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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信心与行为」系列讲座第七讲。我是德瑞克‧汤玛士牧

师。 

 

很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我们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是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在

十架上成就的救恩，使我们的新生命充满喜乐、希望和活力。这样的喜乐、希望和活力也

充满在我们一千多年前的弟兄，雅各的身上。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雅各跟他的兄弟，耶

稣，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想必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可能对他的兄弟耶稣说过不少难

听话，甚至在他们的母亲马利亚面前曾经有过许多不实的指控。我曾经想过，当雅各看着

他的兄弟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心里作何感想呢？而不久后复活的耶稣出现在他

面前时，他又想些什么呢？是不是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描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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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后来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并且为犹太信徒写下雅各书，将主耶稣重要的教训传给他

们，包括控制舌头的重要性。大概是他已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 45 节的教导牢牢的

记在心里。灵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雅各知道话语的厉害，他知道他的会众中有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曾被言语深深伤害过，

而他也确信神话语的大能能为他们带来希望、医治和帮助，这是众信徒切身经历的。因

此，身为教会领袖，雅各藉书信将神的话传给众人。我们也要来读这些宝贵的话语，好好

的来思想。 

 

好，请你翻到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要来查考 3:1-12。在我们读这段经文之前，我要先

跟你分享一段过去的经历。我在大学刚毕业时做过几份工作，其中一份全职的工作经常需

要到处跑来跑去，首趟的长途旅程去到德州的达拉斯，我还记得自己订了从肯塔基州的路

易斯维尔市飞到达拉斯的机位，也安排了下榻的旅馆并预约租车。飞机到了当地后，一出

达拉斯的机场，我好兴奋，坐上租来的车，直奔下榻的旅馆，但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迷路

了，要在达拉斯来去自如还真是个挑战。如果你也有过跨州旅行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在陌

生的地方认路实在不简单。 

 

那个经验使我想到，我们人生中有多少回发现自己以 70 哩的时速横越生命中的州际，却

摸不清自己真正的目的，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口中说出来的话有多重要。然而，神不会不管

我们，祂亲自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们能一起读这本圣经，特别是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读这本

圣经，实在是神大大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你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读这本圣

经是多大的恩典，这世上仍有四千多个族群没有属于自己母语的圣经。你所拥有的何其宝

贵！所以，当我们读经时，我希望你能带着感恩的心来读，赞美这位对你说话的神。好，

我们从雅各书第三章第 1 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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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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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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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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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



Página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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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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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啊！赞美祢，谢谢祢向我们显明祢自己，对我们说话，我们都是祢的羊，要来听祢

的声音，所以父啊！求祢亲自对我们说话，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有基督样式的百

姓，愿祢开启我们的眼、我们的耳，好叫我们注目祢的话语，奉祢荣耀的名祷告，阿们！ 

 

神说… 

 

好，在我们开始谈到雅各论口舌的教导之前，我要先带领大家来一趟经文之旅，来认识圣

经上关于「话语」的教导。首先我们来看创世记第一章第 3 节。 

 

认识话语的重要 (创造) 

 

创世记第一章第 3 节，「神说…」，神一开口，万物，包括人类都被造出现了。神的话实

在大有能力，能使万物存于地上。然而，神不仅用话语创造世界，同时也用话语向百姓显

明祂自己，又赐下各样的吩咐。请看到第一章第 27 到 28 节，这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人类在堕落之前，需要一个外在的声音跟他们说明被造的原

因，在这里，神说，这就是你被造的目的。神亲口对亚当夏娃说话。 

 

请再翻到第二章第 16 节，神又再度说话了，神向祂的百姓显明自己，又给了他们许多的

吩咐和命令。第二章第 16 节说道，「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

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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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神不仅开口创造了天地，也开口对百姓说话，还对自己说话。「对自己说话？」是

的，这宇宙中又真又活、永在的神，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第

一章第 26 节这里对自己如此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

对自己说话，祂说，「让我们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接着就用祂大能的话语成就此事。 

 

我们再很快翻到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五章第 15 节，耶稣对门徒说，「以后我

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

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父对子说话；而到了第十七

章，换耶稣这位神所立的大祭司对父神说话，神也回应祂。 

 

话语相当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一点，认识话语的重要性。是的，神会对我们

说话，但除此之外，可知道撒旦也会对我们说话。 

 

撒旦说… 

 

来看创世记第三章第 1 节，「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

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好笑，

却是真真实实的。 

 

认清撒旦的诡诈和谎言 (堕落) 

 

我们必须认清撒旦的诡诈和谎言。撒旦也对人说话，牠擅于狡辩、欺骗、曲解真理、扭曲

事实。你仔细看第三章第 4 节，听牠怎么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

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神对人说话，撒旦也对人

说话。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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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将镜头转向今天的主题，雅各书第三章，雅各论到人的口舌。我们当然都知道，神

