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课  沟通的艺术（一 19-27） 
 

19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

慢地动怒， 20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21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

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22 只是你

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23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

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24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25 唯有详细察

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

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一、主旨： 

    透过研经，认识沟通的艺术，也了解到沟通不但是“听”和“说”及“处理怒气”的

问题，更是一个属灵的问题。 

 

二、经文分析： 

雅各书就好像旧约的箴言，教导我们怎样“做人”。雅各在第一章 5节所提到的“智

慧”，不是指头脑灵活，或是学识渊博，也不是为人醒目。“智慧”乃是“做人”的洞见，

是个有意义有方向的人生。所以，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整本雅各书

就是阐释这“做人”的智慧。首先，他提到人生中之试炼，跟着说到人生的价值与目标。

金钱和美貌并不是衡量人价值的标准，因为这些都如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

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失了，唯有在基督里才是永恒。随着，雅各谈到人

生中最大的问题：试探和坠落。 

到了一章 19节，他转到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彼此沟

通困难。当雅各谈到人与人沟通的问题时，是从四方面来教导：(一)听的艺术(19 节)；

(二)说的艺术(19 节)；(三)沟通的大忌：怒气(19~20 节)；(四)沟通的基要：属灵的因素 

 

(一)听的艺术(19 节) 

1、人与人沟通最大的问题就是“听不清楚”或是“听不到”，“没有听”，“没心去听”。

由于“听”出了问题，便产生了许多误会、伤害和破碎的关系。所以，雅各便教导我们

“听”的秘诀：快快的听。 

 

2、甚么是快快的听?所谓“快”并不单是指时间而言，而是留心的听，乐意的听。中文

“听”一字很有意思，我们不但要用耳朵去听，也要用心(一个心)及眼睛(目)去听。可惜

很多时候，人与人交谈，并不是用眼睛去接触，反倒一面听一面看报纸，在“说者”来

说，他也不愿意继续说下去了。因为没有眼睛的接触是极疏离的，他更不晓得对方是否

真正的在听。这并不是雅各所说的“快快的听”。 

 

3、此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慢听”或是“没听”的例子，我们可以将这

些例子分类如下： 

（1）“审判式“的听： 

例：（儿子〉妈妈，我好像觉得有点不舒服，还好像发烧。 

   〈妈妈〉我早知道你一定会病的了!我已经吩咐你多穿衣，多饮些汤，但你总是不听我

的忠告，还怨我噜嗦! 你看看，现在真的病了，你想想你是否咎由自取! 



（2）“不问情由，只讲自己意见式”的听： 

例：（甲）我真心烦，真不明白近来常常失眠是甚么原因? 

   （乙）不用担心，我认识一种特效药，非常灵验的，你何不试试! 

（3）“否定式”的听： 

例: （丈夫）香港前途不大好，为了儿女，我真想设法移民! 

（妻子）你太多忧虑了，太没有信心! 怕甚么?有甚么值得你忧虑?我就不怕，我觉得你

的忧虑是多余的! 

（4）“合理不合情式”的听： 

例：（信徒）我很闷， 一想到我和妻子的关系就很不开心，又不想强逼自己在教会事奉，

有时甚至不想参加崇拜。 

   （牧师）你知道这样想法是犯罪的吗？圣经教导我们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圣

经又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你更不应该停止事奉。只要你多些祷告和读经，就不会觉

得闷了! 

 

(二)说的艺术(19 节) 

1、人与人沟通最大问题，不但在“听”的方面，也在“说”的方面。语言本是沟通的

工具，但矛盾的是“语言”往往成为人与人断绝沟通的原因。“话”说错了，便产生了

许多误会，引来伤害和破碎的关系。 

 

2、雅各教导我们要“慢慢的说”。同样地，这里所谓“慢”，不但是指时间而言，乃是

叫我们三思，留心地说，而不是不负责任地说。 

 

3、我们说话的时侯，若要“慢说”，便要留意以下一些原则： 

（1）体谅别人的感受。很多时侯，讲述自己的感受，胜于指责的说话。 

例: 

不是：“你们完全不关心我，不体谅我，我辛苦养大你们，现在年纪大了，你们却不理

我，每逢假期，个个都有节目去了，只留下我一个老人在家，死去还好!”  

