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後書導論
一、作者
關於彼得後書的作者，現代聖經學者中大多數反對作者為彼得，主要的論點
包括：
1.

彼得後書的用語和風格與彼得前書有顯著的差異，即使彼得前書的希臘
文非出自彼得之手。
（無論是抄寫員代筆或是託名之作）
。此外，當中有
部分用詞似乎取自希羅宗教或哲學，並且寫作風格重複而累贅，不太可
能是未受過正統希羅教育的彼得所寫。

2.

彼得後書 3:15-16 暗示保羅的書信等同於「經書」，但新約書信卻是要
到彼得死後才被視為正典，所以本書不可能是彼得所寫。

3.

本書提到彼得自覺將要離世，強調信徒要記念他的教訓，顯示本書乃是
以「遺訓」形式寫成，但當時的「遺訓」類作品均為託名之作。

4.

早期教會對本書之正典性經過相當漫長的掙扎，才予以接納。

關於以上的論點，簡單回應如下：
1.

雖然彼得後書的希臘文出色，但並未如學者所誇讚的高水準。此外，也
有學者指出本書可能刻意模仿一種當時逐漸流行的修辭方式：「亞西亞
風格」(Asiatic Style)，彼得可能為了與受信者建立更多共通點，而採取
此種寫作風格。

2.

雖然彼得後書將保羅的書信與「經書」並列，令人感到意外，但實際上
使徒也認為其教導具備相當於經書之權柄（林前 5:3；林後 10:11；帖後
2:15, 3:14），並且本書作者只是暗指而非直接等同。

3.

彼得後書雖然與猶太人的「遺訓」作品有明顯近似之處，但彼得後書主
要的文體分類仍然是書信。現今的證據均顯示，託名書信在第一及第二
世紀都不常見，僅有的少數偽作，也被初代教會所拒絕。

4.

初代教會之所以對彼得後書正典接納如此漫長，主要是當時有許多假冒
彼得之作，教會需要以更謹慎的方式予以辨別。
因此，我們還是支持經文內證，採取彼得為彼得後書的作者。

二、寫作地點與時間
彼得於彼後 1:13-14 提及他離世的時候快到了，根據可靠的早期傳統記錄，
彼得是在尼祿逼迫時期於羅馬殉道。因此，本書應該在主後 68 年（尼祿被殺）
以前成書，地點應該也是於羅馬。
三、受信人
雖然本書卷首並未提及特定收信對象，但本書似乎暗示收信者正受到某假學
說之影響，並且他們至少收過或知道保羅的書信(3:15)。此外，彼後 3:1「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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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這兩封信都是提醒你們，激發你們誠實的心。」顯示受
信者極可能就是彼得前書的受信者。
四、目的
本書信主要是針對出現於信徒群體中的假教師(2:1-3)，提出警訊與斥責。彼
得指出這些假教師的主要錯謬在於否定終末教義(1:16-21; 3:3-4)，並且生活放縱
(2:19-20)、抗拒任何形式的權柄(2:10-11)、以及放縱「肉體的罪」(2:13-16, 18-20)。
五、大綱結構
1.問安(1:1-2)
2.提醒一：
a.期許信徒生命成長(1:3-11)
期許信徒生命成長，並堅信基 b.彼得的遺願(1:12-15)
督復臨(1:3-21)
c.基督再臨的雙重見證(1:16-21)
3.提醒二：
a.當前的假教師(2:1-3)
防備教會中的假教師(2:1-22) b.上帝的審判(2:4-11)
c.對假教師的譴責(2:12-22)
a.提防反對主降臨應許的言論(3:1-4)
4.提醒三：
殷勤持守聖道，抵擋反對基督 b.反對者的錯謬(3:5-7)
再臨之說(3:1-18)
c.審判並非耽延，而是寬容(3:8-13)
d.在恩典與知識上長進(3: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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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安與提醒一：信徒生命的成長，並堅信基督復臨(1:1-21)
分段大綱
1:1-2 問安

1:3-11 期許信徒生命成長

1:12-15 彼得的遺願
1:16-21 基督再臨的雙重見證

v.1a 自我介紹
v.1b 對受信人身份的說明
v.2 問安
v.3-4 應許—與上帝的性情有分
v.5-7 殷勤地屬靈操練
v.8-11 殷勤生命操練的目的
v.16-18 彼得的親眼見證
v.19-21 先知的預言

