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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 (雅，彼前，彼後，約一，約二，約三，猶) 查經答案  
第十課：(猶大書) 為真道竭力的爭辯，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猶大書 1-25 節 

1.1 猶大書的作者是猶大。他是雅各的弟兄。他稱呼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僕人。 

1.1.1 a. 還有 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可 3:19; 參太 10:4; 26:25,  

48-49; 27:3; 可 14:44-45; 約 6:71; 12:4; 13:2; 18:2) 

1.1.1 b. 那時， 使徒 和 長老 並 全教會 定意 從他們中間揀選人 ，差 他們和 

保羅 、 巴拿巴， 同往 安提阿 去；所 揀選 的就是稱呼 巴撒巴的猶 

大 和 西拉 。這兩個人在 弟兄 中是作 首領 的。(徒 15:22) 

1.1.1 c. 雅各 的兒子（或作：兄弟） 猶大 ，和賣主的加略人猶大。(路 6:16) 

1.1.1 d. 到了 安息日 ， 祂 (耶穌) 在 會堂裡教訓人 。眾人 聽見 ，就甚 希 

奇說： “人從哪裡有這些事 呢？所賜給祂的是甚麼 智慧 ？祂手 所 

作的是何等的異能 呢？這不是那 木匠 嗎？不是 馬利亞的兒子雅 

各 、 約西 猶大 、 西門 的 長兄 嗎？他 妹妹們 不也是在 我們這 

裡 嗎？” 他們就 厭棄 祂 (厭棄祂：原文作因祂跌倒) 。  

(可 6:2-3; 參太 13:55) 

1.1.1 e. 至於 別的使徒 ，除了 主的兄弟雅各 ，我都 沒有看見 。(加 1:19) 

1.1.1 f. 猶大是雅各的弟兄，也是耶穌的弟弟。 

1.1.1g. 難道我們沒有 權柄 娶 信主的姊妹為妻 ，帶著 一同往來 ，彷 

彿 其餘的使徒 和 主的弟兄 並 磯法 一樣嗎？(林前 9:5) 

1.1.2 作者沒有說明收信人的名字。但他描述收信人為：那被召、在父神

裡蒙愛、為耶穌基督保守的人。 

1.1.2 a. 因為 被召的人多 ， 選上 的 人少 。(太 22:14) 

1.1.2 b. 我們曉得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 祂旨 

意被召的人 。(羅 8:28) 

1.1.2 c. 你要為 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 永生 。你為此 被召 ，也在  

許多見證人 面前，已經作了 那美好的見證 。(提前 6:12) 

1.1.2 d. 就著 福音 說，他們為 你們的緣故 是 仇敵 ；就著 揀選 說， 

他們為 列祖的緣故 是 蒙愛 的。(羅 11:28) 

1.1.2 e. 所以你們既是 神的選民 ，聖潔 蒙愛的人 ，就要存 (原文作穿； 

下同) 憐憫、恩慈、謙虛 、 溫柔 、 忍耐  的心 。(西 3:12) 

1.1.2 f. 僕人有 信道的主人 ，不可因為 與他是弟兄就輕看他 ；更要 加 

意服事 他；因為得 服事之益處 的，是 信道蒙愛 的。你要以 

此 教訓 人， 勸勉 人。(提前 6:2) 

1.2.1 願 憐恤 、 平安 、 慈愛 多多地 加給 你們。(猶 2 節) 

這問安特別的地方是用了 "慈愛"，原文是 "愛" 這個字。 

1.2.2 願 恩惠 、 憐憫 、 平安 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提前 1:2 下; 參提後 1:2; 約二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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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a. 作者猶大稱呼讀者為："親愛的弟兄"。這稱呼被保羅用了 7 次；彼得用了 6

次，約翰用了 6 次；希伯來書用了 1 次；雅各用了3 次；猶大用了3 次。 

1.3.1 b. 我 (猶大) 想盡心寫信給你們，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 

1.3.1 c. 作者猶大不得不寫信勸你們 (讀者)，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

竭力地爭辯。 

1.3.1c.1.) a. 只是那 行法術的以呂馬 (這名翻出來就是行法術的意思) 敵擋  

使徒 ，要叫方伯 不信真道 。(徒 13:8) 

