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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第七課 小心性試探小心性試探

性試探的話題，在教會當中、包括傳道人都難以啟齒，

但是經常會遇到的挑戰、關鍵性的課題。但是經常會遇到的挑戰、關鍵性的課題。

中國古話 ─ 食、色，性也，吃與情慾是人之本性。

今日的媒體 觸眼所及今日的媒體，觸眼所及…
都是社會大眾喜歡探討、會談論的話題。

自古以來，不管是吃、情慾，常是人生活的一部份，

如何面對、又能安然自處，節制卻不受轄制，如何面對 又能安然自處 節制卻不受轄制

是聖經經文教導我們的內容…

由於男女生理構造的不同，

男性多半重眼目的情慾 女性看重感覺跟氣氛男性多半重眼目的情慾，女性看重感覺跟氣氛

所以雖然男女都面對情欲的試探，

但在比例上 男性仍比女性為高但在比例上，男性仍比女性為高

不管年輕人血氣方剛、中年人意氣風發、

老年人尋找遲暮之春的年紀老年人尋找遲暮之春的年紀，

都有可能在「情色」方面遇到試探。

箴言五到七章 有不小的篇幅在談論「情色」的議題，

這些教導在今日性開放的社會中，這些教導在今日性開放的社會中

會不會讓人感覺思想落伍、封閉落後？

但今日許多社會的問題，但今日許多社會的問題

不正是離婚率攀高、性倫理崩潰所產生的結果

箴言的教導再次提醒我們省思目前的社會現象，箴言的教導再次提醒我們省思目前的社會現象，

思考如何提醒自己，教導兒女、下一代的年輕人

1. 小心誘惑就在你身邊 五1-14，六20-35

五1-2 我兒，要留心我智慧的話語，側耳聽我聰明的言詞，
為要使你謹守謀略，嘴唇保存知識。

古時以色列沒有國民義務教育，

第一個接觸的學校就是家庭，第 個接觸的學校就是家庭

民間或宮廷有智慧人，針對社會現象提出教導…

謹守謀略 小心明辨或謹慎小心謹守謀略 ─ 小心明辨或謹慎小心

嘴唇保存知識 ─ 言語持守知識

透過經年不斷累積或訓練 培養明辨是非的能力透過經年不斷累積或訓練，培養明辨是非的能力

箴言中智慧人一切的提醒，箴言中智慧人 切的提醒

都是為了引導人回到敬畏神的基準點

遵行主的誡命，且在不斷操練中，遵行主的誡命 且在不斷操練中

幫助更有智慧去面對生命多方面的誘惑



詩十九10-11 形容上帝的律法：

都比金子可羨慕 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

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你的僕 此受警戒 守著這些便有大賞況且你的僕人因此受警戒，守著這些便有大賞。