重要字詞
1. 「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1:1)：原文為 toi’/j ivso,timon h`mi/n lacou/sin
pi,stin，直譯為「與我們領受相同信心的人」。
2. 「因你們認識」(1:2)：原文為 evn evpignw,sei，直譯為「在…的知識中」或「藉…
的知識」。
3. 「（正如）」(1:3)：本節起首為連接詞 w`j，直譯為「正如」
，表明本節與 v.2 之
間的關係。
4. 「皆因我們認識」(1:3)：原文為 dia. th/j evpignw,sewj，直譯為「藉著…的知識」。
5. 「神能」(1:3)：原文為 th/j qei,aj duna,mewj，直譯為「神性的能力」。
6. 「美德」(1:3)：原文為 avreth/，
| 此字可指「優越的品德」或「神能力的彰顯」。
彼前 2:9 的「美德」也是同一個字。多數英譯本譯為 goodness（例如：NRSV,
NIV, NKJV）或 excellence（如 NASB, NET, ESV）。
7. 「因此」(1:4)：原文為 diV w-n，應譯為「藉著這些」（即藉著神的榮耀和美德
[v.3]）。
8. 「應許」(1:4)：原文為 evpagge,lmata，為複數名詞。
9. 「與神的性情有分」(1:4)：原文為 ge,nhsqe qei,aj koinwoi. fu,sewj，直譯為「成
為神性的本性的分享者」
。新譯本譯為「分享神的本性」
，NIV 譯為”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NRSV 譯為”become participants in the divine nature”，
NASB, NET 及 ESV 均譯為”become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

v.4 原文中的 i`na（「為了使」，即和合本的「叫」）是連接「成為神性的本性
的分享者（與神的性情有分）」
，而「脫離世上…」則是和「成為神性的本性
的分享者」平行，但本句主要動詞則是「成為」
，
「脫離」則為分詞，表示這
是依附於主要動詞（即「變成」）的動作。

10. 「格外殷勤」(1:5)：原文為 pareisene,gkantej evpicorhgh,sate，直譯為「格外努
3

力地提供」。
11. 「德行」(1:5)：即 v.3 的「美德」。
12. 「愛弟兄的心」(1:7)：原文為 th/n filadelfi,an，直譯為「手足之情」。NRSV
譯為 mutual affection，NASB 及 NIV 譯為 brotherly kindness，NET 及 ESV 譯
為 brotherly affection。
13. 「愛眾人的心」(1:7)：原文為 th/n avga,pan，直譯為「愛心」。
14.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1:8)：原文為 tau/ta ga.r u`mi/n u`pa,rconta kai.
pleonazonta，直譯為「因為這些存在於你們並且充足」
。新譯本譯為「因為你
們有了這幾樣，並且繼續增長」。
15. 「失腳」(1:10)：原文為 ptai,shte，即跌倒。
16. 「我以為應當」(1:12)：原文為 di,kaion de. h`gou/mai，直譯為「我認為（這是）
正確」
。NIV, NRSV, ESV 譯為 I think it is right to，NASB, NET 譯為 I consider
it right。
17. 「帳棚」(1:13)：在此隱喻身體及世上生活的年日（參彼前 1:1「寄居的」）
18. 「乖巧捏造的虛言」(1:16)：原文為 sesofisme,noij mu,qoij，直譯為「巧妙捏造
的虛幻故事」。
19. 「更確」(1:19)：原文為 bebaio,teron，直譯為「可靠的」，用以形容可倚賴而
不引致失望的事物。
20. 「不可隨私意解釋」(1:20)：原文為 ivdi,aj evpilu,sewj ouv gi,netai，直譯為「不
可變成私自的解釋」。NIV 譯為 no…came by the prophet’s own interpretation，
NASB 和 NRSV 均譯為 no…is a matter of one’s own interpretation，NET 譯為
no…comes about by the prophet’s own imagination，ESV 譯為 no…comes from
someone's own interpretation。如果按照上下文理考量，此處的「私意解釋」
較可能是指先知本身的想法。
21. 「人意」(1:21)：原文為 qelh,mati avnqrw,pou，直譯為「人的意願」。
22. 「感動」(1:21)：原文為 fero,menoi，直譯為「被移動」
，在此指使一個思想或
觀念被提出。NASB, NRSV 譯為 moved，NIV, NET, ESV 譯為 carried along。
討論題綱
1:1-2