1.3.1 c.1) b. 我們從祂受了 恩惠，並使徒的職分 ，在 萬國之中 叫人為 祂的 

名信服真道 。(羅 1:5) 

1.3.1 c.1) c. 這 奧秘 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著 永生神的命 ，藉 眾先知的 

書 指示 萬國的民 ，使他們 信服真道 。(羅 16:26) 

1.3.1 c.1) d. 你們務要 儆醒 ，在 真道上站立得穩 ，要作 大丈夫 ，要 剛強 。 

(林前 16:13) 

1.3.1 c.1). e 不過聽說 那從前逼迫我們 的，現在 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 。(加1:23) 

1.3.1 c.1) f.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 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 神的兒子 ，得以 長 

大成人 ，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 。(弗 4:13 

1.3.1 c.1) g. 常存 信心 和 無虧的良心 。有人 丟棄良心 ，就在 真道 上如同 船破 

壞了一般 。(提前 1:19)  

1.3.1 c.1) h. 我為此奉派作 傳道 的，作 使徒 ，作 外邦人的師傅 ，教導他們 相 

信 ，學習 真道 。我說的是 真話 ，並不是 謊言 。(提前 2:7) 

1.3.1 c.1) i. 貪財 是 萬惡之根 ，有人 貪戀錢財 ，就被 引誘離了真道 ， 

用 許多愁苦 把自己 刺透 了。(提前 6:10) 

1.3.1 c.1) j. 你要為 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 永生 。你為此 被召 ，也在  

許多見證人面前 ，已經作了 那美好的見證 。(提前 6:12) 

1.3.1 c.1) k. 仰望 為我們 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或作：仰望那將 真道創始 

成終的耶穌 )。祂因那擺在 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 羞辱 ，忍受 

了 十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 。(來 12:2) 

1.3.1 c.1) l. 親愛的 弟兄 啊，你們卻要在 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 聖 

靈裡禱告 。(猶 20 節) 

1.3.1c.1) m. 聖徒的忍耐 就在此；他們是 守神誡命和耶穌真道 的。(啟 14:12) 

1.3.1 c.2) a. 主 所愛的弟兄們 哪！我們本該 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祂從 起初

揀選了你們 ，叫你們 因信真道 ，又被 聖靈感動，成為聖潔 ，

能以 得救 。(帖後 2:13) 

1.3.1 c.2) b. 祂願意 萬人得救 ，明白 真道 。(提前 2:4) 

1.3.1 c.2) c. 他們禁止 嫁娶 ，又禁戒 食物 ，(或作又叫人戒葷) 就是神  

所造 、叫那 信而明白真道的人 ， 感謝著領受 的。(提前 4:3) 

1.3.1 c.2) d. 他們 偏離了 真道 ，說 復活的事已過 ，就敗壞 好些人的 

信心 。(提後 2:18) 

1.3.1 c.2) e. 用溫柔 勸戒那抵擋的人 ，或者神給他們 悔改的心 ，可以 明 

白真道 。(提後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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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c.2) f. 常常 學習 ，終久不能 明白真道 。(提後 3:7) 

1.3.1 c.2) g. 並且掩耳 不聽真道 ，偏向 荒渺的言語 。(提後 4:4) 

1.3.1 c.2) h. 不聽猶太人 荒渺的言語 和離棄 真道之人的誡命 。(多 1:14) 

1.3.1 c.2) i. 因為我們 得知真道 以後，若故意 犯罪，贖罪的祭 就再沒有了。 

(來 10: 26) 

1.3.1 c.2) j 祂按 自己的旨意 ，用 真道生了我們 ，叫我們在祂 所造的萬 

物中 ，好像 初熟的果子 。(雅 1:18) 

1.3.1 c.2) k. 你們心裡若 懷著苦毒的嫉妒和分爭 ，就不可 自誇 ，也不可 說謊話抵 

擋真道 (雅 3:14) 

1.3.1 c 2) l 我的 弟兄 們，你們中間 若有失迷真道 的，有人 使他回轉 。(雅 5:19) 