箴五4-5 對比的卻是淫婦的話，她們 ─箴五4-5 對比的卻是淫婦的話，她們

嘴滴蜂蜜，口比油更滑，

至終卻苦似茵蔯，快如兩刃的刀。至終卻苦似茵蔯，快如兩刃的刀。

六25 你心中不要戀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

暗喻敵對上帝的世俗做法 ─暗喻敵對上帝的世俗做法

人悖棄上帝的話語、追求世俗的價值觀

猶太人的口頭傳統著作《他勒目》─
有四種尺度可以測量一個人，有 種尺度可 測量 個

那便是金錢、醇酒、女色、對時間的態度。

箴言帶有對社會教化的功能和意義 ─
女色對當政者 年輕人 老百姓 都是致命的吸引力！女色對當政者、年輕人、老百姓，都是致命的吸引力！

有名望、財富的人，很容易在世俗潮流當中，

被灌輸 種理所當然的享受被灌輸一種理所當然的享受 ─ 
因著成功，偶爾風流也是正常的

不論對男人 女人 社會道德的價值觀都在崩解不論對男人、女人，社會道德的價值觀都在崩解，

帶給我們錯誤的世俗引導

五9-11 恐怕將你的尊榮給別人，將你的歲月給殘忍的人…
終久，你皮肉和身體消毀，你就悲歎。

陷入致命吸引力的人，可能縱欲傷身、尊榮及財富受到虧損

六26 因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塊餅；淫婦獵取人寶貴的生命。

陷入致命吸引力的人 可能縱欲傷身 尊榮及財富受到虧損

好色嫖妓、與有夫之婦通姦，一定會受罰，

不僅身體受到傷損，招徠羞辱，不僅身體受到傷損 招徠羞辱

也可能傾家蕩產、付上昂貴的遮羞費用

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 ─ 高爾夫名將老虎伍茲，

享有如日中天的聲譽 比賽屢屢得勝享有如日中天的聲譽，比賽屢屢得勝

有美麗的妻子，擁有幸福的家庭、孩子

形像健康美好 受邀拍廣告 為產品代言形像健康美好，受邀拍廣告，為產品代言

一場車禍揭露了他一連串的風流情史 ─場車禍揭露了他 連串的風流情史 ─
與伍茲有染的情人已經達到兩位數…

他雖然信誓旦旦要無限期他雖然信誓旦旦要無限期

退出高爾夫球界，好好經營家庭，

但不到半年又復出，而且繼續傳出風流事。但不到半年又復出，而且繼續傳出風流事。

2010 跟妻子離婚收場，跟妻子離婚收場

付上 7.5 億美金的贍養費、美好聲譽、

良好形象，因著他不斷陷入致命的性吸引力，良好形象 因著他不斷陷入致命的性吸引力

身陷其中無法自拔的緣故。

再來比對箴言中的教導，
古老的希伯來智慧文學當中，早就做了深刻、直白的提醒 ─

致命的吸引力 可以摧毀一個人幸福的家庭、

敗壞他的名聲

六27-28 人若懷裡搋火，衣服豈能不燒呢？六27 28 人若懷裡搋火 衣服豈能不燒呢？
人若在火炭上走，腳豈能不燙呢？

玩火的人 定導致自焚的結果玩火的人一定導致自焚的結果。

十誡當中有兩誡談到情色的試探 ─
第七誡不要姦淫第七誡不要姦

第十誡不要貪戀別人的妻子，

也指不要貪戀別人的丈夫也指不要貪戀別 的丈夫



2. 留意跟配偶的關係經營 五15-23

有問題的夫妻，不一定都會發生外遇…
夫妻關係的冷淡、疏離，容易導致彼此雙方遇到性的探試。

但是夫妻之間長期缺乏溝通、關係冷淡，

一定會讓婚姻蒙上陰影，

一旦有外者介入，就更容易導致婚姻瓦解崩潰

五15-17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飲自己井裡的活水。五15-17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飲自己井裡的活水。
你的泉源豈可漲溢在外？你的河水豈可流在街上？

惟獨歸你一人，不可與外人同用。惟獨歸 可與外 同用

含蓄的比喻 丈夫與妻子的關係 ─ 魚水之歡…
《他勒目》把夫妻性生活比喻為生命之河，《他勒目》把夫妻性生活比喻為生命之河，

像解渴的清澈水源，讓人感到生命與活力

婚外性生活像破掉的井 泛濫的河水婚外性生活像破掉的井、泛濫的河水，

流到街上，造成破壞、傷害

五18-19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
她如可愛的麀鹿，可喜的母鹿；願她的胸懷她如可愛的麀鹿，可喜的母鹿；願她的胸懷

使你時時知足，她的愛情使你常常戀慕。

妻子如可愛的母鹿，秀麗的母山羊；願她的乳房

時常讓你滿足；願她的愛情讓你不斷地戀慕。

這是箴言中的一首情詩，

作者希望結婚的人，能從婚姻中的性生活得著滿足。

我們信仰認定，「性生活」是上帝賜給夫妻的禮物

雅歌書 ─ 夫妻間的魚水之歡是自然且健康的雅歌書 妻 魚水之歡 自 康

夫妻之間不能只靠肉體的吸引…
還是在靈性上的屬靈同伴、精神上彼此心靈的捕手，還是在靈性上的屬靈同伴 精神上彼此心靈的捕手

就是身心契合、長長久久，經歷深邃的委身情感。

《他勒目》在世上無法替換的東西，就是從年輕時結婚，《他勒目》在世上無法替換的東西，就是從年輕時結婚，

一直到年老都生活在一起的老夫老妻。

不自然且不健康的狀況 ─
箴五20 我兒 你為何戀慕淫婦？箴五20 我兒，你為何戀慕淫婦？

為何抱外女的胸懷？

聖經多次記載 以色列男人做了得罪上帝的事聖經多次記載，以色列男人做了得罪上帝的事，

 民數記巴蘭讓外邦女人色誘以色列男子，

把外邦女子帶到自己的帳幕中行房 背棄自己的妻子把外邦女子帶到自己的帳幕中行房，背棄自己的妻子

 瑪拉基書指責以色列男子以詭詐對待他們的妻子 ─

瑪二15-16 雖然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單造一人嗎？
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

