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de, 1:1 - 1:6 

1:1 耶穌<2424> 基督的<5547> 僕人<1401> ，<1161> 雅各的<2385> 弟兄<80> 猶大<2455> ，寫信給那<3588> 被召

<2822> 、在父<3962> 　神<2316> 裡<1722> 蒙愛<25> (5772) 、<2532> 為耶穌<2424> 基督<5547> 保守<5083> (5772) 的人。

1:2 願憐恤<1656> 、<2532> 平安<1515> 、<2532> 慈愛<26> 多多地加<4129> (5684) 給你們<4771> 。

1:3 親愛的弟兄啊<27> ，我想<4160> (5734) 盡心<3956> <4710> 寫信<1125> (5721) 給你們<4771> ，論<4012> <3588> 

我們<1473> 同得<2839> 救恩<4991> 的時候，就<2192> (5656) 不得不<318> 寫信<1125> (5658) 勸<3870> (5723) 你們<4771>

，要為<3588> 從前一次<530> 交付<3860> (5685) <3588> 聖徒<40> 的真道<4102> 竭力地爭辯<1864> (5738) 。

1:4 因為<1063> 有些<5100> 人<444> 偷著進來<3921> (5656) ，就是<3588> 自古<3819> 被定<4270> (5772) 受<1519> 

<3778> <3588> 刑罰<2917> 的，是不虔誠的<765> ，將<3588> 我們<1473> <3588> 　神的<2316> 恩<5485> 變作<3346> 

(5723) 作<1519> 放縱情慾的機會<766> ，並且<2532> 不認<720> (5740) <3588> 獨一的<3441> 主宰<1203> ─我們<1473> 

（或譯：和<2532> 我們）主<2962> 耶穌<2424> 基督<5547> 。

1:5 <3754> 從前主<2962> 救了<4982> (5660) 他的百姓<2992> 出<1537> 埃及<125> 地<1093> ，後來<3588> <1208> 就

把那些<3588> 不<3361> 信的<4100> (5660) 滅絕了<622> (5656) 。這一切的事，你們<4771> 雖然都<530> 知道<3608a> 

(5761) ，我卻<1161> 仍要<1014> (5736) 提醒<5279> (5658) 你們<4771> 。



Jude, 1:6 - 1:25 



1:6 又<5037> 有<3588> 不<3361> 守<5083> (5660) <1438> 本位<746> 、<235> 離開<620> (5660) 自己<2398> 住處<3613>

的天使<32> ，主用鎖鍊<1199> 把他們永遠<126> 拘留<5083> (5758) 在黑暗<2217> 裡<5259> ，等候<1519> 大<3173> 日

<2250> 的審判<2920> 。

1:7 又如<5613> 所多瑪<4670> 、<2532> 蛾摩拉<1116> 和<2532> <846> 周圍<4012> 城邑<4172> 的人，也照<3664> 他

們<3778> 一味地<5158> 行淫<1608> (5660) ，<2532> 隨<565> (5660) 從<3694> 逆性的<2087> 情慾<4561> ，就受<5254> 

(5723) 永<166> 火的<4442> 刑罰<1349> ，作為<4295> (5736) 鑑戒<1164> 。

1:8 <3305> 這些<3778> 做夢的人<1797> (5740) 也<2532> 像<3668> 他們<3303> 污穢<3392> (5719) 身體<4561> ，

<1161> 輕慢<114> (5719) 主治的<2963> ，<1161> 毀謗<987> (5719) 在尊位的<1391> 。

1:9 <1161> 天使長<743> 米迦勒<3413> 為<4012> 摩西的<3475> 屍首<4983> 與魔鬼<1228> 爭<1256> (5708) 辯<1252> 

(5734) 的時候<3753> ，尚且不<3756> 敢<5111> (5656) 用<2018> (5658) 毀謗的話<988> 罪責<2920> 他，只<235> 說<3004> 

(5656) ：「主<2962> 責備<2008> (5659) 你<4771> 吧！」

1:10 但<1161> 這些人<3778> 毀謗<987> (5719) 他們所<3303> 不<3756> 知道<3608a> (5758) 的<3745> 。<1161> 他們本

性<5447> 所知道<1987> (5736) 的事<3745> 與那沒有靈性的<249> 畜類<2226> 一樣<5613> ，在這事<3778> 上<1722> 竟敗

壞了自己<5351> (5743) 。

1:11 他們<846> 有禍了<3759> ！因為<3754> 走了<4198> (5662) 該隱的<2535> 道路<3598> ，又<2532> 為利<3408> 往巴

蘭的<903> 錯謬裡<4106> 直奔<1632> (5681) ，並<2532> 在可拉的<2879> 背叛中<485> 滅亡了<622> (5668) 。

1:12 這樣的人<3778> 在你們的<4771> 愛席<26> 上<1722> 與你們同吃<4910> (5740) 的時候，正是<1510> (5719) 礁石