1.3.1 c.2) m. 你們雖然 曉得這些事 ，並且在你們 已有的真道上堅固 ，我卻要將 這 

些事常常提醒 你們。(彼後 1:12) 

1.3.1 c.2) n. 將有許多人 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便叫 真道 因他們的 緣故被毀謗 。 

(彼後2:2) 

1.3.1 c.3) 並且你們在 大難 之中，蒙了 聖靈 所賜的 喜樂，領受 真道，就 效法我
們，也 效法了主。(帖前1:6) 

1.3.1 c.4) 提摩太 啊，你要 保守所託付你 的，躲避 世俗的虛談 和 那敵真道 、似 

是而非的 學問 。(提前6:20) 

1.3.1 c.5). 從前 雅尼 和 佯庇 怎樣 敵擋摩西， 這等人 也怎樣 敵擋真道；他們的  

心地壞了，在 真道上 是可 廢棄 的。(提後3:8) 

1.3.1 c.6) a. 耶和華說：我因此 必與你們爭辯，也 必與你們的子孫爭辯 。(耶2:9) 

1.3.1 c.6) b. 以色列人 哪，你們 當聽耶和華的話 。耶和華與 這地的居民爭辯 ：因這

地上 無誠實 ， 無良善 ， 無人認識神 。(何4:1) 

1.3.1 c.7). 及至 彼得 上了 耶路撒冷 ，那些 奉割禮的門徒 和他 爭辯 說：(徒11:2) 

1.3.1 c.8). 親愛的弟兄 阿，我想 盡心寫信 給你們，論我們 同得救恩 的時候，就 

不得 不寫信勸 你們，要為從前 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地 爭辯 。 

(猶3 節) 

1.3.2 a. 因為有些人偷著進來。 

1.3.2 b. 這些人 (假先知，假教師)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罰的。 

1.3.2 b. 1) 他們必被趕入烏黑的黑暗中去。 

1.3.2 b. 2) 這火便將他們燒滅。 

1.3.2 b. 3)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1.3.2 b. 4) 他們因有 貪心 ，要用 捏造的言語 在你們 身上取利 。他們 

的 刑罰 ， 自古 以來並 不遲延 ；他們的 滅亡也必速速來 

到 （原文作不打盹）。(彼後 2:3) 

1.3.2 c. 這些人 (假先知，假教師) 有這些特徵： 

1. 他們是不虔誠的， 

2. 他們將我們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3. 他們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 (或譯：和我們) 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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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從前主救了祂的百姓出埃及地，後來就把那些不信的滅絕了。這一

切的事，你們 (讀者) 雖然都知道，我 (作者) 卻仍要提醒你們。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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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23) 

2.1.2 你們的 兒女 必在 曠野飄流四十年 ，擔當你們 淫行的罪 ，直 

到 你們的屍首在曠野消滅 。(民 14:33; 參民 14:35) 

2.1.3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 不曉得 ，我們的 祖宗從前都在雲下 ，都從  

海中經過 ，都在 雲裡 、 海裡 受洗 歸了摩西 ；並且都 吃了一樣的 

靈食 ，也都 喝了一樣的靈水 ；所 喝 的，是出於 隨著他們的靈 

磐石 ；那 磐石就是基督 。(林前 10:1-4) 

2.1.4 但他們 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 ，所以在 曠野倒斃 。(林前 10:5) 

2.2.1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 

2.2.2 主用鎖鏈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裡，等候大日的審判。 

2.3.1 又如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也照他們一味地行淫，隨從

逆性的情慾，就受永火的刑罰，作為鑑戒。 

2.3.2 不可 與男人苟合 ，像 與女人一樣 ；這本是 可憎惡 的(利 18:22) 

2.3.3 因此神任憑他們 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 女人 ，把順性的用處變為
逆性的用處 ； 男人 也是如此，棄了 女人順性的用處 ， 慾火 攻心，
彼此 貪戀 ， 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 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
應 。(羅 1:26-27) 

