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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以賽亞書58；60:1-3
註釋：《先知與君王》第59章

黑暗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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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且以我的安息日為聖。

聚光燈

這日在我與你們中間為證

“安息日不單是為以色列人而設，也是為全世界的人而
設。在伊甸園中，上帝已經使人明白安息日的制度，而且它
與十誡的其他各條一樣，同為萬古不朽，人類應守的本分。
基督論到包括第四條誡命在內的全部律法時說：“就是到天
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太5:18）。只
要天地一日存在，安息日將繼續成為創造主權能的標記。將
來伊甸園重臨人間，上帝的聖安息日必為天下萬民所尊
敬。“每逢月朔，安息日，”光榮的新世界的居民，“必來
在我面前下拜，這是耶和華說的”（賽66:23）。”（《歷代
願望》第29章，安息日）

據，使你們知道我是耶和
華你們的上帝。”
（結20：20）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將下列正確的答案圈起來：
1. 安息日是紀念上帝的創造。（創2:1-3；出
20:11,12）
2. 安息日象徵從罪惡與束縛中獲得解救。
（申5:15）
3. 安息日是我們與使人成聖之上帝關係
的記號與證據。（出31:13；
結20:12,20）
4. 安息日是我們忠於上帝，並順從
祂律法的記號。（啟14:12）
5. 安息日是我們與上帝以及與同
“耶和華如此說：你
胞彼此快樂相會的日子。
們當守公平，行公義；因
（利23:3）
我的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
6. 安息日象徵著在基督裡得安
息。（來4:9）
要顯現。”
7. 安息日依然是敬拜上帝的日
子，即使在新天新地永恆的
“謹守安息日而不干犯，
歲月中也是如此。
禁止己手而不作惡；如此行、
（賽66:23）

走進
故事

房
角
石

54

如此持守的人便為有福。”
第七日的安息日如何成為你與
耶穌之關係必不可少的部分？

嗎？

你知道

“還有那些與耶和華聯合
的外邦人，要事奉他，要愛耶
和華的名，要作他的僕人，就
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
他（原文作我）約的人。”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
在賽56,58章中，上帝呼召以色列
人在遵守安息日上從事改革。上帝
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
……特別將這拯救的任務與守安息
的殿中喜樂。他們的燔
為聖日的事連結在一起（賽
祭和平安祭，在我壇
56:1,2,6,7）。”“上帝原是要安息
日提升人的靈性。凡是能增
上必蒙悅納，因我
進與上帝交通的活動都是
的殿必稱為萬民
適合的。那些使人在與
上帝交通上分心，將
禱告的殿。”
安息日變成假日的活
動是不合宜的。安息
日的主邀請所有的
人效法祂的榜樣。
凡接受祂呼召的人，
會體驗到安息日是喜樂
與 屬 靈 的 筵 席 ──天 國 的
預嘗。”（基督複臨安息日會基本
信仰，第295,297頁）

“那 些 出 於 你 的
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你
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你必稱
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
住的。”
“你若在安息日掉轉（或作：
謹慎）你的腳步，在我聖日不以操
作為喜樂，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
稱耶和華的聖日為可尊重的；而且
尊敬這日，不辦自己的私事，不隨
自己的私意，不說自己的私話，你
就以耶和華為樂。耶和華要使你乘
駕地的高處，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
養育你。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
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
耀你。”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
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
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
你發現的光輝。”
“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
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你
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也必照樣
長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
血氣的必來在我面前下拜。這是
耶和華說的。”
（賽56:1,2,6,7；58:12-14；60:1-3；
66:22,23）

走出
故事
根據以賽亞書56:1,2的論述，上帝如何尊
榮那些“守公平，行公義”並遵守安息日的
人？

妙語連珠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經完
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賜福
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上帝歇了他一
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2:1-3）
“又將我的安息日賜給他們，好在我與他們
中間為證據，使他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他們
成為聖的。”（結20:12）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他在各會堂
裡教訓人，眾人都稱讚他。耶穌來到
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
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
站起來要念聖經。”
（路4:14-16）

上帝對那些選擇跟從祂並守上帝的安息日為聖日的外邦
人有甚麼應許？

先知以賽亞如何概括上帝的子民所要成就的改革工作？（賽
58:12）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
到永遠、是一樣的。”
（來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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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息日通過與上帝的關係而尋得喜樂的秘訣是甚 麼？（賽
58:13,14）

