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 中的安息日是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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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 中的安息日是哪天？

基督和信徒们 所守的是哪一天？ 保罗 教导 皈依的外邦人要守哪一天？ 安息日是怎么 从七
日的第七天变 为 第一天的？
我们 所处 的世界是守礼拜日的。守礼拜日就自然被视 为 理所当然。那种 认 为 真正的安息
日不是这 一天的说 法，自然会被我们 认 为 是疯 狂而荒诞 的。
而现 在有些人告诉 我们 礼拜六才是安息日。他们 坚 持认 为 圣经 中无处 不在的第七天才是
圣经 让 我们 所守的日子。他们 甚至还 宣称如果我们 守礼拜日而不守第七日，我们 就是在造罪
——我们 有“兽 的印记 ”，应 受最后的七灾。
假先知之多
耶稣 曾警示过 会出现 许 多假先知来欺骗 大众。那么 什么 才是真理？我们 如何得知？
记 住我们 每 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审 判台前！我们 会接受审 判，审 判我们 的并不是我们 一
直坚 信的虚妄之想，也不是我们 诚 心遵从，却又无据可依的新教条！我们 应 接受圣经 ，即神
的话 ，的审 判！
如何检 验 真理
“圣经 ”，提摩太后书 3:16 中说 道，
“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 ，督责 ，使人归 正，教
”还 要我们 “但要凡事察验 。”（帖撒罗 尼迦前书 5：21）
导 人学义 。
我们 务 必自愿纠 正错 误 。务 必小心谨 慎，不可轻 信“经 典之中的每 一句话 ”。务 必摒弃
偏见 。
我们 必能也愿意认 真研究这 两种 观 点，将我们 的观 点与欲念搁 在一旁，祈求神的指引。
如果我们 是正确的，那么 真实 的研究结 果自会予以证 明。
如果我们 是错 误 的，我们 应 了解错 在哪里，并像个孩子一样 ，及时 地，自愿地接受神所
揭 示的真理，无论 真理为 何，只要我们 的心与神同在！也许 这 项 研究就是一次测 验 ！
下文列出了一个简 要提纲 ，从涉 及多方面问 题 的一个侧 面入手，进 而对 问 题 的其他方面
进 行阐 释 和解答。
这 三个方面是不证 自明的。
（1）
礼拜日是七日的第一天。可在任何日历 ，字典或百科全书 中查 证 。那么 在圣
经 中，它是现 今所普遍宣称的“基督教的安息日”或是“主日”吗 ？
（2）
耶稣 守安息日（路加福音 4:16）
。这 是他的规 矩。他所守的安息日就是犹太人
于七日之内所守的同一天，因为 执 事和教众都在会堂（第 20 句），法利赛 人也一直在指责 耶
稣 于安息日为 人治病。
（3）
耶稣 所守的安息日是七日的第七天。在他受难 的三天后，安息日仍然是七日
的头 一日的前一天（马 太福音 28:1）。所以它并不是七日的任何一天。也见 路加福音 23:56
和 24:1。
……但是，
……耶稣 或者使徒们 是否将这 一天改作七日的第一天，即礼拜日是新约 中基督教的安息
日吗 ？
……新约 中是否有记 载 表明礼拜日是主日，并要基督徒们 守之？
让 我们 来做见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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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 中是否有提到礼拜日？
除非新约 中有某篇或某几篇经 文中出现 了“七日的头 一日”这 一短语 或“礼拜日”这 一
字样 ，安息日才会变 成七日的头 一日。
圣经 中没有出现 “礼拜日”这 一字样 。
而新约 中却出现 了“七日的头 一日”这 一短语 。它出现 了八次。要研究含有这 一短语 的
八篇经 文，用不了多少时 间 。
如果此日在圣经 中发 生了变 化——如果基督徒于圣经 中找到任何依据要他们 以守礼拜日
其“主日”——那
为
么 我们 就会从这 八篇经 文中找到证 明！
我们 先要承认 ，直至耶稣 受难 之时 ，七日的第七日仍然是圣经 中的安息日，除非我们 能
从新约 的八篇经 文中找到明确的依据，否则 守礼拜日就无经 典可依。