2.3.4 因為 律法 不是為 義人設立 的，乃是為 不法和不服 的， 不 

虔誠和犯罪 的， 不聖潔和戀世俗 的， 弒父母和殺人 的， 行 

淫和親男色 的， 搶人口和說謊話 的，並起 假誓 的，或是 為 

別樣敵正道的事 設立的。(提前 1:9-10) 

  

3.1.1 這些作夢的人也像他們污穢身體，輕慢主治的，毀謗在尊位的。 

3.1.1 a. 你們中間若有 先知 或是 作夢 的起來，向你 顯個神蹟奇事 ，對你 

說： ‘我們去 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 ， 事奉 它吧！’他所顯 

的 神蹟奇事 雖有 應驗 ，你也 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作夢之人的話 ； 

因為這是 耶和華你們的神試驗你們 ，要 知道 你們是 盡心、盡性、 

愛耶和華你們的神不是 。(申 13:1-3) 

3.1.1 b. 那 先知，或是那 作夢 的，既用 言語叛逆那領你們出埃及地、 救贖  

你脫離為奴之家的 耶和華你們的神 ；要 勾引你離開耶和華你神所吩 

咐你行的道 ，你便要將他 治死 。這樣，就把 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申 13:5) 

3.1.1c. 因為 家神 所言的是 虛空，卜士 所見的是 虛假， 作夢者 所說的是  

假夢 。他們 白白地安慰人 ，所以眾人 如羊流離 ，因無 牧人就 

受苦 。(亞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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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尚且不敢用毀謗的

話罪責他，只說："主責備你吧！" 

3.1 2 a. 但 波斯國的魔君 攔阻我 二十一 日。忽然有 大君 （就是  

天使長 ；21 節同）中的一位 米迦勒來幫助我 ，我就停留在波 

斯諸王那裡。(但 10:13; 10:21) 

3.1.2 b. 那時，保佑你 本國之民的天使長 （原文作大君） 米迦勒，必站 

起來；並且有 大艱難 ，從 有國以來直到此時 ，沒有 這樣 的。你  

本國的民中 ， 凡名錄在冊上 的，必得 拯救 。(但 12:1) 

3.1.2 c. 在 天上 就有了 爭戰，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 與 龍爭戰 ， 龍也同他 

的使者 去 爭戰 。(啟 12:7) 

3.1.3 但這些人毀謗他們所不知道的。他們本性所知道的事與那沒有靈性

的畜類一樣，在這事上竟敗壞了自己。 

3.2.1 他們 (假先知，假教師) 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又為利往巴

蘭的錯謬裡直奔，並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了。 

3.2.1 a. 只是看不中 該隱和他的供物 。該隱就 大大地發怒 ，變了  

臉色 。(創 4:5) 

3.2.1 b. 該隱與 他兄弟亞伯說話 ；二人 正在田間 。該隱起來 打他兄 

弟亞伯 ，把 他殺 了。(創 4:8) 

3.2.1 c. 亞伯 因著 信 ， 獻祭 與神，比 該隱所獻的更美 ，因此便得 

了 稱義的見證 ，就是神指他 禮物作的見證 。他雖然 死 了， 

卻因這 信 ，仍舊 說話 。(來 11:4) 

3.2.1 d. 不可像 該隱 ；他是屬 那惡者 ，殺了 他的兄弟 。為甚麼 殺了他  

呢？因 自己的行為是惡 的，兄弟的 行為是善 的。(約一 3:12) 

3.2.1 e. 他們離棄 正路 ，就走 差 了，隨從 比珥之子巴蘭的路，巴蘭 

就是那 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 。(彼後 2:15) 

3.2.1 f. 然而，有 幾件事 我要 責備 你：因為在你那裡有人服從了 巴 

蘭的教訓 ；這巴蘭曾 教導巴勒 ， 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  

面前，叫他們吃 祭偶像之物 ，行 姦淫的事 。(啟 2:14) 

3.2.1 g. 利未的曾孫、哥轄的孫子、以斯哈的兒子可拉，和流便子孫中以利

押的兒子大坍、亞比蘭，與比勒的兒子安，並以色列會中的二百五

十個首領，就是有名望選入會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來，聚集

攻擊摩西、亞倫，說："你們擅自專權！全會眾個個既是聖潔，耶和

華也在他們中間，你們為甚麼自高，超過耶和華的會眾呢？" 

