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什麼?  安息!!
STEWARDSHIP OF REST

創 2:1-3; 賽5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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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你是管家
�詩8911 天屬你，地也屬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為你所建
立。

�傳道書515 他怎樣從⺟胎⾚⾝⽽來，也必照樣⾚⾝⽽去；他
所勞碌得來的，⼿中分毫不能帶去。(明顯我們不是主⼈)

�林前47 誰使你勝過別⼈呢？難道你所有的不都是上帝所賜
的嗎？那麼，為甚麼⾃誇，好像你所有的並不是上帝的恩賜
呢？(現中譯本)

�聖經明顯教導⼈是神的管理員 (創1:26, 28; 彼前4:10; 林前
4:1; ⼤25:14; 太24:45)



安息 (SUBVERSIVE SABBATH-顛倒破壞的安息)
�我們不知道如何接受(管理) ”安息” 這份禮物

�守安息不能拯救你的靈魂，但極能挽救你的⼈⽣。

�我们愛神事奉神，但為何這麼難坐定定與神在安息中
相處。



安息 (SUBVERSIVE SABBATH-顛倒破壞的安息)

�守安息乃是在我們的⽇曆表上給神的恩典—絲時間和
空間。

�安息敎導我們不是靠⼯作來討悦神，我們守安息因為
神已經在我們⾝上所成
就的⼯作⽽得到喜悦。

�六⽇後之安息使我們更
⼈性，不守安息使我們
非⼈性。



休息/安息

�休息menukhah(創2:2) - 普通⽤字

�安息Sabbath(出16:23) - 特別⽤字(六⽇勞⼯後之第七
⽇休息 rest after labor, on the seventh day) 神⽤之為
專有詞認定和以⺠立約。

�所以安息有休息意思和
層⾯, ⽽休息則沒有安息
之特別意義。

�兩者都同樣是活動和狀態



猶太⼈安息規條 (from John MacArthur’s Matthew Commentary)

�猶太計法由週五⽇落(下午六時)⾄週六⽇落(下午六時)

�不可搬重過⼀顆乾無花果、吃東⻄不可⼤過⼀顆橄欖、

�裁縫不可帶針線縫補(或只許兩針)、不可洗衣、不可起火、

�不可染髮拔髮、不可搬運、

�不可打結、不可帶假牙、

�不可掐麥吃(除非快餓死)、

�不可治好病(⾜夠就要停)

*猶太⼈的安息使⼈更不安息



新約信徒如何⾯對安息/安息⽇

�神恩典創世的設計- 給⼈⽣命的節奏 Rhythm-(創2:1-3現中)
1這樣，天地萬物都創造好了。2在第七天，上帝因完成了他
創造的工作就歇了工(停⼯)。3他賜福給第七天，聖化那一
天為特別的日子；因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創造，歇⼯(停⼯)
休息。

�記號乃提醒聖約(出31:13)

�聖經整體(新舊約)教導

�耶穌乃安息⽇之主, 說: 
安息為⼈⽽設 (可2:27-28)



安息不是:
�神在六⽇創造後彼倦要竭息(竭有倦之意)

�⽤作懲罰以⺠他們的不服從(教⽗游斯丁)

�原全不準許多活動(法利賽⼈)

�只守律法規條(以⺠)

�睡眠 zzzzzzzzzzzzzz

�渡假或休假⼀天 A day
off: (混賬安息- 畢德⽣)



安息是(出16章20章31章, 利23章, 尼13章, 耶19
章, 結20章, 太12章, 來4章)
�神恩典創世的設計- 給⼈⽣命的節奏 Rhythm

�提醒我們被神分別為聖, 與神之間關係的憑証(31:13, 16)

�有⾃由去選擇不從世界/⾃
我/常規/慣性/癖好…

�內在休息狀態(可以有活動) 
但像神⼀樣安息舒暢
(出31:17)



安息是(出16章20章31章, 利23章, 尼13章, 耶19
章, 結20章, 太12章, 來4章)
�你們要守這日為聖安息日，並要刻苦己⼼ (deny yourself-不

