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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住舌頭、保守生命勒住舌頭、保守生命
雅各書 1~12

1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2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

雅各書：三1 12

2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 都有過失；

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3 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裡，叫牠順服，就能調動牠的全身。

4 看哪，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大風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隨著掌舵的意思轉動。4 看哪，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大風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隨著掌舵的意思轉動。

5 這樣，舌頭在百體裡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看哪，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的樹林。

6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 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

7 各類的走獸、飛禽、昆蟲、水族，本來都可以制伏，也已經被人制伏了；

8 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9 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 神形像被造的人。

10 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裡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

11 泉源從一個眼裡能發出甜苦兩樣的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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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能生橄欖嗎？葡萄樹能結無花果嗎？鹹水裡也不能發出甜水來。

這段的經文從提醒不要多人作師傅開始，然後引發、討論到控制舌頭的問題。

其實老祖宗早就觀察到了，很多人都聽過這句話：「人之患，在於好為人師。」其實老祖宗早就觀察到了，很多人都聽過這句話： 人之患，在於好為人師 」

幾乎人人都喜歡當老師，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當中，我們常常都喜歡教導別人，

常常都以一種專家、過來人、有經驗者的姿態，想要去指導別人；

有些事情如果我們很熟、很瞭解的東西，我們實在忍不住要去告訴別人該怎麼做；

也就是說大多數的人，甚至人人都有一種傾向—
很想去教別人、指導別人，很想去教別人、指導別人，

特別是教別人的時候，似乎可以顯出自己很懂，

而別人呢，根本在我們所懂的事情上面搞不清楚狀況。

可是雅各說：「小心，作師傅的要受更重的審判。」

我們如果教導別人的話，要注意，指導別人，我們真的做到了嗎？

我們是只是知道一些事情，懂一些事情，

還是說我們在教別人的時候，我們自己也做到了？

上帝如果用我們教導他人的內容、標準來衡量、審判我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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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如果用我們教導他人的內容、標準來衡量、審判我們的話，

我們是不是站立得住呢？

一19「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

提醒我們說，話語很重要，但是人的怒氣是不能夠成就上帝的義的，提醒我們說，話語很重要，但是人的怒氣是不能夠成就上帝的義的，

所以用話語來指導別人，但我們要怎麼做？這就是雅各在第三章所要強調的。

他在講舌頭這件事情，或是說講話語這個主題的時候，他說：

三2「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

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在許多事上 應該說「我們在各樣的事上 都有過失。「在許多事上」應該說「我們在各樣的事上」都有過失。

有過失似乎是人之常情，如果一個人他能夠勒得住自己的舌頭，

能夠在他的話語上面謹慎，以致於在言詞的上面沒有犯錯的話，能夠在他的話語上面謹慎 以致於在言詞的上面沒有犯錯的話

這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就是完全人了。

我們看看主耶穌如何來描述末後審判的標準：

太十二36‐37「我又告訴你們，凡人所說的閒話，當審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來；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話語的重要性實在是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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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的重要性實在是不容忽視，

