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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喜信網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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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小

報
7月2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7月3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7月7日

˙創作詩歌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7月8~27日
˙神學訓練班大專組

  地點：總會

7月9~11日
˙學生團契主任眷屬

聯誼

7月15~18日
˙喜信生命體驗營

  地點：崙尾教會、

　教育訓練中心

7月21~22日
˙南區臺南市永康區

永康教會醫宣

  地點：永康教會

7月24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7月28日
˙宣牧會議

  地點：總會

˙北區宗教小組會議

  地點：雙連教會

7月29日
˙第82次全體聖職人

員會議

  地點：總會

7月30日

˙第150次總會負責人
暨傳道者聯席會

  地點：總會

7月30日~8月1日
˙傳道者進修會

  地點：總會

8月1~5日
˙聖樂研習營

  地點：總會

8月6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8月7日
˙常務負責人會(107年

上半工作報告)

  地點：總會

8月8日

˙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小組長訓練

  地點：總會

8月9~16日
˙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大一、大二、大三班

  地點：總會、臺中

8月17~19日
˙文宣營

  地點：總會

˙第99梯隊彰化縣鹿港
鎮鹿港教會醫宣

  地點：鹿港教會

8月18~19日

˙總會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8月19日
˙神學系.長執志工班

入學考試

  地點：總會

8月27~31日

˙神學訓練班社會組

  地點：總會

8月28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在曼谷讀書工作的孩子

　　感謝主，2018年5月有機會協

助曼谷靈恩佈道會，也藉著曼谷

駐牧黃智明傳道協助下，找了在

曼谷讀書工作的孩子們。期願他

們更懂得依靠神，也能為自己的

信仰安排參加曼谷教會的聚會，

日後有勞曼谷教會多方關懷，感

謝主願主紀念。（林有志）

註：這是他們工作的旅店，和課

餘寫功課的圖書館，晚上和學生

們一起吃晚餐。

　新按立長老執事以扶

持聖工，誠如聖經所言：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

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

一教導。」（羅十二7）；

「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

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

神的道理傳得全備。」（西

一25）；「因為善作執事

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

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裏的真

道上大有膽量。」（提前三

13）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

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

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

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務要牧

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

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

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

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到了牧長顯現的時

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五1~4）

　 請全體教會及同靈為新按立的長老、執事代禱，求神加添智慧、能力，盡其職分，榮神益人。

107年新按立長執
教　區 教　會 姓　名 按　立 按立日 按立人

北　區

臺北 鐘國軒 執事 4/21 賴英夫長老

景美 歐偉成 執事 4/15 黃誌新傳道

中和 林美惠 聖惠女執事 4/14 謝溪海長老

蘆洲 林奉生 執事 3/17 賴大成傳道

桃園 林永福 執事 4/28 李盈朱傳道

一聖 宋壽喜 執事 5/5 林章偉傳道

一聖 蔣光輝 執事 5/5 林章偉傳道

關東橋 林裕盛 執事 4/28 張恩哲長老

中　區

彰化 黃東文 長老 3/3 陳恆道長老

草港 蕭順益 執事 4/22 蕭順從傳道

永福 郭志雄 執事 4/21 張恩哲長老

中南區
大林 葉文芳 長老 3/24 陳勝全長老

灣橋 林提摩太 長老 3/24 羅約書亞長老

南　區

麻豆 蔡安靜 執事 4/22 邱義雄長老

東昇 林錫杰 執事 5/5 趙明洋長老

東昇 陳中聖 執事 5/5 趙明洋長老

東南區 東光 曾腓利 長老 4/1 劉英祥長老

西　區 大溪 王志成 塞特執事 4/28 陳建忠傳道

「聖經希臘文4小時輕鬆速成」之記事與感想

God's 
      Love

　　感謝天上的真神，回應真耶穌教會神學院的邀請，就任於政