要寄靠⾃⼰利益) (利 23:32)

�反影:⼈的有限對神的無限

�敬神, 以神為樂 (a time for
& with God)(賽58:13-14)



賽58:13-14 (新譯本)

�13「因安息日的緣故，你若轉離你的腳步；在我的聖日不
作你喜歡作的；你若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稱耶和華的聖
日為可尊重的；你若尊重這日，不作自己的事，不尋求自
己所喜悅的，或不說無謂的話，

�14 你就必以耶和華為樂，
我要使你乘駕地的高處，
用你祖雅各的產業餵養
你。」這是耶和華親口
說的。



安息⽇與星期⽇(主⽇)

�星期⽇非基督徒之安息⽇

�星期⽇稱為主⽇乃慶祝耶穌復活⽇⼦(徒20:7)

�* 有學者認為安息⽇乃神給猶太⼈的記號, 不包括基督徒。

�初期教會慶祝主⽇
(⼗⼆使徒訓誨)

�主⽇正式為國法(君⼠坦丁
主後 321年)



現代⼈⼀些特徵
�超忙, 停不下, 急, 分⼼(distraction), 追趕(catching up),

引誘, 癮(addiction), 負荷(burden), 依附(attachment),
效率, ⼀⾝數務(multitasking)…

�Poverty on attention
注意⼒貧乏

�Wealthy in information
資訊⼒富裕

�Bankrupt in connection
連繫⼒破產



安息意義
�活在世界社會: 恐懼/掛慮/煩燥/不安/不穩/忙碌/⾃⼒/⾃

滿/⾃憐/未知/擔憂/⾓逐/追逐/慾念/妒忌/憂傷/悲痛/貪婪
/爪緊/野⼼…

�安息操練是可以應付以上
的情緒和⾃我, 因為安息
中可以按神應許⽀取能⼒

�活在神安息中: 讓信徒得
安寧, 舒懷, 鬆弛, 平靜, 得
⼒從投入⼯作…更
available to God



操練安息提議和注意點
�找⼀個固定時間(每星期⼀天, ⼀早上/下午/黃昏…)

�不勞動(labor)不⼯作(work) 可以有活動(activity)

�不記掛事務

�不娛樂

�不被⼲擾

�非靈修, 研經, 拿取

�將時間獻給神, 享受神同在



操練安息提議和注意點
�活動可另你⾝⼼靈舒暢安然, 可包括以神為主的: 默想聯想, ⾳樂, ⼤

⾃然欣賞, 遠⾜, 預備食物, 嚐好 hobby, 輕運動, ...等操練。

�學習: Stop 停下忙碌的⾃我, Rest 享受主懷中的休息,  Embrace 從
回⽣命的節奏, Delight 喜悅與主共渡時間, Refresh 在主內煥然⼀
⾝。 (創2:1-3; 出23:12; 
賽58:13-14)



感想:
�Marva Dawn once said about her Sabbath, “I got nothing 

done. Isn’t that wonderful?”  (前維真神學院教授守安息之後感: 
真係太好, 我物都冇做到。)

�太11:28-30 (現中譯本)
「來吧，所有勞苦、背負重
擔的⼈都到我這裏來！我要
使你們得安息。你們要負起
我的軛，跟我學，因為我的
⼼柔和謙卑。這樣，你們就
可以得到安息。我的軛是容
易負的；我的擔⼦是輕省的。」



思考問題

�1.聽後, 你對管理安息這個真理有沒有新領受？你管理得如
何？成功或失敗的原因？

�2. 你相信安息嗎？你應為基督徒真的需要守安息嗎？安息
對你現在⽣命有沒有意義？你守安息難處在那裏？

�3.若要你⽤安息掉換此刻⽣活模式中⼀樣東⻄(第13張投射
片中的社會世界模式), 會是什麼？原因？

�4.你從以⾊列⺠守安息中學習到什麼功課？有沒有⼈死守
真理的例⼦？耶穌在(可2:27-28) 給你⼀些什麼原則跟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