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猶大書–
猶大書–你要竭力維護真道
竭力維護真道
2019 年四⺝ 12、
12、13 日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離
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面、
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項禱告。
（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1. 宣教單位: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請洽教會。）
2. 教會事工:
- 4/19 受難節全教會晚崇拜於教會聚會@7:30 pm
- 4/21 全教會聯合聚會；主日裝備課程暫停一次
- 4/28-7/14 第七期啟程福音餐會
- 5/04 實習小組長訓練
- 5/11 小組長雙⺝會
3. 新來賓: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病痛組員或親朋: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4. 為 Shekinah Glory 禱告:
！祂帶領我們經歷祂的信實，
使 SG 的工程建造完滿結束。求神使用我們和這場地，帶領我們與祂
同工，傳揚祂的美德和信實，領人信耶穌，一起來敬拜祂。
感謝讚美神

第三時段: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
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1. 回應主日信息—聚會前，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2.

想是什麼？哪一句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請分享本週你的生活見證，如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實踐神的話語
等等。（請盡量保持在 10 分鐘之內）

本週主題：你要
本週主題：你要竭力維護真道
你要竭力維護真道
經文：猶大書
經文：猶大書 1–25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

（猶 20-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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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大寫這封書信是要勸勉信徒要維護真道，免得誤入假教師、敵基督
們的謬論學說放縱私慾、違背神的話語，他用舊約裡的背道而行的人所得
到的報應來警戒信徒，要他們要起來竭力維護真道，真道就是真理。
一、 猶大為
猶大為信徒能維護真
信徒能維護真道而寫的信（猶 1-4）：(請先讀 v. 1-4 再讀
下文)
下文)
A. 猶大的問安（
猶大的問安（1-2）：猶大第一句話就介紹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僕
人，接著才說是雅各的弟兄，顯然地，他是那麼敬畏耶穌基督，
雖然他是耶穌肉身的兄弟，但也只是耶穌基督的僕人。收信人
是蒙神揀選、在基督裡得救的信徒。猶大愛他們，希望在當時
惡劣的環境裡，神將祂的憐憫、平安，和愛多多賜給他們。
猶大為維護真道
猶大為維護真道竭力爭辯
真道竭力爭辯（
竭力爭辯（3-4）：當時假教師、敵基督們正行
摧毀教會的事，所以，猶大趕緊地寫了這封信來維護真道、為
真道爭辯。假教師等人在信徒毫無警覺時，偷偷的進入教會毫
無懼怕地行背離真道的事，神從古時就處罰違背真道的人，這
等人持著諾斯底主義的論點說靈魂是好的、物質是不好的，人
的身體是物質、是不好的，所以，可以盡情的放縱情慾。然而，
神賜給人的救恩是靈魂體都得救，凡得救都已成為聖潔了。他
們也不認耶穌是神的兒子、是宇宙的主宰。
討論問題 1： 你曾為了維護
你曾為了維護什麼事
了維護什麼事而竭力爭辯
什麼事而竭力爭辯呢？結果如何？請簡述
而竭力爭辯呢？結果如何？請簡述
之。 (破冰題)
破冰題)
二、 不信真道
不信真道者的結局
真道者的結局（
者的結局（猶 5-16）：(
）：(請先讀 v. 5-16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A. 以不信真道者的結局為鑑誡（
以不信真道者的結局為鑑誡（5-7 節）：1. 以色列不信的一
以色列不信的一
代死在曠野（5
代死在曠野（5）：神以祂的大能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後，以色
列人本應信神會帶領他們安然地進入迦南美地，哪知他們聽了
從迦南回來的探子的報告，知道迦南確實是流奶與蜜之地，可
是迦南人高大。他們就懼怕不信神了，還哀嚎痛哭自比為蚱蜢
將被迦南巨人踩死，惹了神的忿怒，使那不信的一代都死在曠
野（民 13:25-14:38）。2. 墮落天使
墮落天使犯罪
天使犯罪被關在黑暗中
犯罪被關在黑暗中（
被關在黑暗中（6）：
天使是服役的靈，是順從神的命令服事，但卻驕傲違背神，擅
自離開了他們的職守，就被神處置，被關在黑暗中，在末日他
們將會受審判（賽 14:12，24:21）。 3. 罪惡之城被毀
罪惡之城被毀滅
被毀滅（7）：
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的城鎮的居民背離神的道，過著邪惡淫
蕩的生活，導致神的忿怒而毀了這兩城及附近的城鎮（創 19:129）。因此，不信神，違背神話語，無視於神的警告的人，就
會像這些乖張居民，必遭受火焰、地獄永恆之火的刑罰。
B. 不信真道高抬自己過於真道
真道高抬自己過於真道者
高抬自己過於真道者的報應（
報應（8-13）：
不信真道的人有如做夢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報應是非常可怕的：
1. 藐視、毀謗
藐視、毀謗神和神的僕人
必污穢自己（8-10）
10）：不信真
、毀謗神和神的僕人的
神和神的僕人的必污穢自己（
道者污染自己身體的人就像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居民， 他們
驕傲狂妄，藐視神的僕人。所多瑪城內的男人輕浮地要求羅
B.

