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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第十五课 撒好种，还是射子弹？撒好种，还是射子弹？
论言语

前美国参议院院牧 Richard C. Halverson 曾说：前 国参 曾说
你可以把想法如同连珠炮发出，

当子弹，不能打动人心，会使人失去动力。， ，
或如种子般种在别人心里，

将扎根生长，在所栽种的生命中开花结果。

言语的力量就如同发射子弹或埋颗种子一样 ─
扣下板机那剎那非常有快感 但子弹发出就收不回来；扣下板机那剎那非常有快感，但子弹发出就收不回来；

有时是散弹，射入人身上才开始爆开，让人受到严重损伤

栽种种子需要合适的时机 掘土 栽种 浇灌 看顾栽种种子需要合适的时机，掘土、栽种、浇灌、看顾，

那是一种生命的栽种，日后会长成大树；

温良的舌头就像生命树 让人因着你的言语温良的舌头就像生命树，让人因着你的言语，

得着滋养、结出生命的果子

在箴言中，有大量的格言谈到言语，

反应出言语跟 个人的智慧 品格是相关的反应出言语跟一个人的智慧、品格是相关的。

太十二34 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对言语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个人在生命方面谨守的程度。

箴言中 用非常多的反义平行法箴言中，用非常多的反义平行法，

来谈论舌头正、反面的功效…

1. 负面言语 ─传舌

十一13 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

毁谤

十 13 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
十六28 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

传播不实的言论毁谤他人 耳语传播不实的言论毁谤他人

低声耳语诉说别人的机密事
十七20 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

耳语

十七20 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
很容易造成搬弄是非、制造人际关系上的纷争

廿六20 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

雅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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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是个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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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着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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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虽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传舌的力量也是如此…舌头虽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传舌的力量也是如此
传舌之风透过包装，藉由媒体杂志传播出来，也就是八卦

大部份的人都活在以讹传讹当中，大部份的人都活在以讹传讹当中，
透过部落格、E-mail、Facebook，

成为共犯结构的一份子成为共犯结构的 份子

 扮演传舌角色，却没有去证实事实真相的人



韩国有位知名女星，
被传言被传言 对一名经济状况不好的人放高利贷，

被媒体大加挞伐 ─事情未经查考、证实，

却已经被传得非常难听，

结果这位女星选择自杀了结生命、表明清白。

圣经中，以色列会众在旷野屡次聚众滋事、毁谤传舌，

造成对他们的群体莫大伤害造成对他们的群体莫大伤害…
大坍、亚比兰与可拉一党人联合叛变，

用言语煽动群众反抗上帝设立的权柄用言语煽动群众反抗上帝设立的权柄，

结果玩火自焚，被突然裂开的大地吞灭。

雅各书教导 ─ 舌头能点燃地狱的火，

不仅会害死别人，，

一不小心，自己也会害死自己。

箴言不讳言的提到，传舌人的言语充满许多诱惑…

十八8、廿六22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比起分享属灵的事或圣经的话比起分享属灵的事或圣经的话，
我们更容易把一些不营养的东西拿去喂给别人吃。

效法基督》作者金碧士提到《效法基督》作者金碧士提到 ─
我们喜欢这种谈话的原因，是因为

想透过这种过程得着一些安慰，
同时让疲劳的脑子可以放松。

这些谈话多半都很虚空 而想透过聊这些内容这些谈话多半都很虚空，而想透过聊这些内容
得到的安慰，却常让我们失去内心真实的平安。

他他提醒基督徒应该要多花时间儆醒祷告他他提醒基督徒应该要多花时间儆醒祷告，

否则很容易在闲谈、闲聊、传八卦中虚度光阴。

提后二16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2. 负面言语 ─刀舌

十五10 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十二18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我们常讲一个人「刀子口，豆腐心」，
若经常做为讲话不经思索、伤害别人的借口，常 讲 索 害 ，

久而久之在言语上的操练，就无法更加成熟。

太十五18 19 耶稣曾说：太十五18-19 耶稣曾说：
惟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讟。

言语很容易反应出我们内心真实的状态言语很容易反应出我们内心真实的状态…
阅读黄色书刊的人，不讲黄色笑话，很难

嫉妒别人的人 不讲酸溜溜的话 很难嫉妒别人的人，不讲酸溜溜的话，很难

自以为是的人说的话，让人感觉对我不屑

旧约圣经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历程中，

 屡次发怨言、毁谤、传播消极与不实的话，

导致会众不断悖逆上帝，

用言语破坏他们的同心合一

 探子窥探迦南地，

回来后用不当的言语煽动会众

 会众情绪被鼓噪、传舌所笼罩，

最后得罪上帝，无法进迦南地

十八21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十八21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子。



