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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i董贝．嚀
古語·代表_ A.的心

主耶穌說 「人心嬴所充滿的 ，

口嬴就說出來」（太十二 34) 。所以

人的言語乃表明他的心，表明他心

囊有甚麼東西。人的行爲不容易代

表人，人的言語很容易代表人，因

篦人言語很不容易約束。一個人不

說話的時候，不知道他的靈如何，

一說話，你就能夠籍著他的話摸著

他的靈，知道亻也在神面前是怎樣的

惰形。所以，我們亻言主之後，要重

新學怎樣作人，連說話都得學過。

撇位是試言 之父

主耶穌說 「魔鬼 說謊是

出於自己，因牠本來是說謊的，也

是說謊之人的父」（約八 44) 。 主所

說的話， 在這裏是夠重的，也是夠

滯楚的， 一切說謊之人都是撒但的

兒女，撒但乃是一切說謊之人的

父。在世界嬴，謊言是比任何東西

都普遍，撒但有多少子民，撒但就

有多少會說謊的人。撒但手下有多

少人，就有多少人在世界替牠說

謊 。 每一個從撒但生的人都會說謊，

也都作說謊的工作 。

神的兒女不可託試

最可階的事，就是在許多紳的兒

女之中，好像黷言是不可少的事 。

巰言在紳的兒女之中，竟然也有地

位＇撒但說謊的種子還留在紳的兒

女身上，這是全世界最可憐的事'

一切的謊言都應該從神的兒女中除

去。謊言如果還留著，在撒但那裏

就有一個把柄，叫牠能夠抓住你。

人一拯救，一成了屬乎紳的人，第

一個功課應該學的，就是在神的面

前對付他自己的話。要拒絕任何謊

言， 要學習說準確的話。

怎麼是誤．古

1. 一口兩舌 一會兒說這樣， 一

會兒說那樣，一會兒說好，一會兒

說不好，一會兒說對， 一會兒說不

對。 2憑好惡說 ： 說話不是憑著真

理， 也不是憑著事實，乃是憑好惡，

憑著情感，把所喜歡的說出去， 把

所不喜歡的藏起來。 3憑希望說· 所

說的話，不是代表事實如何，乃是

代表他心嬴所要的如何，不過是他

盼望它如此而已。 4加進自己的意

思傳話的時候擺進自己的意思，

將事實和自己的意見混在－起，以

致一件事，往往只傳三、四個人，就

整個變了 。 5誇大其詞 ． 喜歡說大

＾心裏所充満的 ，

0 裏就託出來 。

話，喜歡用利害的字眼， 別人的錯

或自 己的對，就把它放大，自己的

錯或別人的對， 就把它縮小。 6增

加數字 數字不夠準確，總是增加，

能容納五千人的禮拜堂，說成可容

一萬 、 兩萬的人。

要封付試方

謊言話語的不準確， 是基督徒

的通病，有雨個雞處要發出第一，

教會嬴産生許多的死亡，第二 ， 不

能為神說話。我們在神面前要常常

的對付，甚麼時候一碰著謊言，我

們就應當有感覺， 每一次有不準確

的話的時候，要一再的拒絕， 一直



的拒絕。如果你沒有學習拒絕謊言， 節制。人如果能約束自己的全身，定

你就不知道謊言有多少。當你在那

裏拒絕謊言的時候，你就看見巰言

在你這個人身上是何等的多。也許

嚴格的對付三年、五年之後，我們

才能起首作一個誠實的人。

OO 語不註託

主耶穌說 「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判的曰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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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二 36-

37) 。我們說話要按著事實，但不是

所有的事實都可說，是閒話就不必

說，也不能說。搬弄事非話，批評

論斷的話，污穢骯髒話，凡與我無

干，與我無盆，也與人無盆的話，都

不要說。基督徒所說的閒話，不只

說一次，還要說第二次，今天瑚里

糊塗的說了，將來還要完全的背一

次，句句供出來。那時，要憑著你

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著你的話定

你為罪。

起言不轂．託

「不要以惡報惡，以辱駡還辱罵

倒要祝疆，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

叫你們承受幅氣。因為繻上說，人

若愛生命，願享美禱，需要禁止舌

頭不出惡言嘴辱不說認詐的話」

（彼前三 9- 10) 。有一種的話，也是

基督徒不能說出口的，就是惡言。

甚麼叫做惡言呢，就是辱寓的話，咒

詛的話。一個紳的兒女不能以惡報

惡，以辱窎還辱罵。這不是誰說先

誰說後的問題，乃是沒有說的問

題。神的兒女稍微不小心，不約束

自己的脾氣，就會說出辱窎的話來，

一面不榮耀紳，一面也叫自己得不

著神的祝禱。

基督徒不該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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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

