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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書 第三課…

猶大書 12~16
猶大書：12
16
12 這樣的人在你們的愛席上與你們同吃的時候，正是礁石。
他們作牧人，只知餵養自己，無所懼怕；
是沒有雨的雲彩，被風飄蕩；
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死而又死，連根被拔出來；
13 是海裡的狂浪，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
是流蕩的星，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
14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哪，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
15 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
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愎話。」
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愎話
16 這些人是私下議論，常發怨言的，隨從自己的情慾而行，
中說誇大的話 為得便宜諂媚
口中說誇大的話，為得便宜諂媚人。

警戒與勸勉
警戒
與勸勉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暫停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請按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1

2

接下來要跟大家談一下有關是「背道者」是怎麼樣的人？
1 12a 這樣的人在你們的愛席上與你們同吃的時候，正是礁石。
1.
這礁石都是隱藏在水面下的，這叫做暗礁，
如果今天跟前面那些好名、好利、好色的人在一起同工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這個礁石會帶給你多大的傷害。所以這裡告訴假教師、
傳假的神的信息、讓人以為是的這群人，好像在暗中或者
藏在水底下的暗礁，帶給眾人的一定是意想不到的傷害，
一艘再大的船只要碰到暗礁，通常它的結局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

猶大書 17~25
猶大書：17
25
17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
18 他們曾對你們說過，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
他們曾對你們說過 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
19 這就是那些引人結黨、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人。
愛的弟 啊
們卻要在 聖的真道 造 自
在聖靈 禱告
20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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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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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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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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b他們作牧人，只知餵養自己，無所懼怕。說他們是
2.
說他們是「惡的牧人」。
惡的牧人」
耶穌經常講好牧人是肥了羊群，瘦了自己的人；
好牧羊人是可以豺狼來的時候，犧牲自己，保全羊群生命的人。
這群惡的牧人只知道餵養自己，只知道圖利自己，他無所懼怕為所欲為。
今天我們看很多的人在教會裡面是不怕神的，與這群假教師同流一樣的人，
然後帶弟兄姐妹傷害的時候，他都不以為難過，
然後讓弟兄姐妹走到危機的環境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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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非常重要的一個使命是「教導」。
初代教會會蒸蒸日上地往前發展，她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有敬拜、有教導、有宣教、有服事、有團契。
他們在家庭裡面擘餅的時候，都要讀使徒和先知的話，
他們在家庭受栽培造就，造就完了以後就出去宣教，
在家庭裡面彼此更深地相愛，就一起同心配搭服事神。
所以初代教會能夠這麼快地往下發展 這是假教師們是摧毀不了的
所以初代教會能夠這麼快地往下發展，這是假教師們是摧毀不了的。
因為這個功能性這麼穩定，所以教會很容易地分辨假教師所傳的是正確與否。
感謝神！初代教會給我們看到的好處幫助，
請記得她是有果子的，她是有果效的。

3. 12b 是沒有雨的雲彩，被風飄蕩。
表示它是沒有實質的果效，雲彩被風吹的時候就飄來飄去，
沒有定向，然後被異教之風飄來飄去，或者是被風吹的時候是東飄西蕩的。
這一群的假教師或者所謂的假傳道人，他們帶給人的應該有的雲彩，
可以帶下那個雨量的也好，帶下遮蔭的也好，
可是這群雲彩只有虛有其表，自己都沒有一個定向定位，
有任何風吹草動 他第 個飄得比別人快
有任何風吹草動，他第一個飄得比別人快，
這就是所謂的假教師是猶大形容這群人的第三個形容詞
4.
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 死而又死 連根被拔出來
4 12b 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死而又死，連根被拔出來。
秋天在猶太人來說常常是必須秋收冬藏的時候，是很重要收割的起點。
但是沒有想到這裡的所有看到的都沒有機會可以收割果子的樹木，
換句話說，他在這個位置上但是他卻沒有任何的果效實現，
所以等於是白占地土，浪費光陰，等於他是吸收了所有的養分，
吸收了所有的好，卻結不出好的果子和子粒來。
這個就是假教師帶給教會的傷害。

