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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第四条诫命 

 

 

 

 

 

第十一课 逐字稿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我再次被赋予了特权来向你们阐述上帝神

圣律法的另一部分内容。今天我们要探讨上帝赐给我们的每周一次的恩赐—

—安息日，这当然是基于十诫；上帝在《出埃及记》第 20 章中宣告的第四

条诫命是：“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在《申命记》第 5 章中，摩西记录

的第四条诫命是：“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上帝吩

咐我们这样做，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我很兴奋地想要告诉你们第四条诫

命的背景和意图是什么。但在那样做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适用于全部十条

诫命的第四个总原则。这个原则是，违犯上帝圣洁律法的实际犯罪行为可以

分成两类。 

过犯之罪是指做了上帝禁止人去做的事，但还有疏忽之罪，是指没有

做上帝吩咐人去做的事。上帝说“不可偷盗”，我却走进邻居的家偷走了他

的钱，那么我就犯了过犯之罪。那是过犯之罪，但还有疏忽之罪。例如，如

“恐怕我们忘记……”这句话指的是堕落的士兵的生命，但也适用于上帝的

律法，尤其适用于许多人忘记尊重的一条诫命。那是一条没有以“不可……”开

头的诫命。相反，它强调的是“当记念！”每周的安息日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为的是使我们得到益处和祝福。尊重这一天会带来许多祝福。家庭和国家将会因

每周的安息而兴盛，在反思上帝及其圣言的过程中恢复活力。当我们记得使用上

帝赐下的每周的安息日这一恩赐时，灵魂甚至身体都会觉得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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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富足有余，看到一个邻居很贫穷，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我却不施舍给他，

那么我也犯了偷盗之罪，因为我违犯了“你们当施舍给人”这个命令。那是

疏忽之罪。雅各在《雅各书》第 4 章 17 节定义了这种罪：“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常常更多地想到自己的过犯之罪，更少

想到疏忽之罪。也许这是因为上帝的律法总是说“不可”犯某种罪。但朋友

们，实际上疏忽之罪远远多于过犯之罪。当我没有像我应该做的那样去爱别

人的时候。当我没有高声诉说上帝的荣耀而是保持了沉默的时候。当我没有

向邻舍分享关于永生盼望的信息的时候。当上帝再次在我的生命中向我施怜

悯我却没有赞美祂的时候。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列下去。疏忽之罪显然要多得

多。愿过犯之罪和疏忽之罪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每天都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的

宝血和公义。探讨了那个原则之后，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上帝赐给我们

的每周一次的恩赐——安息日，那是上帝在第四条诫命中立定的法规。在我

们探讨这条诫命本身之前，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

基本原则是第四条诫命具有永久性。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有义

务尊重每周的安息日。我们可以为此列出几点理由。 

第一，第四条诫命和其他九条诫命一样，都是上帝用手指写在石版上

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帝想要涂抹或重写第四条诫命。要记念安息日并不

是摩西设立的。“当记念安息日。”这指的是一个已经创立的日子。当今时代

和摩西时代同样需要达到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

享受祂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以之为乐，那也是我们需要安息日的原因。有趣

的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 31 章 17 节中写道，上帝“第七日便安息舒

畅”。“舒畅”这个词是个很独特的词。上帝不需要身体方面的安息，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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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自己的创造之工便觉得舒畅。“舒畅”这个词，清楚地表明了上帝设立