给了我们一个舌头，而这个舌头，相当有意思的，就放在我们身体最靠不住的地方，神用

祂的智慧，把舌头放在一个笼子后头，设了牙齿和嘴唇把关。只可惜，这个原本被造用来

医治心灵、带来希望的器官，却常常被滥用来骂人、蒙人、骗人和伤人。 

 

实际上，从神造人之初，祂给了人舌头，为要叫人能敬拜祂、赞美祂，并且人和人之间也

能以爱、诚实和良善来彼此对话。当亚当早晨醒来时会对夏娃说，「亲爱的，我在你身

边。」而夏娃会回答他，「我知道你一直都在。」然而，如此和谐的画面维持不久，不是

吗？人喜欢给承诺，却很难持守，人的话伤害很深，只会互相指责、控诉。 

 

就因此，雅各在雅各书第三章第 1 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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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在初代教会中算是个相当权威的老师，身为牧者，他深知话语

的严重性。事实上，这段经文是雅各对那些未受神真正呼召、未领受神的恩赐，却想要做

宗教师的人，所提出的警告。他们会因自私的意图和嫉妒而失足，就像许多假教师一样。

他们整天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而且每一句话都还不忘了强调，「这是主说的」，在

某某章某某节。这些假教师在讲台上绊倒人必要被定罪。 

 

要明白教导神的话语是非同小可的重责大任 

 

雅各警告这些假教师。他说，你们这些人，听好了，你们到底明不明白教导神话语是何等

的重责大任？这也适用在我们身上，不是吗？神或许没有呼召我们出来作传道人，但是我

们都受呼召传神的话，记不记得耶稣说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去的时候，

要按我吩咐你的教训众人。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神就呼召并指示你去教导你的孩子；如

果你是小组长或主日学老师，不管是孩童或大人的主日学，都不可以在课堂上绊倒人。你

可明白，凡事从你口中出的话，你都要负非常大的责任，特别是提到神的话吗？这就是雅

各从一开始就切切叮咛我们的。 

 

要随时儆省口舌上的犯罪 

 



Página (Page)6 

 

所以我们才需要严肃看待！我们来看第三章第 2 节，来认识我们的话语潜藏着多大的杀伤

力。第三章第 2 节，「原来我们…」，我再说一次，雅各表示，也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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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个完全人了。雅各如此表示。但我们都很清楚，没

有人能在话语上毫无过失。事实上，从我们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就被罪玷污了，罪在我

们里头，罗马书第三章里，请随我看到罗马书第三章第 13 节，保罗说，我们的口舌充满

了罪性。第 13 节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

毒气。」闻闻看，比早上起来还没刷牙的味道更臭，犹如死尸的腐臭一般。保罗说，他们

用舌头行诡诈、欺骗、存心不良的说服，引诱人离开正道；他说，他们的嘴唇里有虺蛇的

毒气，「虺蛇」是一种小毒蛇，他们的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随时都有可能喷出来。第

14 节，「满口是咒骂苦毒」。 

 

我们的舌头真是一点都不美。雅各说，如果有人能勒住自己的舌头，那就是一个完全人。

中文译本翻译成「完全」。正是如此，当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时，会越来越具有基督的样

式，这个成圣的过程一定会充份改变我们，当我们学习按圣灵行事时就越来越懂得自我控

制，一旦学会控制舌头了，那全身就都被掌握了。朋友们，我们的舌头，大概是全身最难

掌握的器官。有了舌头这个东西，你甚至不需要有任何行动，只要拿起电话筒来，就可能

开始犯罪了。 

 

认识舌头的巨大力量 

 

如果以行动犯罪倒受约束，以口舌犯罪，那可就无远弗届了。因此雅各在第三章第 3 节才

会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牠顺服，就能调动牠的全身。」我举三个例子给你

听，免得你不信这小小的器官，舌头，具有巨大的力量。 

 

我想起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就读神学院的那段时间，当时我在一家叫作亚翠尔的养

护中心打工，担任活动部的副主任。我很喜欢那份工作，也很喜欢那里的人，因为企划活

动的关系，我还当过宾果游戏的庄主，策划了许多颇受欢迎的活动，我也常常带他们跳

舞，看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跳着拉丁的麦卡莲娜舞和排舞是相当有意思的事。我三不五时

还会带他们到丘吉尔高地去看赛马比赛，不过，我可没有下注哦！只是带他们去那里看

看。欣赏跑道上一只只俊美壮硕的马匹全力奔驰，马背上的骑士就显得相对瘦小，他们控

制着缰绳，驾驭着强而有力的马匹顺利的沿着跑道绕行，非常的熟练灵巧。不过当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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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都不知道，原来他们仅仅透过一小块放在马舌头上的东西来操控他们，现在我明白，