那么 让 我们 仔细 地，认 真地，虔诚 地来研究这 些经 文。
安息日的下一日
（1） 马 太福音 28:1 中说 道：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 一日，天快亮的时 候，抹大拉
的马 利亚 ，和那个马 利亚 ，来看坟 墓。”这 是圣经 中提到“七日的头 一日”这 一短语 的第一
处 。马 太是在新约 教会出现 的六年后，受圣灵的启示写下的这 些话 。这 篇经 文所讲 的是安息
日将近，是七日的头 一日。我们 必须 承认 ，这 篇经 文告诉 我们 耶稣 被秘密“钉 于十字架”一
切禁忌被废 除的三天三夜后，安息日仍然是七日的头 一日的前一天——即七日的第七天。
此处 证 明了这 一点。许 多人告诉 我们 安息日只是“七日中的一天”——并非必须 是七日中
的第七天，而是七日中的第七个部分。他们 争辩 道礼拜日是七日中的一天，符合这 一要求。
但是，在新约 教会成立的六年后，受圣灵所启的这 篇经 文明确地记 录 了禁忌被废 除的三天后，
也就是说 安息日仍然存在，是七日的第七天——七日的第一天的前一天。对 于那些愿意引经 据
典并接受经 典的人来说 ，这 个问 题 已经 得到证 明和解决。但是，后来这 天是否发 生了变 化？
（2） 马 可福音 16:2 中说 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 候，他们 来到坟 墓那
里。”这 是马 可的版本，讲 的是坟 墓迎来日出。写于耶稣 受难 的十年后。从第一句可知，此
处 的七日的第一天也是“安息日之后”的一天。所以这 篇经 文和上文第一处 一样 ，证 明了七
日中的第一天并不是那时（耶稣 受难 的三天后）的安息日，而是安息日的下一天。安息日仍
然是七日的第七天。
一般工作日
（3） 马 可福音 16:9 中说 道：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 复 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
”这 段经 文讲 的是耶稣 出现 在抹大拉的马 利亚 面
马 利亚 显 现 。耶稣 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前，也是在安息日之后的那一天。
我们 必须 承认 ，此处 没有将七日的第一天称作基督教的安息日。没有将其称为“主日”
。
没有宣称神将礼拜日定为 圣日。没有让 我们 守之。没有因纪 念神的复 活或出于任何目的，将
其区别 对 待。后文中也没有任何例证 让 我们 守礼拜日。
（4） 路加福音 24:1 中说 道：
“七日的头 一日，黎明的时 候，那些妇 女带 着所预 备 的
香料，来到坟 墓前。
”
这 篇经 文所讲 述的事件与马 太和马 可所记 录 的相同，文中讲 道这 些妇 女遵着“诫 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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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安息之后，在七日的第一天开 始做一般工作日的工作。我们 可从这 句的前一句中读 到，
“他们 就回去，预 备 了香料香膏。他们 在安息日，便遵着诫 命安息了。”我们 能说 这 些妇 女
因为 这 句话 不是这 些妇 女所写，而是受圣灵之启示所写，
还 不知道诫 命已被废 除了吗 ？不能，
它知道诫 命并未废 除。这 是在新约 教会成立大约 三十年后所写就！受圣灵的启示写下了这 句
话 ，记 录 了这 些妇 女遵照诫 命于安息日安息，若是诫 命已被废 除就不会有这 句话 的出现 。
这 篇经 文将礼拜日视 作一般工作日，是受难 日的三天后，也告诉 我们 那时 于安息日安息
的诫 命未被废 除。
（5） 约 翰福音 20:1 中说 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 黑的时 候，抹大拉的马 利亚
来到坟 墓那里，看见 石头 从坟 墓挪开 了。
”
这 是约 翰的版本，写于耶稣 受难 的六十三年后，描述的也是上坟 的情形。证 明了上面几
点。
这 是为 庆 祝耶稣 复 活所办 的宗教聚会吗 ？

（6） 约 翰福音 20:19 中说 道：
“那日，
（就是七日的头 一日）晚 上，门 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 都关 了。耶稣 来站在当中，对 他们 说 ，愿你们 平安。”