得將來訪的天使交出來滿足他們的淫慾（創 19）。他們毀
謗神的僕人，如以色列人毀謗、挑釁神賜給摩西的權柄（民
16）；他們僭越神的權柄：當天使長米迦勒與魔鬼與爭論處
理摩西的身體時，雖然米迦勒有著神所賜的權柄，但米迦勒
不僭越神的權柄，他把魔鬼交在神手中，只是對魔鬼說：
“主責備你！”。假教師不只是不尊重神賜給祂的僕人的權
柄或天使長，他們也反對他們不了解的真道，他們遵循動物
的本能，污染了自己的身體，也敗壞了他們的靈魂。
2. 看重自己勝過神的必被滅亡
看重自己勝過神的必被滅亡（
的必被滅亡（11）
11）：創世記裡 4:7，神對變
了臉色的該隱說：“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神看重亞
伯是個敬畏神的人，他遵行神的話語，而該隱是個看重自己
的人，他是照著自己的心意行；先知巴蘭明明知道神定意祝
福以色列人，卻因貪戀金錢而違反神的心意去咒詛以色列人；
可拉領導群眾反抗神賜給摩西和亞倫的權柄（民 16）。這
些人看重自己勝過神就是反對神，他們必被神所滅。假教師、
敵基督們的言行就是反對神，他們也必被神所滅。
3. 滿足私慾而扭曲真道
滿足私慾而扭曲真道的必被關在黑暗裡
而扭曲真道的必被關在黑暗裡（
的必被關在黑暗裡（1212-13）
13）：假教師
以狡猾方式偷偷地滲入教會，他們參加教會的愛宴，但他們
內心卻否認主，這是玷污（礁石）教會、污染信徒的行為；
他們又扮演牧養⻆色，卻不以真道餵養神的羊群，只是自私
地為自己著想，教導謬論學說。他們的教導有如：“沒有雨
的雲彩，被風飄蕩”不帶來雨水滋潤地土，也就是人的心靈
得不到神話語的滋潤和聖靈的澆灌；“秋天沒有果子的樹，
死而又死，連根被拔出來”是不結果子、枯乾、根死了的果
樹，他們的教導無法使人得生命、結果子，還會面臨末日的
審判；“海裏的狂浪，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對人沒有任
何益處，只成他們自己的恥辱；“流蕩的星，有墨黑的幽暗
為他們永遠存留”在天空短暫閃耀後就消失，無法帶給人亮
光或指引人方向，他們的結局是永遠被關在黑暗的。
C. 基督的
基督的再來和審判（
再來和審判（1414-16）
16）：以諾是亞當的七代子孫，他是一
個與神同行的人，他深知他死後必有神的審判來臨，所以，當
他在 65 歲時生了一個兒子，給他取名為瑪土撒拉，按希伯來文
意思，瑪土（meth-oo）是死亡、撒拉(sheh’-lakh)是災難。瑪
土撒拉 187 歲時生了麥拉，麥拉 182 歲生了挪亞，挪亞 600 歲
時神以洪水審判當時不敬虔的世代，只留挪亞一家人八口（創
5-7）。從神看到世人思想都是惡要行審判到執行審判有 969 年，
可見神是滿有恩典和憐憫，祂要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因此，
在神的日子的那一天，基督將榮耀的回來。祂將審判每個人的
行為，這些行為包括不敬虔的、發怨言的、隨從情慾的、說大
話的、謀求私利的、說諂媚討人喜歡的話語的將會受到神的處
置。假教師、敵基督們將得到 A 和 B 裡所說的報應。

