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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课  

第九条诫命 

 

 

 

 

 

第十六课 逐字稿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学习关于第九条诫命“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的这一课。我要跟大家一起探讨的这一课的题目是《造就人的和医治性的言

语》。如你们将要看到的，第九条诫命不仅仅是关于禁止谎言和不诚实的。

它是关于我们的话语，关于我们如何与人交流。 

在我们考查第九条诫命的细节之前，先来探讨第九个原则，这个原则是： 

一项罪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总是会导致人接二连三地违反其他诫命而犯 

罪，与那些罪交织在一起。 

最好的方法是举大卫的例子来说明，大卫与拔示巴所犯的罪。首先，当

他看到拔示巴时，心中产生了情欲。他贪恋别人的妻子，违犯了第十条诫命。

同时，毫无疑问，他在心中犯了奸淫罪，所以又与违犯第七条诫命的罪掺杂

在一起。接下来，当他命令人把拔示巴接进宫来时，滥用了王权。那是违反

了第五条诫命。 

在发生了奸淫行为、违犯了第七条诫命之后，他又说谎来掩盖自己的罪

作见证是非常重大的责任，它可能会带来生死的差别。作见证曾经挽救国家

免于灭亡，使个人免于受到不义的判决。作见证可以防止事故发生，消除犯罪行

为。但作见证也可能会致使人们偏离正路，甚至离开上帝。所以上帝指示我们要

当心自己是怎样作见证和分享信息的。第九条诫命是关于我们每日做的事情的，

也就是说，是关于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舌头！语言是媒介，不仅可以表达思想、

主意和真理，而且主要是用来表达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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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欺骗人。那一切企图都失败之后，他又违犯了第六条诫命，加上了谋杀

罪。他曾一度竭力掩盖自己污秽的行为，那也是违犯了第九条诫命。你们看，

第二块法版上的所有诫命都跟这一条诫命交织在一起。他犯的一项罪导致他

犯了许多别的罪。 

然而，当大卫反思自己的罪时，他在《诗篇》第 51 篇中宣告：“我向

祢犯罪，唯独得罪了祢。”在他看来，他的罪主要是违反了第一块法版上的

诫命。所以，他确实觉得自己犯罪违反了上帝第一块法版上的诫命，尤其是

第三条诫命。他妄称了上帝的名，他作为上帝之名的代表，行事的方式极其

恶劣。所以，他在《诗篇》第 51 篇中祷告说：“求你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他比仇敌更严重地破坏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但罪的足迹并没有到此为止。大

卫的罪也包括拔示巴的罪。大卫的罪也包括约押的罪，因为约押遵照大卫的

指示用阴险的诡计害死了乌利亚，犯了谋杀罪。大卫的罪还导致了他自己儿

女的罪，因为押沙龙以及后来暗嫩都陷入了严重的罪中，可能都是受了大卫

这个恶劣的榜样的影响。所以，原则是：一个罪常常与别的许多罪交织在一

起或导致别的许多罪。 

这使得使徒雅各在他所写的那卷书的最后一节经文中做出了积极的指

示，他写道：“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从错误的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一个错误会导致许多错误，所以

愿我们因此受到激励竭尽全力去挽回我们那些陷入谬误或罪恶中的邻舍，以

免他和他周围的人继续犯更多的罪。那带领我们来探讨今天要学习的第九条

诫命：“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我们藉着思考下列问题来探讨第九条诫命。 

第一，上帝如何看待人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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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如何藉着我们的交流方式表达我们的爱？ 

第三，关于藉着我们的言语来捍卫邻舍的福益，上帝的指示是什么？ 

上帝如何看待人的言语？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想一想第九条诫

命。它似乎只谈到了说谎：“不可作假见证。”那是一个层面。到目前为止，

我们应该已经习惯了要认识到这些诫命有许多个层面。上帝说：“不可妄称

我的名，不要以轻率的和不相关的方式使用它”，那是滥用上帝之名的最低

级的方式，但那并不排除咒诅或亵渎的话。所以，对第九条诫命而言也是如

此。 

虽然它只提到了一个层面，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但那并不排除我

们使用话语的其他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排除我们与人交流的方式。在

上帝看来，言语是非常重要的。请注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12 章 36 节

中的话：“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

来。”凡人所说的闲话。在上帝看来，言语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圣经中，

在上帝对我们的教导中，舌头和嘴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你们在这一课中还

会再次听到的一节经文是《以弗所书》第 4 章 29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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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与《箴言》中