5

6

6. 13b 是流蕩的星，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
請問當你看到流星的時候你覺得是？有人就許願了，有人覺得很好，
不要忘了這流星一下去以後就沒有了，因為它是不在位子上，它被淘汰了。
流蕩的星就是表達它在黑暗裡面，沒有固定的軌道，最後就被丟棄、被消失了，
這群的假教師好像流星一樣，一閃即逝一下子就沒有了，
可是他影響教會卻讓我們非常痛心疾首，短暫的一刻帶給教會莫大的損傷。

5. 13a 是海裡的狂浪，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
賽五十四 我們在海裡面會湧出
我們在海裡面會湧出一些汙穢的沫子來，
些汙穢的沫子來，
帶給人的是一個罪惡的，一個不好的味道。
但是給人以為它是對的、是好的，
所以猶大批判這群假教師們，他們好像是海裡的狂浪，
感覺上他膨風膨風的、是好像很有威力的，
可是他湧出來的都是讓人羞恥的。
可是他湧出來的都是讓人羞恥的

當猶大用這六樣事情形容假教師的時候，事實上都是告訴我們
當猶大用這六樣事情形容假教師的時候
事實上都是告訴我們
這群人留在教會只有破壞、只有傷害、沒有貢獻，可是因為他有這些表現，
大家以為都是了不起的 都以為他們是有這種特質的 有些特殊的地位等等
大家以為都是了不起的，都以為他們是有這種特質的，有些特殊的地位等等，
但是只要經過仔細地察驗，我們就可以很快地知道
這群人帶給教會的是禍患卻不是祝福。

我想在這裡再提醒，在聖經裡面所有服事的人，
在服事的中間 如果他給人看到有羞恥的時候
在服事的中間，如果他給人看到有羞恥的時候，
我們的主會對付他的、也不會讓他的服事會存在的。
所以今天當我說：「我是有主的呼召。」
我也要衡量在他的講道，在他的生命見證裡面，
他有沒有一些是可恥、是羞辱主名的。
請記得猶大在的時候，紀元後七八十年的這個作品，離開我們現在也兩千年了，
請記得猶大在的時候
紀元後七八十年的這個作品 離開我們現在也兩千年了
這兩千年的結果狀況，這些例子是層出不窮的。

耶穌曾經對一個無花果樹說的，本來它應該有果子的，
但是它白占地土，第二天就整個枯萎了。
在教會裡面假教師經常占了位子，所說的卻不是神的話，
結果帶給教會很大的傷害，很可惜地教會卻不知之，
卻沒有辦法去衡量，甚至於審斷這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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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告訴弟兄姐妹，教會在往前走、興旺的時候，經常會讓魔鬼破壞的，
常常就有一群人想要標新立異，想要自以為是，想要把自己揚名立萬也好，
想要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 所以就無所不用其極地然後為了要表現自己
想要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所以就無所不用其極地然後為了要表現自己，
魔鬼正好就利用這樣的人就成為教會的敗筆、成為教會的禍患。

8

17 以後，他要我們謹記三件事情…
、17a 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
一、17a
 教會的增長如果沒有植基在神的話上面、沒有神的話作根基的話，
這個增長是虛的，這個增長是不能存太久的
 任何一樣東西的基本功也好、神的話的基礎也好，
沒有好好紮實地把它栽培出來，上面建造的都是空的

二、 21a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一個跟隨神的人，他憑著信心跟隨主這是重要的，
個跟隨神的人，他憑著信心跟隨主這是重要的，
他行出來見證他有信心的就是在愛裡面。
所以猶大很清楚提我們要常常在神的愛裡，
我們要愛神，然後從神的裡面遵行祂的旨意以後，討神的喜悅。
請你注意到神的話是要用剛強壯膽的態度去謹守遵行的，
當我們懂得把神的話謹守遵行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後面談順利跟亨通
當我們懂得把神的話謹守遵行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後面談順利跟亨通。