討論問題 2： 猶大舉了哪三類不信真道的人？他們的結局又如何？（觀
猶大舉了哪三類不信真道的人？他們的結局又如何？（觀
察題）
討論問題 3： 該隱、巴蘭、可拉的共同特徵是什麼？他們的結局又如何？
三、 猶大勸勉
猶大勸勉我們要竭力維護真道
勸勉我們要竭力維護真道（
我們要竭力維護真道（猶 17-25）：(
）：(請先讀 v. 17-25 再
讀下文)
讀下文)
猶大說完了作惡人的結局和耶穌基督的再來所要做的審判。他教導
我們如何避免假教師的教導和陷入他們的惡行。
A. 要記念主耶穌基督使徒
記念主耶穌基督使徒們
使徒們的話（1717-19）
19）：使徒保羅曾警告以
弗所的教會，將有凶暴的豺狼混進教會，並扭曲真理（徒
20:29-30）。使徒彼得也警告信徒有關假教師、假先知將毀謗真
理（彼後 2:1-3；3:3-4）；假教師們所行的是嘲笑人、隨從私慾
行不敬虔的事、分裂教會信徒，這樣行的人，顯然是沒有重生
得救、沒有聖靈在他們裡面的人。
B. 要在真道上建造自己（
在真道上建造自己（2020-23）：除了記住使徒們的話之外，
猶大要他們堅固自己：1. 以神的話語建造、建立自己。2.
以神的話語建造、建立自己。2. 在
聖靈裡常與神交通禱告。3.
聖靈裡常與神交通禱告。3. 保持自己在神
保持自己在神的
在神的愛中：
愛中：就是遵行真
道。4. 憐憫軟弱人
憐憫軟弱人、
軟弱人、搭救誤信謬論的人
搭救誤信謬論的人、
的人、遠離不敬虔的人
遠離不敬虔的人
（2222-23）：
23）：要扶持軟弱的信徒，若是他們誤入假教師的教導裡，
也要搶救他們，免得他們受到地獄火湖的刑罰；然而，不要與
不敬虔的、行惡的假教師有任何的來往，連摸他們的衣服都不
行，因為他們的所有都是污穢不潔的，免得自己被沾染不潔了。
C. 要堅持倚靠神得以站立得住（
堅持倚靠神得以站立得住（2424-25）：
25）：最後，猶大鼓勵信徒
們除了要對背道者的謬論有所警惕和防備外，也要相信神、倚
靠神，神會將我們從背道者的陷阱裡拯救出來，潔淨我們，使
我們不受污染或傷損。在主裡，我們有勝利的希望，這是何等
的喜樂啊！讓我們歡呼讚美神！
如何在真道上建造自己呢？那一點是你個人需要
如何在真道上建造自己呢？那一點是你個人需要
加強的？（觀察應用題）
加強的？（觀察應用題）
討論問題 5：請分享你如何在至聖真道上下功夫？
請分享你如何在至聖真道上下功夫？（
如何在至聖真道上下功夫？（應用題）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求祢幫助我們遵行祢的話語，走
在祢的道路中，並能儆醒防備異端及假教師的教導，也要起來維護祢的話
語，並能扶持軟肉的弟兄姊妹。感謝禱告是奉主耶穌得勝的聖名求。阿們！
討論問題 4：我們應

禱告:
禱告:

第四時段: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禱告服事（10 分鐘）

可以兩三個人成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4/19 受難節晚崇拜（小組聚會暫停一次）; 4/26 哥林多前書 1:1-17
5/03 哥林多前書 1:1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