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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淫行的嚴重性：申廿二21-29
如果犯了淫亂罪或者有婚外情，是可以被處死的。
淫亂罪或者有婚外情
被處死
新約一個行淫的婦人被抓拿，文士、法利賽人試探耶穌 ─
 按舊約律法，行淫的婦人會被用石頭打死，
就會說耶穌很沒有愛心
 沒有遵照舊約，又會說耶穌不遵守神的話
耶穌問說：「誰沒有犯罪的，可以第一個人拿石頭打她。」
群眾一個一個離開了，看到耶穌有智慧的面對。
 士師記 參孫
參孫、大能的勇士，卻不能制服內心、肉體的情慾
大能的勇士 卻不能制服內心 肉體的情慾
 撒下 大衛失敗在

男女兩性的行為上
 太五32
太五32、十九9
十九9 有婚外的性行為
有婚外的性行為，可以被准許離婚
可以被准許離婚
 徒十五20.29、廿一25 初期教會外邦人信了耶穌之後，
要不要守律法？耶路撒冷會議決定四項要遵守，
其中一項就是禁戒姦淫，還是需要堅守

一、了解聖經中相關的教訓
1 根據 太十五19、耶十七9、羅一23-26 歸納出
1.
濫交、淫亂的根源是出於罪的內心：
為什麼今天那麼容易就有一夜情、或婚前性行為產生，
 內心有罪非常有關係，主要是為滿足自己的邪情私慾、
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動機，完全出於人的罪性
 男女的交往應該是非常美好的，但是由於人有罪性，
 容易在情不自禁的情況下放縱自己的罪性
 在這樣一個文化、色情氾濫，很容易找到
色情網站、A 片、限制級的雜誌、電影…
心裡上很容易被誘惑，就產生罪行，
所以會有濫交、淫亂的行為產生

3. 禁止淫行的理由 林前六13-20
1) 這不是神的旨意：帖前四3 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

在主裡面，透過一個討主喜悅、聖潔的、
能夠榮耀主的生活方式，能夠常常喜樂
 姦淫、婚外情、婚前性行為，一定不是神的旨意，
我們的神是道德的神，婚前性行為是不合道德的標準
2)) 使聖靈擔憂：弗四30 不要叫聖靈擔憂。
 信主的人有聖靈內住，使我們的良心更敏銳
 當做錯事情時，聖靈會擔憂、會憂傷
當 錯事情時 聖靈會擔憂 會憂傷
3) 婚前性行為不能承受神的國：林前六9 所有的性行為必須
是在夫妻裡面的，否則就是淫亂、不能承受神的國
是在夫妻裡面的 否則就是淫亂 不能承受神的國
4) 肉體的情慾：加五19 肉體有一些情慾，包括淫亂，
是出於人肉體裡面的罪性所引發出來的情慾
是出於人肉體裡面的罪性所引發出來的情慾，
是不討神喜悅的、不是從聖靈來的


5) 會受神的懲罰管教：申廿二21-29、來十三4

當一個人犯淫亂罪、沒有遵守神的規定時，
當
個人犯淫亂罪 沒有遵守神的規定時
婚姻就會受到影響、會受到神的懲罰
 神出於愛的管教，是為了叫我們得益處、蒙神的祝福


4. 為什麼要討論婚前性行為？
1) 為了要遵守聖經教訓的生活方式：

基督徒婚前輔導，當然期盼能夠建立基督化的
婚姻家庭生活，就是要去遵行聖經的教訓

6) 會污染這個地：耶三1 淫亂造成世界被污染，

2) 今天社會
今天社會，兩性文化色情的氾濫非常厲害，
兩性文化色情的氾濫非常厲害

今天世界的道德情況被污染、造成人跟人之間很多的問題，
是由於我們內心的邪情私慾所造成的

網路色情很容易進到臥室、進到家裡，
在這樣的環境、到處都是的情況下，
當然需要做這方面的教導

7) 羞辱神的榮耀：林前十31 淫亂的罪是羞辱神的榮耀，

神創造我們是按照祂的形象，也盼望屬於祂的人在神裡面
神創造我們是按照祂的形象
也盼望屬於祂的人在神裡面
有榮耀的生活，在世界上是做鹽、做光 ─
 做鹽有防腐的作用
做鹽有防腐的作用，讓道德不會腐化、墮落
讓道德不會腐化 墮落
 光照在黑暗裡，照亮表示能夠榮耀神
基督徒有婚前性行為，神的榮耀就會受到虧損
基督徒有婚前性行為，神的榮耀就會受到虧損、
神的形象就不能夠被彰顯出來

