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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11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托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哥林多后书第 4 - 6 章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至六章)所得的灵修领受，只需分享其中的一

次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摘录笔记。 
 

3 背诵 (5 分钟)                                                    [约翰福音的钥节] 
(5) 约翰福音 4:24 

 
两人一组查阅。  
(5) 约翰福音 4:24。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4 讲授 (85 分钟)                                                  [教会节日] 
主日: 安息、相交和服事的日子 

  
简介。 「主日」是基督徒安息、聚会、相交、敬拜、服事的日子。我们会学习圣经教导有关「安息日」 的知

识，它是被定在一周的第七天。我们也会学习「主日」，它在圣经中总是在一周的第一天。为什么全世界的基

督徒都会在主日聚会敬拜呢？基督徒在主日应该做什么呢？  
 

一周中的日子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划分。在旧约的日子里，休息日或安息日是在他们一周的最后一天，即

第七天或星期六。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在他们一周的第一天，也就是星期天庆祝主的日子。世界上许多基督徒都

以他们为榜样，也在他们一周的第一天，即星期日庆祝主的日子。  
 

但生活在困难国家的基督徒会在他们的国家法定的休息日庆祝主日，这可能是星期四、星期五或星期六，取决

于他们国家的文化。重要的是 「主日的目的」， 而不是 「在一周的那一天庆祝」。  
  

A. 旧约和新约的律法 
 

1. 旧约的律法。  
 

旧约的律法可分为： 
 

 (1) 道德的律法。  
道德的律法 (出埃及记 20: 1-17；申命记 5: 6-21) 是(is)神希望祂拯救的子民生活的方式。  
 

 (2) 礼仪的律法。  
礼仪或仪式的律法 (见下文) 是 (was)神在旧约期间希望祂的子民 (信徒) 亲近、敬拜和服事祂的方式。 
 

 (3) 民事的律法。   
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民事律法是(was)神在旧约时期希望旧约的子民以色列作为一个 (神权) 国家的方式。它包括

关于财产、借贷、婚姻、诉讼、奴役、战争、谋杀等律例 (出埃及记 21:1 至 23: 9 ；申命记 16:18 至 26:19)。  
 

2. 旧约的礼仪律法。   
 

旧约的礼仪律法制定了有关四个敬拜领域的规则和条例：圣者、圣地、圣日和圣洁行为。 
 

 (1) 圣者。 
这些律法是为祭司和利未人制定的 (出埃及记第 28-29 章, 第 39 章；利未记第 8-10 章, 第 21-22 章；民数记第 8
章)。  
 

 (2) 圣地。  
这些律法适用于会幕和后来的耶路撒冷圣殿 (出埃及记 20: 24-26；第 25-27 章, 第 30 章, 第 35-38 章；利未记 
24:1-9；申命记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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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圣日。 
这些律法是指定的禁食日 (利未记第 16 章, 23:27；民数记第 28-29 章；以赛亚书 58:1-12；将这与撒加利亚书 
8:19 和路加福音 18:12 对比)和其他指定的节日 (出埃及记 23:14-19；利未记 23:1-44；申命记 16:1-17)，特别是

安息日、安息年和禧年 (出埃及记 23:10-13；31:12-17；利未记 25:1-28)。  
 

 (4) 圣洁行为。  
这些律法是关于割礼 (创世记第 17 章)、净化仪式 (利未记第 12-15 章；民数记第 19 章)、 吃洁净的食物 (利未

记第 11 章, 第 15 章；申命记 14:3-21)、献祭 (利未记第 1-7 章, 第 22 章；民数记 28:1-15)、献上人和动物的首生

和收割的第一批果实(出埃及记 13:1-16；民数记 18: 14-20；申命记 15:19-23；参见士师记 13:7；撒母耳记上 
1:28)、以及献上三种不同的奉献 (利未记 27:30-33；民数记 18: 20-32；申命记 12: 17-19；14:22-29；参考 
16:16-17)。 
 

3. 新约的律法。  
 

 (1) 道德的律法在新约时期仍然维持   
马太福音第五章恰当地阐述了道德的律法，这些律法也重述在马太福音 22:36-40、马可福音 12:30-31 和罗马书 
13: 8-10。它们是约翰福音 13:34-35 所记述的基督徒生活标准。道德的律法仍然是神希望祂拯救的子民生活的