的一节经文有联系，那节经文把我们的舌头，温良的舌头，比作生命树，而

乖谬的嘴使人心碎（箴 15:4）。 

上帝看重言语，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言语和我们讲话的能力

是我们里面的上帝形像的一部分。上帝造我们时赋予了我们把自己的思想和

主意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能力。请看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记》，注意上帝用

“上帝说”作为圣经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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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言语有创造之能，言语在一个空虚混沌的世界中创造出了生命、

美丽、次序、和谐。上帝在那里使用言语的方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们

不应当使用言语作为武器来进行争战、拆毁、破坏。我们应当使用言语作为

媒介来服侍听我们说话的人、我们对之讲话的人，使他们蒙恩，得益处。那

就是我们在学习第九条诫命时要探讨的主题。 

朋友们，上帝看重言语的第二个原因是，上帝知道口中说出的言语带来 

的伤害比石头和棍棒更大。言语可以像刀子一样。言语能刺透人的内心。 

即使人收回那些污秽、不实的言语，承认自己说了错误的话，那也不能消除

伤疤。所以，上帝在这第九条诫命中显明了祂温柔的关切，希望我们不要像

魔鬼那样使用言语的恩赐来毁灭和伤害人，而是要像上帝那样说出生命树般

的言语，带来恩典、医治、喜乐和满足。所罗门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

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 25:11），这是多么美好的比喻啊！我们应当这样

使用言语的恩赐。 

上帝看重言语的第三个原因是，祂知道言语在我们与彼此的关系中多么

重要。深深的喜乐、密切亲密的关系只能通过言语的恩赐建立起来。当我把

自己的想法用言语表达出来，与别人分享这些想法时，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

更加亲密，更加美好，更加有深度。我们不同于动物。动物之间也有交流，

但它们是通过咆哮、尖叫、歌唱来进行的。它们不能分享自己的主意。它们

不能与彼此分享自己的想法、隐藏的事。它们不能创作出美丽的诗篇或写出

优美的信件，但我们人类可以藉着诗歌或信件对别人讲话，服侍他人生命中

最深的层面。我们藉着言语的恩赐发现的越多，分享的越多，我们与彼此的

关系就只会变得越牢固，越亲密。那结出的果子就是和谐，是美好的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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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信任。我们要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记住，上帝的每一条诫命的目的，都

是给我们带来喜乐，那喜乐源自我们对彼此深深的、圣洁的、纯全的爱。 

所以朋友们，我再说一遍，第九条诫命不仅仅是关于禁止说谎的。 

它是关于上帝的指示，关于如何使用我们的言语这一恩赐来维护、加深、

丰富我们与彼此的关系。我可以再次借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的阐述。这

句话加在对第九条诫命的解释后面：我们要使用我们的言语“竭尽所能地保

护并促进邻舍的好名声”。那是第九条诫命的命令部分，在神圣的三一上帝

在三个位格身上，我们看到了多么美好的榜样啊！三一上帝的三个位格谈到

彼此、尊荣彼此的方式，还有圣经中关于三一上帝的启示，是多么美好啊！ 

上帝的三个位格从不毁谤，从不散布谣言。上帝的三个位格从不诋毁彼此，

而是高举彼此，表达对彼此的爱，如同是藉着与彼此的交通加深彼此之间美

好的关系。虽然我意识到在一位完美的上帝中这关系根本不能更深。那么根

据第九条诫命，我们在与人交流时应当怎样表达我们的爱？ 

首先，我们不可说关于邻舍的谎言，这当然指的是在法庭上我们应当说

实话，作关于邻舍的真实见证。那在上帝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吩咐把在

法庭上作假见证的人处死，因为祂知道我作假见证会带来怎样的危害。那可

能关乎别人的生死。那可能关乎他是得到自由还是身陷囹圄。所以我们应当

说实话。而且，当我们没有受到请求，但我们知道真相时，也有责任作真实

的见证。哦，这难道不是包含在主耶稣对诫命的总结之中吗？祂说：“所以，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

先知的道理。”当你受到控告的时候，如果知道真相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愿

意出来作见证，那么你会非常感激。作见证或不作假见证，也意味着我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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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以外的一切环境中也应当说实话。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中教导说：你