我们 来仔细 研究这 段经 文，因为 一些人宣称这 是为 了庆 祝耶稣 复 活所举 办 的一种 宗教礼
仪 。但是请 注意，这 里也认 为 七日的第一天是安息日之后的一天。这 是耶稣 第一次现 身在他
的信众中。他与他们 一直相处 了三年半的时 间 ，七日的每 一天都在一起。他与他们 见 面并不
意味着将任何一天都可当成是安息日。
他们 聚在一起是为 了庆 祝耶稣 复 活吗 ？为 了纪 念耶稣 复 活，就可将礼拜日作为 基督教的
安息日吗 ？这 篇经 文告诉 我们 他们 聚在一起是“怕犹太人”
。犹太人曾杀 害他们 的主，使其
蒙难 。他们 害怕。门 也因恐惧而关 上了——可能锁 上了。他们 为 何聚在一起？据经 文所说 ，
“因
怕犹太人”，也因为 他们 都住在楼上（使徒行传 1:13）。他们 不是聚在一起庆 祝耶稣 复 活，
因为 他们 不相信耶稣 复 活了（马 克福音 16:14, 路加福音 24:37,39,41）
。这 篇经 文中并
没有将这 一天称作“安息日”或“主日”或冠之以任何神圣的名头 。此处 没有将这 一天区别
对 待，将其定为 圣日。也没有改变 神之诫 命！
是圣餐日还 是工作日？
（7） 使徒行传 20:7 中说 道：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 聚会擘饼 的时 候，保罗 因为 要次
日起行，就与他们 讲 论 ，直到半夜。我们 聚会的那座楼上，有些灯烛 。
”
最后，我们 于此处 找到了于七日的第一天举 行的宗教聚会。但聚会的日子不是礼拜日！
“我们 聚会的那座楼上，有些灯烛 ”。时 间 是在日落之后，
请 注意，保罗 讲 论 直到半夜！
七日的第一天的午夜之前。那时 ，七日的第一天不是从午夜开 始的，和现 在人的讲 法不同。
是从第七日结 束的日落开 始！圣经 中一天的开 始和结 束都是从日落算起。那时 整个罗 马 世界
及其后几百年间 ，都是以日落为 准的。后来才出现 了从午夜开 始算作是新一天的方法。所以
这 次聚会以及保罗 传 教是在我们 今天所讲 的礼拜六的晚 上——而不是礼拜日！
见 现 代英文版译 著，将受启的希腊文正确译 为“礼拜六的晚 上，我们 聚在一起吃饭 。保
”
罗 因为 要次日起行，就与人们 讲 论 ，直到半夜。
保罗 为 何落后
现 在，我们 把这 段经 文中的线 索连 起来。从第 6 句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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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了除酵的日子，我们 从腓立比开 船，五天到了特罗 亚 ，和他们 相会，在那里住了七
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 聚会擘饼 的时 候，保罗 因为 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 讲 论 。
”
保罗 和他的同伴在特罗 亚 镇 上呆了七天。他的同伴于日落后便乘船离去。保罗 落在后面，
参加了告别 会。他传 教到午夜，
“准备 次日起行”。天亮——礼拜日一早，日出之时 ——保罗 就走
了（第 11 句）。
“我们 先上船开 往亚 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 。因为 他是
请 注意他的同伴所做的事。
（第 13-14
这 样 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 行。他既在亚 朔与我们 相会，我们 就接他上船”
句）。
请 看地图 。保罗 的同伴要绕 着半岛 航行——五六十英里的距离，而保罗 则 徒步 穿越十九英
里半的距离。他步 行这 一距离所用的时 间 比他们 航行所用的时 间 短，所以保罗 可以落在他们
后面，做最后的宣讲 。
现 在，你了解事实 真相了吗 ？保罗 的同伴们 在撑船航行的时 候，保罗 却在礼拜日的夜里
布道直至午夜——七日的第一天。他们 是在礼拜六的晚 上，即安息日结 束之后出航的。保罗 落
在后面，做最后一次宣讲 。此后，保罗 于礼拜日的一早出发 ，步 行十九英里半从特罗 亚 穿越
到亚 朔去！他等到安息日过 去之后才启程，踏上漫漫长 路，只有经 历 过 的人才知其中的艰 辛！