3.2.1 h. 摩西說："我行的這一切事，本不是憑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華

打發我行的，必有證據使你們知道。這些人死，若與世人無異，或是

他們所遭的，與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華打發我來的。倘若耶和華

創作一件新事，使地開口，把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都吞下去，叫他

們活活地墜落陰間，你們就明白這些人是藐視耶和華了。" 

摩西剛說完了這一切話，他們腳下的地就開了口，把他們和他們的

家眷，並一切屬可拉的人丁、財物，都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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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這樣的人在他們的愛席上與他們同吃的時候，正是礁石 (或譯：玷污)。 

3.2.3 他們作牧人，只知餵養自己，無所懼怕。 

3.2.3 a. 這些 狗貪食 ，不知 飽足 。這些 牧人 不能 明白 ，各人 偏 

行己路 ， 各從各方 求 自己的利益 。(賽 56:11) 

3.2.3 b. 因為 牧人 都成為 畜類 ，沒有 求問耶和華 ，所以 不得順 

利 ；他們的 羊群 也都 分散 。(耶 10:21) 

3.2.3 c. 許多 牧人毀壞我的葡萄園 ， 踐踏我的分 ，使 我美好的分 變 

為 荒涼的曠野 。(耶 12:10) 

3.2.3 d. 你的 牧人 要被 風吞吃 ，你所 親愛的必被擄去 ；那時你必因 

你 一切的惡，抱愧蒙羞 。(耶 22:22) 

3.2.3 e. 耶和華說：“那些 殘害趕散我草場之羊的牧人 有 禍 了！”(耶 23:1) 

3.2.3 f.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斥責 那些 牧養祂百姓的牧人 ，如此說： 

“你們 趕散我的羊群 ，並沒有 看顧 他們；我必討 你們這行 

惡的罪 。” 這是 耶和華說 的。(耶 23:2) 

3.2.3 g. 人子 啊，你要向 以色列的牧人 發 預言， 攻擊 他們說，主耶和華如 

此說： 禍哉 ！ 以色列的牧人，只知 牧養自己 。牧人豈不當 牧養群 

羊 嗎？(結 34:2) 

3.2.3 h. 因無 牧人 ，羊就 分散 ；既分散，便作了 一切野獸的食物 。(結 34:5) 

3.2.3 i 主耶和華說：我必 親自作我羊的牧人 ，使他們得以 躺臥 。(結 34:15) 

3.2.2 j. 我必 立一牧人照管 他們， 牧養 他們，就是 我的僕人大衛 。他必  

牧養 他們，作他們的 牧人 。(結 34:23) 

3.2.2 k. 我的 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 ；眾民 必歸一個牧人 。他們必  

順從 我的 典章 ， 謹守遵行 我的 律例 。(結 37:24) 

3.2.4 作者猶大描述這樣的人 (假先知，假教師)： 

1. 是沒有雨的雲彩，被風飄蕩；(猶 12 節下) 

2. 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死而又死，連根被拔出來；(猶 12 節下) 

3. 是海裡的狂浪，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猶 13 節上) 

4. 是流蕩的星，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猶 13 節下) 

3.3.1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哪，主帶著祂的千萬聖者降

臨，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 

3.3.2 在這些人 (假先知，假教師) 身上的審判證明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

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祂的剛愎話。 

3.3.3 這些人 (假先知，假教師) 是私下議論，常發怨言的，隨從自己的情

慾而行，口中說誇大的話，為得便宜諂媚人。 

  

4.1.1 a.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 (讀者) 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

的話。 

4.1.1 b. 他們曾對你們 (讀者) 說過，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

的私慾而行。 

4.1.2 這就是那些 引人結黨 、屬乎 血氣 、沒有 聖靈 的人。(猶 1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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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 (讀者) 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4.2.1 a. 我 今日所吩咐你的話 都要 記在心 上。(申 6:6) 

4.2.1 b. 你要 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命 ，遵行 祂的道 ， 敬畏 祂。(申 8:6) 