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

都是我 惡的 當謹守你 的 詭詐都是我所恨惡的！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詭詐。」

《他勒目》不可毫無理由的欺負妻子，《他勒目》不可毫無理由的欺負妻子
因為神在數算著她所流下的眼淚。

五21 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華眼前。

上帝憎惡對 忠 義上帝憎惡對配偶不忠、不好、不公、不義，

以詭詐手段或家暴行為對待配偶的人。

五23 他因不受訓誨就必死亡；

又因愚昧過甚，必走差了路。

婚姻維繫的樞紐不會只是透過性，
但往往是惡者拿來破壞夫妻感情的因素之但往往是惡者拿來破壞夫妻感情的因素之一

在電子通訊發達的時代，網路結交朋友、

發展 夜情 外遇 都是輕 易舉 事發展一夜情、外遇，都是輕而易舉的事

年輕人也很容易受到同儕 媒體影響年輕人也很容易受到同儕、媒體影響，

血氣方剛的生理衝動，

陷 致命的 引力 試探當中不可自拔陷入致命的吸引力、試探當中不可自拔



3. 年輕人要小心性試探 七1-27

七6-27描述無知的少年人躡手躡腳的往淫婦的家靠近。

8-9 從街上經過，走近淫婦的巷口，直往通她家的路去，

在黃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

暗喻年輕人愈走愈黑暗，愈陷愈深…

淫婦是有夫之婦，不守婦道，

趁丈夫出外經商勾引少年，

13-15 拉住那少年人，與他親嘴，臉無羞恥對他說：

「平安祭在我這裡，今日才還了我所許的願。因此，

我出來迎接你，懇切求見你的面，恰巧遇見了你。」

用宗教理由合理化淫亂行為 ─ 用宗教理由合理化淫亂行為

以色列曾經歷迦南人敬拜淫亂儀式…

19 21 我丈夫不在家， 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婦用19-21 我丈夫不在家，…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婦用
許多巧言誘他隨從，用諂媚的嘴逼他同行。

七22-23 少年人立刻跟隨他，
好像牛往宰殺之地好像牛往宰殺之地，

又像愚昧人帶鎖鍊去受刑罰，

直等箭穿他的肝 如同雀鳥急入網羅直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鳥急入網羅，

卻不知是自喪己命。

無知的年輕人，因為缺乏智慧與洞察力，無知的年輕人 因為缺乏智慧與洞察力

使得他像是一個獵物被套牢、無法自拔

淫婦趁丈夫不在，不守婦道，淫婦趁丈夫不在 不守婦道

把丈夫帶回來的繡花毯、埃及線織的花紋布，

鋪床、薰榻，背著丈夫偷情鋪床 薰榻 背著丈夫偷情

如此不忠的女人，竟讓少年人著迷不已，

凸顯出他的愚昧與無知。凸顯出他的愚昧與無知。

這種拿宗教理由來掩蓋個人淫蕩的作法，

在今天的社會中也不是沒有看到在今天的社會中也不是沒有看到 ─
用宗教理由來吸引無知的人，

中國異端東方閃電可 看到中國異端東方閃電可以看到。

異端複製了基督教的信仰，異端複製了基督教的信仰

但合理化的發生淫亂行為，

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包裝來籠絡人入教冕 裝來籠

將沒有真理根基、不好好認識上帝律法、

了解神誡命的基督徒，引導他們陷入異端了解神誡命的基督徒 引導他們陷 異端

箴言 ─ 這些不經察驗而陷入誘惑的人，

像牛被牽到宰殺之地、愚昧人帶著鎖鍊去受刑罰像牛被牽到宰殺之地 愚昧人帶著鎖鍊去受刑罰

陷入致命的吸引力，最終結果 ─
一定會帶來個人聲譽、財富、身體、家庭的傷害，一定會帶來個人聲譽、財富、身體、家庭的傷害，

不得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