關於做傳光者有哪些實際的例證？你如何能活出上帝真理之光，並
分享於他人？

我們可以學習哪些方式以便在安息日能在主裡喜樂，並曉得
即使在新天新地永恆的歲月裡，我們依然要敬拜上帝？（賽
66:22,23）

言錦囊

名

“對 於 凡 接 受 安 息 日 為 基 督
創造和救贖大能標記的人，安
息日必成為喜樂的日子。他們
既在安息日中看見基督，就必以
基督為樂。安息日向他們指出創
造的種種功績作為祂救贖人類大能
的 憑 證 。 ” ——懷 愛 倫 ， 《 歷 代 願 望 》
第29章，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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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請閱讀以賽亞書58:12-14。
“那賜福的創造主，在六日創造大
功之後，第七日便安息了，並為所
有的人設立了安息日，作為創造的
紀念。上帝那永不改變之律法的第
四條誡命，要求人依從安息日的主
──耶穌的教訓與行為，遵守這第
七日的安息日，作為休息、崇拜與
服務的日子……喜樂地從晚上至晚
上，從日落至日落，遵守這神聖的
時刻，就是對上帝創造與救贖的慶
賀。”（基督複臨安息日會基本信
仰，第20條，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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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賽亞提醒上帝的子民，他們
崇高的恩召乃是要成為“補破口
的”，也就是要恢復上帝的真理，
包括安息日的真理。他呼籲上帝的
子民通過度正直的生活並守安息日
為聖，以此來補破口，重修路徑。
以賽亞書58:6-14列出了上帝希望
祂的子民所具備的品格特質與實際
的行動。查閱其它幾處經文，這些
經文闡述了耶穌在安息日行善事的
榜樣：太12:1-13；路14:1-6；約
5:1-15；約9:1-12.你如何效法耶
穌的榜樣？

的，而非僅僅賜給猶太人的？上
帝是在甚麼時候設立的安息日？

早在猶太民族出現之前約2500年
前，上帝就已將安息日作為禮物
賜給了全人類。

如耶穌為我們所樹立的榜樣，安
息日並不是一個充滿教條和禮節
的日子，也並非毫無意義的日子，
相反，耶穌向我們說明安息日乃
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禮物，可以在
這日得到休息和禮拜。在這一日，
上帝要求我們忘掉日常生活中的
纏累和掛慮，在祂裡面獲得安息
與快樂。

星期二
請閱讀以西結書20:12,20。
每週的敬拜以及在安息日與上帝
的交通如何能幫助你與上帝建立
親密的關係？根據第20節的記載，
我們可以根據甚麼條件，以便曉
得上帝是使我們成聖的主？

星期五
請閱 讀路4:14-16,31； 來13:8；
徒16:12,13；徒17:1,2。
耶穌以及祂的門徒們為我們留下
了何種遵守安息日的榜樣？安息
日成為可喜樂之日的實際方法有
哪些？

“聚光燈”這部分的內容是摘自
懷愛倫的《歷代願望》。那段論
述告訴我們歷代以來的安息日，
上帝在創世之初就設立了安息日，
而且祂的子民在將來新天新地永
恆的歲月中，每逢安息日也要來
敬拜上帝。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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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請閱讀創世記2:1-3。
在創造周中，聖經用哪三個字來
描寫上帝在第一個安息日的作為
（第3節）？上帝在創造時為甚麼
將安息日分別出來？當你曉得上
帝願意花一整天的時間與你在一
起時，你有何感受？你如何為祂
留出時間？

請閱讀利未記23:3。
安息日是與我們的創造主耶穌交
通的日子，也是彼此團契的日子。
宇宙的君王將安息日賜給我們，
作為在祂裡面安息的日子，可以
與我們的創造主來往，並成為這
個世界的光，這是何等的特權啊！
每個安息日通過花時間與耶穌在
一起，敬拜，研究聖經，祈禱，
佈道，這些活動如何能重新規劃
你的關注點？

本週閱讀*
星期一

星期四

請閱讀出埃及記20:8-11。
第四條誡命開頭的幾個字如何說
明第七日的安息日是給予全人類

請閱讀馬可福音2:27,28。
這兩節經文如何闡述了上帝設立
安息日是為了全人類的益處？正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先知與君王》第59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堅
持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
讀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