而是：“我很孤单，很失望。尤其在假期，我以为好容易才等到你们放假留在家里，大

家一家人在一起，怎料，你们个个都有节目去了，只剩下我一个老人。我实在非常孤单，

很失意。” 

（2）尊重而不是践踏。 

不是：“有没有搅错！这样容易的事情也会做错! ” 

而是：“不知这是否弄错了呢？” 

（3）不要太快指责。 

弟弟：“哪个没有良心的人偷了我的铅笔！” 

丈夫：“你穿这些衣服，我觉得十分‘荒唐’，不伦不类，好似妖怪一样。” 

 

(三)沟通的大忌：怒气(19-20 节) 

1、人与人沟通，不但是“听”和“说”的问题，也是“怒气”的问题，“怒气”是割断

沟通的“武器”，是导致人与人“疏离”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雅各不但叫我们“慢慢

的说，快快的听”，要叫我们“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2、这里所谓“怒气”，是指暴发脾气。箴言十 19：“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

是有智慧。”；十二 16：“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十一 4：“发怒



的日子，赀财无益，惟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廿二 24：“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

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住”；廿九 11 ：“愚妄人怒气全发”。所以，我们晓得，怒气

一发，人与人的沟通就断送了，关系也破坏了。 

 

3、然而，怒气不但是指暴发脾气，更是指含怒于心。 我们要处理怒气，而不是否定它

的存在，忍气吞声。这样累积内心之愤怒积怨，只会带来人与人沟通的隔膜，令关系破

碎。 

 

4、暴发脾气不是，忍气吞声也不是，究竟应如何处理怒气呢？雅各教导我们要“慢慢

的动怒”。究竟这是甚么意思？雅各一方面叫我们不要快快的动怒，即不要暴发怒气，

因为这并不能成就上帝的义。还里所谓上帝的义是指上帝认为是合宜而交正确的行为。

义的果子是“和平”(三 18) 。怒气只带来纷争，所以绝不是上帝认为是合宜的行为。另

一方面，雅各布又不是叫我们否定这怒气，或是勉强压抑，而是叫我们正面和理智的处

理。当我们想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可以自己一人走开，安静一下，想清楚后才发怒，这

就是雅各所谓的“慢慢的动怒”。保罗更教导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弗四 26 )。 

 

( 四) 沟通的基要：属灵的因素（20 --25 节) 

1、雅各认为沟通不独是技巧的问题， 更重要和更基要的是属灵的问题。雅各在这里列

出了所谓属灵三部曲： 

（1）脱去(21 节)  （2）领受(21 节)  （3）行道(22-25 节) 

 

2、首先，雅各吩咐我们脱去一切的污秽。污秽一字除了解作“弄污了”(像衣服弄污了，

要洗脱)外，还可解作“耳朵中之污物” (俗称耳屎). 即是阻碍我们听神话语与沟通的态

度和罪恶。 

 

3、跟着，雅各叫我们脱去盈余的邪恶。这里所谓盈余是指纠缠不清，像缠着树干般的

那些野藤，这些邪恶阻碍了我们的成长。 

 

4、雅各不但要我们脱去，还要我们穿上及领受。“脱去”只是消极的行动，穿上及领受

才是积极的态度。 

（1）领受神话语的态度：雅各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温柔”，希腊文本解作中庸之道，

不走极端，这里解作受教、诚恳、无偏见、有纪律等。 

（2）我们所领受的道，有两个特点：一为栽种出来的，二为能救我们灵魂的。栽种一

字有两个意思，一是内在、内存的意思，不是向外取得的；二是栽种，就好像耶稣在马

太十三 l-8 所讲的撒种的比喻。所以这道是透过圣经的宣讲，而在人心底里发芽长大，

成为内在生命的一部份，而我们的生命（灵魂)也因此而得拯救。 

 

5、最后，脱去、领受还不足够，更重要的是“行道”。即是实践神的教训。所以雅各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不行道又有何后果呢？雅各说“因为听道而不行