方式。 
 

 (2) 礼仪的律法被成全、取消和废除 
礼仪的律法 (马太福音 5:17) 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时得到了成全，因此被取消 (歌罗西书 2:14)和废除(废止)了 
(以弗所书 2:14-15)。 
 

 (3) 以色列的民族-国家的民事律法被神的国的原则所取代 
它已被耶稣基督对国度的教导所取代 (马太福音第 5、6、7、13 和 18 章以及关于国度的所有其他比喻)。神希

望祂的子民在世上各国发挥作为神国的公民的作用。  
 

4. 新约如何教导旧约礼仪律法的各个部分  
 

 (1) 旧约的礼仪律法是新约现实的影子。 
阅读  歌罗西书 2:17；希伯来书 8:5, 13；10: 1。礼仪律法的规条只是即将到来的真实事物的影子。新约中的罗

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清楚地教导耶稣基督如何成全了旧约的礼仪律法，并介绍了现实的本身。  
 

 (2) 旧约中的祭司是新约基督和基督徒的影子。 
阅读  希伯来书 7: 23-28。对基督徒来说，他们唯一的祭师是耶稣基督，因为祂是完全无罪的，且永远活着。只

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忏悔的使者和大祭司 (希伯来书 3:1)、我们灵魂的牧者 (牧师) 和监督 (字面上: 主教) (彼得前

书 2:25)、神群羊的大牧长 (彼得前书 5: 4)。新约也教导有关信徒的祭司身份 (彼得前书 2: 9-10)。  
 

 (3) 旧约圣殿是新约教会的影子。 
阅读  以弗所书 2:21-22 和彼得前书 2:4-11。对基督徒来说，他们唯一的圣殿是称为教会的全世界信徒群体。  
 

 (4) 旧约安息日是新约主日的影子。 
阅读  希伯来书 4:1-11。  
• 每周的第七天庆祝神创造的工作和地上生命的开始。 
• 但每周的第一天庆祝神在基督里完成的救赎工作，以及新的 (永恒的) 生命的开始。  
•  对基督徒来说，最终的安息日是在他们死后永远活在可见的神 (基督) 的面前，最初在天上，后来在新地

上。 
 

旧约安息日的功能如下： 
• 每周有一天从每天工作分别出来更新自己 (出埃及记 23:12)。 
• 在一个神圣的集会上相聚 (利未记 23: 3)。  
• 作善行和拯救生命 (马可福音 3: 4)。  

这些功能被延续到周日， 在那一天神透过基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地上的新生命也开始了。 
 

 (5) 旧约的禁食是新约的欢乐的影子。 
阅读  马可福音 2: 18-22；约翰福音 16:19-22。对于基督徒来说，以哀悼的方式禁食被转变为庆祝和永无休止的

欢乐(撒迦利亚书 8:19)，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所需的一切，并且祂继续与信徒同在 (马太福音 28:20)。 
 

 (6) 旧约的逾越节是新约的受难节和庆祝主餐的影子。 
阅读  哥林多前书 5:6-13；哥林多前书 11: 18-32。对基督徒来说，逾越节的羔羊是耶稣基督赎罪的替代祭品，

他们庆祝这节日，不是用恶毒和邪恶的旧酵，而是用没有酵的面包，就是纯洁和真诚的面包 (哥林多前书五:7-
8)。他们经常庆祝主的晚餐，纪念十字架上基督的身体和血 (哥林多前书 11: 24-26)。 
 

 (7) 旧约割礼是新约重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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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罗马书 2: 28-29 和 歌罗西书 2:11。对基督徒来说，他们唯一的割礼是透过圣灵重生来对他们罪恶的心所

行的割礼。 
 

 (8) 旧约的净化仪式是新约水礼的影子。 
阅读  马可福音 1: 8；约翰福音 3: 22-25；使徒行传 10: 47-48；使徒行传 22:16。对基督徒来说，唯一的净化仪

式是水的洗礼，象征着圣灵的洗礼(和因而与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有份，例如罪的洗净或罪的完全赦免)。  
 

 (9) 旧约只吃 (礼仪) 洁净的食物是新约圣洁生活的影子。 
阅读  马可福音 7:19；提摩太前书 4:3-5。 对基督徒来说，各种食物都是洁净的，因此适合食用。与犹太人和穆

斯林不同的是，基督徒的问题不是 「洁净或不洁净」 的食物，不是 「进嘴里的东西」，而是 「从嘴里和心里

出来的东西」！「惟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

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讟，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马太福音 15:18-20)！ 
 

