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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音乐～
神对于每个家庭和婚姻有什么美意？祂立下了什么原则让我们去遵循？您知道
吗——敬畏神的家庭可以改变全世界！让《今日家庭生活》节目告诉你！
鲍勃：

上一次节目我们指出, 圣经严厉要求不可说污秽言语, 但今天社会的
风气, 已经习以为常了。很可惜不少基督徒都受到世俗风气影响, 往
往在说话时用了不合适的词语, 现在是时候应该进行淨化了。

鲍勃：

今天的帮助，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今日家庭生活》节目。我是鲍勃，
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丹尼斯。

丹尼斯:

如果家庭受世俗風气感染,家庭的道德水平便会下降, 如果文化受影响,
普罗大众的质素便会下降。

鲍勃:

你上一次引用了以弗所书四章 29 节, 查考原文解释, 看到神严格要求不
可说污秽言语, 我们做父母的, 除了自律, 也要好好教导子女。

丹尼斯:

对, 如果要文化得到转化, 不再流行那些低俗的词语, 最有效的方法,
还是由每一个家庭开始, 从小教导子女拒绝效法低俗的说话, 在这方面,
基督徒必须有一个鲜明的立场, 对世界说不。
第一个理由是, 当家庭也说污秽语言, 家庭的道德水平会下降, 在马太
福音十二章 34, 35 节耶稣指出, 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恶人从
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来, 因此, 绝对不要容许内心充满污秽思想。
第二个理由, 是污秽言语会破坏人际关系, 使人民的文明素质下降, 当
社会流行咒骂的风气, 互相不尊重, 人的尊严便受到亏损。雅各书三章 9
节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
的人。」, 我们的舌头, 必须交给圣灵掌管, 说出合宜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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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理由, 就是为子女树立榜样, 使他们看重节制這个圣灵所结的
果子, 以它为标准, 应用在言语方面。
我在节目强调在说话上谨慎, 并不表示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恰当的词语,
我与孩子在一起时, 也会说過不该说的话, 例如当我把锤子击到自己手
指时, 也曾经妄称神的名, 但我马上向孩子认错, 对他说:「爹错了, 我
刚才不应该这样说。」然后告訴孩子, 我会求神宽恕我的罪。
鲍勃:

既然心中充满的, 口里便说出来, 我们应该从根本解决问题,多反省自己
的内心。

丹尼斯:

因此, 我常强调父母要把诗篇十九篇 14 节, 背得滚瓜烂熟, 昼夜思想,
常常鉴察自己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 是否蒙神悦纳。如果有听众朋友
愿意实践, 我深信不到一个月, 你会经历到圣灵的大能, 使你减少使用
很多不当的词语, 此外, 我会鼓励背熟这段经文的人, 一旦在家人面前
说了不该说的话, 敢于向家人认错, 请他们宽恕。

鲍勃:

如果这样做, 岂不是子女会成为监督你的人?

丹尼斯:

一个父亲对 10 岁大的儿子说:「爹错了, 我在说话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间,
未能在这件事上作好榜样, 我需要你帮助, 提醒我。」我相信主内肢体的
关系应该就是这样, 可以彼此认罪, 这正是今天基督徒需要操练的。

鲍勃:

恐怕有些父母向子女作出承诺之后, 一旦子女指正他们言语上出错时,
会恼羞成怒, 后悔要求子女监督自己。

丹尼斯:

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 但根据我的经验, 向孩子认错之后, 觉得这种亲
子关系, 是十分健康的。

鲍勃:

为什么呢?

丹尼斯:

其实, 如果孩子听到父亲说了一些污秽的言语, 他是有能力分辨对错的,
与其假装若无其事, 倒不如坦诚地向孩子承认, 有时父亲向妻子咒骂,
被孩子听到了, 也应该向孩子道歉。

鲍勃:

如果是咒骂的话, 当中更牵涉到愤怒, 一旦说话内容有伤害性, 连同愤
怒的情绪, 都要一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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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

是的, 在愤怒当中, 我们往往冲口而出, 甚至会说脏话, 把事实歪曲了,
内心且会叛逆神, 在言语上放任, 好像不用向祂交账似的。因此, 我们真
的要保守自己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 36 节, 耶稣说: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来。」

鲍勃:

说了污秽言语,除了因为怒火中烧，也會因为在同辈压力影响下, 为了得
到一个羣体的人接纳成为其中一员, 便和组员一样, 说他们所说的脏话,
我听过有基督徒美化自己这种做法, 把自己說成是为了荣耀神, 对什么
人就作什么人, 为了得着那些人, 然而, 和一羣粗言秽语的人也讲同样
的话, 会有好见证吗? 人家可以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吗?

丹尼斯:

你刚提到同辈压力的影响, 我想起了约伯,他的妻子也施予压力, 在约伯
记二章 9 节, 他的妻子叫约伯弃掉神巴, 何必仍然纯正做人呢? 她似乎以
为约伯一旦听她的话去咒骂神, 神便会审判, 使约伯死亡。

鲍勃:

约伯的妻子以为神会马上杀约伯, 使他脱离极大灾难带来的痛苦。

丹尼斯:

约伯没有在压力面前屈服, 但我们从小到大都常常一不小心便受到同辈
影响, 母亲听到六､七岁的孩子说了一句脏话, 便会问:「谁教你这样说
的?」
青少年易受同辈影响, 是众所周知的。其實我们成年人也不例外, 和朋友
打球时, 稍遇挫折便会冲口而说出粗鄙的话。
曾經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在暴力色情电影中, 每两小时便有一百至二
百句脏话, 今日的同类电影, 可以说, 几乎每一分钟便有一句脏话。我鼓
励各位, 下一次想去看电影时, 问一下自己, 要花钱去被人洗脑学习脏
话, 值得吗? 如果我们不儆醒, 听得多了, 便容易随口说出来。面对着同
辈压力, 我会对自己说, 最重要是效法基督, 不要为了讨人的喜悦而降
低自己的标准, 为了讨主的喜悦, 有时要说不。

鲍勃:

如果你有一本书, 内容有脏话, 你可以很容易便马上把它放入垃圾箱,但
有些听众会感到为难, 因为他工作的场所, 几乎所有人都说脏话, 除非
他辞职不干, 否则便无法避免。

丹尼斯:

我未听过有公司因为职工不说脏话而逼他离开的, 因为公司主要看一个
人的工作表现, 最重要的, 是我们不要板起脸孔说教, 鄙视别人。我们应
该柔和谦卑, 灵巧像蛇, 纯良像鸽子, 尽量关怀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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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出门来电台之前, 妻子说很喜欢我们讨论言语这个主题, 她说:
「我们实在很需要谨慎说话, 因为我们除了是神的儿女, 也是神的大使,
代表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面对着说脏话的同事, 我们必须了解, 他们还未认识基督, 还未重生,
不可能期望他们说话像基督的大使。
我们只管忍耐, 为他们祷告, 也求主引导怎样向他们传福音, 他们肯定
不会像保罗（未信主之前的扫罗）, 逼迫抓捕信徒, 因此不要灰心, 首先
常抚心自问是否活出基督, 在言谈上是否有好见证, 然后求主赐智慧怎
样和说脏话的同事交往。

～收场音乐～
鲍勃:

以弗所书 4：9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今日家庭生活，今天的帮忙，明天的希望。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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