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样的

作法，是自己欺哄自己的行为。比方来说，圣经吩咐我们传福音，我们听过了，也明白

了，却没有实践去作，当牧师再吩咐或教导我们传福音，我们以为自己懂得了，只是老

生常谈，没有新意，而不加理会，雅各认为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而且，没有实践和经



历过的道也会很快忘得一干二净，因为这道不是生命的部份，只是外在的东西。 

 

6、最后，我们与神的关系直接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就如约翰壹书一 3-4 说，我们与神

相交，才晓得与人相交。所以，沟通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的问题。 

 

三、研经问题： 

 

(一) 听的艺术( 19 节) 

1、以下的一些对话，是团契小组分享时的片段，当某信徒讲出他的感受时，小组的其

他信徒便有不同的响应。在诸多回应中，只有一个是表明他在听，并且愿意继续去听，

其余的响应表明他们无心听，并且不鼓励那信徒继续讲下去。请找出那一个回应是表明

“真听”，并解释其它响应有何不妥。 

例 1：某信徒：近来我很闷。 

（1）不是呀!你气色不错! 

（2）好闷吗?我下午陪你去玩球。 

（3）好闷吗?我们为你祷告。 

（4）不作声。 

（5）你觉得闷，好像有些事困扰你，我们可否为你分担呢? 

例 2：某信徒：今天又和妈妈顶嘴，真烦，无心思返团契。 

（1）不作声。 

（2）我也常和妈妈争吵，老人家是这样的，看开一些吧! 

（3）不要烦，团契完了我和你到处去看看，散散闷。 

（4）你觉得很烦，很无心思，因为你和妈妈的关系不好，令你感到很困扰。 

（5）你要迁就妈妈，因为基督徒是要孝敬父母。 

例 3：某信徒：不知为甚么近来总是提不起劲，不想返团契，不知是否有些不妥呢? 

（1）你不可停止聚会，也不可以不儆醒。 

（2）近来团契常常查经，我也觉得有些闷。 

（3）不妨与牧师谈谈。 

（4）你觉得自己甚么都提不起劲，连回团契也没有兴趣，你有些惊，不知自己有甚么

不妥。 

（5）不作声。 

结论讨论：怎样才算“听？”（       ）。“听”有甚么条件?（        ） 

 

2、雅各认为听的时候应持有甚么态度?（        ） 

 

3、雅各所谓“快快的听”究竟是甚么意思? 以下一些例子，你以为是快听抑或没听? 快

快的听的意思： 

例子： 

（1）(儿子)：妈咪，我喉咙好像有些痛，还好像发烧。 

（妈妈）：当然啦!我常常叫你不要把手指含在嘴里，你完全不听，你看看!现在吃了那些

细菌，如果继续含，会死的呀! 口快听  口没听 

（2）(丈夫)：中国前途不大好，为了儿女，我真想设法移民。 

（妻子）：你太多忧虑，太没有信心!怕甚么?有甚么好忧虑的?我就不明白，我也不想移

民。口快听  口没听 



（3）(甲信徒）：近来不知为甚么，常常失眠，很担心! 

（乙信徒)：不用担心，你睡前先洗澡，然后静静祷告，就一定睡得好。 口快听  口没听 

 

4、看完这段经文后，在“听”的方面，我要学习改变一些：（      ） 

 

(二)说的艺术(19 节) 

1、以下的习作，说明两种不同说话的方式，你以为那一种“说”法比较好，容易带来

好的沟通？请说明理由。 

 

（1）例 1： 

（太太）：你都不关心我，永远不体会我的感受。 

（太太）：我觉得不开心。我看完了医生回来，你一直没有问候我半句，我感到非常不

开心，也很难过。 

 

（2）例 2： 

（组长）：你们明白不明白呀？如果不明白，我可以再解释一次。 

（组长）：不知我是否讲得清楚，如果不明白，我可以再尝试解释。 

 

（3）例 3： 

（信徒）：很多人都向我投诉，说你常常迟到，很不负责任。 

（信徒）：我很失望，不开心，因为你常常迟到，好像完全不觉得是怎样的一回事。 

 

2、雅各认为我们说的时候应持甚么态度?（       ） 

 