 (10) 旧约的祭祀是新约基督赎罪祭的影子。 
阅读  罗马书 3:25；希伯来书 2:17；9:28；约翰壹书 4:10。对基督徒来说，他们唯一的替代牺牲就是耶稣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 
 

 (11) 旧约的首生是新约基督完全委身的影子。 
阅读  马太福音 6:33；路加福音 9:23。对基督徒来说，不仅是首生 (动物的头胎和收割的第一批果实)，而是所

有一切都由神洁净，并要献(委身)给祂。 
 

 (12) 旧约的什一税是新约奉献的影子。 
阅读  路加福音 6:38；哥林多前书 9:6-15。旧约所启示的三个不同什一税，一方面是为了支持耶路撒冷圣殿敬

拜的祭师和礼仪，另一方面是对穷人的社会税。对基督徒来说，什一税已被自愿和喜乐的奉献所取代，目的是

推广神的国 (和普世教会)。 
 

结论。圣经清楚教导耶稣基督并没有撇弃律法，而是成全了律法 (马太福音 5:17)，并改变了律法 (希伯来书第

7:12)。 
• 耶稣基督恢复和维护了道德的律法 (十诫) (马太福音 22:36-40)。 
• 但取消了礼仪律法及其要求 (歌罗西书 2:14)，亦废除了该法 (以弗所书 2:14-15)。 

 

礼仪律法可能永远不会再被重新引入基督教会，从而再次造成遵守和不遵守礼仪法的人之间的分歧 (以弗所书 
2:14-15)！请注意那严重警告：「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 5: 4)！ 
  

B. 旧约和新约的安息日 
 

1. 守安息日是旧约礼仪律法的一部分 
 

发现和讨论。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 
 

 (1) 旧约的安息日 – 分别为圣的一日 
阅读  出埃及记 20: 8-11；申命记 5: 12-14。神给祂从埃及奴役中拯救出来的子民十诫遵守，不是作为拯救他们

的规条，而是作为他们可以活像神拯救的子民的生活的规则！十诫中的第四条诫命是关于「守安息日 (一周的

最后一天) 为圣日」。「圣」 这词的意思是将这一天与一周中的其他日子分开，并将它献出作神赋予这一天的

目的。  
 

 (2) 旧约的安息日 – 安息的一日 
阅读  创世记 2: 2-3；出埃及记 23:12。神在安息日的第一个目的，是将一天与一周的其他六个工作日分开，让

人安息和得到更新 (获得新的能量)。 
 

 (3) 旧约的安息日 – 聚会的一日 
阅读  利未记 23:3。神在安息日的第二个目的，是把一天与一周的其他六个工作日分开，让人在神圣的聚会中

与神和大家彼此相交。因此，第四条诫命教导人有智慧地在一周七天中留出一天作安息和更新及敬拜和服事。 
 

2. 犹太宗教领袖和教师改变了旧约律法的精神 
  

发现和讨论。 犹太宗教领袖和教师是如何改变旧约的律法？ 
 

 (1) 犹太宗教领袖改变了第四条诫命 
阅读  以赛亚书 29:13；马可福音 2-23-3: 6。早在先知以赛亚时期 (公元前 740-600 年)，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就已

经开始为宗教崇拜制定各种规则。特别是在旧约最后一卷书和新约第一卷书之间的 400 年期间，犹太宗教领袖

制定了许多新的法则，他们说这是他们对旧约律法的阐释。  
 

安息日从周五的日落开始，到周六的日落结束。犹太宗教领袖制定了 39 项被禁止在安息日做的事的清单。例

如，禁止在安息日做任何形式的工作，禁止在安息日旅行，禁止在安息日做饭，禁止在安息日携带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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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们控告耶稣的门徒身为犹太人违反了第四条诫命，因为他们在安息日摘了一些粮食粹吃。在安息日「收

割」是被禁止的。他们教导人是为了守安息日而被造。犹太宗教领袖在神的律法上加入这样的条例，把律法变

成了人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

息」(马太福音 11:28)。  
 

 (2) 犹太宗教领袖改变了旧约律法的全部含义。 
阅读  加拉太书 3: 25-27；歌罗西书 2:17；希伯来书 10:1；使徒行传 15:1, 5；罗马书 9:30-33；马太福音 23:3-
4。犹太宗教领袖和教师本应把旧约律法看作是指向现实的影子，那现实就是即将到来的救主耶稣基督，但他