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的意图，是为了让我们感到舒畅。所以，新约中没有任何

经文证明工作六日然后安息一日的这种模式被推翻了或改变了。新约中没有

废除或禁止的事，就按照旧约所吩咐的去做，因为旧约与新约同样有权柄。

总之，我们要认识到十诫仍然是基本法，是上帝国度的根本宪纲。 

的确，在新约时代，有些礼仪律和民事律已经改变了，但安息日的道

德属性没有改变。我们当然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阐述第二个原则，需要单独

的一节课来论证这个原则，即安息日在新约时代已经变成了一周的第一天，

而不是第七天。现在我只分享一个证据来支持这个原则。如果你对比《出埃

及记》第 20 章和《申命记》第 5 章，就会注意到守安息日的参考点改变了。

在《出埃及记》第 20 章中，摩西或者说上帝自己，在吩咐人守安息日时以

创造之工为参考点。然而，在《申命记》第 5 章中，摩西以出埃及这个事件

为参考点。以色列人得救赎成为了他们守安息日的参考点，此处把得救赎与

安息日联系在一起。在新约中有更强有力的证据，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

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的。从那以后，早期的基督徒就以七日的头一日为他

们守安息日的参考点。这就把安息日从第七日变成了第一日。这一改变也与

救赎故事非常契合，适于用来阐述美好的福音信息。在旧约时代，我们站在

基督和祂的作为之前，就像是旧约教会在盼望安息，工作六天之后安息日到

来了。但现如今在新约时代，福音信息已经完全而清晰了：我们在第一天安

息，在那一天展望自己的使命，然后做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所以，基督

教的安息日是以基督的功德为支撑点，我们基于祂已经完成的工作去做我们

一周的工作。当然，这个日子的改变并不影响安息日的道德属性。现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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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探讨一下当上帝吩咐我们守安息日为圣日时，这条诫命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我建议我们探讨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上帝为什么设立这第四条诫命？ 

第二，守主日为圣日的含义是什么？ 

第一，上帝为什么设立第四条诫命？祂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祂赐给我们的

特别的恩赐。以七天为一个周期，上帝在每个周期中赐给我们一天自由的时

间，不必进行每日的劳作；在这一天中，我们可以得到振作和更新；在这一

天中，我们可以在敬拜上帝的过程中重新调整与上帝的关系，以便我们能够

为接下来六天的工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当你们查考世界历史时，就会注意

到，每个按照圣经原则尊重每周的安息日的文化和世代，都经历到了上帝因

他们尊重第四条诫命而赐予了他们极大的奖赏。守安息日显然有益于身体健

康。安息日使我们暂时摆脱日常工作的忙碌、压力和疲劳，有益于我们保持

良好的精神状态。安息日显然能够更新和重建我们的属灵生命，使我们的心

可以专注于属天、属灵之事；因为我们的心在一周之中常常会经历属灵的苦

难，但圣道和圣灵再次一起做工使我们得坚固。当安息日我们与其他基督徒

聚集在一起时，能够坚固我们与彼此团契的纽带；对于我们当中有些在世俗

世界中工作的人而言，在整个一周之中，只有在安息日这一天才能见到其他

基督徒。安息日甚至也能给我们农场里的动物带来益处，如果我们有一些动

物的话；安息日甚至也能给恰巧到来的来访者和旅行者带来益处。当然，在

圣经时代，当整个社会都停工的时候，就连旅行者也不得不停下他们的事来

参加敬拜。设立安息日的目的还包括传福音，在这一天可以向列国展示每周

一次的安息日的美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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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上帝知道每种关系都需要优质的共处时间。如果一种关系想

要得到加深，就需要优质的共处时间。加深关系需要专注于彼此。在一周中

工作的那六天里，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忙。无论我们每日从事什么工作，都是

在完成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工作占用了我们很多精力，有时我们几乎没有

剩下什么时间来专心思想造我们的主。所以，上帝以神圣的雇主的身份对我

们说：“看哪，六日之内你们必须做工，但安息日我把你们从日常的劳作之

中解脱出来，赐给你们安息，那天是为你们分别出来的日子。不，是为我和

你们分别出来的日子。”安息日那天不是闲散度日的日子。我们不要做出那

样的结论。那天不是用来睡懒觉的。安息日不是用来花在你最喜欢的爱好上

的日子，也不应该用这一天的时间来举办宴会或观光。不，上帝把这一天赐

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用这个时间来安息、重新得力、重新聚焦在上帝身上。

安息日是在共同的团契中听道、敬拜上帝和进行慈善活动的机会。安息日使

我们有机会放下平常会占用我们时间的事情，跟上帝在一起。这条诫命说“耶

和华你上帝”。所以，当我们引用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 2 章 27-28 节中

的话时，不要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似乎常常有人得出错误的结论。耶稣在

那里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如果你们考查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背景，就会注

意到耶稣在此受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当面质问，指责祂不守安息日，而当

时耶稣所行的一切事都是美善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阐明了安息

日不受那些规条的束缚，因为那些规条妨碍了那天的美丽之处显明出来。 

因为要遵守各种繁文缛节，所以安息日那天对许多犹太人而言已经变得几乎

不能忍受了。所以，基督的目的是再次把安息日救赎出来，阐明上帝设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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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日的真正意图。 

那么，真正意图是什么呢？把安息日守为圣日是什么意思呢？“圣”

