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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住舌头、保守生命勒住舌头、保守生命
雅各书 三1 12

1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2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雅各书：三1‾12

来我们在 多事 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3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牠顺服，就能调动牠的全身。
4看哪 船只虽然甚大 又被大风催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4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5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6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7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伏，也已经被人制伏了；
8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9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 神形像被造的人。
10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11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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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这段的经文从提醒不要多人作师傅开始，然后引发、讨论到控制舌头的问题。
其实老祖宗早就观察到了，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其实老祖宗早就观察到了，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

几乎人人都喜欢当老师，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当中，我们常常都喜欢教导别人，

常常都以一种专家、过来人、有经验者的姿态，想要去指导别人；

有些事情如果我们很熟、很了解的东西，我们实在忍不住要去告诉别人该怎么做；
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甚至人人都有一种倾向—

很想去教别人 指导别人很想去教别人、指导别人，
特别是教别人的时候，似乎可以显出自己很懂，

而别人呢，根本在我们所懂的事情上面搞不清楚状况。

可是雅各说：「小心，作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审判。」
我们如果教导别人的话，要注意，指导别人，我们真的做到了吗？

我们是只是知道一些事情，懂一些事情，

还是说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到了？

上帝如果用我们教导他人的内容 标准来衡量 审判我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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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如果用我们教导他人的内容、标准来衡量、审判我们的话，
我们是不是站立得住呢？

一19「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提醒我们说 话语很重要 但是人的怒气是不能够成就上帝的义的提醒我们说，话语很重要，但是人的怒气是不能够成就上帝的义的，

所以用话语来指导别人，但我们要怎么做？这就是雅各在第三章所要强调的。

他在讲舌头这件事情，或是说讲话语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说：
三2「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在许多事上」应该说「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有过失「在许多事上」应该说「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有过失。

有过失似乎是人之常情，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勒得住自己的舌头，
能够在他的话语上面谨慎，以致于在言词的上面没有犯错的话，能够在他的话语上面谨慎，以致于在言词的上面没有犯错的话，

这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是完全人了。

我们看看主耶稣如何来描述末后审判的标准：
太十二36‐37「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话语的重要性实在是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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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重要性实在是不容忽视，

在末后的审判里面，话语竟然变成了一个关键的点。



如果从正面来看的话，在旧约的诗歌智慧书，特别在箴言讲到人生的智慧，
其中关于话语的教导出现了很多很多次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缺乏智慧的话其中关于话语的教导出现了很多很多次，所以如果我们觉得缺乏智慧的话，

除了祷告向神求之外，好好读箴言，好好的去默想，甚至试着去实践、

去经历、去操练，会是我们得智慧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箴十八20‐21「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
生死在舌头权下，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子。」

真的 不仅上帝的话语具有创造的权柄跟能力 人的话语在相当的程度上真的，不仅上帝的话语具有创造的权柄跟能力，人的话语在相当的程度上，
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态度跟行动上。

箴十八21直接讲到「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别人一句话，箴十八21直接讲到「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别人 句话，
使得他去寻死了。可见话语有造就的功能、也可能会带来破坏的功能。

话语的鼓励，可以让一个孩子积极奋发的朝着他人生的方向来走

话语的否定，甚至责备、谩骂，也可能会叫一个人失去志气

箴十二18‐19(新)「有人说话不慎，好像利刀刺人，而智慧人的舌头却能够医治人。
说实话的嘴唇 永远坚立；撒谎的舌头 眨眼间就消失 」

5

说实话的嘴唇，永远坚立；撒谎的舌头，眨眼间就消失。」
箴十三3 (新)「谨慎口舌的，可保性命；口没遮拦的，自取灭亡。」

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动机，当我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
到底我们里面的状况如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讲说这些话语？到底我们里面的状况如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讲说这些话语？

只是要显明我们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呢、懂很多？显示出别人的无知？…

还是真的是为造就别人的缘故，让上帝的话语能够不打折扣的被解明出来？

其实雅各是提醒我们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生命比言词更加的重要。」

格言里也听过「身教应该是要重于言教。」
个父亲如果告诉孩子 他要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他 要怎么样一个父亲如果告诉孩子，他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他不要怎么样，