他是在七日的第一天启程的！也就是一般工作日！
何谓 “擘饼 ”
但是如现 今许 多人所宣称的，这 篇经 文中难 道没有提到信众们 总 是在七日的每 个第一天
吃圣餐吗 ？绝 对 没有！
首先，文中没有提到任何关 于在七日的每 个第一天要做的事情。所提及的只是这 一个七
日的第一天。无关 任何习 俗，只是谈 到了这 件事，如保罗 及其同伴所讲 的，在这 个镇 上作了
七天的停留。
耶稣 提出“圣餐”一词 ，是逾越节 的礼仪 ，是每 年“无酵饼 ”日的开 端。直到逾越节 的
羔羊基督因我们 而被杀 之后，他们 便不再宰杀 羔羊或将逾越节 之羔羊烤熟来吃。从而逾越节
就成了永远 的定例（出埃及记 12:24）。在最后一次逾越节 上，耶稣 将酒换 成了羔羊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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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他的血。将无酵饼 换 成了烤熟的羔羊，象征他的身体为 我们 而破碎。信众们 每 年都守逾
越节 ，现 在以“圣餐”的形式，只用面包和酒来纪 念（哥林多前书 11:24）耶稣 之死（哥
林多前书 11:26）
，代表他的死，直到他再来。他们 一直守无酵饼 日（使徒行传 20:6）。
那一年，他们 在腓立比守无酵饼 日，吃“圣餐”之后，他们 用了五天时 间 到达特罗 亚 ，
在那他们 停留了七天。
安息日结 束之后，于日落之时 ，
“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 聚会擘饼 ”。
人们 以为 这 句话 指的是吃“圣餐”
。但请 注意！保罗 传 教直到午夜。他们 没有时 间 停下
“擘饼 ”。直到保罗 “又上去”——在救了从三层 楼上掉下来的人之后——“擘饼 ，吃了”（第
13 句）
。
“擘饼 ，吃了”这 句话 。这 里的擘饼 并不是指圣餐——只是指吃饭 。这 种 表达方
请 注意！
式常用于古代，指吃饭 。美国的部分地区仍在使用这 个词 义 。
“我不再吃这 筵席，
请 注意，路加福音 22:16 中，耶稣 对 信众们 提到了圣餐。他说 道：
直到我成就在神的国里。
”在他复 活之后，在他和两个信众走到厄玛 乌 之后，
“到了坐席的时
候，耶稣 拿起饼 来，祝谢 了，擘开 ，递 给 他们 。” （路加福音 24:30）。耶稣 在此“擘饼 ”，
但这 并不是圣餐，因为 他说 他不会再吃。这 是指一餐饭 ——“他坐在席中”。
“他们 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 ，
请 注意使徒行传 2:46。信众们 ，
存着欢 喜诚 实 的心用饭 。
”这 里又提到“擘饼 ”，也是指吃饭 。不是在七日的第一天，而是天
天如此。
保罗 在去罗 马 的途中船只失事的时 候，船员 们 因受惊而绝 食。而“保罗 劝 众人都吃饭 ，
说 ，你们 悬 望忍饿 不吃什么 ，已经 十四天了。所以我劝 你们 吃饭 ，这 是关 乎你们 救命的事……
保罗 说 了这 话 ，就拿着饼 ，在众人面前祝谢 了神，擘开 吃”
（使徒行传 27:33-35）
。保罗 在
此处 擘饼 ，给 了那些未皈依，而又饥 饿 的船员 们 。
事实 上，圣经 中没有用“擘饼 ”指代守“圣餐”的说 法。在这 些经 文中，它仅 指吃饭 。
所以，当我们 读 到使徒行传 20:7，11，
“使徒们 聚会擘饼 ”和保罗 如何 “擘饼 ，吃了”的
话 时 ，我们 知道，经 文中所指的就是吃一顿 饭 ，而不是指圣餐之礼。
为 何捐钱 ？
现 在，我们 来看看圣经 中出现 “七日的第一日”这 一短语 的第八处 ，也是最后一处 。

（8） 哥林多前书 16:2 中说 道：
“每 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 项 抽出来留
着。”
我们 经 常看到教堂座席的开 办 信封上都印有这 句经 文，他们 告诉 我们 这 句经 文将七日的
第一天定为 教会的捐钱 日，用于开 展神的工作，支付牧师 的工资 等。
我们 来看第一句话 ，了解这 句话 的真实 含义 。
“论 到为 圣徒捐钱 ，我从前怎样 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 也当怎样 行。每 逢七日的第
