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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從箴言看從箴言看從箴言看從箴言看「「「「甜言蜜語甜言蜜語甜言蜜語甜言蜜語」」」」 

講員：郭文潭牧師 

熱身小測驗：請選出真心的答案，並計算得分。  

(「1」表示非常對； 「2」表示對； 「3」表示偶爾對； 「4」表示不對。) 

(1) 我心中有話就講出來。 � 

(2) 我有說長道短的習慣。 � 

(3) 不真實的話我也會講。 � 

(4) 我說話常會傷害別人。 � 

(5) 談話時總是我在發言。 � 

1. 從上列分析，請分享我為何得到這個分數，這對我的言談生活有何啟迪？ 

 

 

 

 

箴言教導我們說話的智慧，人的說話其力量何等浩大（箴十八 4, 21），因此更要慎思慎言，活出

智慧人生。如智者說：「好言一句三冬暖，話不投機六月寒。」 箴18:4 人口中的言語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湧流的河水。 箴18:21 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他的，必吃他所結的果子。 

 

(I) 說話反映生命的品格說話反映生命的品格說話反映生命的品格說話反映生命的品格 (十二 25；廿二 11；十六 21, 24) 箴12:25 人心憂慮，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歡樂。 箴22:11 喜愛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與他為友。 箴16:21 心中有智慧，必稱為通達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學問。 箴16:24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醫治。 

*智慧與愚昧智慧與愚昧智慧與愚昧智慧與愚昧(十一 9；十四 3；十五 2, 7；十六 21) 箴11:9 不虔敬的人用口敗壞鄰舍；義人卻因知識得救。 箴14:3 愚妄人口中驕傲，如杖責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 箴15:2 智慧人的舌善發知識；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箴15:7 智慧人的嘴播揚知識；愚昧人的心並不如此。 箴16:21心中有智慧，必稱為通達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學問。 

*誠信與虛假誠信與虛假誠信與虛假誠信與虛假(十二 7, 22；十四 25；十九 5, 9) 箴12:7 惡人傾覆，歸於無有；義人的家必站得住。 箴12:22 說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惡；行事誠實的，為他所喜悅。 箴14:25 作真見證的，救人性命；吐出謊言的，施行詭詐。 箴19:5 作假見證的，必不免受罰；吐出謊言的，終不能逃脫。 箴19:9 作假見證的，不免受罰；吐出謊言的，也必滅亡。 

*溫柔與暴戾溫柔與暴戾溫柔與暴戾溫柔與暴戾(十 11-12；十二 18；十五 1, 4, 18；十九 11；廿五 15) 箴10:11 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強暴蒙蔽惡人的口。 箴10:12 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箴12:18 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 箴15: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 

2. 按著我現今的實況，我當

怎樣行才可以塑造出一

個更美好的品格，試分享

一些具體的行動。 

 

 

 

 

 

 

 



士浸生命成長小組：2011年 4月份箴言系列（三）甜言蜜語  2 箴15:4 溫良的舌是生命樹；乖謬的嘴使人心碎。 箴15:18 暴怒的人挑啟爭端；忍怒的人止息分爭。 箴19:11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箴25:15 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 

*靈巧與無知靈巧與無知靈巧與無知靈巧與無知(十 19；十五 23, 28；廿五 11, 20；廿七 14) 箴10:19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箴15:23 口善應對，自覺喜樂；話合其時，何等美好。 箴15:28 義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惡人的口吐出惡言。 箴25:11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箴25:20 對傷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脫衣服，又如鹼上倒醋。 箴27:14 清晨起來，大聲給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詛他。 

(II) 說說說說話的建設話的建設話的建設話的建設功能功能功能功能與破壞力與破壞力與破壞力與破壞力量量量量    

請先閱讀：箴十二 18；十五 28；十六 21, 24；廿六 4, 22, 25；十二 19；十四 25。 箴12:18 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 箴15:28 義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惡人的口吐出惡言。 箴16:21 心中有智慧，必稱為通達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學問。 箴16:24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醫治。 箴26:4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 箴26:22 傳舌人的言語，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箴26:25 他用甜言蜜語，你不可信他，因為他心中有七樣可憎惡的。 箴12:19 口吐真言，永遠堅立；舌說謊話，只存片時。 箴14:25 作真見證的，救人性命；吐出謊言的，施行詭詐。 

