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犹大书–你要竭力
你要竭力维
竭力维护真道
2019

年四月 12、13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受难节全教会晚崇拜于教会聚会
全教会联合聚会；主日装备课程暂停一次
第七期启程福音餐会
实习小组长训练
小组长双月会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为
祷告 感谢赞美神！祂带领我们经历祂的信实，
使 的工程建造完满结束。求神使用我们和这场地，带领我们与祂
同工，传扬祂的美德和信实，领人信耶稣，一起来敬拜祂。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的话语
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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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写这封书信是要劝勉信徒要维护真道，免得误入假教师、敌基督
们的谬论学说放纵私欲、违背神的话语，他用旧约里的背道而行的人所
得到的报应来警戒信徒，要他们要起来竭力维护真道，真道就是真理。
犹大为信徒能维
信徒能维护真道而写
真道而写的信（犹
的信（犹 1-4）：(请先读 v. 1-4 再读下
文)
A. 犹大的问
大的问安（1-2）：犹大第一句话就介绍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
人，接着才说是雅各布布的弟兄，显然地，他是那么敬畏耶稣
基督，虽然他是耶稣肉身的兄弟，但也只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收信人是蒙神拣选、在基督里得救的信徒。犹大爱他们，希望
在当时恶劣的环境里，神将祂的怜悯、平安，和爱多多赐给他
们。
犹大为维护
为维护真道竭力争辩
真道竭力争辩（3-4）：当时假教师、敌基督们正行
摧毁教会的事，所以，犹大赶紧地写了这封信来维护真道、为
真道争辩。假教师等人在信徒毫无警觉时，偷偷的进入教会毫
无惧怕地行背离真道的事，神从古时就处罚违背真道的人，这
等人持着诺斯底主义的论点说灵魂是好的、物质是不好的，人
的身体是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可以尽情的放纵情欲。然而，
神赐给人的救恩是灵魂体都得救，凡得救都已成为圣洁了。他
们也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宇宙的主宰。
讨论问题 1： 你曾为
你曾为了维护什么事而竭力争辩
什么事而竭力争辩呢？结
呢？结果如何？请简
果如何？请简述
请简述
之。 (破冰题
破冰题)
不信真道者的结
不信真道者的结局（犹 5-16）：(请先读 v. 5-16 再读下文)
以不信真道者的结
以不信真道者的结局为鉴诫（
为鉴诫（5-7 节）：1. 以色列不信的一代
死在旷
死在旷野（5）：神以祂的大能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以色列
人本应信神会带领他们安然地进入迦南美地，哪知他们听了从
迦南回来的探子的报告，知道迦南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可是
迦南人高大。他们就惧怕不信神了，还哀嚎痛哭自比为蚱蜢将
被迦南巨人踩死，惹了神的忿怒，使那不信的一代都死在旷野
（民
）。2. 堕落天使犯罪被关
天使犯罪被关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6）：天
使是服役的灵，是顺从神的命令服事，但却骄傲违背神，擅自
离开了他们的职守，就被神处置，被关在黑暗中，在末日他们
将会受审判（赛 ， ）。 3. 罪恶之城被毁
之城被毁灭
被毁灭（7）：
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的城镇的居民背离神的道，过着邪恶淫
荡的生活，导致神的忿怒而毁了这两城及附近的城镇（创
）。因此，不信神，违背神话语，无视于神的警告的人，就
会像这些乖张居民，必遭受火焰、地狱永恒之火的刑罚。
B. 不信真道高抬自己过
不信真道高抬自己过于真道者的
于真道者的报应
者的报应（
报应（8-13）：
不信真道的人有如做梦的人，不知道會得到非常可怕的報應：
藐视、毁谤
藐视、毁谤神和神的仆人的必污秽
神和神的仆人的必污秽自己（
自己（8-10）：不信真
道者污染自己身体的人就像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居民， 他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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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你要竭力
你要竭力维
竭力维护真道
经文：犹
经文：犹大书 1–25
背诵经文: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
圣灵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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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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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骄傲狂妄，藐视神的仆人。所多玛城内的男人轻浮地要求罗
得将来访的天使交出来满足他们的淫欲（创 ）。他们毁
谤神的仆人，如以色列人毁谤、挑衅神赐给摩西的权柄（民
）；他们僭越神的权柄：当天使长米迦勒与魔鬼与争论处
理摩西的身体时，虽然米迦勒有着神所赐的权柄，但米迦勒
不僭越神的权柄，他把魔鬼交在神手中，只是对魔鬼说：