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池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三 1 -2) 。

許多人喜歡作師傅，喜歡教訓別人，

叫人不花錢得著他的教訓。基督徒

不只不該說鼩，不該說閒話，不該

口出惡言並且不該多話。不管甚

麼話，多就不該 。 一個人沒有聖靈

節制的果子，就看他的話語有沒有

規能夠約束自己的話。凡是話語散

漫的人，生活定規散漫；凡是話語

胡說的人，行為定規胡作。話語不

謹1真的人，這一個人全身也不謹

滇。紳如果能夠對付你的話，稗就

有法子對付你這個人。

要拒終聽語的情悠

在教會裏所以有許多不正當的

話，乃是因為有許多人要聽它。有

一個需要，所以才有那些供應。甚

麼種的人就聽甚麼種的話。胂的兒

女要學習聽正繹的話。不要把耳朵

當垃圾捅，讓人倒垃圾。許多話語

的錯誤，乃是因為聽話的錯誤。說

話人要負一大半的責任，聽話的人

要負一小半的責任。人有一個慾，喜

歡聽話，要知道事清如何，你如果

能拒絕聽話的清慾，就能把許多從

地獄裏點著的火（雅三 6)滅摔。人

在那裏說不正當的話，你要像聾子

不聽（詩三十八 13- 14) 。主耶穌在地

上的時候，許多的話祂根本不聽（賽

四十二 9) 。少聽許多污穢 、 不相干

的話，就少了許多事。我們自己已

縹夠麻煩，已繹夠污穢，再把外面

的東西加進來，我們就沒有法子走

前面的路。

要花工夫學

一個人在稗面前有沒有受對付，

只要看他的口。沒有一個受過紳對

付的人，而口沒有受對付的。我們

要在話語上學習敬畏紳，我們需要

有一個禱告 「耶和華阿，求你禁

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詩一百四

十一 3) 。

要託造就；＾的語

一個屬紳之人，

應當為著紳傳說純

的話。因此，我們的

口就不能隨便用在

別的事清上，講許許

多多不是爲著秤的

話。許多人之所以

不能被鼐車用，或者只

能被紳有限的用，是

因為他們的泉源轰

發出雨樣的水，有甜

的水，也有苦的水

（雅三 1 1) 。

要 小 心聽語

如果我們常常能夠聽見甚麼樣

的話，我們在紳面前就要小心。有

許多人不會把他們的事清告訴你，

因為他們知道你不是那一種的人，

告訴你也沒有用。甚麼人肯把甚麼

一類的話一直告訴你，就證明你是

甚麼種的人。

不要輕 1t A. 的語

能夠很容易的相信某一種話的

人，他的 1生質也往往像他所相亻言的

話一樣。錯聽輕僊，是因為瞑睛不

亮，是因為沒有在紳的光中。許多

時候，價甚麼種的話，就是表明我

們的清形有病。

文不要隨便傳語

聽了，信了，再把話傳出去，就

表明他願意別人也這樣作。聽某一

種的話，那是別人在那裏說，僊某

一種的話，已經進到他贏面去了，

傳某一種的話，那是他自己也擺進

去了。

聽＾傳語要有限度

有許多時候，有人對你傳話，如

果為著主工作上需要，也許你可以

聽一下，但是你聽的時候，只要你

裏面覺得一亮，一明白，你就得停

止，就可以說 「夠了，可以停在這

嬴。」我們的聽是為著我們的禱告，

為著辦事清，為著對著弟兄姊妹的

雞處，到了某一個程度就夠了，不

要再繼續下去了。

倪柝縈（摘錄自（碁督徒文摘））



信徒鸝鼴須知
要綫常注意你的談話，不要因你的言諾使人犯罪，使人

忿怒，使人受苦，使人跌倒 。

無用的話要少說，有用的話要清清楚楚的說 。

說話不要太快，使人耳朵 、 思想追不上，不要太漫，傈

人著急，耽誤人的光陰，不要聲音太高，使人的耳朵雖過，

不要聲音太低，傈人不易聽見。在別人忙的時俟 ， 你說話

要簡單， 只揀要緊的說，要言簡而意賅 。

別人的話尙末說完你不可切斷他的話， 更不可不聽完

就回答或批評，這是最愚昧的行為。

問人甚麼話， 人不肯回答， 不要再問，免得使人作難。

不要把你的－切事都告訴初交往的人， 免得你以後懊

悔 。

不可拿別人缺點或殘疾作笑柄，這是害人害自己的行

為。

與人談話，當用淺近易懂的言詰和名詞， 不可用生僻艱