1. v.1 作者如何表達受信者的身份？
2. v.2 作者為何說「願恩惠平安在（藉）我們的上帝和主耶穌的知識中」
（直譯）加給信徒？

1:3-11

3. v.3 作者為何說「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是
「藉著…知識」（原文直譯）？
4. v.4「與神的性情有分」是指？這與 v.2-3 中的「知識」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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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5-7 作者勸勉信徒在哪些方面操練？
6. v.7 作者指出信徒信心被試驗的目的是？
7. v.8-9 作者針對哪兩種情況進行對比？
8. v.10-11 作者指出以上勸勉的目的是？
1:12-15

9. v.12-15 作者如何強調以上勸勉的重要性？

1:16-21

10. v.16-18 作者向受信者提出什麼內容？這和 v.3-15 有何關係？
11. v.19-21 作者如何加強對於基督再臨見證？為何作者要以此方式強
調？以及為何作者要一再強調基督再臨的真實？

5

提醒二：防備教會中的假教師(1:13-2:10)
分段大綱
2:1-3a 當前的假教師

2:3b-11 上帝的審判

2:12-22 對假教師的譴責

v.1a 昔日假先知 vs.今日假教師
v.1b-2 假教師的特徵與影響
v.3a 假教師的目的
v.3b 假教師必受刑罰
v.4-8 古時上帝審判的見證
v.9 上帝的雙重行動
v.10-11 敗壞之人的惡
2:12-14 假教師的錯謬：敗壞人心，貪圖宴樂
2:15-16 以巴蘭為類比
2:17-21 假教師的錯謬（續）：扭曲應許的自由
2:22 以狗豬為類比

重要字詞
1.

「陷害人的異端」(2:1)：原文為 ai`re,seij avpwlei,aj，直譯為「毀滅的教導」。

2.

「捏造的言語」(2:3)：原文為 plastoi/j lo,goij，plastoi/j（「捏造的」）在此
指沒有事實根據而構想出來的。

3.

「速速來到」(2:3)：原文為 ouv nusta,zei，直譯為「不打盹」。英文譯本均譯
為 not asleep。

4.

「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2:4)：原文為 seirai/j zo,fou tartarw,saj，直譯
為「用黑暗的鎖鍊關起來」。tartaro,w（tartarw,saj 的原型）在希臘人概念
裡指「被關在 Ta,rtaroj（地獄）」，而 Ta,rtaroj 則是在地底，比陰間更低，
神明在此執行懲罰。

5.

「傳義道的」(2:5)：原文為 dikaiosu,nhj kh,ruka，直譯為「公義的傳達者」。
kh/rux（kh,ruka 的原型）指傳令者或公開宣佈者。NIV, NASB 譯為 a preacher
of righteousness，NRSV, NET, ESV 則譯為 a herald of righteousness。

6.

「常為…憂傷」(2:7)：原文為 kataponou,menon，直譯為「被壓迫」
、
「被制服」
（原文中並無「常」）
。NASB 譯為 oppressed ，NET 譯為 angusihed，NIV, NRSV,
ESV 則譯為 distressed。

7.

「他的義心天天傷痛」(2:8)：原文為 h`me,ran evx h`me,ran yuch,n dikai,an avno,moij
e;rgoij evbasa,nizen，直譯為「天天他為不法的行為折磨公義的魂（生命）」。

8.