可是这个父亲本身，他的行为根本就是跟他所教的背道而驰，

这样子的教导，到底能不能带出果效？这样子的教导，到底能不能带出果效？
西方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行动所发出来的声音，比话语所发出来的声音更大。」
都是提醒我们：生命比言词其实更加的重要。

所以在谈言词、谈话语的时候，雅各再一次提醒我们：
真的不要单单只注重在话语上显示出我们比别人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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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要单单只注重在话语上显示出我们比别人懂很多，

而是我们真的是要在行为、在行动上，更加的跟得上。

舌头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
三3‐6「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 叫牠顺服 就能调动牠的全身。三3 6「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牠顺服，就能调动牠的全身。

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

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马口中的嚼环，这个是控制马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像煞车一样，

拉住牠，就让牠停下来，或是叫牠放慢速度。舌头也具备这样子的力量，

难怪雅各告诉我们：必须要勒住舌头，一个人会勒住舌头，他就勒住全身。

现代的文化就是反正我口直心快嘛，我讲出来。只是讲了之后让自己爽就好，
话却毫不去顾虑那些话讲出来能不能造就人？甚至讲出来，会带来破坏的结果…

船的方向是由舵来决定，人生话语很多的时候带来这样的行动。

其实话语说得正面积极 而且多说造就人的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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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话语说得正面积极，而且多说造就人的好话，

这些都可以影响别人生命的方向，也包含影响自己的方向。

很多的人会比较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到说，
每天早上看镜子的时候 对自己说：「You are good」每天早上看镜子的时候，对自己说：「You are good」、

「You can do it」，讲这些鼓励自己的话。
有的人是完全的倚赖这些东西，有的人把它视为是毫无价值，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是走在中间，

因为圣经诗篇的当中，大卫是常常向心说话的：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你要称颂祂的名…。

可见对心说话，对自己说话，
是可以像船的舵一样，会带领我们的方向。

第五节讲的星星之火，也是代表说舌头所带来的影响力，
其实是非常的大，就好像星火可以燎原一样。

各位，话语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要懂得去勒住我们的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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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懂得去勒住我们的舌头，

才能够保守我们的生命。



他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是一个不干净的源头…
三6‐8「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百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三6‐8「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
水族，本来都可以制伏，也已经被人制伏了；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

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在圣经当中能够看到那么强烈的字眼算是比较少的，

我们来看看雅各他怎么描述舌头是罪恶的世界：我们来看看雅各他怎么描述舌头是罪恶的世界：

首先他谈到罪恶能够污秽全身，它是污秽全身的一个源头。
主耶稣在太十五19说：有人很在意的是吃进去的食物，其实食物不能够污秽人。主耶稣在太十五19说：有人很在意的是吃进去的食物，其实食物不能够污秽人。
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会让我们拉肚子，让我们产生疾病

耶稣指的倒不是指污秽身体这个部分，而是讲到心灵的部分

祂是要用一个强烈的对比来说明，那个真正能够污秽人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讟等等，

这些都是污秽人的 这些都是讲到人的心灵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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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这些都是讲到人的心灵的状态，
而这些心灵的状态当它要表达呈现的时候，话语常常成了一个很主要的工具。

至于保罗也是一样用强烈的对比来作说明，一个是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加五22「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加五22「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它的动力不是从遵守律法而来，而是从生命改变而来，而且律法也不能够禁止它。

但是跟这个强烈对照的是什么呢？圣灵是跟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
这是基督徒成圣生活当中，非常关键，要去注意的点，

加五19 21「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荡 拜偶像 邪术加五19‐21「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
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

过去说过，现在又再一次提醒：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些都让我们看见那个心灵的状态，再加上当他表达的时候，
最先表达常常是在话语上，当然也包含行动，这里面所说的

这种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

这些事情在人际关系当中，是常常呈现在话语的伤害上，

就像雅各在这里所说的 是能够污秽全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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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是能够污秽全身的。

大家不要以为话语就是话语而已，话语其实是有一种污染的能力。

雅各进一步讲到是6b「点燃生命之轮」。生命也有人把它翻成出生。
点燃生命之轮：一个人如何在他的生命当中 开始的生命的周期点燃生命之轮： 个人如何在他的生命当中，开始的生命的周期，