4.2.1 c. 以色列 啊！現在 耶和華你神 向你 所要 的是甚麼呢？只要你 敬畏耶 

和華你的神 ，遵行 祂的道 ， 愛 祂， 盡心、盡性事奉 祂。(申 10:12) 

4.2.1 d. 他們帶著 耶和華的律法書 ，走遍 猶大各城教訓百姓 。(代下 17:9) 

4.2.1 e. 以斯拉 定志 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 ，又將 律例典章 教訓以色列 

人 。(拉 7:10) 

4.2.1 f. 他們 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 ， 講明 意思 ，使 百姓明白所念  

的。(尼 8:8) 

4.2.1 g. 少年人 用甚麼 潔淨 他的 行為 呢？是要 遵行你的話 ！(詩 119:9) 

4.2.1 h. 我將 你的話藏在心裡 ，免得我 得罪 你。(詩 119:11) 

4.2.1 i 敬畏 你的人見我就要 歡喜 ，因我 仰望你的話 。(詩 119:74) 

4.2.1 j. 耶和華 啊， 你的話安定在天 ，直到 永遠 。(詩 119:89) 

4.2.1 k. 我禁止我腳走 一切的邪路 ，為要 遵守你的話 。(詩 119:101) 

4.2.1 l 你的話 是我 腳前的燈 ，是我 路上的光 。(詩 119:105) 

4.2.1 m. 因為出於 神的話 ，沒有 一句不帶能力的 。(路 1:37) 

4.2.1 n. 這地方的人 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 ，甘心 領受這道 ， 天天考 

查聖經 ，要曉得 這道是與不是 。(徒 17:11) 

4.2.1 o. 你當 竭力 ，在神面前 得蒙喜悅 ，作 無愧的工人 ，按著 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後 2:15) 

4.2.1 p. 神的道 是 活潑 的，是有 功效 的，比 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 

甚至 魂與靈 ， 骨節與骨髓 ，都能 刺入剖開 ，連 心中的思 

念 和 主意，都能 辨明 。(來 4:12) 

4.2.1 q. 你們 蒙了重生 ，不是由於 能壞的種子 ，乃是由於 不能壞的 

種子 ，是藉著 神活潑常存的道 。(彼前 1:23) 

4.2.2 要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憐憫，直到永生。 

  

5.1.1 有些人存 疑心 ，你們要 憐憫 他們。(猶 22 節) 

5.1.2  有些人你們要從 火中搶出來 ， 搭救 他們；(猶 23 節上) 

5.1.3 有些人你們要存 懼怕的心憐憫 他們，(猶 23 節中) 

5.1.4 連那被 情慾沾染 的衣服也當 厭惡 。(猶 23 節下) 

5.2.1 a. 那能 保守 你們 不失腳 、叫你們 無瑕無疵 、歡歡喜喜 站在 

祂榮耀之前 的我們的 救主獨一的神 。(猶 24 節) 

5.2.1 b. 我們曉得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  

旨意被召 的人。因為祂 預先所知道 的人，就預先 定下效法祂 

兒子的模樣 ，使祂 兒子 在許多 弟兄中作長子 。 預先所定 

下 的人，又 召他們來 ；所 召來的 人，又 稱他們為義 ；所  

稱為義 的人，又叫他們得 榮耀 。(羅 8: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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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c. 凡 靠著祂 進到 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 拯救到底 ；因為祂是  

長遠活著 ，替 他們祈求 。(來 7:25) 

5.2.1 d. 你們這因 信蒙神能力保守 的人，必能 得著所預備 ，到 末世 

要顯現的救恩 。(彼前 1:5) 

5.2.1 e. 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的弟兄猶大，寫信給那 被召 、在 父神 

裡蒙愛 、為 耶穌基督保守 的人。(猶 1 節) 

5.2.1 f. 你既 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 普天下人受試煉 的時候， 保 

守 你免去 你的試煉 。(啟 3:10) 

5.2.2 願 榮耀 、 威嚴 、 能力 、 權柄 ，因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 歸與 

祂 ，從 萬古以前並現今 ，直到 永永遠遠 。阿們！(猶 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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