在末後的審判裡面，話語竟然變成了一個關鍵的點。



如果從正面來看的話，在舊約的詩歌智慧書，特別在箴言講到人生的智慧，

其中關於話語的教導出現了很多很多次，所以如果我們覺得缺乏智慧的話，其中關於話語的教導出現了很多很多次，所以如果我們覺得缺乏智慧的話，

除了禱告向神求之外，好好讀箴言，好好的去默想，甚至試著去實踐、

去經歷、去操練，會是我們得智慧的一個很關鍵的點。

箴十八20‐21「人口中所結的果子，必充滿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飽足。

生死在舌頭權下，喜愛它的，必吃它所結的果子。」

真的 不僅上帝的話語具有創造的權柄跟能力 人的話語在相當的程度上真的，不僅上帝的話語具有創造的權柄跟能力，人的話語在相當的程度上，

特別是在人際關係，也包括我們自己的態度跟行動上。

箴十八21直接講到「生死是在舌頭的權下。」有多少人，就是因為別人一句話，箴十八21直接講到 生死是在舌頭的權下 」有多少人 就是因為別人 句話

使得他去尋死了。可見話語有造就的功能、也可能會帶來破壞的功能。

話語的鼓勵，可以讓一個孩子積極奮發的朝著他人生的方向來走

話語的否定，甚至責備、謾罵，也可能會叫一個人失去志氣

箴十二18‐19(新)「有人說話不慎，好像利刀刺人，而智慧人的舌頭卻能夠醫治人。

說實話的嘴唇，永遠堅立；撒謊的舌頭，眨眼間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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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的嘴唇，永遠堅立；撒謊的舌頭，眨眼間就消失。」

箴十三3 (新)「謹慎口舌的，可保性命；口沒遮攔的，自取滅亡。」

雅各在這邊提醒我們，要省察自己的動機，當我們在教導別人的時候，

到底我們裡面的狀況如何？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講說這些話語？到底我們裡面的狀況如何？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講說這些話語？

只是要顯明我們很有知識、很有學問呢、懂很多？顯示出別人的無知？…

還是真的是為造就別人的緣故，讓上帝的話語能夠不打折扣的被解明出來？

其實雅各是提醒我們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生命比言詞更加的重要。」

格言裡也聽過「身教應該是要重於言教。」

個 果告 子 要怎麼樣 應 怎麼樣 要怎麼樣一個父親如果告訴孩子，他要怎麼樣、應該怎麼樣，他不要怎麼樣，

可是這個父親本身，他的行為根本就是跟他所教的背道而馳，

這樣子的教導，到底能不能帶出果效？這樣子的教導 到底能不能帶出果效？

西方也有這樣的一句話：

「行動所發出來的聲音，比話語所發出來的聲音更大。」

都是提醒我們：生命比言詞其實更加的重要。

所以在談言詞、談話語的時候，雅各再一次提醒我們：

真的不要單單只注重在話語上顯示出我們比別人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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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要單單只注重在話語上顯示出我們比別人懂很多，

而是我們真的是要在行為、在行動上，更加的跟得上。

舌頭的力量其實是很大的…
三3‐6「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裡，叫牠順服，就能調動牠的全身。三3 6 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裡 叫牠順服 就能調動牠的全身

看哪，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大風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隨著掌舵的意思轉動。

這樣，舌頭在百體裡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

看哪，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的樹林。舌頭就是火，

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

馬口中的嚼環，這個是控制馬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就像煞車一樣，

拉住牠，就讓牠停下來，或是叫牠放慢速度。舌頭也具備這樣子的力量，

難怪雅各告訴我們：必須要勒住舌頭，一個人會勒住舌頭，他就勒住全身。

現代的文化就是反正我口直心快嘛，我講出來。只是講了之後讓自己爽就好，

卻毫不去顧慮那些話講出來能不能造就人？甚至講出來，會帶來破壞的結果…
船的方向是由舵來決定，人生話語很多的時候帶來這樣的行動。

其實話語說得正面積極，而且多說造就人的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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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話語說得正面積極，而且多說造就人的好話，

這些都可以影響別人生命的方向，也包含影響自己的方向。

很多的人會比較從心理學的角度講到說，

每天早上看鏡子的時候，對自己說：「You are good」、每天早上看鏡子的時候，對自己說： You are good」、

「You can do it」，講這些鼓勵自己的話。

有的人是完全的倚賴這些東西，有的人把它視為是毫無價值，

我個人會比較傾向是走在中間，

因為聖經詩篇的當中，大衛是常常向心說話的：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我的心哪！你要讚美耶和華，你要稱頌祂的名…。
可見對心說話，對自己說話，

是可以像船的舵一樣，會帶領我們的方向。

第五節講的星星之火，也是代表說舌頭所帶來的影響力，

其實是非常的大，就好像星火可以燎原一樣。

各位，話語的影響力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要懂得去勒住我們的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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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懂得去勒住我們的舌頭，

才能夠保守我們的生命。



他說舌頭是罪惡的世界，是一個不乾淨的源頭…
三6‐8「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三6‐8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各類的走獸、飛禽、昆蟲、