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分别出来，放在一边，使之与众不同。安息日与一周中的

另外六天都不一样，在那六天中我们做自己日常的工作，履行自己生命中常

规和普通的职责，每个人各有不同的事情要做。你们中有的人去上学，在一

周里都努力学习。有些人在家里忙于家务。另一些人在工厂里工作，或者在

医疗领域工作。我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挣钱养家。然后每隔六天有一天被分

别出来，不从事那些平常的劳作。上帝在创造之工中亲自设立了这种六日做

工、一日安息的模式。所以第四条诫命毋庸置疑地用“当记念”开头。这种

从创世之初就存在的模式，一直延续着。上帝在安息日停下了祂平常的劳作。

我们也应当停下。上帝继续做祂的护理之工，所以我们也可以继续为家人提

供食物；当有人需要帮助或受伤了时，我们也可以照顾他们的孩子。我们生

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需要有人保障平安和安全。这些是必须要做的

工作。这些工作显然而且必须继续进行。因此想一想当今时代有许多基督徒

迫于政治环境或经济压力，甚至没有机会或自由把一周中的一天分别出来。

那显然也是犹太人在埃及为奴时的经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能够以哪四种方

式守安息日为圣日，从而反映出第四条诫命的意图。 

第一种方式是，我们坚决不能把礼拜天变成娱乐日。在我所生活的地

区，很多基督教会把教会敬拜的日子定在周六晚上或周一晚上。问及他们那

样做的原因，回答很简单：“哦，那是为了便于人们用礼拜天放松娱乐、钓

鱼或外出。所以，他们可以去拜访朋友。他们不会有因参加教会敬拜而带来

的不便。所以我们把教会敬拜的日子改在别的晚上。”你们看到这背后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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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了吗？我们重新设定了在一周中敬拜上帝的时间，使之更好地适应我们的

日程安排。那是私意敬拜。那不是上帝设立第四条诫命的意图。我提醒你们

要记得上帝在《以赛亚书》第 58 章中所说的话，上帝在那里谈到了守安息

日。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来听一听上帝在那里究竟说了什么。 

“你若在安息日掉转你的脚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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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应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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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到在这节经文中上帝如何表明了祂要因人守安息日而给人极

大的赏赐吗？那才是祂的意图。上帝设立第四条诫命不是为了从我们这里拿

走什么。祂为每个安息日设立疆界是为了赋予我们赏赐。 

第二，那指的是守安息日为圣日，就是要我们停下平常的劳作。“六

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在第

四条诫命中，上帝的旨意还包括我们一周工作六天，以便我们藉着一周六天

的合法工作来供养家人，但每个第七日都是所有人的安息日。那不仅包括我

们的孩子们。那还包括为我们工作的人（如果我们有仆人、雇员的话），甚

至包括那天的来访者。当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那天不是用来睡觉或偷懒

的。那一天要与一周中的其他六日以不同的方式度过。那一天不是用来随心

所欲地做其他六日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情。上帝命令我们在那一

天停止做工，是为了让我们有时间更加密切地关注上帝，思想祂的话语，看

祂所做的工作，也包括祂在大自然中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用各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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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来填满这一天，那使我们偏离了上帝赐下这一天的真正目的。那就像去约

会的一对情侣，他们单拿出一天来一起度过。然而，他们却没有共度美好时

光，而是各自在打电话或做不同的事情。那样度过那一天不能加深或建造他

们的关系。不可否认，有些特殊人群需要在主日工作。我就是这样的例子。

主日是我一周中最忙碌的一天！的确，从事牧会工作、医疗工作、安保工作

等等的人，他们显然必须在主日工作。但是，对他们而言，什么仍然是很重

要的？他们在六日的劳作之后也要有安息日。就我而言，我的安息日通常是

在周一。那一天是我的安息日，并且别人也需要记住，即使他们因着必要的

理由不得不在主日那天工作，他们也应当守安息日。 

第三，守安息日为圣日指的是我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造我们的主、

你的救赎主、你属灵的丈夫、你的天父、主耶稣。朋友们，上帝赐下那一天

是为了让我们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不可能比我现在将要引用的这位作者说得

更好：“在这一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上帝威严的圣道，花时间来进行私

下的祷告和默想，然后我们和其他圣徒一起在共同的敬拜中与彼此团契，一

起听道、祷告、唱诗、参加圣礼；藉着上帝的圣道和圣灵，我们的灵魂得洁

净，脱离了这一周来一切罪的污秽；那时我们的情感再次被吸引归向我们应

当敬拜的那位上帝。当我们心中的败坏再次被征服了，团契的纽带再次得到

了坚固时，我们恩典的宝库得到了充实，也更加尊贵了。”那就是安息日带

给我们的恩赐，是安息日的真正意图。我们想象一下，这一天就像是牧者呼

召我们都暂时放下生活中的一切工作回到祂面前，祂说：“到这里来安息一

会儿，来到羊栏里，听听我要说什么。”我们得到了滋养。我们躺卧在青草

地上。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喝水。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回到死荫的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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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要去面对各种挑战、试探和职责。下面描述的这种态度是大错特错的：