4) 基督徒兩性之間、性方面的觀念，

必須有標準的原則才能夠遵行，
 進入婚姻之前更多的了解，婚後婚外情就會更減少
 能夠在交往的過程求神保守，守身如玉、把最好的
將來奉獻給未來的配偶，不要破壞這個純潔的關係
5) 基督徒也有這方面的困惑而不知所措，

以至於有憤怒、有罪惡感，
至於有憤怒 有罪惡感
身心上的傷害在婚前已經造成
6) 基督徒未婚男女在進入婚姻之前，必須有正確的指引，

以準備他們帶著信心和盼望來進入婚姻。
我一個同學的博士論文「婚前性行為對婚後的影響」，
我一個同學的博士論文「婚前性行為對婚後的影響
最後結論 ─ 包括心理上被傷害、對配偶失去信任感，
還沒有結婚你就這樣 結婚之後 你會不會跟別人
還沒有結婚你就這樣，結婚之後，你會不會跟別人
也有超友誼的關係…，失去彼此的信任

3) 基督徒有自己的朋友、家人、親友、同事，
基督徒有自己的朋友 家人 親友 同事

也許他們的觀念不一定正確，
在
在他們當中，很容易受到某些影響
當中 很容易受到某些影響
 被洗腦之後反洗腦，重新再澄清，
以至我們有正確的觀念
們有正確的觀念


二、身體的親密接觸
1. 身體親密接觸的特性
1) 受到文化的影響，表達親密、身體的接觸語言

有不同的含義、不同的表達方式：
 西方人握手、中國人鞠躬或點頭、
愛斯基摩人接觸鼻子、法國人臉碰臉
 每個家庭也不一樣，
 我女兒年紀很大了，還是抱抱我，
有些家庭會覺得很奇怪、很不習慣
有些家庭會覺得很奇怪 很不習慣
 我信主之後，很多年想去抱抱我的父親，
他年紀比較大的時候我就抱他 他有點不自在
他年紀比較大的時候我就抱他、他有點不自在，
幾次之後他也習慣、也喜歡了
其實這就是每個家庭不同 每種文化不同
其實這就是每個家庭不同、每種文化不同，
會影響夫妻在身體接觸時，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2) 身體親密接觸是一種漸進式、有進無退的，

若不能控制，青年男女很容易進入性關係
若不能控制
青年
容易
關
 已婚男女也容易進入性行為、有婚外情
兩個人交往，開始可能握握手、過馬路牽一下表示體貼，
漸漸搭肩、摟腰，分別時擁抱、在臉上親一下，
再來親一下嘴唇…，當關係進到某一個程度，
就不會再退到原來「我們不可以這樣」。


要進之前就要想清楚：我們的關係、委身是不是
已經到那裡，才生理接觸同時進行到那裡，
已經到那裡
才生理接觸同時進行到那裡
如果有一方沒有那個意思，就會造成很大的誤會…
 你如果沒有很愛我怎麼可以牽我的手
你如果沒有很愛我怎麼可以牽我的手，
另外一方覺得牽手沒什麼
 這些是兩方面都需要去了解的
這些是兩方面都需要去了解的，
需要在青年人中做一些教導

我認識一對青年男女，交往一段時間之後，
認為都要結婚、雙方家長也都知道、也都同意，
為都
雙 家長 都 道
都 意
他們就發生超友誼關係，一次順從感覺、第二次順從習慣，
 以後每次在一起就一定要做那件事，
沒有做就很不自在、好像覺得不夠親密
 但做完那件事之後，又沒話談，
好像把所有兩個人彼此的認識都集中在那裡
可是將來結婚還有很多面要去探索，
他們全部都不在乎、就沒辦法去了解
後來彼此傷害很大 ─ 男的發現更好的對象，
就跟這女的講說我們要分手 甚 還說
就跟這女的講說我們要分手，甚至還說
「我下次再跟另一個女孩子交往時，
我絕對不會跟她上床
我絕對不會跟她上床，一直到結婚我才會。」
直到結婚我才會 」
這是滿大的傷害，可是現在的交往中都忽略了這些方面。

3) 性是人類最有利的推動力之一，

身體的親密接觸會養成習慣性的行為，
例如抽煙、飲食，
養成一種生理上或情緒上的快感、舒服，
而且會成為一種習慣性。
未婚男女一旦成為習慣之後，
 腦子明明知道那是黃燈、不可以闖過去
 可是他的感覺認為是綠燈，
因為已經順從了感覺、成為習慣 ─
第一次順從感覺，第二、第三次就是順從習慣，
剛開始的時候可能覺得滿舒服、滿好的，
可是以後慢慢成為習慣之後，
就是有進無退好像上癮的行為一樣。