水族，本來都可以制伏，也已經被人制伏了；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

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我們在聖經當中能夠看到那麼強烈的字眼算是比較少的，

我們來看看雅各他怎麼描述舌頭是罪惡的世界：我們來看看雅各他怎麼描述舌頭是罪惡的世界：

首先他談到罪惡能夠污穢全身，它是污穢全身的一個源頭。

主耶穌在太十五19說：有人很在意的是吃進去的食物，其實食物不能夠污穢人。主耶穌在太十五19說：有人很在意的是吃進去的食物 其實食物不能夠污穢人

的確有的時候我們吃了不乾淨的食物，會讓我們拉肚子，讓我們產生疾病

耶穌指的倒不是指污穢身體這個部分，而是講到心靈的部分

祂是要用一個強烈的對比來說明，那個真正能夠污穢人的是從心裡面發出來的，

有惡念、有凶殺、有姦淫、苟合、偷盜、妄證、謗讟等等，

這些都是污穢人的，這些都是講到人的心靈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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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污穢人的，這些都是講到人的心靈的狀態，

而這些心靈的狀態當它要表達呈現的時候，話語常常成了一個很主要的工具。

至於保羅也是一樣用強烈的對比來作說明，一個是講到聖靈所結的果子，

加五22「聖靈所結的果子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加五22 聖靈所結的果子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情是沒有律法禁止的。」

它的動力不是從遵守律法而來，而是從生命改變而來，而且律法也不能夠禁止它。

但是跟這個強烈對照的是什麼呢？聖靈是跟情慾相爭，情慾與聖靈相爭，

這是基督徒成聖生活當中，非常關鍵，要去注意的點，

加五19 21「情慾的事情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加五19‐21「情慾的事情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

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醉酒、荒宴等類。

過去說過，現在又再一次提醒：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這些都讓我們看見那個心靈的狀態，再加上當他表達的時候，

最先表達常常是在話語上，當然也包含行動，這裡面所說的

這種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

這些事情在人際關係當中，是常常呈現在話語的傷害上，

就像雅各在這裡所說的，是能夠污穢全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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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雅各在這裡所說的，是能夠污穢全身的。

大家不要以為話語就是話語而已，話語其實是有一種污染的能力。

雅各進一步講到是 6b「點燃生命之輪」。生命也有人把它翻成出生。

點燃生命之輪：一個人如何在他的生命當中，開始的生命的週期，點燃生命之輪： 個人如何在他的生命當中，開始的生命的週期，

如何在生命當中走在正確的道路裡面，

話語也是有非常直接而且深刻的影響，所以說是點燃生命之輪。

接下去又講到是 6b「來自地獄」，

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

因為聖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魔鬼是說謊之人的父因為聖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魔鬼是說謊之人的父，

魔鬼本身就是說謊的，從創世記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點：

上帝造人的時候，不僅是按著祂的形像來造男造女，上帝造人的時候 不僅是按著祂的形像來造男造女

又賦予人靈性，也就是 第二章 講到的，

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並且在他的鼻孔裡吹了一口生命之氣。

生命之氣當然是從神而來，對人而言就是他的靈魂，

而靈魂跟物質的身體結合之後，就成了他生命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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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靈魂跟物質的身體結合之後，就成了他生命的來源，

這是生命之氣在人的身上所帶來的果效。

神造人給予很崇高的地位，讓人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又告訴人一個很重要的吩咐：

「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都可以吃，惟獨那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不可以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都可以吃，惟獨那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不可以吃。」

但是在面對試探的時候，魔鬼來了，牠講的話，第一句話是什麼？

牠說：「神豈是真說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嗎？」

這個就是混淆事實，或是用一種反面的話來造成亞當夏娃思想上的混淆。

接下去魔鬼真正的目的就來了，如果上帝所賜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說：「不一定死！」