们却改变律法成为称义 (救恩) 的一种方法！他们教导一个人只有遵守律法才能得救(在神的眼中称义)。他们不

仅是指旧约律法，而是也特别包括他们所制定并添加的上百条律例！他们特别使割礼和守安息日成为得救所不

可缺少的要求 (使徒行传 15: 1)！ 
 

但犹太宗教领袖是假冒为善的，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遵守这些律法，但却期望他们的追随者遵守这些律法。 
「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马太福音 23:3-
4)。他们把旧约的律法变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但圣经警告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加拉太书 5: 4)。  
 

 (3) 犹太宗教领袖将他们自己的传统交换了神的命令。 
阅读  马可福音 7:1-13。耶稣说犹太宗教领袖和教师放下神的命令，而遵守他们自己愚蠢的人为传统！他们将

365 项人为禁令和 248 项人为诫命 (总共 613 传统律法) 掩盖了旧约律法。他们对旧约律法的解释与神所期望的

旧约律法背道而驰。 
 

神已将旧约律法作为即将到来的救主的准备，以及作为祂即将来临的救赎工作的表征！例如，献祭的羔羊指着

的是神的羔羊的赎罪祭 (哥林多前书 5:7)。但犹太宗教领袖和教师已经把旧约律法变成了得救的方法。他们教

导说他们对律法的顺服，可以及会使他们在神面前称义！因此，人不会需要一个释放罪恶的救主！他们指出那

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不会是释放罪恶的救主，而是将犹太人从外邦国家的政治逼害中释放出来的救主，以及弥赛

亚会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犹太王国。后来，世界的其他宗教也跟随他们的榜样，使律例成为得救的方法。他们

全都弄错了!  
 

3. 耶稣在新约里对安息日的解释 
 

发现和讨论。耶稣如何看待安息日？ 
 

 (1) 旧约的安息日是为人服务的。 
阅读  马可福音 2: 18-27；马太福音 5:4；罗马书 12:15；哥林多后书 1:3-7。礼仪律法只是未来现实的影子，存

在于耶稣基督 (歌罗西书 2:17；希伯来书 10:1)。旧酒 (旧的内容)象征礼仪律法，保存在旧酒囊 (旧形式)。新酒 
(新的内容) 代表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将会 (和必须) 倾倒进新酒囊 (新的形式)。  
 

例如：耶稣强调那些生活在祂面前的人，应该是喜乐地吃喝，而不是带着哀伤禁食。他们应该欢欣， 而不是

哀伤。这庆祝是一个属灵的庆祝和内在的喜悦，这是由于基督成就了救赎工作和祂持续的存在。这与其他基督

徒在受苦时的一起哀伤并不矛盾！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引进了一个新的秩序 (希伯来书 9:8:-11)。祂带来了新的内容，是现实而不是影儿，而这

些新的现实需要新的形式！ 
 

禁食日和安息日的外在形式属于旧的秩序。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马可

福音 2:27)。安息日是在人被创造后设立的，不是作为一个负担，而是作为人类的祝福。它的设立不是为了遵

守至少 39 项人为的律法，而是为了让人能在过去一周工作后安息和得着更新，并有机会在敬拜神的神圣集会

上会见其他信徒。这是安息日的头两个目标。  
  

 (2) 旧约的安息日是为服事神而设立。 
阅读  马可福音 2:28-3: 6。耶稣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无权制定管理安息日的原

则！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这个权柄！例如：每当有真正需要拯救生命时，如像大卫的情况 (撒母耳 21:1-6； 撒母

耳上 22:14-20)，或要医治人像马可福音 3: 4-20 那样， 那么神所设定的第四条诫命(在第七天休息)的神圣礼仪

规则就必须被忽略。耶稣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马可福音 3: 4)  
 

因此，安息日的第三个目标是服事神，尤其是透过做善行和拯救生命，例如给他们食物和衣服，以及向他们宣

布好消息 (马太福音 11: 5)。耶稣的教导表明，耶稣用明智的、属灵的和建设性的原则 (行善和拯救生命) 取代

了第四诫命的礼仪层面 (即：第七天)。  
 

第一批基督徒特别把这些原则应用到一周的第一天。他们称它为「主日」，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 
(马太福音 5:17)，以及在一周的第一天完成了祂的救赎工作 (复活和祂的灵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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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约里的主日 
 

