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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
如何讀中文聖經﹣以猶大書為例

前情提要

• 前述五段舊約的文本 /對背道者的評論
-猶5-7	/猶8
-猶9	/猶10
-猶11	/猶12-13
-猶14-15 /猶16
-猶17-18 /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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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
如何讀中文聖經﹣以猶大書為例3

20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裏禱告，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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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有些人存疑心，你

們要憐憫他們；23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

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連那被

情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24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

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

的救主－獨一的神，25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

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他，從萬古以前並現今，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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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裏禱告，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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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有些人存疑心，你

們要憐憫他們；23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

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連那被

情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24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

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

的救主－獨一的神，25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

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他，從萬古以前並現今，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對信徒的勸勉

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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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信徒的勸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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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裏禱告，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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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這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們；23有些人你們

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

的心憐憫他們，連那被情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

對信徒的勸勉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憐憫受到背道者影響的人

篇章

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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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的輔助

• 比較各種聖經譯本
-電腦：Bible.com
-手機：YouVersion
- ESV、NASB、和合本修訂版、新譯本

• 信望愛聖經工具
- https://bkbible.fhl.net/N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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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猶大勸勉信徒要藉著在至聖的信心上建造
自己、在聖靈裏禱告、等候主耶穌基督的
再來，來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他也勸信
徒要憐憫、搭救那些受到背道者影響的人，
並要在此過程中小心自己也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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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 這裡的「愛」，是我們向著神的愛，還是
神對我們的愛？

• 為什麼突然強調「愛」？

11

我們能愛神，是依靠祂對我們的愛

「愛」與「背道」有什麼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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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 「造就」在原文是「建造」
-這個比喻也常用在保羅與彼得的書信

• 「至聖的真道」在原文是「至聖的信仰」
-這信仰即耶穌基督的福音，以耶穌基督為其
中心，參考猶3
-因此，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的第一步，就是
不斷的在對福音的認識上成長，而這信仰已
經在我們歸信的時候交付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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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仰望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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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仰望憐憫」？
• 其實這裡的「仰望」在原文是「期待」，
期待主再來的實現
-期待什麼便得到什麼，那麼這樣的期待最後
會得到什麼？

-所以永生的根源是什麼？

• 為什麼這裡會提到「基督的憐憫」？

14

審判的那天，你期望的是憐憫還是公義？（提後一18）



成人主日學
如何讀中文聖經﹣以猶大書為例

什麼是「存疑心」？

• 這個字的原文與第 9節中的「爭辯」是同
一個字
-雖然也有「論斷」之意，但還是翻譯成「疑
惑」比較好

• 對什麼「存疑心」呢？
-這些背道者是不是正確的？
-他們從基督徒生活開始所接受的信仰是不是
OK的？（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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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存疑心」？
• 為什麼要「憐憫」那些存疑心的人？

16

我們很容易忽略那些正陷在疑惑中
卻一直找不到出路的人

我們很容易對他們失去耐心而將重點放在別處

「憐憫」與「溫柔」，或許是我們最需要的態度
（提後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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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從火中搶出來」？
• 「火」，就是「未來在地獄的審判」
-然而，猶大在這裡並不是說背道者已經在火
中了，而是說，只有他們悔改，他們才會從
火中被搶出來

17

耶和華向撒但說：「撒但哪，耶和華責備你！
就是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這不是從
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嗎？」。(亞三2，參考摩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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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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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

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25願榮耀、

威嚴、能力、權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他，

從萬古以前並現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頌讚

頌讚

篇章

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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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榮耀、威嚴、能力、權柄都藉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從古到今到永遠，歸於我們的
救主、獨一的神，祂能保守我們不失腳、
使我們無瑕疵且歡喜地站在祂榮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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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頌讚」

• 在希臘文中，頌讚的文體會缺少主要動詞
-所以翻譯上我們會增加「歸與」（中文）或
「to	be」（英文）

• 頌讚並不只是將某些屬性歸與神而已，更
是讚賞、高舉神格中的這些方面
-因此，在翻譯的時候，用直述語氣動詞會比
祈願語氣動詞要好（We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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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
• 第23節「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與第24
節「保守你們不失腳」，這兩個保守可有
抵觸？到底保守我的是我自己還是神？

23

事實上，你能遵守「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
中」，是因為神賜你力量，使你能這麼做
惟有祂賜給我們恩典，好讓我們願意保守自
己常在神的愛中而免於背道

另一面，神的恩典並不會排除信徒需要竭力
地維持自己的神的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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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不失腳」？
• 「失腳」就是跌倒，而「不失腳」在此處
並不是指不犯罪
-這裡的背景與雅二10、三1不同
-參考彼後一10

24

神從未應許一個真信徒絕不會犯罪，祂所應
許的乃是，祂能保守我們免於陷入背道的境
地，使我們不會背棄那一次交付我們的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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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站在祂榮耀之前」？