這是這個說謊之 的 就是謊言大師 牠在引誘 墮落的事 所用的伎倆這是這個說謊之人的父、就是謊言大師，牠在引誘人墮落的事上所用的伎倆。

所以難怪雅各在這邊要講到說舌頭，特別是當人無法控制，

甚至陷入謊言、陷入苦毒、陷入傷害、謗讟等等，甚至陷入謊言 陷入苦毒 陷入傷害 謗讟等等

這些毀謗、這些話語的時候，魔鬼所扮演的角色，

就好像就是要運用人的舌頭來成就牠的工作。

不過，當然人在罪性的當中，這些不能造就人的話，

甚至負面來講是傷害人的話，常常就從舌頭裡面會跑出來。

所以舌頭的另外一個特徵，就是來自地獄，而且它的野性是難以馴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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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舌頭的另外一個特徵，就是來自地獄，而且它的野性是難以馴服的，

甚至講到舌頭是充滿了致命的毒物、苦毒、憤怒、尖酸刻薄等等。



到了二十世紀後期、二十一世紀的時候，進入所謂的後現代—
大家都要突破傳統，以創意之名，似乎就可以進行顛覆傳統的實質。大家都要突破傳統，以創意之名，似乎就可以進行顛覆傳統的實質。

傳統不見得什麼都對，但是顛覆傳統，很多的時候就是刻意的來揶揄

很多傳統當中其實不一定是錯誤的東西，所以如果一個人在言詞上，

他的表達不是只是創意而已，甚至是一種尖酸刻薄—毒舌派，

這些好像變成是一個人很有創意、很有表達能力、很有功力的這些特徵。

我們看看這個致命的毒物，到底表現在什麼地方我們看看這個致命的毒物，到底表現在什麼地方…

登山寶訓太五21‐22「經上記著說不可殺人，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向弟兄動怒的 難免受審判

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就讓我們看到一個重點：心中的憤怒，甚至對於人存在價值的一種否定，

就很容易產生一種對人的謾罵、批評跟否定。

罵弟兄拉加、魔利，就是說，你這個人空無一物，你是飯桶，你是笨蛋，

類似這樣子的一種咒罵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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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這樣子的一種咒罵的話語。

而這些話，不是單單只是人際關係之間的問題，而是這是神所在意的。

三9‐10「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神形像被造的人。

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裡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頌讚和咒詛從 個口裡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

就是講到舌頭的不一致，人可以既頌讚又咒罵嗎？一個源頭可以出兩種水嗎？

如果一個基督徒，在敬拜當中口中向著神所發出來的是頌讚、讚美的話語，

可是在面對人、面對弟兄的時候，卻是發出的是咒詛、咒罵，

這個是不合神心意的，特別這邊講到是「按著神的形像被造的人」。

在 般的價值觀都還會說「打狗要看主人 這是代表人裡面勢利的 種看法在一般的價值觀都還會說「打狗要看主人」，這是代表人裡面勢利的一種看法，

我們還會看說，如果這隻狗的主人是重要人物的話，我們還不敢隨便的欺負牠。

聖經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如果我們看到人的價值，聖經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如果我們看到人的價值

真的肯定一個人存在的價值的話，必須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認識：

如果真知道這個人是神按著祂的形像樣式造的，他真正的主人是造他的上帝，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認識，不論這個人外在的身分、地位、成就，

都不是最關鍵的，因為他是神按著祂的形像跟樣式造的，

我們就要尊重他，就要看重他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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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要尊重他，就要看重他存在的價值，

就不會隨便的咒罵、咒詛，這些神按祂形像樣式所造的人。

11「泉源從一個眼裡能發出甜苦兩樣的水嗎？」照理說應該是不能，

這是一個比喻—我們的生命裡面，照理說是不能夠既出甜水又出苦水，這是 個比喻 我們的生命裡面，照理說是不能夠既出甜水又出苦水，

生命很多的時候，或是說話語，其實是從我們生命的光景當中所呈現出來。

12「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能生橄欖嗎？葡萄樹能結無花果嗎？

鹹水裡也不能發出甜水來。」在講到話語言詞的時候，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應該是從生命發出來，這是我們特別要小心要去注意的。