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应当作反主流文化的人。无论

我们生活在哪里，说谎在我们的文化中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我们常常不为

此觉得愧疚。我们许下诺言却不遵守，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要遵守。那是在说

谎。当我们歪曲事实来让故事显得更动听时，那是在说谎。当我们夸大其词，

只是为了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达到自己的目的时，那是在说谎。我们应

当努力说真话，爱慕真理，而且也要诚实地对待彼此。 

《以弗所书》第 4 章的上下文中谈到了我们的言语，保罗在这一章中

对以弗所教会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

互相为肢体”（第 25 节）。使徒说这话是针对这个教会中当时存在的各种争

竞、压力和紧张关系；他教导他们要弃绝谎言，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弟

兄们，不要遮掩这些事。不要忽视这些罪。要对付这些破坏你们的关系、在

你们当中带来纷争的事。要处理这些事。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把这些事藏

在毯子下面。不要忽视它，而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建造与彼此的关系。”

所以，第九条诫命不仅仅是吩咐我们不要说谎。 

第九条诫命还意味着我必须做相反的事，竭尽所能促进邻舍的福益、

好名声和美德。哦，说谎是魔鬼所做的事，让人的品格蒙上了阴影。谎言可

能会破坏或伤害我的名声，终结我与朋友、我与配偶、牧者与教会、领导者

与下属的美好关系。所以朋友们，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 4 章 29 节。

上帝呼召我们不要让污秽的言语从我们口中而出，而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当我们考查这节经文的时候，要联系自己的情况想一想：

我们是怎样使用言语的？我们的言语玷污了别人的感情吗？我们的言语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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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别人的怒气吗？伤害了别人的心灵吗？我们的言语使朋友之间产生纷

争了吗？诋毁了别人的品格吗？使关系变得紧张了吗？或者，我让听见我讲

话的人得到益处、合一、亲密、尊荣、尊敬、滋养了吗？那一切都是上帝呼

召我们使用言语的意图。 

那么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第三点。上帝教导我们要怎样藉着与人交

流的方式来保护邻舍？哦，我们要避免撒但说话的样式。主耶稣称撒但为说

谎之人的父（约 8:44），这世上的一切苦难都是从撒但的谎言开始的，但请

注意《创世记》第 3 章中记录的他的谎言并不是彻底的、明显的。他以狡诈

的方式歪曲了真理。所以，当我们要保护邻舍的福益、尊重第九条诫命“不

可作假见证”时，要确实想一想关于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有哪些具体细节。 

我们不要歪曲事实。我们有可能歪曲事实，以至于助长了欺骗。当撒但接近

夏娃时，非常诡诈地那样做了。牠让上帝显得很邪恶。牠让上帝显得很吝啬，

不愿给予。 

听一听撒但来到夏娃面前时是怎样说的：“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

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但那不是上帝的原话。上帝说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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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启

示是慷慨的。“我造的所有这些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吃，只

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我不想让你吃。”撒但歪曲了上帝的话，不是吗？他歪

曲了真相，让你觉得上帝好像对你很严苛：“上帝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

的果子？” 这样歪曲真相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使得夏娃放松了警惕，误入了

歧途。这破坏了夏娃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夏娃与她丈夫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谎言的作用，是歪曲真相带来的后果。撒但违犯第九条诫命的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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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计是夸大了真相，那当然也是说谎。牠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一定死。”