「 留 在 刑 罰 之 下 等 候 審 判 的 日 子 」 (2:9) ： 原 文 為 evij h`me,ran kri,sewj
kolazome,nouj threi/n，直譯為「保持被刑罰進入審判的日子」
。主要英文版本
有兩種表達：
1)主張（或暗示）在審判之前有預先的刑罰
NASB: to keep the unrighteous under punishment for the day of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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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SV: to keep the unrighteous under punishment until the day of judgment
ESV: to keep the unrighteous under punishment until the day of judgment
2)認為本節的刑罰乃是指審判的結果
NIV: to hold the unrighteous for the day of judgment, while continuing their
punishment
NET: to reserve the unrighteous for punishment at the day of judgment
Bauckham 指出不易決定何者正確，但是後者顯然較適合，原因包括：1
1)就此時期的希臘文文法而言，鮮少使用未來分詞，因此 kolazome,nouj（現
在被動分詞）可寬鬆地使用指向未來。
2)根據 v.4，犯罪的天使是被拘禁等候審判，而這也是猶太教對於已死之惡
人受審前狀態的共同看法。
3)根據上下文，作者此處的焦點在於譴責假教師，而 v.3 也指出「他們的滅
亡也必速速來到」，因此審判前是否有預先刑罰並不是作者所關心的。
9.

「沒有靈性」(2:12)：原文為 a;loga，直譯為「缺乏理性」。

10. 「正在敗壞…」(2:12)：原文為 evn th/| fqora/| auvtw/n kai. fqarh,sontai，直譯為
「在他們的敗壞中，並且將被敗壞」。
11. 「習慣」(2:14)：原文為 gegumnasme,nhn，直譯為「被訓練的」。
12. 「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2:20)：原文為 evn evpignw,sei tou/ kuri,ou @h`mw/n# kai.
swth/roj VIhsou/ Cristou/，直譯為「在（藉著）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知識中」。
13. 「正合式」(2:22)：原文為 sumbe,bhken，直譯為「發生」
、
「實現」或「印證」。
討論題綱
2:1-3a

1. v.1a 作者如何提醒信徒防備假教師？
2. v.1b-2 作者指出這些假教師有何特徵？他們造成的影響是？
3. v.3a 作者指出這些假教師的目的是？
4. 為何作者一開始要以「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v.1a)為引言？

2:3b-11

5. v.3b-8 作者如何說明假教師必受刑罰？為何作者要選擇天使、挪亞和
羅得三個例子？
6. v.9 作者指出主的哪兩方面行動？這對信徒防備假教師的幫助是？
7. v.10-11 作者如何來描寫假教師的惡行？

2:12-22

8. v.12-14 作者如何陳述假教師的錯謬？
9. v.15-16 作者為何要以先知巴蘭做為假教師的類比？
10. v.17 作者如何形容假教師？這些比喻有何特色？
11. v.18-21 作者陳述假教師哪些方面的錯謬？
12. v.22 作者為何使用狗豬來類比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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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J. Bauckham, Jude, 2 Peter, WBC (Waco, TX: Word Books, 1983),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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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三：殷勤持守聖道，抵擋反對基督再臨之說(3:1-18)
分段大綱
3:1-4 提防反對主降臨應許的言論

v.1-2 說明再次寫信的目的
v.3-4 提防反對主降臨應許的言論
3:5-7 反對者的錯謬
v.5-6 錯謬：刻意忽略上帝的創造與保護
v.7 世界仍在上帝的保護中，朝向終末
3:8-13 主再臨應許並非耽延，而是寬容 v.8-9 再臨並非耽延，而是寬容
v.10 主降臨時的景況
v.11-13 信徒此時的生活與未來的結局
3:14-18 在恩典與知識上長進
v.14-16 提醒一：殷勤持守信仰
v.17-18 提醒二：防備惡人的錯謬

重要字詞
1.

「誠實的心」(3:1)：原文為 th.n eivlikrinh/ dia,noian，直譯為「純正的心思／
思考」
。NASB 和 ESV 譯為 sincere mind，NIV 譯為 wholesome thinking，NRSV
譯為 sincere intention，NET 譯為 pure mind。

2.

「命令」(3:2)：原文為 evntolh/j，直譯為「命令／誡命」，與 2:21 的「聖命」
為同一個字。

3.

「仍是一樣」(3:4)：原文為 ou[twj diame,nei，直譯為「如此持續不斷」。

4.

「忘記」(3:5)：原文為 lanqa,nei，直譯為「忽略」或「隱藏」。NASB 譯為
it escapes their notice，NIV 譯為 forget，NRSV 譯為 ignore，NET 譯為
suppress，ESV 譯為 overlook。

5.

「用火焚燒」(3:7)：原文為 puri,，直譯為「藉著火」或「給火」。英譯本均
譯為 for fire.

6.

「遭沈淪」(3:7)：原文為 avpwlei,aj，直譯為「毀滅」。

7.