• 在新約中，「站」這個字多指在末日，神
寶座前的審判
-羅十四14；林前十12

25

因此，神既使真信徒免於背道，那麼他們站
在神面前也就能帶著大喜樂（歡歡喜喜），
而這樣的喜樂也能帶給神榮耀（So Neyrey）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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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 相似的說法也出現在保羅書信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獨一全智的
神，直到永遠。阿們！」（羅十六27）

• 新約常將基督視為敬拜神的中保角色
-來十三15；彼前二5

• 所有的讚美與尊崇惟有透過基督才能為神
所接受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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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威嚴、能力、權柄

• 榮耀
-公開所宣揚或表達出的榮譽、輝煌、美麗﹣
因著神救恩的工作（ Neyrey）

• 威嚴
-表示祂的偉大，如何配得榮耀的至高地位，
祂的莊嚴的卓越（kelly）

• 能力、權柄
-表明神的掌權與掌管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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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
日期 課程主題 備課

2016/05/01 簡介課程與聖經版本 姜紹青

2016/05/08 文法結構分句簡介（含 Biblearc的使用） 李鴻欣

2016/05/15 文法結構分句簡介（二） 姜紹青

2016/05/22 猶大書分段、猶大書1至4節 姜紹青

2016/05/29 猶大書5至8節 李鴻欣

2016/06/05 猶大書9至13節 姜紹青

2016/06/12 猶大書14至19節 李鴻欣

2016/06/19 猶大書20至25節 李鴻欣

2016/06/26 猶大書總結 姜紹青



	

結構分句研讀聖經：猶大書 20 至 25 節 

20親愛的弟兄啊a，你們卻b要在至聖的真道c上造就d自己，在

聖靈裏禱告e，21保守f自己常g在神的愛中，仰望h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i。 

 

 

 

 

																																																								
a 親愛的弟兄啊：原文並無「弟兄」一詞。 
b 卻：這個詞作為 19 節之後的轉折語。 
c 真道：原文是「信心」，與第 3 節中的「真道」是同一個字。 
d 造就：分詞，意即「建造」，用來表示實踐第 21 節中主要動詞「保

守」的方式。 
e 禱告：分詞，用來表示實踐第 21 節中主要動詞「保守」的方式。 
f 保守：命令語氣的主要動詞，意即「保護，使之不受傷害或不受干

 

擾」。因此這句話可以解釋為「讓神有機會向你們彰顯祂的愛，好叫你

們得蒙保護、免受傷害」。 
g 常：原文沒有這個詞。 
h 仰望：原文是「期待」、「等待」之意。這是具有終末論意涵的字，

在這裡表示等候「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的實現。 
i 直到永生：原文是介系詞片語作副詞用，修飾前面的分詞「仰望」，

作為「仰望」的結果，意思是「帶來永生」。 



	

22
有些人

j
存疑心

k
，你們要憐憫

l
他們；

23
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

搶出來，搭救
m
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

n
他們，

連那被情慾o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p。 

 

 

 

 

 

 

																																																								
j 有些人：原文在這個詞前面有「並且」一詞，表示此節開始也是猶大

勸勉信徒的內容。 
k 存疑心：原文與第 9 節中的「爭辯」是同一個字，也有「論斷」之

意。但是由於它在此處是關身語態，因此在新約中最常被譯為「疑

惑」。 
l 憐憫：命令語氣的主要動詞。 

 

 

 

 

m 搭救：命令語氣的主要動詞，而「搶出來」則是分詞，用來修飾主

要動詞，表示「搭救」的方式。 
n 憐憫：命令語氣的主要動詞。 
o 情慾：原文是「肉體」。 
p 厭惡：分詞，可以表示前面主要動詞「憐憫」的條件或限制。	



	

24
那能保守

q
你們不失腳

r
、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

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
25
願

s
榮耀

t
、威嚴

u
、能力

v、權柄w，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x歸與他，從萬古以前並現

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q 保守：意即「採取特別措施來保護、看守」，這個詞與第 21 節中的

「保守」在原文並不是同一個字。 
r 失腳：意即「跌倒」。 
s 願…歸與：原文沒有這兩個詞，然而這兩個詞會讓人誤會猶大是以第

24 至 25 節的禱告作為書信的結尾。但是，由後面的「從萬古以前」

推論，這一段是在直述事實，因此其實是一段頌讚。值得注意的是，

整篇頌讚並沒有主要動詞，因此結構分句是以譯文的角度來標示「歸

與」的修飾詞。 
t 榮耀：意即「光輝」、「輝煌」。 
u 威嚴：意即「偉大」、「卓越」。 
v 能力：原文是「權力」、「統治」，表示行使統治或支配的能力。 
w 權柄：表示命令、控制或統治的潛能或資源，與前一個詞「能力」

的意思相近。 
x 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原文是「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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