牠把上帝当作说谎的，但牠也夸大了真相。来，听听牠是怎么说的。除了直

接的谎言“你们不一定死”，牠还说“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确实，亚当

和夏娃将会知道善恶。他们将会知道善恶的区别，但他们不会像上帝一样，

因为事实是他们将会憎恨良善，喜爱邪恶。所以，夸大其词就是指夸大你或

别人所做的事或将要发生的事，目的是让某人偏离正路。人们夸大其词的原

因有很多，但所有的原因都是邪恶的，都是想要伤害我们的邻舍或诱惑我们。

那可能是想要获得某人的好感，赢得别人的信任。我夸大其词可能是想让别

人对我有更好的印象，或者藉着夸大我自己的成功来让人觉得他的成功不值

一提。那些都是负面的，伤害性的。那破坏了各种关系的美好之处——喜乐

的心。愿我们反复提醒自己，上帝总结了祂的原初律法，赐给我们这些指示，

是因为祂关心我们，在意我们的福乐。 

所以，我们保护邻舍福益的第三种方式是：不要传闲话。传闲话通常有

两种。有些闲话可能是真的，但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当然没有必要与别人分

享。而且，说闲话的人是故意那样做的。说闲话的人到处讲说别人的错误或

失败，甚至会夸大其词，这样做不是在保护或造就别人，而是在打击他们。

那是很常见的罪，甚至在基督徒当中也存在，就是当我们假装关心别人，实

际上是在揭人隐私或搬弄是非的时候。 “我希望你为某某祷告，因为他或她

做了这件或那件事。” 要省察自己的动机。你是不是想要散布那件事，还把

自己的行为隐藏在敬虔的外衣之下？朋友们，说闲话会严重地损害别人的名

声，致使众人不分青红皂白或严厉地谴责他们。上帝也禁止毁谤、散布谣言，

那些通常都是不实之词。这比说闲话更严重。当我毁谤人时，是在散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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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实的话。那些话没有得到证实，可能只是道听

途说。那种罪也不仅仅发生在政界，还发生在基督徒生命中。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曾受到过严重的毁谤。宗教领袖们散布捏造的事，毁谤祂。 “ 祂亵渎

安息日。祂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与他们交往。祂嗜酒。”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明了毁谤这种罪是多么具有破坏性。有一位牧者让

一位总是毁谤别人名声和生活的教会成员去取一个鹅毛枕头来，然后到一座

高塔上去，把所有的鹅毛撒到全村里。她就去那样做了，然后回来对牧师说：

“我照做了。” 然后牧师告诉她说：“现在回到村子里，把你撒出去的鹅毛都

收回来。” 在她大声说“那是不可能的！”，这样，牧师很形象地向她讲明白

了她生命中的罪。 “你所说的关于别人的那些没有真凭实据的闲话，就像这

些鹅毛一样。”我们要避免和憎恨毁谤之罪。 

最后一点，上帝也禁止阿谀奉承。阿谀奉承的话可能有真实的成分，也

可能全是谎言。阿谀奉承可能是夸大其词，也可能全是不实之词。阿谀奉承

是对人进行虚伪的称赞，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获得益处。是的，你想让老板

对你做出好评，就前前后后地恭维他，虽然他的表现很糟糕。或者，你对某

人说她很漂亮，很可爱，非常好，这样奉承她只是为了博得她的好感。有句

话说的好：传闲话是背着别人说我们绝对不会在他面前说的话，而阿谀奉承

是在别人面前说我们绝对不会背着他说的话。所以，要不断提醒自己言语会

带来什么影响。言语能建造，也能拆毁。言语能使人得益，也能带来伤害。

言语能污秽人，也能造就人。所以，前面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关于言语这个

重要主题的小小开端。 

在即将结束时我还要告诫你，第九条诫命还包括不使用言语的交流方



 

10 
 

式。我们可以不发一言却进行了负面的交流。我们的肢体语言可以是一种强

有力的交流方式，但却没有给我遇见的人带来益处。有些人不理睬他们的配

偶，不跟配偶说话。有些人对别人很冷淡或不屑一顾，忽视别人，把别人当

作局外人。那样的交流不能给人带来益处。那违背了上帝赐给人交流方式的

本意——服侍人。挤眉弄眼、皮笑肉不笑都是负面的。然而，微笑、善意的

话语、点头、温暖的目光都能让接受者得到益处。你们知道，调查研究告诉

我们，在交流过程中，只有 10%的信息是通过我们所说的话语传达的。有人

说，我们的语气所传达的信息占了 40%。我们无声的肢体语言所传达的信息

占 50%。当我们想到第九条诫命“造就人的和医治性的言语”时，那一切都必

须包括在其中。大卫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 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例

外，但大卫说的对：其余的人都是说谎的。耶稣基督不是说谎的。祂在公开

的教导中，私下的谈话中，无疑还有祂个人的思想中，都总是用爱心说诚实

话，努力使听见的人得益处。 

所以朋友们，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彼得，在《彼得前书》第 2 章

1 节中谈到了违犯第九条诫命的罪，  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

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请注意，有多少种罪与第九条诫

命有关。在同一章中，他把人的注意力引向他伟大的主。他曾听到别人毁谤

他的夫子。当他听到关于夫子的那些谎言时，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夫子所

承受的苦难。但是，当他回想起夫子为他们做出的榜样时，写道：“祂并没

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祂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

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前 2:22-23）。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感受过毁谤、

谎言、不公义的假见证所带来的痛苦，毒舌、闲话或虚假的称赞所带来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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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打击。要效法主耶稣的作为。将你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关

于第九条诫命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了，下一课我们将要学习第十条诫命。愿上

帝祝福这些话语。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