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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作一個好父親，幫助孩子明白星期日是安息的

日子。我曉得自己做得不夠理想，不過仍然盡量堅

持一個原則，就是這一天我們不做日常固定的活動和工

作，而是以具體的方式來思想基督，並且榮耀祂、服事

祂。我兒子似乎很明白這個道理，但又做得有點過頭。記

得有一個星期日，我發現他在玩西洋骨牌（Dominoes），

他看到我驚訝的臉色時，隨手指着骨牌結結巴巴地解釋： 

“這一堆是以色列人，那一邊是非利士人！”

律法主義者﹖

耶穌也被指責過在安息日作工，但是祂不需要結巴託

詞。這個守安息日的誡命，可能是最清楚顯出祂如何轉變

律法的例子了：在一個安息日的下午，耶穌和跟隨祂的門

徒從麥田經過，門徒因為餓了，就掐起麥穗，用手搓着

吃。今日的狗仔隊跟蹤名人也不會像耶穌當年那些熱心的

法利賽人，那麼有毅力地緊追不捨。這些猶太媒體尾隨着

門徒的腳跟走，一看到門徒稍稍犯了安息日不可工作的誡

命，就立刻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作安息日不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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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了。”（太12: 2）

如果你面對這種驚人的指控，會怎麼回答？“可憐的

人啊！你們想在雞蛋裏挑骨頭嗎？你們這些律法主義者就

是不懂得什麼時候該罷休。如果門徒中有人帶把鐮刀，你

們還可以判他違反了安息日的條例，但是看看你們心胸多

狹窄，竟把隨手摘麥穗看成是收割，把搓手當成是打穀！”

我們有這樣的回答，也必須有同理心。法利賽人是律

法主義者，這種心態至今在宗教界仍然處處可見。我有一

位朋友到猶太會堂，拉比正在講解安息日，有人問他，安

息日的晚上把碗盤放進洗碗機，但沒有洗，算不算違背律

法？拉比回答說：“如果沒有整整齊齊地放置碗盤，就不

算是做工；若只是把碗盤隨意亂放進去，就沒問題了！”

法利賽人的狡辯正如這位拉比對洗碗機的解釋，也像

我兒子瞎編的話，他們不知道違反安息日的嚴重性和安息

日的真正意義。耶穌一再提到他們誤解舊約的原則，後來

又責備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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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2: 7）

安息日有什麼意義是法利賽人不明白的？舊約的安息

日意指什麼？神為什麼命令祂的百姓守安息日為聖日？

舊約安息日的律法

我們不清楚，當神在西乃山經由摩西向百姓頒布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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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律法之前，那些神的子民對於守安息日是否已有某種程

度的認知。不論他們從神的創造中理解多少安息的原則，

顯然埃及的督工並不尊重這個原則。神在西乃山頒給祂子

民的安息日誡命，是十誡中的一條，且刻在石版上，由摩

西帶下山。這石版就是我們所說的律法初版。神藉着安息

日的誡命，啟示了一條關於祂自己以及祂子民的法則。從

此，安息日被編入舊約曆法，是在一週的最後一日，即第

七日，這反映出神在創造天地之後，在第七日歇息。

這樣說來，舊約的安息日有什麼重要性呢？

1.	恢复精力

神賜下安息日有各種的原因，其中最簡單、最基本

的，當然是為人提供身體休息和恢復精力的時間。一個人

不能一週7天、每天 24 小時地工作；當一個工作狂在第一

次心臟病發作之後就會曉得了。有些文化群體嘗試用 4

天、10 天或 15 天作工作週期來測試，想找出最有效率的

工作週期。結果顯示，一週工作 6 天、休息1天的生活週

期，可以達到最高的工作效率。我們想像得到那些在埃及

做苦工的以色列奴隸，當知道神不會像埃及督工那樣要把

他們奴役至死時，一定感到大大解脫。這一位神，關心他

們的身體健康，甚至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也供應雙倍的嗎

哪，好讓他們在安息日不必張羅飯食。更廣的安息日條

例，也不准家中的成員、僕婢、訪客，甚至牛羊牲畜在這

一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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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神相交