「忘記」(3:8)：原文為 lanqane,tw，直譯為「忽略」或「隱藏」，同 3:5。

8.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3:9)：原文為 ouv bradu,nei ku.rioj th/j evpaggeli,aj，
直譯為「主不延遲（這）應許」。

9.

「寬容」(3:9)：原文為 makroqeunei/，直譯為「（在被刺激下不埋怨地）容忍」，
英譯本均譯為 patient。

10. 「沈淪」(3:9)：原文為 avpole,sqai，直譯為「毀滅」。與 3:7「遭沈淪」有相
同字根。
11. 「有形質的」(3:10, 12)：原文為 stoicei/a，直譯為「基本成分」、「元素」或
「天體」
。NIV, NASB, NRSV 均譯為 elements，NET 則譯為 celestial bodies，
ESV 則譯為 heavenly bodies。
12. 「地和其上的物」(3:10)：原文為 gh/ kai. ta. evn auvth/| e;rga，直譯為「地和在
地裡的產出」。NIV 譯為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done in it，NASB 譯為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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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and its works，NRSV 譯為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that is done on it，NET
譯為 the earth and every deed done on it，ESV 譯為 the earth and the works that
are done on it。
13. 「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3:11)：原文為 potatou.j dei/ u`pa,rcein
@u`maj# evn a`gi,aij avnastrofai/j kai. euvsebei,aisj，直譯為「在聖潔行為處世和敬
虔中，它（指 3:11a）應該使你們成為何種（人）？」各英譯如下：
NIV: what kind of people ought you to be? You ought to live holy and godly
lives
NASB: what sort of people ought you to be in holy conduct and godliness.
NRSV: what sort of people ought you to be in leading lives of holiness and
godliness
NET: what sort of people must we be, conducting our lives in holiness and
godliness
ESV: what sort of people ought you to be in lives of holiness and godliness
14. 「切切仰望」(3:12)：原文為 prosdokw/ntaj kai. speu,dpntaj，直譯為「期待並
催促」
。
「催促」一詞，NIV 譯為 speed，其他英文譯本均譯為 hastening。Baukham
指出 speu,dpntaj 亦可表示「努力(striving for)」
，但作者的猶太背景較支持「催
促(hastening)」。（參賽 60:22 下）
15. 「所以（和合本未譯）」(3:14)：原文為 Dio,，直譯為「所以」。表明本段與
前段之間的關係。
16. 「安然見主」(3:14)：原文為 auvtw/| eu`reqh/nai evn eivrh,nh|，直譯為「在平安中
被他判斷／發現」
。NIV 譯為 at peace with him，NASB 譯為 to be found by Him
in peace，NRSV 譯為 to be found by him at peace，NET 譯為 to be found at
peace，ESV 譯為 to be found by him … at peace。
17. 「長久忍耐」(3:15)：原文為 makroqumi,an，直譯為「（在受刺激下）忍耐」。
18. 「無學問和不堅固的人」(3:16)：原文為 oi` avmaqei/j kai. avsth,riktoi，直譯為
「無知和不堅固的人」。
19. 「強解」(3:16)：原文為 streblou/sin，直譯為「扭曲」、「曲解」。
20. 「自取沈淪」(3:16)：原文為 pro.j th.n ivdi,an auvtw/n avpw,leian，直譯為「朝向
自己的滅亡」。
討論題綱
3:1-4

1. v.1-2 作者指出此書信的目的是？這和第二章中，作者對信徒提出的警
戒有何關係？
2. v.3-4 作者提醒信徒要防範的錯謬言論是？這些錯謬和第二章的假教
師有何關係？

3:5-7

3. v.5-7 作者如何駁斥這些錯謬言論，作者所根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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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3

4. v.8-9 作者對於主再臨之應許的教導重點是？
5. v.10 作者如何描寫主降臨之日的景況？
6. v.11-13 作者認為主降臨之應許對信徒現時生活有何意義與影響？

