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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記 Nehemiah 13:15-18

15.那些日子，我在猶大見有人在安息日醡酒，搬運禾捆馱在驢

上，又把酒、葡萄、無花果，和各樣的擔子在安息日擔入耶

路撒冷，我就在他們賣食物的那日警戒他們。

16.又有推羅人住在耶路撒冷；他們把魚和各樣貨物運進來，在

安息日賣給猶大人。
In those days I saw people in Judah treading winepresses on the Sabbath 

and bringing in grain and loading it on donkeys, together with wine, 

grapes, figs and all other kinds of loads. And they were bringing all this 

into Jerusalem on the Sabbath. Therefore I warned them against selling 

food on that day. People from Tyre who lived in Jerusalem were bringing 

in fish and all kinds of merchandise and selling them in Jerusalem on the 

Sabbath to the people of Judah.



17.我就斥責猶大的貴冑說：你們怎麼行這惡事犯了安息日呢？

18.從前你們列祖豈不是這樣行，以致我們神使一切災禍臨到我

們和這城嗎？現在你們還犯安息日,使忿怒越發臨到以色列！

I rebuked the nobles of Judah and said to them, “What is

this wicked thing you are doing—desecrating the Sabbath 

day? Didn’t your ancestors do the same things, so that our

God brought all this calamity on us and on this city? Now

you are stirring up more wrath against Israel by 

desecrating the Sabbath.”



希伯來書 Hebrews 4:9-11

9.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

10.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

樣。

11.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

跌倒了。
There remains, then, a Sabbath-rest for the people of God; for 

anyone who enters God’s rest also rests from their works, just as 

God did from his. Let us, therefore, make every effort to enter 

that rest, so that no one will perish by following their example of 

disobedience.



竭力進入神的安息

引言:

1.神藉著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也重建神百姓的
信仰與敬拜。

2.持守安息日為聖日。尊主為聖，專心侍奉祂。



I. 守安息日的意義

A. 記念神六日非常偉大，豐富，美麗，奇妙的創造是為
著人類。

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
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無論
何工都不可做；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
，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
安息日，定為聖日。（出 20:10-11）



I. 守安息日的意義

B.尊主為大，敬拜，感謝，讚美，

C.休息，欣賞，享受。

D.仰望，等侯，神救恩來到，神國的降臨

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
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
歸本家。（利 25:10）



II.以色列民失敗的警惕

A. 出埃及後在曠野十次的埋怨

B. 在加地斯巴尼亞的背叛

C. 神起誓不許第一代人進入迦南美地

然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這些
人雖看見我的榮耀和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神蹟，仍然
試探我這十次，不聽從我的話，他們斷不得看見我向他
們的祖宗所起誓應許之地。凡藐視我的，一個也不得看
見；（民14：21－23）



II.以色列民失敗的警惕

D.聖靈呼召百姓今日要聽神的話

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你們不可硬著心，像當日在米
利巴，就是在曠野的瑪撒。那時，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
，並且觀看我的作為。（詩 95:7-9）

E.神另定了一個安息給祂的百姓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
子了。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
留。（來4:8-9）



III.主耶穌來帶來真的安息

A. 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
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 11:28-29）

B. 基督完成救恩帶來真的安息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從此，等候他仇敵成了他的腳凳。因為他一次獻祭，
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來 10:12-14）



III.主耶穌來帶來真的安息

C. 進入豐盛生命的應許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约10:10)

D. 為信徒預備了神國的安息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
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
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
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1-3）



IV.  我們的態度

A. 完全相信主耶穌，得著救恩與安息

B. 歇了自己的工

C. 藉著信心，靠著聖靈進入豐盛的生命

D. 盼望，迎接神國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