如何在生命当中走在正确的道路里面，

话语也是有非常直接而且深刻的影响，所以说是点燃生命之轮。

接下去又讲到是6b「来自地狱」，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
魔鬼本身就是说谎的，从创世记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上帝造人的时候，不仅是按着祂的形像来造男造女，上帝造人的时候，不仅是按着祂的形像来造男造女，

又赋予人灵性，也就是 第二章 讲到的，

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鼻并且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生命之气。

生命之气当然是从神而来，对人而言就是他的灵魂，
而灵魂跟物质的身体结合之后 就成了他生命的来源

11

而灵魂跟物质的身体结合之后，就成了他生命的来源，
这是生命之气在人的身上所带来的果效。

神造人给予很崇高的地位，让人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又告诉人一个很重要的吩咐：
「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惟独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惟独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但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魔鬼来了，牠讲的话，第一句话是什么？
牠说：「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

这个就是混淆事实，或是用一种反面的话来造成亚当夏娃思想上的混淆。

接下去魔鬼真正的目的就来了，如果上帝所赐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不一定死！」
这是这个说谎之人的父 就是谎言大师 牠在引诱人堕落的事上所用的伎俩这是这个说谎之人的父、就是谎言大师，牠在引诱人堕落的事上所用的伎俩。

所以难怪雅各在这边要讲到说舌头，特别是当人无法控制，
甚至陷入谎言、陷入苦毒、陷入伤害、谤讟等等，甚至陷入谎言、陷入苦毒、陷入伤害、谤讟等等，
这些毁谤、这些话语的时候，魔鬼所扮演的角色，

就好像就是要运用人的舌头来成就牠的工作。

不过，当然人在罪性的当中，这些不能造就人的话，
甚至负面来讲是伤害人的话，常常就从舌头里面会跑出来。

所以舌头的另外一个特征 就是来自地狱 而且它的野性是难以驯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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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舌头的另外 个特征，就是来自地狱，而且它的野性是难以驯服的，

甚至讲到舌头是充满了致命的毒物、苦毒、愤怒、尖酸刻薄等等。



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进入所谓的后现代—
大家都要突破传统 以创意之名 似乎就可以进行颠覆传统的实质大家都要突破传统，以创意之名，似乎就可以进行颠覆传统的实质。

传统不见得什么都对，但是颠覆传统，很多的时候就是刻意的来揶揄
很多传统当中其实不一定是错误的东西，所以如果一个人在言词上，

他的表达不是只是创意而已，甚至是一种尖酸刻薄—毒舌派，

这些好像变成是一个人很有创意、很有表达能力、很有功力的这些特征。

我们看看这个致命的毒物 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看看这个致命的毒物，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

登山宝训太五21‐22「经上记着说不可杀人，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心中的愤怒，甚至对于人存在价值的一种否定，

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对人的谩骂、批评跟否定。
骂弟兄拉加、魔利，就是说，你这个人空无一物，你是饭桶，你是笨蛋，

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咒骂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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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子的 种咒骂的话语。

而这些话，不是单单只是人际关系之间的问题，而是这是神所在意的。

三9‐10「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像被造的人。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颂赞和咒诅从 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就是讲到舌头的不一致，人可以既颂赞又咒骂吗？一个源头可以出两种水吗？
如果一个基督徒，在敬拜当中口中向着神所发出来的是颂赞、赞美的话语，

可是在面对人、面对弟兄的时候，却是发出的是咒诅、咒骂，

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特别这边讲到是「按着神的形像被造的人」。

在 般的价值观都还会说「打狗要看主人」 这是代表人里面势利的 种看法在一般的价值观都还会说「打狗要看主人」，这是代表人里面势利的一种看法，
我们还会看说，如果这只狗的主人是重要人物的话，我们还不敢随便的欺负牠。

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人的价值，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人的价值，

真的肯定一个人存在的价值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如果真知道这个人是神按着祂的形象样式造的，他真正的主人是造他的上帝，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不论这个人外在的身分、地位、成就，
都不是最关键的，因为他是神按着祂的形像跟样式造的，

我们就要尊重他 就要看重他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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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要尊重他，就要看重他存在的价值，

