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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讀經講義盼望用最簡捷的方式將神的話提綱挈

領、直直地剖開‧在個人讀經時可作為大綱聖經使

用，在小組聚會時可作為查經資料使用。 
 

梁家聲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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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书简介】 

一、著者︰雅各的弟兄「犹大」应该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弟。最初，他们不明白耶稣的神

性，甚至不信。但是，后来改变过来，就为道大发热心，甚至为真道争辩。 

可 6:3 这不是那木匠么．不是马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么．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

们这里么．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 
约 7:5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加 1:19 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 

二、著书时地︰约在主后七十年左右，也就是耶路撒冷还未被毁之前。写信给那被召、在

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信徒。 

三、钥节︰ 

犹 3  亲爱的弟兄阿、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
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犹 20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犹 21 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四、写作背景︰  

犹大写此书信的动机，是因为他听到这些信徒已遭受假师傅与异端邪说的威胁，所以写

下此书信，为保信徒的纯正信仰，目的不外乎申斥教会中之异端邪说，警告那些持有

荒谬人生观之假师傅，应该悬崖勒马，及时回头。这一封信是写给所有神的儿女们的，

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看见，神托付给他们一件事，就是要为神的真道来争战。       

五、全书分段︰ 

一、引言（1：1－3） 
 1. 作者自介与问安(1~2) 
 2. 写信的原故：为真道竭力的争辩(3) 

二、叛道之人的光景（1：4－19） 
 1. 以历史证明他们的结局(4~7) 
 2. 以事实证明他们的罪比古代受刑罚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8~13) 
 3. 以预言证明他们的结局(14~16) 
 4. 他们的特点：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17~19) 

三、对圣徒的劝勉（1：20－23） 
 1. 对自己要造就，要祷告，要保守，要仰望(20~21) 
 2. 对一些人要怜悯，要抢救，要惧怕(22~23) 

四、结语︰祝福与颂赞（1：24－25） 
 1. 神的保守(24) 
 2. 神的荣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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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书 

内容纲要：                         竭力为信仰争辩  

一、引言－写给那蒙召、蒙爱并蒙保守的人(1-3) 
﹙一﹚写书者－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 
﹙二﹚受书者－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三﹚祝福－愿怜恤、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 
﹙四﹚写信目的－为着真道争辩 
 1. 亲爱的弟兄阿、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2. 论我们同得(共有)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3. 要为从前一次(once for all)交付圣徒的真道(信仰)、竭力的争辩 
提前 6:12 你要为真道(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

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 

二、背道者受刑罚的历史鉴戒(4-7) 
﹙一﹚偷着进来－自古被定受刑罚 
 1.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 
 2. 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3. 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我们或作和我们〕主耶稣基督 
﹙二﹚有不信之心－被灭绝 
 1.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 
 2. 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题醒你们 
﹙三﹚不守本位－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审判 
 1.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2. 主用锁炼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彼后 2:4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四﹚随从情欲－受永火的刑罚 
 1. 又如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 
 2. 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 

三、背道者的邪恶(8-13) 
﹙一﹚背道者的罪恶－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 
 1. 这些作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 
 2.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 
  －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罢 
(天使长米迦勒对撒但说了「主责备你罢」这一句话之后，撒但就不敢再抵抗他。所以，这一句

话，可以作为我们的祷告，以反抗撒但。我们求主责备撒但。─ 倪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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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 
  －在这事上竟败坏了自己 
﹙二﹚背道者的道路 
 1.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该隐以自己的方法来事奉神；这些假师传行了该隐的道路，就是走「自义」和「忌恨」的道路。) 
 2. 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 
(巴兰爱名、爱利、爱地位过于爱神。他自己爱世界，他用法子叫以色列百姓也爱世界。) 
 3.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可拉不承认神所设立的权柄，高抬自己，擅行祭司职权。) 

﹙三﹚背道者的狂妄虚空 
 1.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玷污﹞ 
(假弟兄假师传已混杂在教会里，是教会一种潜伏的危机，就像海中的暗礁那样。) 
 2. 他们作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他们全不敬畏神，以敬虔为得利的门径。) 
 3. 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只有好看的外貌，却不能供应人真正的需要。) 
 4. 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秋天不结果，只好等候严冬来临。) 
 5. 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 
 6. 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流荡的星就是无轨的流星，很快将消失。) 

四、背道者受审判的豫言(14-19) 
﹙一﹚以诺豫言背道者的结局 
 1.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豫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2.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 
 3. 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 
﹙二﹚使徒豫言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 
 1.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要记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2.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3.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natural men)、没有圣灵的人 

五、对信徒的勉励与嘱咐(20-25) 
﹙一﹚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 
 1.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信仰)上造就(建造)自己 
 2. 在圣灵里祷告(pray in the Holy Spirit) 
(神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灵。我们在我们的灵里祷告，也就是在神的

圣灵里祷告。) 
 3.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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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得到主的怜悯，我们也就要用这怜悯去怜悯别人。) 

﹙二﹚对人的本分 
 1. 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 
 2.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 
 3. 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 
 4. 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三﹚对神的称颂 
 1. 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keep you from falling) 
(犹大不是说，神保守我们，使我们跌倒时，能起来；他乃是说，神要保守我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2. 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他 
 3. 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问题讨论： 
一、甚么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二、本书一共有几个历史的引证？为甚么犹大要引用历史的鉴戒？ 

三、该隐、巴兰、可拉这三个人的错谬各有甚么特点？ 

四、本书一共用了几个比喻描写那些假师传？请说出每一个比喻的意思。 

五、犹大要信徒特别记念使徒们的甚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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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 1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 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

保守的人． 
犹 2  愿怜恤、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 
犹 3  亲爱的弟兄阿、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

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犹 4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 神的恩变作

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我们或作和我们〕主耶稣基督。 
犹 5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

然都知道、我却仍要题醒你们。 
犹 6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炼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

日的审判。 
犹 7  又如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

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 
犹 8  这些作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 
犹 9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

说、主责备你罢。 
犹 10 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

这事上竟败坏了自己。 
犹 11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

中灭亡了。 
犹 12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或作玷污〕他们作

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

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 
犹 13 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

留。 
犹 14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豫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犹 15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

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犹 16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

宜谄媚人。 
犹 17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要记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犹 18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犹 19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犹 20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犹 21 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犹 22 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 
犹 23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

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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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 24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

独一的 神、 
犹 25 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

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