深 、 普通人不容易領會的字句。須知言語是爲傳達意思， 不

是為賣弄才學。

與人談話的時候， 不要輕易誇奬人 、 讚美人。見人就

說恭維話的人，若不是脅肩諂笑 、 卑鄙無恥的人，就是愚

昧無知的人 。

與人誤話的時候，不要故意張揚自己的長處，和自己所

作的好事，因為這是自取羞辱的道路 。

與人談話，除了必要的時候，不可接連不斷的購， 不給

別人說話的機會。

與人談話的時候，當注意別人的態度，可進就進， 當止

就止 。 常見有人講起話來， 總是絮絮不休，其賨所講的話

一點沒有滋味， 或是聽的人絲毫不需要的。在聽的人已經

疲憊厭煩，閉目思睡，講的人仍然興高釆烈， 喋喋不休，這

是很惹人厭的事。

說戲笑的話，最容易惹起誤會，引出糾紛， 招人的輕看，

惹人的惡厭，因此總以禁忌為佳。

與多數人在一處談話，若不是有特別的原因，不可用眾

人不懂的言語同一部份人講話 。

用 本鯽言語談話的時候，不可常常夾雜一些外國字

句 。

王明道（摘錄自 ｛碁督徒文摘 ））

本天精選
歡迎提供資料， 傳真專線 552834

1 月 13 曰 信徒聯合祈禱會

名稱全澳每月敎會聯合訢禱會（逢第二個星期三晚）

時間 99 年 1 月 13 曰（星期三）晚 8 :00 -9 : 15

地點澳鬥神召會（皇都酒店對面）

主辦澳鬥基督敎聯會

1 月 18 曰 敎牧同工團契

時間 99 年 1 月 18 曰上午 11 :00 

地點澳鬥神召會

內容當曰聚會由香港華禱會同工主領， 會後宴瞎

本澳同工共往皇都酒樓午膳。

澳門聖練學院信徒訓練課程

冬季密集驟程 中孚文化鈮論 （王懋軒教授）

曰期 1 月 1 1 - 1 5 曰上午 9 : 00- 12, 下午 2 : 00 - 5:00

春季晚間諜程

迁fl) 是底的赦令－哥杯多 前苔逞讀 （洪雲良牧師）

曰期 1 月 26 曰至 3 月 1 6 曰 （逢週二， 共七堂）

等埋切唷 （洪胡雪儀師母）

曰期 1 月 2 8 曰 至 3 月 1 8 曰（逢週四，共七堂）

繒］ 馬璹 （楊懷恩牧師）

曰期 1 月 28 曰至 5 月 20 曰（逢週四， 共十五堂）

~ 約＾、門 （楊懷恩牧師）

曰期 1 月 22 曰至 5 月 2 1 曰（逢選五， 共十五堂）

報名 1查詢： 303454 

晨曦主曰崇拜

一個專為特別需要的信徒而設的晨曦主曰崇拜，

逢證拜曰早農 7:00-8:00 於價心堂舉行， 地址美的

路主教街 31 號一樓 C 座，近臨九花園， 信心堂電話／

傳真號碼302953 。

農曆新年 i畠字揮春
由《時代燮月報》出版的炭金礦字揮春及大 、

子萬用咭，即曰起買一送一。數足有限，選購從速 。

浸信書局 、 趣之都有售。

噩緤公會月曆免費贈送

香港聖經公會送出一百套 1999 年精美月曆，供

本會教會／櫬構免費索取 。 有意者黷填寫下列表格，

往浸亻言雷局換領。 數品有限，送完即止 。

I 捧領團蔻名祜 1 領取者女生名 1 捧頷婁文量 I



歷史與傳記 在聖猩上花J_.~的榜樣
繙譚·聖綬的＾

在全世界各國 ， 許多人花了許

多工夫繙繹，細細的在那裏做。像

達秘(J . N . Darby) 那樣的工作，是

做得最好的。紳用他繙繹了義大利

文 、 法文 、 德文 、 英文的聖縹，一

個人繙繹了四本聖經。每一節都是

花了幾十個鐘頭的。像我們中文官

話和合本的聖緹，每一節都花了十

一個鐘頭。許多神的兒女，對聖經

的繙繹，在神面前花了許多工夫。

寫聖經字典的＾

寫聖經字典的人就有腓浦茄

潑(Philip scharp)、施密期(Smith) 。

在這世界各地，不知道有多少人在

那裏努力，叫我們今天很簡單就知

道。佳們是一樣一樣的去査過。有

的東西査了幾年纔出來。教會二千

年來，一直繼續的有人在那裏査腓

利浦的字典，是前－個世紀纔寫出

來的 。一千九百多年纔寫成功－本

字典。他這一本是最好的 ， 所以連

我們中文的聖繹百科全書 ， 也是從

它繙的。

鎬聖經索縞的＾

聖緇是一本那麼厚的書，要找

一節不容易，所以就有人起來作聖

經彙編。全世界沒有第二本書是有

彙編的。頂出名的一本是克路登的