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 项 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 候现 凑。”
这 里提到捐钱 ——但为 谁 捐——为 什么 捐？请 注意！不是为 传 教者——不是为 传 道者——而是
“为 圣徒捐钱 ”
。耶路撒冷的圣徒在这 遭受干旱和饥 荒。他们 需要的不是钱 ，而是食物。请
注意，保罗 也曾如是教导 其他教众。现 在来看他对 罗 马 人的教诲 ：
“但现 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 圣徒。因为 马 其顿 ，和亚 该 亚 人乐 意凑出捐项 ，给 耶路
撒冷圣徒中的穷 人。……等我辨完了这 事，把这 善果向他们 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 你们 那里，
往西班牙去”（罗 马 书 15:25-28）。
明白了吗 ？它不是指钱 ，而是指善果，用船将它运送给 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 人！（希腊
）
语 中也指谷物，酒和其他可存放较 长 时 间 而不会腐坏的食物。

新约 中的安息日是哪天？
现 在翻回到哥林多前书 第 16 章。 保罗 正在谈 论 有关 为 圣徒捐钱 的事情。他教每 个人

要在七日的第一天做什么 ？看仔细 了！是在教会的捐款盘 里扔一枚硬币 吗 ？不是的！
“各人要照自己的进 项 抽出来留着”
。请 注意！抽出来！留着！由他自己抽出
经 文中说 ，
来留着——放在家中！不是放在教堂——而是由他抽出来放在家里。
”人们 从果园里摘果子——从地里收蔬菜，留存
为 何要这 样 做？“免得我来的时 候现 凑。
起来。而把硬币 投在教会的捐款盘 里或收奉献封只能叫贡 献或者捐款，而不能称之为 凑。
“及至我来到了，你们 写信举 荐谁 ，我就打发 他们 ，把你们 的捐资 送到
还 要注意的是：
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 去，他们 可以和我同去”（第 3-4 句）
。
显 然，需要用几个人才能将这 凑起后留出来的捐资 送到耶路撒冷去。如果是捐给 牧师 或
为 流布福音所捐的款项 的话 ，那么 保罗 自己就能把这 笔钱 带 走了。
所以，圣经 中提到“七日的第一日”这 一短语 的最后一处 经 文也指的是工作日——这 天要
从果园、田地和花园里采集水果和食物，并将它们 留存起来。这 天是七日的第一个工作日，
也就是七日的第一天，刚 过 完安息日！
无经 典可依
因此上，我们 最终 能够 证 明，经 文中没有将“七日的第一日”与其他几天区别 对 待。没
有一篇经 文将其定为 圣日，称其为 安息日或冠之以任何神圣的名头 。在任何情况下，七日的
第一天都是一个一般工作日。
经 文中没有出现 于礼拜日举 行宗教集会并做宣讲 的情形。
经 典中也没有丝 毫迹象表明要
守礼拜日！圣经 中没有在礼拜日庆 祝耶稣 复 活的记 载 。
有时 候，人们 会引用启示录 1:10 来证 明礼拜日是“主日”。经 文中说 ：
“当主日我被圣
灵感动 ，听见 在我后面有大声。”但文中所说 的“主日”并不是“七日的第一日”或是“礼
拜日”。事实 上，它并不是指七日的任何一天，而是指“主日”——即灾祸 降临 之时 ，基督于
一千年后降临 世间 。这 是启示录 的主旨。如果有人意欲争辩 ，并坚 持认 为 这 段经 文所指的就
是七日中的某一天，那么 他应 该 去了解一下圣经 中将哪一天称作“主日”。因为 这 篇经 文所
指的不是七日中的任何一天。
但是耶稣 曾说 过 他是安息日之主，那么 如果他是那一天之主，那一天就是他的，那是他
的日子，所以，安息日就是主日（马 可福音 2:28）
。以赛 亚 书 58：13 称安息日（七日的
第七天）为 “我圣日”。这 是神的话 。所以安息日就是主日。
出埃及记 20:10 中，最初的诫 命为 ：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 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不是
我日，也不是你日。礼拜日是我日。所以礼拜日和其他工作日都要工作，满 足一己之需。而
第七日不是我日——是主日！它属于神，他定其为 圣日，要我们 守之。我们 无权 将它作为 己用。
它是主日！
新约 中真正的安息日！
现 在我们 来简 单 了解一下，新约 中，保罗 教导 皈依的外邦人要守的是哪一天。
请 注意，保罗 和巴拿巴是在哪天向外邦人传 教的：