「一句輕率的話引起爭端；一句無情的話刺傷人心； 

一句苦毒的話增加憎恨；一句殘忍的話使人致死。然而， 

一句恩惠的話使事平定；一句喜樂的話使人愉快； 

一句合宜的話消除壓力；一句慈愛的話醫治人心。」(無名氏) 

3. 請分享經歷：別人曾對我

說出「恩言」，以致我大

得鼓勵安慰！ 

 

 

 

 

 

 

 

4. 相反地，曾否有一些「破

壞的話」令我深受傷害，

請分享感受。(註：重點不在吐苦水，或苦毒批評責罵；乃作為借鏡，彼此互勉，不再重蹈覆轍。) 

 

 

 

 

 

 

 

(III) 說話的原則說話的原則說話的原則說話的原則 

一. 說話要反映真理說話要反映真理說話要反映真理說話要反映真理(十二 19) 

不作虛假見證(六 19；十九 9)； 

不去散播謠言(十七 20；十八 8；廿六 20) 箴12:19 口吐真言，永遠堅立；舌說謊話，只存片時。 箴6:19 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弟兄中布散分爭的人。 箴19:9 作假見證的，不免受罰；吐出謊言的，也必滅亡。 箴17:20 心存邪僻的，尋不著好處；舌弄是非的，陷在禍患中。 箴18:8 傳舌人的言語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箴26:20 火缺了柴就必熄滅；無人傳舌，爭競便止息。 

5. 從以上的原則，那些地方

是我最需要努力改進？

試分享我的回應。 

 

 

 

 

 

 

 

 



士浸生命成長小組：2011年 4月份箴言系列（三）甜言蜜語  3 

二. 說話要約束節制說話要約束節制說話要約束節制說話要約束節制(十 19) 

參考：十三 3；十二 18；十四 23；十八 13 箴10:19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箴13:3 謹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張嘴的，必致敗亡。 箴12:18 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 箴14:23 諸般勤勞都有益處；嘴上多言乃致窮乏。 箴18:13 未曾聽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三. 說說說說話話話話要適切合時要適切合時要適切合時要適切合時(廿五 11；十五 23) 

參考：十五 1；十七 7；廿五 15；廿六 1, 4-5 箴25:11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箴15:23 口善應對，自覺喜樂；話合其時，何等美好。 箴15: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 箴17:7 愚頑人說美言本不相宜，何況君王說謊話呢？ 箴25:15 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 箴26:1 夏天落雪，收割時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榮也是如

此。 箴26:4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 箴26:5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有人嘗試用英文字 BREATH (氣息)來說明說話的智慧，頗有意義： 

*Boasts not (不誇不恃) (廿七 1-2) 箴27:1 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箴27:2 要別人誇獎你，不可用口自誇；等外人稱讚你，不可用嘴

自稱。 

*Restrained (約束節制) (十 19) 箴10:19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Eavesdrop not (不傳謠言) (二十 19) 箴20:19 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大張嘴的，不可與他結交。 

*Apt (適切合宜) (廿五 11) 箴25:11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Thoughtful (三思而言) (十五 28) 箴15:28 義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惡人的口吐出惡言。 

*Honest (誠信真實) (十二 17) 箴12:17 說出真話的，顯明公義；作假見證的，顯出詭詐。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信徒能說出甜言蜜語，乃因我們已先嚐過主言的甜美(詩十九 7-10)；當我們心中越享受、充滿

神甜美的話，自然地在言行中便流露主的甜美，如大衛的禱告說：“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

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詩十九 14) 

 

� 一同祈禱：求神藉祂的靈和祂的話，塑造我們的心思意念更像基督，

藉我們的口舌來榮耀見證神。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