然而，神自己的歇息並不是為了身體的益處而在一週

工作中安排個小插曲，它還有更深的意義。神的歇息不是

因為太累而要恢復，也不僅僅是指一天不工作；祂的歇息

帶有正面、積極的意義：祂對所完成的創造之工感到激賞

和滿意，祂享受着祂所創造之萬物的美好，尤其享受祂和

人之間的美善關係，因為這人是按着祂的形像所造的。神

的歇息不是一種抽象的原則，好像歇息就不和祂揀選的子

民往來。神賜給摩西一個祝福，就是要教導亞倫和他的兒

子如此為以色列人祝福：“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

賜你平安。”（民6: 24-26）這祝福顯示，百姓所體驗到的

平安與安息，是隨着神而來的，因為神住在他們中間，關

愛着他們。這個祝福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安息。安息日也

指出一個事實，那就是神樂意住在祂的子民中間。當然，

神在創造之工後歇息，並不是最終的安息，就像以色列人

飄流曠野時還沒得到真正的安息一樣；安息日所指向的安

息，不僅僅是脫離埃及暴政的安息，而是得到真正家園時

的安息─他們將擁有自己的土地，在其中安然居住，且

有神的同在。因此，神帶領他們出埃及，進應許之地，那

地就是他們的安息之地。

3.	作为救赎的记号

神創造之工的歇息以及設立安息日，都指向另一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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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救贖的安息。安息日是表明神與祂子民立約的一個

條例，它不只是創造的記號，也是救贖的記號。以色列人

守安息日﹐是為了紀念他們從埃及為奴之地得贖﹐並且被

帶進神應許之地得到安息；安息日也帶有對未來的盼望，

期盼將來進入與神完美相交的終極安息。所以祂的兒女要

將這一天分別出來，要記得自己是屬神的，是神造的，生

命氣息也在乎神；並要記得他們人生的目的不在於工作，

更在於要與創造他們的神團契相交。

4.	宣告是分别出来属神的子民

安息日對以色列人來說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神用這

個標記來宣告以色列人是屬祂的子民，他們是一個守安息

日的國家。他們用每週固定守此聖日來顯明自己屬於神，

與周圍信奉異教的列國分別開來。神對以色列人的這項要

求，將來有一天也會擴及其他的各國各民。從這個意義上

來看，安息日不僅是以色列人的標誌，也是那些將來會被

神合為一群、同享神安息之人的標誌。先知以賽亞說過，

當那日來臨時，耶和華要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

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賽19: 25）這個應

許的實現，開始於神以信實拯救祂的子民，並以恩典和大

能領他們進入神安息日的安息。

在神所賜的那地，神要建立一個聖處，就是聖殿，祂

要在那裏安立祂自己的名字；不僅如此，祂也要設立一個

時間為聖。我們可能對於神要建立一個聖處非常清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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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當神的子民進入應許之地時，祂要分別出一個獨特的地

方，好讓百姓到那裏敬拜祂。聖殿顯明出神住在百姓當

中，是神同在的居所；神揀選了錫安，祂要住在那裏，作

祂永遠安息之所。可是我們對於神要分別出來一個時間卻

不太清楚。神將數字 7 的倍數應用到時間的律法中。這個

第 7 日的條例被合進了第 7 年（即安息年）條例─土地

在第7年要休耕，過了7個7年以後，就進入禧年；這第50

年的禧年，是安息體制的高峰。我們看到耶穌基督成全了

守安息日為聖日的誡命，我們也將看到祂成全所有關於安

息之時間上的誡命，包括安息日、安息年，以及最終的禧

年，就是要釋放一切被罪奴役的人。

可見安息日的意義太豐富了。它不僅讓神的子民得到

身體上的休息，提醒他們在本質上是受造的；同時也指

出，惟有神才能提供真正的安息。此外，安息日更提醒他

們是從被奴役中得到救贖的，並且有一個盼望，就是在應

許之地將享受長久的安息。正如希伯來書的作者所說：“這

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來4: 9）

當歷史繼續演進，顯然以色列實際上的土地並不是最終的

安息之地。

5.	象征更大的安息

安息日還有一層更深的屬靈意義，就是惟有在神的同

在中才能夠找到真正的安息。神在舊約時代帶領祂的子民

脫離奴役、經過曠野而抵達安息之地。在那地，祂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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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處與祂相會，在祂的同在中得享平安和保護。這種安