（1） 使徒行传 12:14-15,42-44：“他们 离了别 加往前行，来到彼西底的安提阿。
在安息日进 会堂坐下。读 完了律法先知的书 ，管会堂的叫人过 去，对 他们 说 ，二位兄台，若
有什么 劝 勉众人的话 ，请 说 。”
保罗 接着站起身，向他们 布基督的道。
“他们 出会堂的时 候，众人请 他们 到下安息日，再讲 这 话 给 他们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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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句）
，所以他可以开 导 这 些外邦人，并解
现 在请 注意，因为 保罗 在传 “神之恩”
释 安息日已被废 除。可他为 什么 要等上七天，于下个安息日再给 外邦人布道呢？如果这 天变

成了礼拜日，那么 保罗 为 什么 不告诉 他们 ，他们 不需要等七天，只需要等到第二天，即礼拜
日，就可以传 道？但是请 注意保罗 所作的事。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保罗 等了整整七天，过 了礼
拜日，于安息日向外邦人布道。
外邦人于安息日集会
（2） 使徒行传 15:1-2,14-21：请 仔细 研读 这 篇经 文。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往
安提阿去，教导 皈依的外邦人必受割礼，并遵守摩西的规 条，方能得救。保罗 巴拿巴与他们
分争辩 论 。众门 徒就定规 ，叫保罗 ，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 所辩 论 的，上耶路撒冷去，
见 使徒和长 老。
雅各于耶路撒冷大会上作出决定。
“所以据我的意见 ，
”他说 道，（第 19-20 句），“……只要写信，吩咐他们 禁戒偶像的
”
污 秽 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他没有说 他们 不应 守十诫 。十诫 不是争议 之所在——有争议 的是不同常理的割礼。他所提
及的只是四个禁忌，而且他们 也不必守摩西的规 条。
但是为 何要写信给 他们 ？请 注意！
……“因为 从古以来，摩西的书 在各城有人传 讲 ，每 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 读 ”
（第 21
句）。
明白了吗 ？每 逢安息日，会堂都会宣讲 摩西的规 条——即圣经 的前五卷。由于皈依的外邦
人会在安息日到教堂去，所以使徒们 可以将此教令写信给 他们 。每 逢安息日，他们 可于会堂
读 诵 神律，不需要接受进 一步 的指导 。这 表明皈依的外邦人已经 开 始守安息日，并于当日到
教堂去！而在使徒们 的信中也没有责 备 他们 守安息日的意思。
这 一点很重要，因为 外邦人从不守安息日。由此可知，这 些外邦人是在保罗 和巴拿巴的
教导 之下，于皈依后开 始守安息日的。
腓立比的安息日
（3） 使徒行传 16:12-15：保罗 和赛 拉斯在腓立比。
“我们 在这 城里住了几天。当安
息日，我们 出城门 ，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 就坐下对 那聚会的妇 女讲
道。有一个卖 紫色布疋的妇 人，名叫吕 底亚 ，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 了，
主就开 导 他的心……她既领 了洗”
保罗 和其同伴又一次等到了安息日，去了一个可礼拜的地方，传 了道，这 位妇 女，可能
是个外邦人，皈依了。这 篇经 文表明于安息日集会是一种 定例，保罗 和他的同伴们 也遵照这
一定例于安息日到可祈祷和礼拜的地方去。
保罗 于工作日工作，并守安息日
（4） 使徒行传 18:1-11：“这 事以后，保罗 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 一个犹太
人，名叫亚 居拉……带 着妻百基拉……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 本是制造帐 棚为 业 。保罗 因与他
”
们 同业 ，就和他们 同住作工。每 逢安息日，保罗 在会堂里辩 论 ，劝 化犹太人和希腊人。