• 旧约的「安息日」 (一周的第七天) 是庆祝神创造工作的完成和地上生命的开始 (创世纪 2: 1-3)。  
• 新约 的「主日」 (一周的第一天)是庆祝神再创造的工作 (耶稣基督的救赎) 的完成 和地上基督徒的新和永恒

生命的开始 (路加福音 24:1-8；罗马书 6: 4-7)！ 
 

主日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所有伟大的救赎事件历史都发生在一周的第一天！在新约时期，一周的第

一天是「星期日」。 
 

发现和讨论。 为什么主日在新约里如此重要？ 
 

1. 耶稣基督在一周的第一天复活。 
 

 (1) 新约 的「主日」 是基督复活的日子。 
阅读  马太福音 28:1. 众福音书非常清楚地指出「在安息日后」 (第七天，星期六)，即「在一周的第一天 (星期

日) 的清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2) 新约 的「主日」 是证明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的日子。 
阅读  哥林多前书 15:54-57；希伯来书 2:14；腓立比书 2:8-11。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证明了罪、死亡和魔鬼已

经被征服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是神对世界的证明，祂已接受耶稣为罪人所献的赎罪祭，并赐予基督宇宙中

最高的地位。 
 

 (3) 新约 的「主日」 是引进新约时代的现实。 
阅读  希伯来书 8:6,13； 10:1。   
• 耶稣基督的死结束了旧约的启示。  
• 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了新约的启示。 

在新约时期，旧约的影子 (表征或预表) 和预言已在耶稣基督里成全了，而旧约的救赎历史也相继结束！还有，

旧约的第七天 (作为旧约礼仪律法的一部分) 也已得到成全了，从而被取消和废除 (废止)。在新约时期，新约的

现实正被揭示出来。 
 

例子：  
• 耶稣基督的死成全了和取代了旧约的动物祭品 (希伯来书 10: 8-10)。 
• 主餐取代了旧约逾越节，那是纪念神在看到赎罪祭的血 (哥林多前书 11:23-26) 时，恩慈地越过了罪 (哥林多

前书 11:23-26)。 
• 水的洗礼取代了割礼， 成为无形的圣灵的洗和进入神恩典之约的可见标记(罗马书 2:28-29；歌罗西书 2: 11-

12；加拉太书 3: 26-29；参考创世记 17:7, 10-11)。 
• 耶稣基督的天上祭司的身份，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这成就了和取代了地上按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份 (希伯来

书 7:11-28)。 
•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完成了和取代了圣殿帐幕的功能 (马太福音 27:51)，从而完全废除了圣殿和

圣殿的敬拜仪式 (约翰福音 2:19-22；歌罗西 2:14；以弗所书 2:14-15)，取而代之的是教会及其在属灵和真理

上的服事 (约翰福音 4: 23-24)。 
• 神的国的原则取代了以色列民族-国家的神权管治的民事律法 (马太福音第 5-7 章；8: 10-12；13: 40-43；21: 

42-44)。 
• 但请注意：神的旧约子民以色列人并没有被新约教会终止或取代，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存在 (在这个层

次上，律法和先知不再是影儿，而是已经成就和成为现实)，并被延长 (扩大)致包括地上各国的耶稣基督信

徒 (罗马书 1:16；10: 12-13；以弗所书 2: 11-22；3: 2-6；彼得前书 2: 4-10)。 
• 同样，主日 (一周的第一天) 取代了安息日 (一周的第七天)， 从其他日子中分别出来 (分别为圣)！ 

 

在旧约中， 一周的最后一天 (一周的第七天) 具有特殊重要性，因这日纪念神完成祂的创造工作 (参见创世记 
2:2-3)。信徒在完成每周的工作后休息，并在一个神圣的集会上相聚。 
 

在新约中，一周的第一天具有特殊重要性，因这日纪念神完成祂的再创造工作(救赎) (参见约翰福音 19:30; 20: 
1)！信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纪念主餐，传扬神的话，祷告，彼此相交，以及在教会外做善行和拯救生命。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令人信服的证明，证明神已经接受了基督已完成的救赎工作。正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一

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 变得如此重要。 
 

第四条诫命是关于维持安息日圣洁，在某部分程度上它是礼仪性的，因此旧约安息日的象征必须有一定的改变

(参见希伯来书 7:12 中的 「律法也必须更改」)。旧约的象征 (第七天) 被新约的象征 (一周的第一天) 所取代。 
• 第七天庆祝神创造的完成和地上生命的开始。 
• 一周的第一天庆祝基督的再创造 (救赎) 的完成和永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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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周的第一天比第七天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它象征着耶稣基督透过从死里复活而取得的胜利！耶稣基督