治大學政治系特聘教授並兼任宗教所合聘––郭承天教授於5月13

日蒞臨總會，為神學生（17位正期生、2位長執志工）以及3位師

長，特別舉辦的「聖經希臘文4小時輕鬆速成」講座。出於本人來

自聖靈的啟示（非本教會），其編輯教材之下載與授課料均一律

免費，在往返於世界各地受邀出席幾百場的講座當中，郭教授都

是無償付出，信守承諾。在這裡也感謝不求回報的郭教授為我們

奉獻了生動、活潑、精彩、幽默的聖經希臘原文授課，令大家茅

塞頓開，受益匪淺。就其內容整理敘述淺談如下：

　　新約聖經是以古希臘文所著而成，隨著主後1世紀末真理逐

漸變質，致使聖靈停降；再加上主後70年耶路撒冷被羅馬帝國攻

陷，聖殿被毀，猶太民族從此於世界各地顛沛流離，因此造成鼎

盛時期以希臘文作為官方語言的漸趨沒落，從而淡出歷史的舞

臺，而被拉丁文所取代。永恆之主的聖手推動，直到20世紀來

臨，經由100年來聖經考古學的不斷進展，更新並矯正了希臘文字

義與文法，使以古希臘原文寫成的新約聖經透過莘莘學者學習研

究其原文，加以人文、地理、歷史背景的考據，得以重現經卷作

者所要表達的真理原貌。也讓致力於聖經原文的字義詮釋如雨後

春筍般崛起，向前推進，讓身處21世紀的我們得以建基於前輩的

基礎上而更上一層樓。

　　作為華人世界的基督徒，我們所沿用的聖經，迄今為止仍然

是以「和合本聖經」為主，而聖經「和合本」的翻譯是使用100

年前（新舊約全書第一版出版時間為1919年）的白話文（簡稱漢

語），以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原文聖經抄本為基準直譯而來，因此

它的精準度和表達力度約有百分之二十的模糊不清與生澀難懂。

　　因為希臘文的彈性很大，它包括了希臘文法的語氣和語態以

及動名詞共1296種變化，如果翻譯出現偏差或錯誤就有可能引起

或導致各基督教派之間有關神學和神觀問題的爭議。在這樣的前

提下，郭教授主張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是依靠全能的聖靈，藉著

聖靈的內住，主動的進入神裡面，靠著聖靈的引導和啟示，明白

一切的真理（約16：13）。作為以聖經為依據的基督教，古希臘

原文聖經的詮釋，如果不提真理的聖靈，它只是淪為一種文化或

是屬世之假基督教派，徒具空殼而缺乏屬靈生命的內涵，無法成

為帶領進入永恆生命國度的前路明燈和指引（詩119：105）。只

有透過寶貴的聖靈來完成其詮釋工作，方能綻放最璀璨的光芒。

　　從教授所談到的「真耶穌教會所有行事都是依靠聖靈來完

成，這是對的」，以及這次來真教會的另一目的是：「希望能夠

聽到用聖靈禱告的聲音」，讓我們更能堅信：神的靈充滿萬有，

運行全宇宙，覆蓋全方位（弗1：23）；他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

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弗4：6）。也警惕擁有聖靈之人，其

所思所想都在聖靈的監督管理之下，其所行之事不敢有絲毫逾越。

　　伴隨著時代步伐洪流的衝擊，全備的真理也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挑戰和質疑，五花八門的神學思想、言論、著作的衍生正撼動

它的權威。作為真教會的全職傳道，應當釐清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學習希臘原文的真正目的，它不是為了炫耀你有多懂原文

聖經的朗讀與講解，凸顯秀出對原文聖經以釋經專家自居的不凡

功力；甚至貶低或輕視一切不按原文解釋經文之人。如果因此提

升的心靈優越感導致的自高自大而被撒旦乘隙而入，那就得不償

失，後悔莫及了。

　　透過直接對話原文聖經所分析的文法語態與意境，以求更正

確、更完整、更全面、最真實地還原其原貌，讀懂天父真神要啟

示的真理與更高層面形而上之屬靈意涵，避免出現經文難懂部分

的詮釋偏頗，甚至於曲解原意而誤入歧途所造成的神學爭論或拉

幫結派，這絕不是聖靈的聲音，更不是神的心意。在靈裡的和諧

一致才是真理詮釋的完美過程，不帶入自我的私意和主張，在真

理的理解與詮釋中是無形之中最大的攔路虎和阻礙，吾輩同工們

切勿陷入其中渾然未覺，當慎之、記之！

　　希臘文感情豐富的呈現是透過它的語法來達成其果效的。

在進入新約的恩典時代，主耶穌在世的說話和教訓正像有權柄

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太7：29），他所用的語氣常是命令式

的，所表達的意思是「讓人必須或一定要去執行和完成的事情或

工作」。對於未來式的預言與啟示，它是「毫無屈服、妥協的空

間，並且是必定會發生和實現的語氣形態出現」。主耶穌為了完

成救贖大恩，被釘十字架所受的苦刑，如果從希臘原文經文的表

達文法是「不完成式」，它的意思為「主耶穌所承受之苦刑一直

是處於持續不斷地狀態下進行的，沒有間斷過」；但在「和合

本」聖經譯本中卻沒有體現它的這種時態。從而讓蒙受鴻恩的人

類更深體會到主為罪人受苦的極致與帶來的震撼，更能明白基督

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過於人所能測度的（弗3：18–19），使其

永世銘記不敢或忘。並且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來報

答真神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詩116：12–13）。即使遭受再大的

苦也無怨無悔跟主到底。

　　郭教授以主禱文為主軸，精闢的講解以深入淺出的教學法令

人簡單易學，不會感到枯燥乏味而失去繼續學習的興趣和動力。

在授課當中雖然提出與本會所不認同的一些觀點，但在利用希臘

原文來進行解經中所分享的方法與經驗，令人耳目一新，透過對

原文聖經其文法和時態的剖析，能夠更明白神要傳達給我們的真

理是「要把聖經的真理讀出來，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讀進去」。

作為真教會的傳道者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是：因誤解或曲解聖經

真理被撒旦利用而成為他的幫手。祈求無限量的聖靈讓我們在真

理詮釋的道路上不要出現偏差，明白的同時來教導信徒，並且活

出真理，捍衛真理，為真理打美好的仗，直到基督耶穌的再來。

哈利路亞，阿門！（小林禮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