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猶大書_內容大綱
 
【竭力為所信的真道爭辯】

   一、引言──問安(1~2 節)
   二、爭辯的原因──因為教會中有異端假教師出現(3~16
節)
         1.異端假教師的錯謬──曲解真道(3~4 節)
         2.異端假教師的鑑戒──三個歷史的事例(5~7 節)
         3.異端假教師的言行──像作夢的人與沒有靈性的畜類

(8~10 節)
         4.異端假教師的禍因──三個歷史的事例(11 節)
         5.異端假教師的本相──六個可怕的比喻(12~13 節)
         6.異端假教師的結局──以諾的預言(14~16 節)
   三、爭辯的裝備──對己和對人(17~23 節)
         1.記念使徒的話──聖經的印證(17~19 節)
         2.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信仰的充實(20 節)
         3.在聖靈裏禱告──聖靈的幫助(20 節)
         4.保守自己──神的愛和主的憐憫之加力(21 節)
         5.對人憐憫、搶救，對情慾懼怕、厭惡(22~23 節)
   四、結語──讚頌(24~25 節)
 
── 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猶大書註解》
 
其他綱目
 
【全書分析】

   一、第一段　引言（1-2 節)
         1.作者自稱（1 節上)
         2.受書人（1 節下)
               (1)被召的（1 節下)
               (2)在父神裏蒙愛的（1 節下)
               (3)耶穌基督保守的人（1 節下)
         3.祝福（2 節)
   二、第二段　宗旨（3-4 節)
         1.在猶大方面的熱心（3 節)
         2.在假師傳方面危險（4 節)
               (1)偷著進來的（4 節)
               (2)自古被定受刑罰的（4 節)
               (3)不虔誠的（4 節)
               (4)將神的恩典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4 節)
               (5)不認獨一的主（4 節)
   三、第三段　引證（5-11 節)
       1.以色列人（5 節)
         2.天使（6 節)
         3.所多瑪蛾摩拉（7-8 節)
         4.摩西的屍首（9-10 節)
         5.該隱（11 節上)
         6.巴蘭（11 節中)
         7.可拉（11 節下)
   四、第四段　比喻（12-13 節)
         1.礁石（12 節上)
         2.餵養自己的牧人（12 節中)
         3.無雨的雲彩（12 節中)
         4.秋天沒有果子的樹（12 節下)
         5.海裏的狂浪（13 節上)
         6.流蕩的星（13 節下)
   五、第五段　預言（14-16 節)
   六、第六段　勸勉（17-23 節)
         1.記念使徒的教訓（17-19 節)
         2.在真道上造就自己（20 節上)

         3.在聖靈裏禱告（20 節下)
         4.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21 節上)
         5.仰望主的憐憫（21 節下)
         6.扶助軟弱的人（22-23 節)
   七、第七段　結語（24-25 節)
―― 陳終道《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本書分段】

   一、引言(1~4 節)︰說出寫信的原故

   二、叛道的人(5~19 節)
         1.以歷史證明他們的結局(5~7 節)
         2.以事實證明他們的罪比古代受刑罰的人有過之而無不

及(8~13 節)
         3.以預言證明他們的結局(14~19 節)
   三、聖徒(20~23 節)
   四、結語︰祝福與頌讚(24~25 節)
── 牛述光
 
【本書分段】

   一、警告(1~19 節)
         1.教義(3~4 節)
         2.命運(5~7 節)
         3.行為(8~19 節)
   二、勸勉(20~25 節)
         1.對己(20~21 節)
         2.對人(22~23 節)
         3.對神(24~25 節)
── 牛述光
 
【書之分段】

   一、小引(1~3 節)
   二、破敗之領袖(4~19 節)
         1.論其行事(4~11 節)
         2.論其實際(12~13 節)
         3.論其究竟(14~19 節)
   三、建設之領袖(20~25 節)
         1.對自身(20~21 節)
         2.對會眾(22~23 節)
         3.結語(24~25 節)
── 賈玉銘《聖經要義》
 