的死和复活实现了旧约所启示的影儿、表征 (预表)、预言和历史，从而战胜了整个旧约的律法和先知, 包括安

息日诫命的礼仪层面。  
 

2. 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一周的第一天出现在人面前。 
  

阅读  马可福音 16: 9-14；约翰福音 20:26。其他事实表明一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 在新约中非常重要。 在一周的

第一天 (星期日) 祂复活了，  
• 耶稣「在一周的第一天清早」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马可福音 16: 9；约翰福音 20: 11-18) 
• 也向其他妇女 (马太福音 28: 9)。 
• 祂在下午出现在彼得面前 (路加福音 24:35；哥林多前书 15:5)。 
• 祂在「傍晚」向正往以马忤斯的另外两个基督门徒显现 (路加福音 24:29)。 
• 祂「在一周的第一天的晚上」出现在祂的十个门徒和他们的朋友面前 (路加福音 24:33, 36；约翰福音 

20:19)。因为约翰福音的成书时间比符类福音晚很多，所以约翰并没有使用犹太历法，那么新的一天是在日

落时开始计算。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向基督教会显现。 
• 祂在一周后，也是在一周的第一天，向祂的门徒中的十一个显现 (这次多马也在场) (约翰福音 20:26)。 

 

3. 圣灵在一周的第一天降临。  
 

阅读  使徒行传 2: 1；利未记 23:15-16。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当天也是一周的第一天(星期日)。 
 

4. 新约教会在一周的第一天成立。 
 

阅读  使徒行传 2:42。第一个基督教会是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建立的。神使一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 成为一个非

常特别的日子， 因为耶稣基督在星期日复活了，然后祂在星期日出现在祂的追随者面前， 祂也是在星期天倾

倒出祂的灵，并在星期日建立了第一所教会！ 
 

5. 基督徒在一周的第一天继续聚会。 
 

 (1) 犹太人基督徒在一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 聚集在一起。 
阅读  使徒行传 2:42；21: 20-21；哥林多前书 9:19-23。五旬节之前，来自犹太人的基督教群体与其他犹太人一

起庆祝安息日 (星期六)，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犹太人。他们聚集一起颂读旧约，聆听讲道和祈祷。然而，新约

中没有提到犹太人基督徒在第七天庆祝主餐。 
 

但五旬节后，来自犹太人的基督教群体也开始庆祝 「主日」 (星期日)，但不包括其他犹太人。他们聚集一起颂

读圣经，包括律法、先知和著作、福音书和使徒的书信 (彼得前书 3:1-2, 15-16)，并一起相交、擘饼和祈祷 (使
徒行传 2:42)。 
 

 (2) 外邦人基督徒在一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 聚集在一起。 
阅读  使徒行传 20: 5-12；哥林多前书 16:2。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领受主餐，宣讲和教导神的道，谈论神的

事，并奉献他们的金钱！ 
 

 (3) 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继续在一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 会面。 
阅读  启示录 1:10。在启示录 1:10 中「主日」这一词，在早期教会教父的著作和甚至现代希腊文中，总是指一

周的第一天。因此，基督教群体继续在一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 聚会，他们称这一天为 「主日」。 
 

总结。因此，从新约时代开始，基督徒就承认一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 是敬拜、纪念主餐、讲道和谈论神的事

的日子。 
 

仅仅几百年后，罗马帝国的凯撒君士坦丁就把一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 作为整个罗马帝国的正式休息日。但他的

决定没有圣经权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 (马太福音 5:17)，其他文化中的基督徒可以在他们的国家休

息日或敬拜日庆祝主日，这可以是一周中的任何一天。重要的是主日的目的，而不是在一周中的哪一天庆祝！   
  

D. 主日的目的 
 

简介。在圣经中，一周的第七天 (星期六) 被称为 「安息日」，而一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 被称为 「主日」。新

约中没有明确的命令要持守一周的第一天 (主日)，如同旧约一周的第七天 (安息日) 一样。 新约中也没有明确

禁止保持一周的第一天 (主日) 像旧约第七天 (安息日) 一样。基督徒在历世历代各国中都保持着安息日的精神 
(出埃及记 20: 8-11)。  
• 基督徒在第四条诫命的内容中保留了明智的原则 (安息、更新、相聚、行善和拯救生命)。 
• 但已经废除了第四条诫命的形式 (一周的第七天)，取而代之的是一周的第一天！ 