3:14-18

7. v.14-16 作者對信徒所提出勸勉是？與 v.8-13 的關係是？
8. v.17-18 作者對信徒最後的提醒與勸勉是？這與 v.14-16 的關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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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書導論
一、作者
作者在卷首自稱「猶大」
（1 節直譯）
。在新約中出現過 5 位猶大：出賣耶穌
的加略人猶大、叛亂者「加利利人猶大」
（徒 5:37）
、十二門徒之一的「雅各的兒
子猶大」
（路 6:16；徒 1:13）
、早期的基督徒先知「稱呼巴撒巴的猶大」
（徒 15:22,
27, 32）和耶穌的弟弟「猶大」（可 6:3；太 13:55），後三者都可能是本書信的作
者。但作者同時也自稱是「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的兄弟」，而雅各幾乎可以肯
定是主的兄弟（加 1:19）
，亦即初代教會的重要領袖（徒 15:13-21, 21:18；加 2:9）
，
寫下新約雅各書的那位雅各。因此，本書作者應為主耶穌的弟弟猶大。
二、寫作日期
如果作者確是主的弟弟猶大，那麼根據耶穌最年幼之弟弟的最長可能年齡推
測，本書的完成日期不可能超過主後 90 年。學界普遍假定彼得後書參照猶大書
的內容，再加上有濃厚的猶太天啟文學的色彩，因此猶大書被推定可能於主後
50 年代寫成。但若是猶大書參照彼得後書的話，那寫作日期則可能是在彼得後
書之後，大約是在主後 68 年（尼祿被弒）前後。若不論猶大書與彼得後書之間
的參照關係，兩封書信對假教師危害之描寫近似，極可能兩者所處面對的狀況類
似，因此寫作日期也可能接近，大約是在主後 60 年代中後期。
三、寫作地點與受信人
我們無法確認此封書信的寫作地點或受信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本書信乃是寫
給一特定信仰群體或眾多信仰群體。由本書多處引用舊約，甚至是猶太傳統，表
示受信群體不僅熟悉舊約，同時對猶太傳統並不陌生。
四、目的
本書一開始便清楚論及寫作原因：有假教師混入信徒群體之中。作者指出假
教師的罪在於生活放蕩，包括放縱情慾(v.4, 8)、蔑視權柄(v.8-10)、自私貪婪
(v.12)、言詞誇大(v.16)。這些假教師的表現和彼得後書所責備的假教師十分相
似，但仍有一值得注意的分別：猶大書並未指稱這些假教師否定基督再臨。雖然
作者並未明確提及此點，但卻指稱假教師應驗了主耶穌和使徒所預告之「末世必
有好譏誚的人」(v.18)。因此，猶大書和彼得後書可能是針對當時假教師的現象，
但兩者的關注卻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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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綱結構
1.問安(v.1-2)
2.寫信目的與原因(v.3-4)
3.譴責假教師的錯謬(v.5-16)

4.提醒與勸勉(v.17-23)

a.錯謬一：放縱情慾，蔑視權柄(v.5-8)
b.錯謬二：妄言毀謗(v.9-10)
c.錯謬三：貪圖利益(v.11-12a)
d.假教師的本性與結局(v.12b-13)
e.錯謬四：隨從自己的情慾(v.14-16)
a.提醒：留意使徒的預告(v.17-19)
b.勸勉：造就自己，憐憫他人(v.20-23)

5.祝福(v.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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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書查經(v.1-24)
分段大綱
v.1-2 問安
v.3-4 寫信目的與原因
v.5-16 譴責假教師的錯謬

v.17-23 提醒與勸勉

v.5-8 錯謬一：放縱情慾，蔑視權柄
v.9-10 錯謬二：妄言毀謗
v.11-12a 錯謬三：貪圖利益
v.12b-13 假教師的本性與結局
v.14-16 錯謬四：隨從自己的情慾
v.17-19 提醒：留意使徒的預告
v.20-23 勸勉：造就自己，憐憫他人

v.24-25 祝福
重要字詞
1.

「盡心」(v.3)：原文為 pa/san spoudh.n poiou,menoj，直譯為「十分熱切」。

2.

「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v.3)：原文為 peri. th/j koinh/j h`mw/n swthri,aj，直
譯為「關於我們的共同救恩」
。NIV, NRSV 譯為 about the salvation we share，
NASB, NET, ESV 則譯為 about our common salvation。

3.