如果新约 的经 文中能找到一篇像这 样 的经 文可证 明守礼拜日就是守安息日的话 ，那么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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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说 法就有典可依了！保罗 于工作日工作，每 逢安息日，就到教堂教导 外邦人和犹太人。

“六日要劳 碌做你一切的工”，也就是说 ，
“当纪 念安息日，守为 圣日”。这 也
诫 命有言：
是教人们 于六天工作，而在第七天休息。所以说 ，如果这 天发 生了变 化，那么 保罗 应 该 于安
息日工作，而于每 个礼拜日到教堂传 道。但他却是于工作日工作，每 逢安息日，到教堂传 道
——文中所言，每 逢安息日——没有特例。
他传 基督的道和天国的福音。当犹太人抗拒并毁 谤 于他时 ，他避开 犹太人，仅 对 外邦人
，他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第 11 句）——于工作日工作——每 逢安息日，
传 教（第 6 句）
仅 对 外邦人传 教！
还 需要更多确定性的证 据么 ？还 能从圣经 中找到比这 更有力的证 据能证 明何为 真正的
新约 安息日么 ？保罗 在一年半的时 间 里一直于工作日工作——六天——包括礼拜日——于每 个安
息日对 外邦人传 道！当然，这 是他的规 矩。如果安息日被废 除或是变 更了，他就不会这 么 做。
保罗 教外邦人守安息日
保罗 教这 些哥林多的外邦人：“你们 该 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
（哥林多前书 11:1）
。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 矩进 去，一连 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 与他们 辩 论 ”
（使徒行传 17:2）。
这 是他的规 矩，大量的事实 证 明保罗 守了八十四个安息日。
于此，他是在效法耶稣 么 ？当然！耶稣“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 矩，进 了会堂”
（路
加福音 4:16）
这 是耶稣 的规 矩。保罗 效法他，教皈依的外邦人也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 。
我们 的问 题 是：
“我们 是否愿意效法基督？”耶稣 为 我们 立了榜样 ，我们 应 效法他。如
果我们 和保罗 一样 ，与基督一同受难 ，那么 他的生命就与我们 同在，我们 心中的基督仍会守
安息日，因为 他始终 如一，无论 昨天，今天，还 是永远 ！
于何处 守安息日？
当人们 了解了安息日后，往往要找些宗教组 织 ，参与集会。但是仅 参与宗教组 织 集会是
不够 的，因为 宗教组 织 也可能对 安息日持有不同的观 点。这 种 组 织 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神教会。
神教我们 去找有神授的组 织 。对 于那些不了解这 一要则 或不清楚真正的神教会何在的人，
我们 迫切地建议 你们 写信向我们 免费 领 取《真正的神教会于今何在？》，
《真正的神教会之七
大证 明》和《世界神教会》手册。
你该 怎么 办 ？
如果你在研读 了这 本手册之后，发 现 过 去的你一直都被误 导 了；如果你发 现 在“成长 过
程”中一直接受的是错 误 的思想；如果你发 现 所守的日子错 了——神从未将其定为 圣日——那么
你该 怎么 办 ？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 守安息日方面的事情，告诉 你个好消息，我们 可以专 门 为 你服务 ，
为 你提供私人帮助。
世界神教会的牧师 们 遍布美国各地和世界部分地区，他们 敬业 奉献，至心皈依，教令通
达，得授圣命。他们 随叫随到，到你家中，为 你答疑解惑，讲 解圣经 。他们 对 此有求必应 。
如果你愿意了解更多有关 安息日的事情——如果你对 此或对 圣经 其他经 题 有所疑问 ——请
写信提出私人约 会申请（详 见 下页 ）
。牧师 们 和位于此伟 业 总 部的我们 愿意提供帮助和服务 。
能如此便是我们 的荣 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