 

因为没有明确的命令持守一周的第一天 (主日)，像持守旧约的一周的第七天 (安息日) 那样，以下的只是基督徒

在主日应该做什么或远离什么的指引。然而，这些活动不能成为基督徒的 「新法律」或 「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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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日的目的是欢欣地庆祝基督救赎工作的完成 (祂的复活、圣灵降临和祂的持续存在)。 
 

2. 主日的目的是从工作休息、在属灵上成长、与其他基督徒相交及敬拜和服事神。 
 

 (1) 基督徒可以为自己用 「主日」来与神相遇和在公义和圣洁中成长。 
阅读  以赛亚书 56:6-7；以赛亚书 58:13-14。主日的目的并不是你走自己的路和做自己所喜悦的事，而是要行

主的旨意和取悦祂。基督徒不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到快乐，而是在主里面。主日的目的是爱神，以公义和圣洁敬

拜和服事祂！ 
 

 (2) 基督徒可以在 「主日」与其他基督徒一起与神亲近。 
阅读  利未记 23:3；使徒行传 2:42；20: 5-12；希伯来书 10:24-25。主日的目的是有一个神圣的集会，纪念主

餐，宣讲和教导神的话语，一起谈论圣经，祈祷和彼此相交。 
 

 (3) 基督徒可以在「主日」 积极参与做善行和拯救生命。 
阅读  马可福音 3: 4；以赛亚书 58:6-12；路加福音 4:16-21。主日的目的不是闲着 (不工作)，而是做好事和拯救

生命。例如， 给人吃喝和衣服穿上，传福音给他们或拯救他们 (脱离神秘的势力和虚假的教导)。 
 (4) 基督徒可以在「主日」从他们的工作休息。 
阅读  出埃及记 23:12；马可福音 2: 18-27。主日的目的是基督徒从六天正常工作后休息，并得到更新。这是基

督徒一个很好的时机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去放松，去与家人和朋友见面。主日的目的是帮助人，而不是给人带

来负担。 
 

3. 「主日」 的目的是以永恒的眼光活出每一天。 
 

阅读  希伯来书 4: 9-11；启示录 14:13。「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它没有说：「安息

日」，而是说「安息日的安息」！这段经文并没有教导守望一周的第七天 (星期六) 作为旧约安息日的一个休息

日。它教导说，永恒的安息仍然是在地上基督徒前面的未来。「安息日-安息」这词是指天上或新天新地。当

基督徒在地上完成他们的生命和工作，他们将进入神的安息， 从他们在地上的工作休息 (启示录 14:13)，就像

神在地上从祂的创造工作休息一样。因为基督徒知道，这个永恒的安息就在他们前面的未来，他们尽一切努力

在地上信任和服从神！ 
 

他们一定不能像以色列人那样的不信和不顺服，以致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日的安息。基督徒不仅在 「主日」，

而是在他们生命的每一天都应喜乐的期待着那为神的子民预备的永恒安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述所谈及的主

日的目的，不应局限于一周中的这一天。主日应有的目标是： 
• 去爱、敬拜和服事神 
• 以基督徒的身份相聚，彼此激励去爱和行善(希伯来书 10: 24-25) 
• 学习、讨论、宣讲和教导神的话语 
• 行善 (加拉太书 6:9-10) 
• 拯救生命 (马可福音 3: 4) 
• 使人作门徒 (马太福音 28:19) 

这些活动也是给一周中的每一天！ 
 

5 祷告 (8 分钟)                                                          [回应] 
回应神话语的祷告 

 
在小组里轮流向神简短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向神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2. 宣讲、教导或研习  「主日 – 休息、相交和服事的日子」 - 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  
3. 与神的个人时间。安静的訮读哥林多前书第 7–10 章，每日研读半章。 
    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并写下笔记。  
4. 背诵。 复阅约翰福音的钥节。 (1) 约翰福音 1:14； (2) 约翰福音 1:15；(3) 约翰福音 2:25； (4) 约翰福音 3:16；

(5) 约翰福音 4:24。 每日复阅最后背诵的 5 处经文。 
5. 查经。在家中预备下次的查经。 约翰福音第 4 章。 用五歩查经法。 
6.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什么 (诗篇 5:3)。  
7.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查经笔记及这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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