希伯來文原文「祝福 字根的意思就是「說好話 。向著神說好話，當然就是頌讚，希伯來文原文「祝福」字根的意思就是「說好話」。向著神說好話，當然就是頌讚，

這個說好話絕對不是奉承、拍馬，而是按著神的屬性、祂所是的來稱頌祂，

按著祂所做的來感謝祂，這是向神發出來的稱頌。

向人說好話，當然就是祝福。

「祝」就是禱告祈求的意思，祝福也就是祈求神，祂的恩典臨到我們所祝福的對象。

「賜福 是上對下 如果上帝對我們的話 當然就是神賜福予我們「賜福」是上對下，如果上帝對我們的話，當然就是神賜福予我們。

但是我們在這邊主要要說明的就是說，我們的舌頭應該是用來：

向著神的時候是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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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神的時候是頌讚

向著人的時候是祝福，也就是多說造就人的好話

二、三十年前，有一首流行的校園民歌「守著陽光守著你」，

歌詞很美，但是也有幾分的淒涼跟哀怨，如果我們仔細品味的話，歌詞很美，但是也有幾分的淒涼跟哀怨，如果我們仔細品味的話，

這首歌其實還是透露出歌者的盼望：「守著陽光守著你，

守著你我便守住一生的陽光，夢境會成為過去，一如黑夜要躲藏。」

歌詞的內容，不論是描述實情也好，或是仍舊在期待也好，

看起來比較像在期待，總之只要守著陽光，便是守著心中的摯愛。

如果我們用在今天這 段的經文信息來看的話 特別跟 對照來看如果我們用在今天這一段的經文信息來看的話，特別跟箴十三3對照來看：

「人若守著口舌，便守住了自己的生命。」在這言語眾多，

卻常常不負責任的世代裡，這節經文就像暮鼓晨鐘，提醒我們，值得我們深思。卻常常不負責任的世代裡 這節經文就像暮鼓晨鐘 提醒我們 值得我們深思

不知是不是因著民意代表質詢的榜樣、媒體報導的浮誇、

全民亂講式綜藝節目的推波助瀾，後現代的人講話愈來愈隨便了。

有時候連基督徒都忘記了：「生死是在舌頭的權下」，

說得合宜可以帶來極大的果效

如果輕忽的話，卻是要自食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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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輕忽的話，卻是要自食惡果

這是我們需要被提醒的，也是雅各在第三章末了所提到的重點。



其實話語是從心裡面發出來的，

所以生命的光景，決定了一個人說話的品質。所以生命的光景，決定了 個人說話的品質。

主耶穌在太十二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果子的好壞是由樹的好壞來決定。」

惡人說不出好話，是因為他裡面充滿了苦毒、

淫亂和各樣的惡念，縱然刻意隱藏，還是會欲蓋彌彰。

甚至讓我們驚訝的 就是說末 審判的時候甚至讓我們驚訝的，就是說末日審判的時候，

一個人被定為義或是有罪，話語竟然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可是說合宜的話、造就人的好話，不是從修辭學著手，可是說合宜的話 造就人的好話 不是從修辭學著手

而是從生命的重新塑造開始，要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按著上帝的旨意，竭力保守自己的心，

除去一切的惡毒、詭詐、假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然後多說造就人的好話，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能夠經歷生命蒙保守的恩典了。

求主恩待我們 讓我們知道舌頭在生命當中 所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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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恩待我們，讓我們知道舌頭在生命當中，所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也求主保守我們，讓我們在話語上，能夠多多榮耀神，多多的造就人。

天父，我們感謝你，天父，我們感謝你，

實在舌頭所能夠發揮的力量，何等的大，

我們自己都親身的經歷。都 身

主啊，適時的安慰，合宜的鼓勵，甚至從神來的祝福，

我們看見我們的生命可以得到很大的造就，

何等願意我們也成為這樣的一個使者。

主啊，一方面，我們是一個頌讚你的人，

另 方面 也讓我們成為多說造就好話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成為多說造就好話，

並且能夠讓人得激勵，得以在主裡面長進的人。

願我們成為你手中的器皿，繼續的恩待我們，願我們成為你手中的器皿，繼續的恩待我們，

好叫我們在話語上多有操練，也多多的榮耀你的名。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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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