【書之分段】

   一、小引(1~3 節)
   二、警戒之言(5~16 節)
         1.假先知的真相(5~7 節)
         2.作夢人的真相(8~16 節)
   三、勸勉之言(17~23)
         1.對己(17~22 節)
         2.對人(22~23 節)
   四、感讚之言(24~25 節)
── 賈玉銘《聖經要義》
 
【猶大書主題簡綱】

   一、辨認假師傅(1~16 節)
         1.他們的行為(1~7 節)
         2.他們的結局(8~11 節)
         3.他們的描繪(12~16 節)
   二、辨認真信徒(17~25 節)
         1.記念主言(17~19 節)
         2.造就自己(20 節)



         3.保守主愛(21 節)
         4.憐憫別人(22~25 節)
── 馬有藻《新約信息精要》
 
【猶大書大綱】

   一、作者與讀者（1～2 節）

   二、猶大想寫而未寫的信和實際寫的信（3～4 節）

   三、三個警戒性的提醒（5～7 節）

   四、應用審判的比喻（8～10 節）

   五、另外三個舊約人物事例（11～13 節）

   六、以諾的預言應驗在假師傅身上（14～16 節）

   七、使徒的話也適用於假師傅身上（17～19 節）

   八、猶大對信徒的勸勉（20～23 節）

   九、頌讚（24～25 節）

──《丁道爾聖經註釋》
 
【猶大書大綱】

   一、問安(1~2 節)
   二、呼籲為信仰爭辯(3~4 節)
   三、神審判的例證(5~7 節)
   四、不虔不義之人的特性和將來的審判(8~16 節)
   五、使徒對譏誚者的預言(17~19 節)
   六、真基督徒的適當行為(20~23 節)
   七、頌讚(24~25 節)
──《浸信會聖經課程》
 
【猶大書大綱】

壹　請安與宗旨                          1～4
　一　問候 1～2
　二　呼籲 3～4
　　1　責任所在                        3
　　2　危險所在                        4
貳　邪惡的結局                          5～16
　一　歷史的見證                      5～7
　　1　不信的結果                    5
　　2　天使的拘留                    6
　　3　雙城的毀滅                    7
　二　犯罪與刑罰                      8～16
　　1　不敬不義不忠                8～11
　　2　無雲無雨無實                12～13
　　3　對不敬虔者的審判        14～15
　　4　罪惡的清單                    16

　安全的規勸                           17～23
　一　使徒教訓的回憶              17～19
　二　靈性的自我操練              20～21
　三　惡人的處境堪憐              22～23
肆　祝禱\cs16                              24～25
　一　上帝的保守                      24
　二　上帝的榮頌                      25
── 楊東川《中文聖經註釋──猶大書》
 
【大綱】

一、問候（1，2）
二、揭露假師傅的面貌（3～16）
三、使徒在多人離經背道的情況下應盡的責任（17～23）
四、美麗的祝福（24，25）
──《活石新約聖經注釋》
 
【猶大書大綱】

一、問安（1－2）

二、寫信因由（3－4）
三、斥責背道者（5－19）
    1.歷史上三個審判（5－7）
    2.背道者的錯謬（8－13）
    3.以諾預言的應驗（14－16）
4.使徒話語的應驗（17－19）
四、勸勉信徒（20－23）
五、頌贊（24－25）
──《串珠聖經注釋》
 
【猶大書大綱】

一·假教師的威脅（1－16）
二·維護真理的責任（17－25）
猶大寫信給各處的基督徒，催促他們要採取行動防範假教師。

他警告他們，要知道假教導對他們的威脅，保護自己和其它

信徒，並把那些已經受騙的人搶救回來。猶大寫信斥責不敬

虔的教師，因為他們說基督徒可以任意妄為，不用恐懼神的

懲罰。在今天的教會裡，雖然公開傳講這種異端的人已不多，

但很多人卻視隨從私欲而行是正確的。這封信正是對那些掛

名基督徒的警告。

 ──《靈修版聖經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