3、这里所谓慢慢的说是甚么意思?（      ） 

以下的例子，你以为是“快说”抑或“慢说”？ 

（1）（弟弟）：那个没有良心的人偷了我的铅笔。口快说  口慢说 

（2）（丈夫）：你穿这些衣服，我觉得十分“荒唐”，不伦不类，好似妖怪一样。 口快说  

口慢说 

（3）（信徒）：组长，很多信徒都投诉，说查经很闷，今晚可否不查经? 口快说  口慢说 

 

(三)沟通的大忌：怒气( 19-20 节) 

1、有人说，我们不应忍气吞声，心中有不快的，就要爆出来，免伤身体，你以为雅各

是否赞成这种说法?口是  口不是  原因（      ） 

 

2、亦有人说，基督徒不应发怒，凡事都要忍，因为发怒是犯罪，你以为雅各又是否赞

成这种说法?口是  口不是  原因（      ） 

 

3、爆发脾气不是，忍气吞声又不是，那么雅各教我们怎样处理怒气？（     ） 

 

4、雅各所谓“慢慢的动怒”是甚么意思？为甚么雅各不赞成人爆发怒气？ 

慢慢的动怒：（         ） 

怒气与神的义之关系：（          ） 

 



5、义是带来和好，罪是带来分隔，你以为爆发脾气对人际关系有何影响？请举一些实

例分享。（    ） 

6、看完这段经文后，你有甚么决定，特别在“怒气”方面，你会有甚么改变? 

（1）我现在处理怒气的方法（        ） （2）后果（    ） 

（3）我决定怎样改变自己（        ） 

 

(四) 沟通的基要：属灵的因素 

1、雅各认为沟通不独是技巧的问题，更重要和更基要的， 是一个属灵的问题， 雅各列

出所谓属灵三部曲，这是： 

（1）脱去(21 节)（          ） （2）领受(21 节)（          ）（3）行道(22 节)（          ） 

 

2、雅各叫我们脱去一切的污秽， 污秽一字除解作“弄污了” (像衣服弄污了，要洗脱)，

此外还可解作“耳朵中的污物”(俗称耳屎)，即阻碍我们听神话语与沟通的态度和罪恶。

让我们省察一下，我们有甚么这些污秽。 

（1）一些阻碍我听神话语的态度或东西(包括听道，灵修，读经)：（       ） 

（2）一些阻碍我听别人说话的态度和东西：（       ） 

（3）我要怎样改变自己：（         ） 

 

3、雅各还叫我们脱去盈余的邪恶，这里所谓盈余是指纠缠不清，象缠着树干的那些野

藤，这些邪恶阻碍了我们成长。 

（1）一些阻碍我成长的邪恶：（         ） （2）我的决定：（         ） 

 

4、雅各不但要我们脱去，还要我们穿上及领受。“脱去”只是消极行动，穿上及领受才

是较积极的态度。 

（1）领受神的道的态度：（         ）(温柔本解作中庸之道，不走极端，这里解作受教，诚

恳，无偏见，有纪律等) 

（2）雅各怎样形容这道：（         ）(参太十三 1-8 )  

 

5、现在让我们看看领受神话语的态度，特别是在每天灵修方面，自己的景况如何。 

（1）我每天都有灵修。 口有  口没有 

（2）我不知道甚么是灵修。 口知道  口不知道 

（3）我灵修一次：口每天  口每星期 口不定时 

（4）我灵修在：口早上  口中午  口晚上    口不定时 

（5）我觉得灵修很闷，很公式化。 口是   口不是 

（6）我的灵修包括：口读经   口祈祷   口默想   口认罪   口敬拜及唱诗 

（7）我对我的灵修生活： 口满意 口不满意 

（8）我灵修生活不好，是因为： 口我不懂灵修   口没有心   口没有纪律   口不觉得重要    

口太忙  

（9）我在灵修生活上要（         ） 

 

6、雅各认为脱去、领受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行道。 

（1）只是听道而不行道有甚么后果?（         ） 

（2）听道而又行道有甚么后果？（         ） 

（3）在过去一个月中，你听了多少道，又实行了多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