3. 负面言语 ─ 滑舌，廿六23-28 关于滑舌的特征

火热的嘴，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
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

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
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

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 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

滑舌 ─诡诈的舌、虚谎的舌与谄媚的舌。滑舌 诡诈的舌、虚谎的舌与谄媚的舌。

火热的嘴，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 ─
油嘴滑舌的言语像是上了一层釉在瓦器上油嘴滑舌的言语像是上了 层釉在瓦器上，

表面看起来亮丽，却会迅速失去光泽或剥落

火热的嘴就是用巧言来掩饰内心不好的动机火热的嘴就是用巧言来掩饰内心不好的动机

油嘴滑舌也包括心中怨恨人，但用言语遮掩

中国成语「口蜜腹剑」指的就是这种情形…
唐玄宗当政时期，有位兵部尚书很有才华，

却只会逢迎有权势的人，

他表面跟人友好，

但必要的时候，会捅人一把

在生活上如果遇到这类的人，

都会提防、不喜欢

诗十 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诗十二3 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
耶和华必要剪除。

上帝也憎恶这样的人。

1. 正面言语 ─ 智慧的言语

十二18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智慧的言语可以带来医治的力量智慧的言语可以带来医治的力量，
跟喜乐的心一样，都是医人的良药

让原本沮丧的人 因着你的鼓舞让原本沮丧的人，因着你的鼓舞，

好像看到曙光、生命重新得着力量

十五20 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
二十1 有金子和许多珍珠二十15 有金子和许多珍珠，

惟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

指洞察力与判断力
透过言语引导别人 引导人知道该怎么去做透过言语引导别人，引导人知道该怎么去做

撒母耳记上廿五 大卫王躲避扫罗王的追杀、逃到旷野，
受到有钱人拿八的羞辱而恼怒，决定杀掉拿八全家。

这事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幸好有亚比该智慧的介入及劝导，

引导大卫不在愤怒中、

做出违背上帝心意的事

大卫听完亚比该一席话后，

就称赞她是「有见识」的女人 ─
指她的话有见解、有判断力，能给人智慧的引导

廿五12 智慧人的劝戒，在顺从的人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妆饰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妆饰。

特别正在需要的时候，特别正在需要的时候，
一句适当的话，帮助绝对很大。



2. 正面言语 ─ 合宜的言语

答 和 使怒消退十五10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十五23 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时，何等美好。

不同的场合、环境中，说对的话 ─
 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而是有智慧的使用言语说造就人的好话

弗四29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弗四 污秽的言语 句不可 ，
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合宜的言语就是健康的言语，合宜的言语就是健康的言语，
十五4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

充满火药味的场合，回答柔和可让怒气消退

指健康、带来医治的话

满 ， 柔和 气
挫折沮丧的地方，健康的言语苏醒人心、让人重拾希望

廿五11 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廿五11 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巧匠把金制的果子镶嵌在银制品上，看来相得益彰。

合宜的言语还包括知道如何面对不同的人…

廿六4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愚昧人食古不化，很难点醒他，愚昧人食古不化，很难点醒他，
按着他的思维回答，恐怕也落在同样思维中

也指被人愚昧话惹动，也说出蠢话来，蠢
别人骂脏话，自己也用脏话回应，

结果落在血气之争，跟愚眛人没有两样结果落在 气 争，跟愚眛人没有 样

廿六5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丘吉尔某次演讲收到一张字条，斗大的字：笨蛋！

丘吉尔从容不迫的抬起头说：

我刚刚收到一张请教问题的纸条，

只是这个人忘了写上问题，只署名他叫笨蛋。

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让愚昧人知道所做的是愚蠢的行为。

3. 正面言语 ─ 谨守的言语

十四23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致穷乏。
廿一23 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不是鼓励人少说话，而是说话之前先学习听话。

十七28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十七28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
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不说话时，让人莫测高深，一开口就让人看破手脚

 该说话的时候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也是一种智慧

有个年轻人向苏格拉底学习说话的技巧，滔滔不绝…
苏格拉底说：「收你当学生可以 我必须收你两倍的价钱 」苏格拉底说：「收你当学生可以，我必须收你两倍的价钱。」

年轻人不服气，说：「为什么？」

苏格拉底说：「因为 在你学习说话的技巧之前苏格拉底说：「因为，在你学习说话的技巧之前，

你必须先学习如何闭嘴！」

说话的艺术不是一蹴可几，

却 透过 断操练却可以透过不断操练，

来在这领域成熟与进步。

中国有句古话：一言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
对基督徒而言，言语的价值不止在地上 ─

太十二35-36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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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有一天，我们的言语不仅受上帝的审判，
 对人也要负责

 需要更多的操练，来合神心意多 ，来 神

在言语上更多成为完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