「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v.3)：原文為 th/| a[pax paradoqei,sh| toi/j a`gi,oij ti,stei，
直譯為「一次傳遞給聖徒的信仰」。NIV 譯為 the faith that was once for all
entrusted to God's holy people，NASB 譯為 the faith which was once for all
handed down to the saints，NRSV, NET 譯為 the faith that was once for all
entrusted to the saints，ESV 譯為 the faith that was once for all delivered to the
saints。

4.

「竭力爭辯」(v.3)：原文為 evpagwni,zesqai，直譯為「為某事而竭力」。此字
在新約中只出現於此，主要語意指「為高尚的目標所盡的努力」。

5.

「偷著進來」(v.4)：原文為 pareise,dusan，直譯為「悄悄地溜進」
。NIV, NET
譯為 secretly slipped in，NASB, ESV 譯為 crept in unnoticed，NRSV 譯為
intruders have stolen in。

6.

「獨一的主宰」(v.4)：原文為 to.n mo,non despo,thn，直譯為「獨一的統治者」。
NIV 譯為 only Sovereign，NASB, NRSV, NET, ESV 均譯為 only Master。

7.

「後來就把那些不信的滅絕了」(v.5)：指民 14 章。

8.

「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v.6)：原文為 mh. thrh,santaj th.n e`autw/n avrchn
avlla. Avpolipo,ntaj to. i;dion oivkhth,rion，直譯為「不遵守自己的職務，遺棄自
己的住處」。學者認為本節內容乃是援引舊約偽經(pseudepigrapha)以諾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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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och)6-19 章之內容，2特別是 10:63和 12:44。
9.

「主用鎖鍊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裡」(v.6)：原文為 desmoi/j avi?di,oij u`po zo,fon
teth,rhken，直譯為「（主）用永遠的鎖鍊保持(他們)在幽暗裡」。「拘留」即
本節一開始的「守」，作者運用此一文字遊戲(word play)加以諷刺。