傳道人不可以偷懶的，傳道人必須下功夫
傳道人不可以偷懶的
傳道人必須下功夫
好好地教育羊群、塑造羊群，使他們都能成熟茁壯，
包括愛心的接待 包括智慧上的教育 包括生活上的歷練
包括愛心的接待、包括智慧上的教育、包括生活上的歷練、
包括他要面對的一切考驗的時候，
陪伴他們信心的歷程使他們成長茁壯，
都是牧羊人不可或缺的責任和使命。
猶大提醒要謹記使徒們的話，這些話帶給我們的
就是要按照神的原則 按照神的思想 按照神的看法行事為人
就是要按照神的原則、按照神的思想、按照神的看法行事為人，
讓神從我們生活裡面得到祂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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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扶助軟弱的信徒。
在教會裡面百分之百都是剛強的人嗎？我想大家都會搖頭的
在教會裡面百分之百都是剛強的人嗎？我想大家都會搖頭的，
可是有沒有可能有一些信徒是像閒雜人等，
他忘掉他也要去愛別人，這才叫做彼此相愛的。
所謂的愛是利人的，不是先利己的，所謂的愛都是使別人得益處的，
那放在我們眼前，最值得你要照顧幫助的是誰呢？
在教會裡面愛永遠是團契，整個教會不可缺少的法則。
所以愛要怎麼做得美好？我常常告訴弟兄姐妹用「耶和華以勒」的方式。
如果我愛一個人，我出手幫他忙，給對方感覺上如芒刺在背的時候，
這個愛要值得檢討；我愛一個人如果對他是有利可圖，
或者有希望指望如何的時候，這個愛也值得檢討；
可是當我行出來的愛的時候 從來不指望這個人回報什麼的時候
可是當我行出來的愛的時候，從來不指望這個人回報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用「耶和華以勒」的方式，包括奉獻，
包括協助的時候讓對方被得到幫助，可是卻不知道是從誰而來，
包括協助的時候讓對方被得到幫助
可是卻不知道是從誰而來
讓他學會感恩，我們也學會感恩。

猶大非常清楚了解我們要遵守主的話，要常常記得要學習，
另外要用愛把它實踐出來 從愛的裡面實踐的時候
另外要用愛把它實踐出來，從愛的裡面實踐的時候
那個就是知行合一了，是生活跟信仰一致了。
很多的人生活是生活、信仰是信仰，這兩個是彼此不相干的時候，
這不是猶大的教導，聖經的教訓很清楚地是要我們言行一致的，
是我們的言語行為讓眾人看到我們是主的門徒的。
這一切都是主一再地一再地提醒我們的，所以在主的裡面，
常在主的愛裡面，然後讓神的話透過我們的愛遵行及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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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扶助軟弱的信徒就是今天在教會裡面必不可少的。
我們寧可看到別人受飢寒嗎 我想不會的
我們寧可看到別人受飢寒嗎？我想不會的，
弟兄姐妹都是我們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從旁盡點心協助他？
可是扶助軟弱的時候 切記你不能陷在他的軟弱裡面
可是扶助軟弱的時候，切記你不能陷在他的軟弱裡面，
如果他的軟弱是一些因罪惡造成的時候，
你更要小心免得你在他的罪上有分。

蔡忠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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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些都是猶大給我們提醒的，
讓我們怎麼在末後的時代行事為人
一些讓我們怎麼在末後的時代行事為人，
然後成為教會的祝福，成為弟兄姐妹的幫助。
我常常告訴弟兄姐妹怎麼知道你的所做的是討神的喜悅的？
這 個標準 會忽略掉
這三個標準不會忽略掉：
「神的榮耀」、「人得幫助」、「你得造就」，
願神賜福大家在往後的歲月成為榮神益人的好僕人使女。
願神賜福大家在往後的歲月成為榮神益人的好僕人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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