<4694> （或譯：玷污）。他們作牧人，只知餵養<4165> (5723) 自己<1438> ，無所懼怕<870> ；是沒有雨的<504> 雲彩

<3507> ，被<5259> 風<417> 飄蕩<3911> (5746) ；是秋天<5352> 沒有果子的<175> 樹<1186> ，死<599> (5660) 而又死

<1364> ，連根被拔出來<1610> (5685) ；

1:13 是海裡的<2281> 狂<66> 浪<2949> ，湧出自己<1438> 可恥的<152> 沫子來<1890> (5723) ；是流蕩的<4107> 星

<792> ，有墨黑的<4655> 幽暗<2217> 為他們<3739> <1519> 永遠<165> 存留<5083> (5769) 。

1:14 <1161> <2532> 亞當<76> 的七世<1442> 孫<575> 以諾<1802> ，曾預言<4395> (5656) 這些人<3778> 說<3004> (5723)

：「看哪<2400> (5657) ，主<2962> 帶著<1722> 他的<846> 千萬<3461> 聖者<40> 降臨<2064> (5656) ，

1:15 要在眾人<3956> 身上<2596> 行<4160> (5658) 審判<2920> ，<2532> 證實<1651> (5658) 那一切<3956> 不敬虔的人

<5590> <846> <4012> 所<3739> 妄行<764> (5656) 一切<3956> 不敬虔<763> 的事<2041> ，又<2532> 證實<4012> <3956> 不

敬虔之<765> 罪人<268> 所<3739> 說<2980> (5656) 頂撞<2596> 他的<846> 剛愎話<4642> 。」

1:16 這些人<3778> 是<1510> (5719) 私下議論<1113> ，常發怨言的<3202> ，隨從<2596> 自己的<1438> 情慾<1939> 而

行<4198> (5740) ，<2532> <846> 口中<4750> 說<2980> (5719) 誇大的話<5246> ，為<5484> 得便宜<5622> 諂媚<2296> (5723)

人<4383> 。

1:17 <1161> 親愛的<27> 弟兄啊，你們<4771> 要記念<3403> (5682) 我們<1473> 主<2962> 耶穌<2424> 基督之<5547> 使

徒<652> 從前所<5259> 說<4280> (5772) 的<3588> 話<4487> 。

1:18 <3754> 他們曾對你們<4771> 說過<3004> (5707) ，<3754> <1909> 末<2078> 世<5550> 必有<1510> (5695) 好譏誚的

人<1703> 隨從<2596> 自己<1438> 不敬虔的<763> 私慾<1939> 而行<4198> (5740) 。

1:19 這<3778> 就是<1510> (5719) 那些<3588> 引人結黨<592> (5723) 、屬乎血氣<5591> 、沒<3361> 有<2192> (5723) 聖

靈<4151> 的人。

1:20 親愛的<27> 弟兄啊，你們<4771> 卻<1161> 要在<4771> 至聖的<40> 真道<4102> 上造就<2026> (5723) 自己<1438>

，在聖<40> 靈<4151> 裡<1722> 禱告<4336> (5740) ，

1:21 保守<5083> (5657) 自己<1438> 常在　神的<2316> 愛<26> 中<1722> ，仰望<4327> (5740) 我們<1473> 主<2962> 耶

穌<2424> 基督的<5547> 憐憫<1656> ，直到<1519> 永<166> 生<2222> 。

1:22 <2532> 有些人存疑心<1252> (5734) ，你們<3303> 要憐憫<1653> (5720) 他們<3739> ；

1:23 <1161> 有些人你們要從<1537> 火<4442> 中搶出來<726> (5723) ，搭救<4982> (5720) 他們<3739> ；<3361> 有些人

你們要存<1722> 懼怕<5401> 的心憐憫<1653> 他們<3739> ，連<2532> 那<3588> 被<575> 情慾<4561> 沾染<4695> (5772) 的

衣服<5509> 也當厭惡<3404> (5723) 。

1:24 <1161> 那<3588> 能<1410> (5740) 保守<5442> (5658) 你們<4771> (5625) 不失腳<679> 、<2532> 叫你們無瑕無疵

<299> 、<1722> 歡歡喜喜<20> 站在<2476> (5658) 他<846> 榮耀<1391> 之前<2714> 的我們的<1473> 救主<4990> ─獨一的

<3441> 　神<2316> ，

1:25 願榮耀<1391> 、威嚴<3172> 、能力<2904> 、<2532> 權柄<1849> ，因<1223> 我們的<1473> 主<2962> 耶穌<2424> 

基督<5547> 歸與他;，<2532> 從<4253> 萬古以前<3956> <165> 並<2532> 現今<3568> ，直到<1519> 永永遠遠<3956> <165>

。阿們<2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