10. 「他們」(v.7)：原文為 tou,toij，直譯為「這些（人）」，在此指 v.6 的天使。
11. 「逆性的情慾」(v.7)：原文為 sarko.j e`te,raj，直譯為「其他／不同／異常的
身體」
。NIV 譯為 perversion，NASB 譯為 strange flesh，NRSV 譯為 unnatural
lust，NET, ESV 均譯為 unnatural desire。在此應指所多瑪人企圖性侵兩天使
一事。（創 19）
12. 「做為鑑戒」(v.7)：原文為 pro,keintai dei/gma，直譯為「公開展示為實例」。
13. 「輕慢主治」(v.8)：原文為 kurio,thta ))) avqetousin，直譯為「否認（拒絕）
主的統治權能」。
。NIV 譯為 celestial beings，
14. 「在尊位的」(v.8)：原文為 do,xaj，直譯為「榮耀」
NASB 譯為 angelic majesties，NRSV, NET, ESV 均譯為 glorious ones。
Bauckham 指出 do,xai（do,xaj 的原型主格複數）在死海古卷及猶太天啟文學
著作中，常被用來指天使。5
15. 「天使長…」(v.9)：本節內容可能是援引自偽經摩西升天記(Assumption of
Moses)。
16. 「沒有靈性」(v.10)：原文為 a;loga，直譯為「沒有理性」。英譯本多譯為
irrational 或 unreasoning。
17. 「直奔」(v.11)：原文為 evxecu,qhsan，直譯為「獻身於」。
18. 「礁石」(v.12)：原文為 spila,dej，直譯為「暗礁／污點」。
19. 「他們做牧人…」(v.12)：此比喻引用結 34:2。
20. 「沒有雨的雲彩…」(v.12)：此比喻可能引用箴 25:14。
21. 「秋天」(v.12)：原文為 fqinopwrina,，直譯為「深秋」，即收成的季節。
22. 「死而又死」(v.12)：原文為 di.j avpoqano,nta，直譯為「死了兩次」。
23. 「是海裡的狂浪…」(v.13)：本隱喻可能是引用賽 57:20。
「流蕩的星…」(v.13)：本隱喻可能是引用以諾一書 18:1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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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ckham, Jude, 2 Peter, 51.
1Enoch 10.6: “and his seed may be preserved for all the generations of the world.' And again the
Lord said to Raphael: 'Bind Azazel hand and foot, and cast him into the darkness”
4
1 Enoch 12.4: “called me -Enoch the scribe- and said to me: 'Enoch, thou scribe of righteousness, go,
declare to the Watchers of the heaven who have left the high heaven, the holy eternal place, and have
defiled themselves with women, and have done as the children of earth do, and have taken unto
themselves”
5
Bauckham, Jude, 2 Peter, 57.
6
1 Enoch 18.13-16: “but it was a waste and horrible place. I saw there seven stars like great burning
mountains, and to me, when I inquired regarding them, the angel said: 'This place is the end of heaven
and earth: this has become a prison for the stars and the host of heaven. And the stars which roll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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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亞當的第七世孫…」(v.14-15)：引用以諾一書 1:9。7
25. 「主帶著祂的千萬聖者降臨」(v.14)：以諾一書作者可能是引用申 33:2。
26. 「這些人是私下議論，常發怨言的」(v.16)：原文為 ou-toi, eivsin goggustai.
memyi,moiroi，直譯為「這些人是抱怨自己命運的發牢騷的人」。
27. 「口中說誇大的話」(v.16)：原文為 to. sto,ma auvtw/n lalei/ uvpe,rogka，直譯為
「他們的口說自誇的話」。
28. 「為得便宜諂媚人」(v.16)：原文為 qauma,zontej pro,swpa wvfelei,aj ca,rin，直
譯為「為了利益而偏袒」。「偏袒」(qauma,zontej pro,swpa)多數英譯本譯為
flattering(NIV, NASB, NRSV)，ESV 譯為 showing favoritism，NET 則譯為
enchanting folks。
29. 「從前所說的話」(v.17)：原文為 tw/n r`hma,twn tw/n proeirhme,nwn，直譯為「預
先說的話」。
30. 「引人結黨」(v.19)：原文為 oiv avpodiori,zontej，直譯為「造成分裂的人們」。
31. 「在至聖的真道上」(v.20)：原文為 th/| a`giwta,th| u`mw/n pi,stei，直譯為「在你
們的最神聖的信心中」。
32. 「存疑心」(v.22)：原文為 diakrinome,nouj，直譯為「不確定、猶豫」。
33. 「存畏懼的心」(v.23)：原文為 evn fo,bw|，直譯為「以敬畏（的心）」。
34. 「被情慾沾染的衣服」(v.23)：此一隱喻可能來自亞 3:3-5，暗示如果假教師
願意離棄罪惡，同樣能獲得上帝的赦免。
35. 「無瑕無疵」(v.24)：原文為 avmw,mouj，直譯為「沒有瑕疵（指祭牲沒有缺陷）」
或「無可指責（道德上）」
。NIV 譯為 without fault，NASB, ESV 譯為 blameless，
NRSV, NET 譯為 without blemish。
討論題綱
v.1-2

1. v.1-2 作者如何稱呼受信者？作者的問安著重於哪些？

v.3-4

2. v.3-4 作者論及寫此封書信的原因和目的？

v.5-16

3. v.5-8 作者以哪些舊約鑑戒來陳述假教師的錯謬？作者使用這些鑑戒
的目的是？
4. v.9-10 作者以何為例來陳述假教師的錯謬？作者使用此例的目的是？
5. v.11-12a 作者提出哪些人物來陳述假教師的錯謬？作者使用這些人物

the fire are they which have transgressed the commandment of the Lor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ir rising,
because they did not come forth at their appointed times. And He was wroth with them, and bound
them till the time when their guilt should be consummated (even) for ten thousand years.'”
7
1 Enoch 1.9: “And behold! He cometh with ten thousands of His holy ones To execute judgement
upon all, And to destroy all the ungodly: And to convict all flesh Of all the works of their ungodliness
which they have ungodly committed, And of all the hard things which ungodly sinners have spoken
against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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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
6. v.12b-13 作者以何來類比假教師？作者使用這些類比的目的是？
7. v.14-16 作者引用猶太傳統來指出假教師的何種錯謬？作者使用此猶
太傳統的目的是？
v.17-23

8. v.17-19 作者對信徒群體的提醒是？
9. v.20-23 作者對信徒群體的勸勉是？這與 v.3-19 的關係是？

v.24-25

10. v.24-25 作者對信徒群體的祝福和 v.3-23 的提醒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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