“好的，我们尽快完成自己的义务，度过必须跟上帝在一起的时间，然后我

们就可以做自己的事了。” 

如果我们以那样的态度看待守主日，那么守主日对我们而言是讨厌的

属灵负担，而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愿你们作为家庭的头合理地安排这一

天，让这一天给你们的儿女带来属灵的益处。父母们，要留出时间来教导你

们的儿女。那是这一天应当做的事。这一天不用上学，不用安排其他的负担。

这一天的时间应当用来帮助你们全家人建立更好的关系，加深对上帝圣言的

理解。那要求我们在供养家人时有稳定的生活和积极主动的思考。 

最后一点，即第四点，在这一天，我们可以参与慈善事工。我们的主

耶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祂在安息日那天行过很多施怜悯的大事。虽然那激

起了犹太宗教领袖的怒火，但祂只不过是在做主的工作。因此我们也受到教

导要以基督为榜样，利用安息日来进行慈善事工，我们在一周中其他日子也

许没有时间做那些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会那样的思考方向，使用我们空闲的

时间来服侍我们有需要的邻舍，不，不是去帮他们剪草坪、购物、打扫房屋。

那不是必须做的工作。相反，我们应当服侍他们属灵的、情感的和社交方面

的需要。他们当中有些人很孤独，有些人很贫困，有些人吃不饱饭。雅各指

出，当我们看见一个弟兄或姊妹没有饭吃，却在敬拜结束时说：“好了，祝

你们周末愉快，穿得暖和，吃得饱足”，而不是把他们带回家给他们饭吃，

那是在犯罪。我们已经探讨了关于上帝的第四条诫命的主要原则，但并没有

回答浮现出来的所有问题。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吗？我们可以做那件事吗？这

样的问题没完没了。朋友们，你我需要把原则应用到具体的情况之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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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这样做的最佳办法是什么？最佳办法是使用由几个问题构成的框

架，藉着这几个问题组成的框架来判断各种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还是否

定的。当我对待守安息日这件事时，经常问自己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活动是会使我更愿意以对上帝的属灵敬拜为乐，

还是会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们不能专心以对上帝的属灵敬拜为乐？它会给

我的心灵和我孩子们的心灵带来什么影响？” 

第二，“这个活动能够帮助我的家人和邻舍，甚至那些不属于教会的

邻舍，认真地对待主日吗？” 

第三，“我所做的事情是否只不过是在身体方面、精神方面或社交方

面纵容自己？做这件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真的让我专心思想上帝，还是

仅仅是出于自私的目的？ ” 

   “我所做或所允许的事情保持了安息日的特别属性吗？” 

当你看着这四个问题时，其实就不会再问自己最应当优先做的事情是不

是去参加主日敬拜，聆听关于上帝圣言的讲解，明白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并

且一天两次更好。你可能会感受到第一场敬拜是起洁净作用的敬拜，因为我

们往往是来自世俗的环境，主日在教会再次直面上帝的圣言。第二场敬拜往

往能给我们带来更大得多的益处，因为那时我们得到了属灵的滋养，更深地

明白了上帝的旨意和本质。在主日要再花一些时间进行个人私下的祷告和读

经。这应该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事。 

我们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之，忽视主日会给我们个人生活、家庭生活

和教会生活的质量带来巨大的属灵损失。 

当我们没有与威严的上帝面对面相交时，当我们没有聆听上帝圣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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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并从中汲取营养时，当我们没有把与上帝的关系置于优先于其他一切的

地位时，那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大影响。事实上，通向灵命衰退和背道的

斜坡的入口，就是违背第四条诫命。 

我在牧会过程中，看到当人开始在第四条诫命上妥协、不守主日时，

就会渐渐地越滑越远，倘若他们没有背离真道，他们的儿女和孙辈也必定会

的。所以，朋友们，第四条诫命开头的几个词是“记念、守”。上帝知道这

一天是多么神圣。有一首儿歌阐明了守或不守主日的结果。“好好守主日，

一周都知足，明天劳作有力量；但亵渎主日者无论收获了什么，必有忧伤随

其后。” 

好了，第一块法版上的诫命就学完了。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探讨第二块法

版上所写的上帝的诫命，它们也同样优美而宝贵，也反映了上帝对我们之福

益长阔高深的爱。 

非常感谢你们。愿上帝祝福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