息象徵着耶穌基督所將帶來的最終的安息。因此，安息日

不僅是回顧神在完成創造之工後的安息（創2: 2-3），更

是向未來展望那從耶穌基督而來的最終的安息。

耶穌回答法利賽人：

大衛也打破了安息日的規定

現在我們明白了舊約的安息日原則，就有比較好的基

礎來了解耶穌回復法利賽人的話了。當法利賽人看到門徒

在安息日走過麥田時掐起麥穗來吃，就責備門徒觸犯安息

日的條例，但耶穌並不直接說：“你們怎麼在雞蛋裏挑骨

頭！”而是像往常一樣，給了讓人吃驚的答復。耶穌不反

駁他們的指控，而是把門徒的行為和大衛王及他的隨從們

因為飢餓而做過的事作比較。當年大衛和隨從在逃避掃羅

時，吃了會幕裏的陳設餅—律法規定只有祭司才能夠吃

這些餅。耶穌也指出，祭司在安息日也要做事，他們因為

這聖殿的服事也“觸犯”安息日的條例。

為什麼耶穌認為祂的門徒沒有觸犯律法呢？祂的回答

顯示出祂如何轉化了安息日的誡命。祂的論點是，大衛王

的事奉使得他吃陳設餅以及給隨從吃陳設餅並不算觸犯律

法，正如祭司在聖殿的事奉使得他們所做的工也不算觸犯

律法一樣。耶穌隨後說的一句話，更是將前面的比方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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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裏有一人比殿更大。”（太

12: 6）是發生了什麼事嗎？是神的國和神國的君王臨到

了。如果大衛的這個行為不算有罪，是因為他蒙召要作偉

大的服事；如果祭司做的事也不算有罪，也是因為同樣理

由；那麼耶穌門徒的行為當然也不算觸犯律法，因為他們

蒙召要做更偉大、更聖潔的事。耶穌稱自己比約拿和所羅

門王都更偉大（太12: 41-42），也比聖殿更偉大。事實

上，耶穌是至大的，大到宣稱自己“擁有”安息日：“因

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12: 8）因此，當祂在安息日

醫治人遭受指責時，能帶着權柄向人定義安息日可做什

麼，不可做什麼。耶穌表明，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合乎律法

的。因為門徒是在服事耶穌﹐所以就自動地守了安息日，

因為在所有安息日的服事中，沒有一樣比得上服事基督自

己，因為基督是安息日的主。

耶穌是安息日的主

神在創造之工後歇息，也是祂救贖工作的一部分，藉

此祂要使萬物在基督裏得到更新。我們都知道，神在西乃

山 頒 布 安 息 日 的 條 例， 標 示 出祂 在 百 姓 身 上 的 主 權

（lordship），也將以色列百姓從周圍的國家分別出來，並

向以色列民顯明神對他們的救贖計劃。進入迦南得安息的

應許，預示出耶穌─這位安息日之主─將要帶給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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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安息；耶穌就是賜那未來安息的主。為人設立的安息

