
要显现。”
7. 安息日依然是敬拜上帝的日
子，即使在新天新地永恒的
“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
岁月中也是如此。
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
（赛66:23）

走进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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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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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出于你的人
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
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
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
的。”
“你若在安息日掉转（或作：
谨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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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
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
耀你。”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
外邦人，要事奉他，要爱耶和
华的名，要作他的仆人，就是
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
（原文作我）约的人。”

“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
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
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要来就
你发现的光辉。”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
在赛56,58章中，上帝呼召以色列
人在遵守安息日上从事改革。上帝
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
……特别将这拯救的任务与守安息
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
为圣日的事连结在一起（赛
和平安祭，在我坛上
56:1,2,6,7）。”“上帝原是要安息日
提升人的灵性。凡是能增进
必蒙悦纳，因我的
与上帝交通的活动都是适
殿必称为万民祷
合的。那些使人在与上
帝交通上分心，将安
告的殿。”
息日变成假日的活动
是不合宜的。安息日
的主邀请所有的人
效法祂的榜样。凡
接受祂呼召的人，会
体验到安息日是喜乐与
属 灵 的 筵 席 ──天 国 的 预
尝。”（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本信
仰，第295,297页）

“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
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
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
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
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
耶和华说的。”

第七日的安息日如何成为你与
耶稣之关系必不可少的部分？

吗？

你知道

（ 赛 56:1,2,6,7； 58:12-14； 60:1-3；
66:22,23）

走出
故事
根据以赛亚书56:1,2的论述，上帝如何尊荣
那些“守公平，行公义”并遵守安息日的人？

妙语连珠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
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
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
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2:1-3）
“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
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
成为圣的。”（结20:12）

上帝对那些选择跟从祂并守上帝的安息日为圣日的外
邦人有什么应许？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
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
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
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路4:14-16）

先知以赛亚如何概括上帝的子民所要成就的改革工作？（赛
58:12）

在安息日通过与上帝的关系而寻得喜乐的秘诀是什么？（赛
58:13,14）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
到永远、是一样的。”
（来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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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传光者有哪些实际的例证？你如何能活出上帝真理之光，
并分享于他人？

我们可以学习哪些方式以便在安息日能在主里喜乐，并晓得即
使在新天新地永恒的岁月里，我们依然要敬拜上帝？（赛
66:22,23）

言锦囊

名

“对 于 凡 接 受 安 息 日 为 基 督
创造和救赎大能标记的人，安
息日必成为喜乐的日子。他们
既在安息日中看见基督，就必以
基督为乐。安息日向他们指出创
造的种种功绩作为祂救赎人类大能
的 凭 证 。 ” ——怀 爱 伦 ， 《 历 代 愿 望 》
第29章，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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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请阅读以赛亚书58:12-14。
“那赐福的创造主，在六日创造大
功之后，第七日便安息了，并为
所有的人设立了安息日，作为创
造的纪念。上帝那永不改变之律
法的第四条诫命，要求人依从安
息日的主──耶稣的教训与行为，
遵守这第七日的安息日，作为休
息、崇拜与服务的日子……喜乐
地从晚上至晚上，从日落至日落，
遵守这神圣的时刻，就是对上帝
创造与救赎的庆贺。”（基督复临
安息日会基本信仰，第20条，安
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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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赛亚提醒上帝的子民，他
们崇高的恩召乃是要成为“补破口
的”，也就是要恢复上帝的真理，
包括安息日的真理。他呼吁上帝
的子民通过度正直的生活并守安
息日为圣，以此来补破口，重修
路径。以赛亚书58:6-14列出了上
帝希望祂的子民所具备的品格特
质与实际的行动。查阅其它几处
经文，这些经文阐述了耶稣在安
息日行善事的榜样：太12:1-13；
路14:1-6；约5:1-15；约9:1-12.你如
何效法耶稣的榜样？

星期日

请阅读创世记2:1-3。
在创造周中，圣经用哪三个字来
描写上帝在第一个安息日的作为
（第3节）？上帝在创造时为什么
将安息日分别出来？当你晓得上
帝愿意花一整天的时间与你在一
起时，你有何感受？你如何为祂
留出时间？

明第七日的安息日是给予全人类
的，而非仅仅赐给犹太人的？上
帝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安息日？

早在犹太民族出现之前约2500年
前，上帝就已将安息日作为礼物
赐给了全人类。

安息日是为了全人类的益处？正
如耶稣为我们所树立的榜样，安
息日并不是一个充满教条和礼节
的日子，也并非毫无意义的日子，
相反，耶稣向我们说明安息日乃
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可以在
这日得到休息和礼拜。在这一日，
上帝要求我们忘掉日常生活中的缠
累和挂虑，在祂里面获得安息与
快乐。

星期二

请阅读以西结书20:12,20。
每周的敬拜以及在安息日与上帝
的交通如何能帮助你与上帝建立
亲密的关系？根据第20节的记载，
我们可以根据什么条件，以便晓
得上帝是使我们成圣的主？

星期五

请 阅 读 路 4:14-16,31； 来 13:8； 徒
16:12,13；徒17:1,2。
耶稣以及祂的门徒们为我们留下
了何种遵守安息日的榜样？安息
日成为可喜乐之日的实际方法有
哪些？

“聚光灯”这部分的内容是摘自怀爱
伦的《历代愿望》。那段论述告
诉我们历代以来的安息日，上帝
在创世之初就设立了安息日，而
且祂的子民在将来新天新地永恒
的岁月中，每逢安息日也要来敬
拜上帝。

星期三

请阅读利未记23:3。
安息日是与我们的创造主耶稣交
通的日子，也是彼此团契的日子。
宇宙的君王将安息日赐给我们，
作为在祂里面安息的日子，可以
与我们的创造主来往，并成为这
个世界的光，这是何等的特权啊！
每个安息日通过花时间与耶稣在
一起，敬拜，研究圣经，祈祷，
布道，这些活动如何能重新规划
你的关注点？

本周阅读*
星期一

请阅读出埃及记20:8-11。
第四条诫命开头的几个字如何说

星期四

请阅读马可福音2:27,28。
这两节经文如何阐述了上帝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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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与君王》第59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坚持这
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完
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