聖蹬彙編(Cruden Concordence) 。克

路登亻乍彙編的時候，不是容易的。

作了一些時候頭腦受不了，他就瘋

了，不能繼續工作。後來休息了六

年，漫慢好了起來，又做。做完了

之後，又瘋了。所有的菜編 ， 克路

登是第一本。所有以後作出來的，都

是根擒克路登的。以後施腮朗

年代，他們從聖經裏，好好的計算，

從創造起到基督為止，剛剛是整整

的四千年。作這锺工作的 ， 有曷休

主教(Archbishop Ussher) 。所謂的

主前 4004 年 ， 就是歷史家弄錯的，

實在是四千年，他們弄錯了四年，

毛羅先生(Ph」lip Mquro)也算過。樊

爾(Mr. Ware), 他比曷休主教還要厲

害 ， 連創造的鐘點也算出來，確實

有聖經的憑擡的。夏娃被造出來是

甚麼鐘點 ， 喫分別善惡樹的果子是

甚麼鐘點 ， 也算出來。他能拿出十

節 、 八節聖經來，你沒有話說。

専讀聖經．敗字緒構的＾

分作兩派是以弟兄會的格蘭特

(F . W . Grant)為代表， 一派是以猶太

人梅蘇拉司(Magsorites)為代表。前

十年，又有一個俄國人愛文配寧

(Ivinpanin)出來算。當然還有許多

的人，不過是他們作代表而已。所

有神的話都有數字的表黷。這一個

數字上表顯的工作，格蘭特作得頂

清楚。全部聖繹他都加上註解。就

是那－本講數字的聖繻 (The

Numberical Bible) 是他寫的，他把

這一件事給神的兒女解開。還有－

派的人，把聖經的字母加起來。在

希伯來文和希聮文贏，每一個字都

有數目字的價值。愛文配寧，是俄

國沙皇時代有名的數學家，他的學

生遁滿全國，牠和他的學生把全部

聖綫每一個字都加起來，能夠指給

你看， 聖經裏沒有一個字不是七成

功的。全世界只有聖經的每一個字

都是七成功的。第

三派人就是梅蘇拉

司，他是個猶太

人。猶太人都是讀

(Strong)的 、 楊氏(Young))的 、 読格 舊約的。他把全部

來姆(Wigram)的也來了。每一本都 舊約每一節的字母

有它的特點。有三四本，是很靠得 都數過，每一段也

住的 。 中文也有－本，就根據克路 都數過，放在那

登的。 裏。叫後來抄的人

不得錯。因為那個

專門考完聖經. (I/; 年代的＾ 時候 ， 沒有印刷。

有的人在那裏專鬥考究聖經的 要保全字母不錯，

只有從這一段到那一段， 一共多少
I 

字，字母多少個， 都數出來，放在那

裏。你如果知道抄的錯不錯， 只要

對一對就知道了。像全部摩西五經

裏一共有 8 大段， 43 小段， 1 5 34 節，

63467 字， 70100 字母。第四派人，就

是奧司夠特(Howard Osgood) 。他是

最有學問的人。他把所有聖經的字

都算過。比方，全部舊約裏所用的

字是 64 1 7 個，其中 1 798 個，只用

過一次， 72 8 個用過雨次， 448 個用

過三次， 3 443 個用過四次以上。新

約一共只有 4867 個， 1654 個用過一

次， 654 個用過兩次， 383 用過三次，

2 1 76 個用過四次以上。全部新約和

舊約的字，一共是 11 284 個。

専們讀名詞和淆重字的＾

公開弟兄會中的紐葆雷

(Newbe ry ), 是專黷名詞的， 罹舍漢

(Rotherham), 是專門讀著重字的，

聖經每一句都有它所著重的字。比

方說馬太五章說，「你們聽見有吩咐

古人的話說， 但是我告訴你

們。」這一個著重的，是著重在「我」

字上。在希臘文文裏， 每一句話，都

有它著重的一個字。比方山上的教

訓說， 法利賽人，池們已經得了他

們的賞賜，但是你們如果在暗中這

樣行，紳也要賞賜你們。那一個著

重的點， 是在「他們已經」和「砷

要」上。羅舍漢花了－生一世在他

的聖經裏，就是有的字畫一個圈，

有的字畫雨行。

張郁嵐／林元度（摘錄自（基督徒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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