“主责备你！”。假教师不只是不尊重神赐给祂的仆人的权
柄或天使长，他们也反对他们不了解的真道，他们遵循动物
的本能，污染了自己的身体，也败坏了他们的灵魂。
看重自己胜过
看重自己胜过神的必被灭
的必被灭亡（11）：创世记里 ，神对变
了脸色的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神看重埃
布尔是个敬畏神的人，他遵行神的话语，而该隐是个看重自
己的人，他是照着自己的心意行；先知巴兰明明知道神定意
祝福以色列人，却因贪恋金钱而违反神的心意去咒诅以色列
人；可拉领导群众反抗神赐给摩西和亚伦的权柄（民
）。这些人看重自己胜过神就是反对神，他们必被神所
灭。假教师、敌基督们的言行就是反对神，他们也必被神所
灭。
满足私欲而扭曲真道的必被
足私欲而扭曲真道的必被关
而扭曲真道的必被关在黑暗里（
在黑暗里（1212-13）：假教师
以狡猾方式偷偷地渗入教会，他们参加教会的爱宴，但他们
内心却否认主，这是玷污（礁石）教会、污染信徒的行为；
他们又扮演牧养角色，却不以真道喂养神的羊群，只是自私
地为自己着想，教导谬论学说。他们的教导有如：“没有雨
的云彩，被风飘荡”不带来雨水滋润地土，也就是人的心灵
得不到神话语的滋润和圣灵的浇灌；“秋天没有果子的树，
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不结果子、枯干、根死了的果
树，他们的教导无法使人得生命、结果子，还会面临末日的
审判；“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对人没有任
何益处，只成他们自己的耻辱；“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
为他们永远存留”在天空短暂闪耀后就消失，无法带给人亮
光或指引人方向，他们的结局是永远被关在黑暗的。
基督的再来
基督的再来和审判（1414-16）：以诺是亚当的七代子孙，他是一
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深知他死后必有神的审判来临，所以，当
他在 岁时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为玛土撒拉，按希伯来文
意思，玛土（
）是死亡、撒拉
是灾难。玛
土撒拉 岁时生了麦拉，麦拉 岁生了挪亚，挪亚 岁
时神以洪水审判当时不敬虔的世代，只留挪亚一家人八口（创
）。从神看到世人思想都是恶要行审判到执行审判有
年，可见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祂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因此，在神的日子的那一天，基督将荣耀的回来。祂将审判每
个人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不敬虔的、发怨言的、随从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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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大话的、谋求私利的、说谄媚讨人喜欢的话语的将会受
到神的处置。假教师、敌基督们将得到 和 里所说的报应。
讨论问题 2： 犹大举了哪三类不信真道的人？他
了哪三类不信真道的人？他们的结局又如何？（
局又如何？（观
察题）
讨论问题 3： 该隐、巴
该隐、巴兰
、巴兰、可拉的共同特征是什么？他
、可拉的共同特征是什么？他们的结局又如何？
犹大劝勉我们要竭力维
要竭力维护真道（
护真道（犹 1717-25）：(请先读 v. 1717-25 再
读下文)
犹大说完了作恶人的结局和耶稣基督的再来所要做的审判。他教导
我们如何避免假教师的教导和陷入他们的恶行。
A. 要记念主耶稣
念主耶稣基督使徒们
基督使徒们的话（1717-19）：使徒保罗曾警告以弗
所的教会，将有凶暴的豺狼混进教会，并扭曲真理（徒
）。使徒彼得也警告信徒有关假教师、假先知将毁谤真理
（彼后 ； ）；假教师们所行的是嘲笑人、随从私欲
行不敬虔的事、分裂教会信徒，这样行的人，显然是没有重生
得救、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的人。
B. 要在真道上建造自己（2020-23）：除了记住使徒们的话之外，犹
大要他们坚固自己：1. 以神的话语建造、建立自己。2. 在圣灵
里常与神交通祷告。3. 保持自己在神的爱
保持自己在神的爱中：就是遵行真道。
4. 怜悯软
怜悯软弱人、搭救误
弱人、搭救误信谬论的人
谬论的人、
的人、远离不敬虔的人（222223）：要扶持软弱的信徒，若是他们误入假教师的教导里，也
要抢救他们，免得他们受到地狱火湖的刑罚；然而，不要与不
敬虔的、行恶的假教师有任何的来往，连摸他们的衣服都不
行，因为他们的所有都是污秽不洁的，免得自己被沾染不洁
了。
C. 要坚持倚靠神得以站立得住（2424-25）：最后，犹大鼓励信徒们
除了要对背道者的谬论有所警惕和防备外，也要相信神、倚靠
神，神会将我们从背道者的陷阱里拯救出来，洁净我们，使我
们不受污染或伤损。在主里，我们有胜利的希望，这是何等的
喜乐啊！让我们欢呼赞美神！
讨论问题 4： 我们应如何在真道上建造自己呢？那一点是你个人需要加
们应如何在真道上建造自己呢？那一点是你个人需要加
强的？（观
强的？（观察应用题）
讨论问题 5：请分享你如何在至圣真道上下功夫？（
分享你如何在至圣真道上下功夫？（应
如何在至圣真道上下功夫？（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求祢帮助我们遵行祢的话语，
走在祢的道路中，并能儆醒防备异端及假教师的教导，也要起来维护祢
的话语，并能扶持软肉的弟兄姊妹。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圣名求。
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受难节晚崇拜（小组聚会暂停一次）； 哥林多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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