日，實則是為耶穌設立的。耶穌在完成受苦的最後時刻說 

“成了”（約19: 30）（註1），是肯定地表明在祂的痛苦 

結束之時，就是祂要以萬有之復活主的身份為我們引進終

極安息的開始。紀念神的安息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地體會與

基督聯合的祝福，祂已經得勝而在天上了，所以，當耶穌

說祂是安息日的主，就是宣告祂是創造主，也是救贖主。

如果耶穌是安息日的主，又是救贖主和創造主，那麼

祂一定也是人類的主，因為安息日是為了人才有的，而人

不是為了安息日才被造的。耶穌是人子，被賜予永恆的國

度，安息日是為耶穌而設立的﹐因為它是基督將帶來之安

息的前兆。在救贖歷史裏的安息日，天父其實沒有休息，

祂仍在作工，耶穌更是殷勤為父作工，並帶領門徒加入祂

的工作，又聖化他們所做的；祂將安息日視為整個完成救

恩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大衛和隨從並沒有違反安

息日的條例，因為他們的飢餓疲勞是為了服事神，以維護

君王的寶座以及神所膏立的國度。同樣地，門徒因為服事

基督，在田間取食也沒有違反安息日的條例；對於今天事

奉基督和祂國度的我們而言，也是一樣。

因此，我們惟有與基督這位安息日的主相連結，才能

夠完成我們在安息日當盡的所有本分，才能夠在神的同在

中得着安息，並進入永遠的安息─那安息滿足了原初之

安息日所有對未來的期望。那時我們不但在身體上得着安

息，就是在復活中轉變成榮耀的身體，也會在基督裏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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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的地方和安息的時間，並且也會在最終的禧年得着自

由；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將能在神的同在中永遠與這位創

造和救贖的主相交。這種對安息日的認識，絕非是不信之

法利賽人所能理解的。當主耶穌復活之後，祂的門徒開始

明白被轉化之安息日的原則，並在教會裏應用基督的這個

教導。

保羅和安息日

保羅要處理教會中猶太和外邦信徒有關遵守安息日的

問題，他的教導是，不要為守安息日的事而彼此論斷；他

說舊約時代遵守的節期、月朔和安息日等日子，都“原是

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西2: 17）保羅勸勉那

些明白這個事實的信徒，要接納和了解那些信心軟弱的

人，因為他們還沒完全體會基督所帶來的轉變（羅13: 8）。

保羅寫道：“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	

樣；只是各人心裏要意見堅定。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羅

14: 5 -6上）（註2）

但我們絕不要以為一個“看日日都是一樣”的人，會

不重視聖徒在七日頭一日的聚集敬拜。這樣的人靈命已成

熟到一個程度，他知道在週三和週五的事奉，和在主日的

事奉是一樣重要的，他也會希望自己一週7天都能和神的

子民在一起！初期教會確實會固定在七日的頭一日聚會，

第四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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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也勸誡信徒不要疏忽主日的聚會。使徒所建立的教會

都在主日聚會，也就是耶穌復活的日子（徒20: 7；林前

16: 2）；啟示錄也告訴我們，約翰是在主日領受到聖靈的

啟示（啟1: 10）。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們仍在慶祝安息

日：主日時，我們在基督裏找到了安息和恢復，以及永恆

安息的豐盛；在這永恆的安息裏，神的兒子和祂的子民同

享祂天上榮耀的安息。

天國的工作是引進安息

基督帶來屬靈的安息。祂呼召所有勞苦擔重擔的人，

到祂那裏就得安息。甚至在這個邀請裏，也顯示出祂的安

息的屬天本質。雖然主日還沒帶給我們在最終的安息裏才

能夠得到的滿足和喜樂，但是耶穌應許那些負祂軛的人會

得到安息。負軛的人怎麼還有安息呢？其實“基督的軛”

的圖像是指要以祂為生命的主宰，在祂的主權下、以祂的

能力來為祂工作，如此即使我們尚未達到最終的安息，仍

會得到祂的平安。耶穌賜給門徒的平安是惟獨祂能給的；

祂所賜的平安能使人與神和好，為祂而活，而不是為自己

而活。所以我們可以把所有的憂慮都卸給耶穌，因為祂顧

念我們。雖然這種平安聽起來有點抽象，但這還不是所應

許的最終的安息。

希伯來書的作者描述出神子民未來將有的安息：是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