就不会随便的咒骂、咒诅，这些神按祂形象样式所造的人。

11「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照理说应该是不能，
这是一个比喻—我们的生命里面 照理说是不能够既出甜水又出苦水这是 个比喻 我们的生命里面，照理说是不能够既出甜水又出苦水，

生命很多的时候，或是说话语，其实是从我们生命的光景当中所呈现出来。

12「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在讲到话语言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

应该是从生命发出来，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要去注意的。

希伯来文原文「祝福」字根的意思就是「说好话」 向着神说好话 当然就是颂赞希伯来文原文「祝福」字根的意思就是「说好话」。向着神说好话，当然就是颂赞，
这个说好话绝对不是奉承、拍马，而是按着神的属性、祂所是的来称颂祂，

按着祂所做的来感谢祂，这是向神发出来的称颂。

向人说好话，当然就是祝福。
「祝」就是祷告祈求的意思，祝福也就是祈求神，祂的恩典临到我们所祝福的对象。

「赐福」是上对下 如果上帝对我们的话 当然就是神赐福予我们「赐福」是上对下，如果上帝对我们的话，当然就是神赐福予我们。

但是我们在这边主要要说明的就是说，我们的舌头应该是用来：
向着神的时候是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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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神的时候是颂赞
向着人的时候是祝福，也就是多说造就人的好话

二、三十年前，有一首流行的校园民歌「守着阳光守着你」，
歌词很美 但是也有几分的凄凉跟哀怨 如果我们仔细品味的话歌词很美，但是也有几分的凄凉跟哀怨，如果我们仔细品味的话，

这首歌其实还是透露出歌者的盼望：「守着阳光守着你，
守着你我便守住一生的阳光，梦境会成为过去，一如黑夜要躲藏。」

歌词的内容，不论是描述实情也好，或是仍旧在期待也好，
看起来比较像在期待，总之只要守着阳光，便是守着心中的挚爱。

如果我们用在今天这 段的经文信息来看的话 特别跟箴十 对照来看如果我们用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信息来看的话，特别跟箴十三3对照来看：
「人若守着口舌，便守住了自己的生命。」在这言语众多，

却常常不负责任的世代里，这节经文就像暮鼓晨钟，提醒我们，值得我们深思。却常常不负责任的世代里，这节经文就像暮鼓晨钟，提醒我们，值得我们深思。

不知是不是因着民意代表质询的榜样、媒体报导的浮夸、
全民乱讲式综艺节目的推波助澜，后现代的人讲话愈来愈随便了。

有时候连基督徒都忘记了：「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
说得合宜可以带来极大的果效

如果轻忽的话 却是要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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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轻忽的话，却是要自食恶果

这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也是雅各在第三章末了所提到的重点。



其实话语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生命的光景 决定了一个人说话的品质所以生命的光景，决定了 个人说话的品质。

主耶稣在太十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果子的好坏是由树的好坏来决定。」

恶人说不出好话，是因为他里面充满了苦毒、

淫乱和各样的恶念，纵然刻意隐藏，还是会欲盖弥彰。

甚至让我们惊讶的 就是说末日审判的时候甚至让我们惊讶的，就是说末日审判的时候，
一个人被定为义或是有罪，话语竟然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可是说合宜的话、造就人的好话，不是从修辞学着手，可是说合宜的话、造就人的好话，不是从修辞学着手，

而是从生命的重新塑造开始，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按着上帝的旨意，竭力保守自己的心，

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然后多说造就人的好话，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经历生命蒙保守的恩典了。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知道舌头在生命当中 所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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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舌头在生命当中，所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话语上，能够多多荣耀神，多多的造就人。

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实在舌头所能够发挥的力量，何等的大，
我们自己都亲身的经历。

主啊，适时的安慰，合宜的鼓励，甚至从神来的祝福，
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很大的造就，
何等愿意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一个使者。

主啊，一方面，我们是一个颂赞你的人，
另 方面 也让我们成为多说造就好话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成为多说造就好话，

并且能够让人得激励，得以在主里面长进的人。

愿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继续的恩待我们愿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继续的恩待我们，
好叫我们在话语上多有操练，也多多的荣耀你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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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