那就是雅各所说的嚼环，他告诉我们，这小小的东西，力量可不容忽视。 

 

如果你还不相信，那么再往下看第 4 节，雅各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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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我曾沿着迈阿密海岸航行，当时宽

广的港口里正停放着巨无霸般的嘉年华邮轮，我从没搭过那样的船，那些大船正准备要出

航，前导船必须要很精准的带他们出港，使他们顺利进入公海，航向目的地。我看到一个

个头很小的老人家站在船头，在那里转动小小的舵来操作整艘大船，他怎么决定，船就跟

着怎么动。 

 

这就是雅各所描述的情况。虽然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牵动全身。如果你仍旧不

以为然，我再讲第三个例子，请看到第三章第 5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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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3:5-6)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五点，我们必须认识舌头的巨大力量。雅各透过三个例子，由明喻

「就好像」，用到隐喻「它是火」。各位，如果我们拿着一杯水往地上倒，我们可以在地

上看见水痕，但如果是往火里倒，就什么也没了。雅各说，最小的火就能点着最大的森

林，在一个相当干燥的森林里，只需要一点小火花就可以引燃森林大火，弟兄姐妹们，这

正是舌头对你的影响。 

 

遗憾的是，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常用舌头作为纵火的工具，造成痛苦、毁灭、伤害和重

创，因为我们把舌头当成火来用。雅各还提醒我们，它不仅仅是火，还是从地狱里点燃

的，真是可怕！地狱？这里的「地狱」在原文里用的是「欣嫩子谷」这个字，欣嫩子谷是

耶路撒冷城外一处终年焚烧垃圾的山谷，当时的人都很清楚这个地方，所以雅各以它做比

喻。在旧约时期，异教徒常在那里献孩童为祭，他们在希嫩山谷烧了这些孩童的尸体。 

 

耶稣曾注视着这个地方说，那里简直就像地狱，是为撒旦和魔鬼预备的地方。百姓在山谷

里日夜放火烧着垃圾，臭气冲天，令人作呕。所以，想想看，我们让自己的舌头也发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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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伤害了孩子，伤害了父母，伤害了配偶，也伤害了朋友。我们用自己说的话引燃了整

座森林。如果，这些都还不够使你发愁，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 7 节。 

 

认清你无能驾驭自己的舌头 

 

一起来读第三章第 7 节，这就是我要提的第六个重点，认清你无能驾驭自己的舌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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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乎我们常常

觉得家里的狗都还比自己的孩子听话，很好笑是不是？又好比说杀人鲸，以前我们常带孩

子去迈阿密的海洋生物馆，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大的鲸鱼，牠们会表演很多特技，里面的工

作人员很会控制鲸鱼来完成精采的演出。 

 

人可以掌控各式各样的动物，但第８节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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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3:8-10) 

 

要明白你的言词正代表你的心 

 

我从信仰生活里渐渐学到，我们要蒙骗一般人很容易，要蒙骗跟自己亲近的人却很难。这

就是我们的第七个重点，因为，你的言词正代表你的心，也显露出你的属灵状况。并且，

你真实的属灵状况往往会比嘴巴所吐露的还来得糟糕，直击你的本相。其实，耶稣在很多

场合都讲的很清楚，请随我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从第 14 节开始读起。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

污秽人，惟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

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

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

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

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

妒、谤讟、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可 7: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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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意思是，狂妄的言语正来自一颗被狂妄所吞噬的心；骄傲自大的言语正来自一颗自

以为是的心；谤讟的言语正来自一颗仇恨的心；奸淫、淫荡的言语则来自拜假神的心；还

有凶杀、敌对的言语全都显出内心的状况。因此，你明白了吗？ 

 

请随我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主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又说，我们来看第 43 到第 45 节，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

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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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让我把从这段话

所领受的告诉你。 

 

几年前我在我们家后院种下一棵苹果树。我之所以种苹果树，是希望我太太三不五时可以

采一些果子自己做苹果派。但问题是，近年来这棵树所结的果子都很糟。几个星期前，我

突发奇想，我跑到市场买了非常漂亮、大又多汁的绿苹果，回家后从车库取出重型的订书

机，然后拎着苹果到后院，一颗一颗的把它们钉到树上去，全部钉完后看起来还真不赖，

真希望能让你瞧瞧！我太太回家后，一走到后院，她就大叫，「哇！亲爱的，你真是一个

杰出的农夫！」我很谢谢她的赞美。她高兴的手舞足蹈，庆祝我们的大丰收，我看了很高

兴，孩子们也很高兴，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就有美味的苹果派可吃了。 

 

那只不过是个把戏，却说明了耶稣的比喻。坏树结坏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因为心里所充

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而我们却常常想挂上好果子来美化我们的口舌，「呀，你不要再这

么说了。」这样还不够，人心中所存的恶就必从口中发出怒气、仇恨、抵挡和责难。 

 

神对堕落的、垂死的和绝望的人说话…… 

 

明白你需靠神挪去不当的言词和对救恩的谬误 

 

我们从创造的故事中看到了，上帝说的话、撒旦说的话，以及人说的话。那真是一个丑陋

的画面。然而故事到此尚未划下句点，因为，最重要的部份还没讲，就是神的救赎。从一

开始神就知道罪必进入伊甸园，破坏了祂的创造，也知道口舌的诡诈必将人陷于无穷的争

战，摧毁家中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手足关系。神深知这一切，因此，祂给了我们一个

应许，凡祂口中所发出的应许从不落空，绝不像我们所说的话。 

 

神说，我必要差我的儿子来，女人的后裔要粉碎撒旦的头，祂必要战胜神的仇敌，击垮撒

旦，除去一切的罪和死亡。时候到了，神必差祂的儿子来，处女怀胎所生的，在律法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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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必要挽回那些背逆律法、甚至用口舌亵渎神的人。神预备福音来成就祂的应许，因

此，耶稣奉差而来，祂来到世上，长大成人，行事说话都合宜，祂从不说谎，从不用口舌

伤人，祂用爱宣扬真理，并为悖逆神的人而死。 

 

神不仅赐下应许，又以福音的智慧显明祂的旨意，雅各书第三章说的很明白，我们都需要

从上头来的智慧，什么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呢？这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基督。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 24 节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同一章第 30 节又

说，「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换句话说，当祂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时，也同时为

我们口舌犯下的愚昧及憎恨之罪而死，祂代替我们赎罪，使我们得以称义，所以我们毫无

可夸，全出于祂的智慧，所以，若有什么可夸的，唯有十字架上的基督！ 

 

神不仅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并透过祂道成肉身来显扬祂的智慧。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

第一章，一起来想想，这里提到永恒，提到神的道，提到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神的儿

子，祂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祂是世人的希望，祂为罪人而来，从不撇

下我们，为拯救我们而降生住在我们当中。 

 

撒旦并无权决定最后的结局，罪也无权左右最后的结局，唯有基督，基督才能决定最后的

结局。这正如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 18 节说的，「祂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各说，祂用真道，在灵里生了我们，神的

真道带来重生，带来救恩。祂按自己的旨意，呼召祂的百姓重生，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

中好像初熟的果子，使我们出于祂的口舌，如圣洁的火焰，为世人燃起医治、希望和真

理。 

 

这便是神在祂儿女的心中所作的工！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前说了最后一句话，「成了！」

而当祂从死里复活后，向多马显现，对多马说，「愿你平安」。当耶稣完成了神的托付，

说了最后一句话，「成了！」 

 

请再随我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 5 到第 7 节。好，我们从一开始讲到神用话语创造万

物；也讲到蛇以诡诈使人堕落；然后还说了人在口舌上不得不慎的试探。最后，我们还要

来看看，基督如何以话语完成神一切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从第 5 节

开始，「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

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

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

神，他要作我的儿子。』」(启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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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掌管最后的结局，死亡不能决定最后的结局。是的，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凡认识

主耶稣基督的人都知道，因祂的医治，一切都更新了。并且，祂又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

脱去我们堕落、罪恶污秽的旧人，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从此与基督同活，直到永永远

远。祂要作我们的神，我们要作祂的百姓，到将来的那一天，要回到神所建的天城与祂面

对面，这就是神正在成就的事。 

 

既然，神给了我们如此强而有力、如此慈爱、真实的应许，那么，作神儿女的教会，就当

努力去宣扬。 

教会说…… 

 

认清我们的责任，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 

 

这是今天的第九个重点，认清我们的责任，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我再把今天说过的重点

整理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提了神说的话、撒旦说的话、人说的话、神应许救赎，而现在要

讲的是，教会说的话。为什么教会要向世人宣扬福音呢？因为我们既领受了祂的慈爱和恩

惠，就要开口传扬真理，并且彼此相爱。 

 

认清我们的责任，将福音传遍邻舍和万国 

 

我们要传扬真理，并且彼此相爱，如此就能建造基督的身体。当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

后，第十点，我们还要负起责任，将福音传遍邻舍和万国。罗马书第十章第 14 节说的很

清楚，「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

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口。今日，面对世上仍有十亿以上的未信者，我们要去传扬，

以此来回应神长阔高深的爱；面对四千多个没有自己母语圣经的族群，我们更要去传，用

我们的口，将祂的话语，将祂的启示传到地极。 

 

以赛亚书第六章，当先知以赛亚看见神的异象，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被高举，祂

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

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一见神的荣光，立刻俯伏在地说，「祸哉！我灭亡

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

华。」他大为震撼，不禁回应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真信心不能噤口，因为信心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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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