2. 身體親密接觸的步驟
1) 眼目的接觸、手或是手臂的碰觸、
手或是手臂
肩膀互相的碰觸、輕輕擁抱、在臉上親吻
2) 緊握著手、在唇上親吻、持續而緊緊的擁抱，
更親密、更強烈的身體接觸
3) 輕拍肢體，透過衣服接觸皮膚、親拍撫摸對方的身體
4) 脫去衣服、在衣著之內的接觸、手淫
5) 性交、性器官的接觸
以上步驟是前後跳躍、或跨越式的進行…
以上步驟是前後跳躍
或跨越式的進行
 由淺入深、有進無退，慢慢成為習慣性
 性氾濫，一下就進到第五個步驟
性氾濫
下就進到第五個步驟 —
婚前、婚外性行為，聖經裡是淫亂罪，
不像所想的那樣的浪漫、美好
像所想的那樣的浪漫 美

3. 要隨委身的程度成正比，而且必須是雙方同意的。
1) 是委身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交往一段時間之後，
是委身的結果 而不是原因 交往 段時間之後
 彼此真的是有這樣的決定 ─ 有委身、要向前再進一步、
彼此都同意，才能在身體上有進一步的接觸
 不是先接觸、才決定要不要委身，很多男女顛倒過來 ─
先有親密接觸、發現不合、就分開，造成很大的傷害
進入比較深的身體的接觸，
當然要兩個人同意、而且有某一個限制，
到了這個限制之後不可以再跨越過去
到了這個限制之後不可以再跨越過去，
 朋友階段的委身，必須保留在朋友階段，
普通朋友階段就是握握手這 類的
普通朋友階段就是握握手這一類的
 越多的委身、才能有越進一步身體的接觸，
越少的委身 就不應該有那麼多身體親密的接觸
越少的委身、就不應該有那麼多身體親密的接觸，
是要很小心的

三、婚前太早、太快、太多的身體親密接觸，造成的負作用…
1 兩者其他的網路都可能被斷絕：
1.
兩者其他的網路都可能被斷絕
 心智上的來往、屬靈的來往、情緒上的溝通、
人生價值分享、興趣嗜好、友誼的分享，都被斷絕
 結婚之後不是只有身體上的接觸、還有很多方面，
如果在婚前沒有充分的溝通、了解，
當然埋伏著很多的危機在裡面
2. 事後的 罪惡感、徬徨、失望、
失去自尊、對彼此的尊重，
自尊 對
尊
都可能使兩者的關係中斷、甚至反目成仇。
個調查就發現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覺 ─
一個調查就發現，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覺
 他們是不願意，但當不小心掉入那樣情況下，
就很後悔 不論是男方 女方都是這樣子
就很後悔，不論是男方、女方都是這樣子
 有可能造成兩個人健康的關係就被中斷了

2) 人在神面前的價值，不是只有身體，還有靈魂、人格 ─

男性只身體接觸、沒有正比的委身決定跟女性在一起，
男性
身體
有
委身 定
在 起
那只是把女性當做工具，會貶低女性的身價
 女性如果只有將身體的接觸來給予對方，
而沒有正比的委身，也是一樣的
使用對方的身體而貶低了雙方的身價


世俗的道德文化常常攻擊人類的兩件事情：
男女不分、人跟動物不分，
 婚姻家庭真的被拆除，人跟動物有什麼不一樣？
 台灣的離婚率是全亞洲最高、出生率是全世界最低，
婚姻家庭制度一直在遠離神、
在退化當中，實在令人堪憂
讓我們不得不更多的強調重視
男女兩性應該有的正常的關係。

3. 兩者關係會變質：注意力焦點集中在生理層次，
 人際關係不可能長期只有身體親密的接觸，
關
長期 有身體 密
是不夠完全、不周全、不是完整的關係
 將來的婚姻就會降低彼此關係的品質
4 兩者之
兩者之一可能因此失去自尊，造成低的自我形象、
4.
可能因此失去自尊，造成低的自我形象、
自我懷疑、罪惡感、憤怒、苦毒、愛批評論斷，
因為有這樣的經驗，認為所有男 (女) 人都是這樣，
造成缺乏安全感和信心
5. 如果分手、下一次再交往異性，也會受到挫折 ─
 持續性的跟異性有濫交的行為，可能認為
我已經不是處女或處男了，就不在乎了
 害怕跟異性的接觸、來往，
彼此的關係已經失去信任的情況

6. 會影響到婚後的配偶關係
1) 婚前性關係留下的記憶、傷害是非常深刻的，

有時婚後的親密關係不是一種享受，而是帶著
某些程度的害怕、焦慮、緊張，影響彼此的關係
2) 罪惡感會影響到婚後的性生活
罪惡感會影響到婚後的性生活，

可能雙方都覺得以前的性行為是錯誤的，
沒有處理會 直在那裡
沒有處理會一直在那裡
3) 對配偶無條件的信任感很難建立：

2. 身體親密接觸的程度必須是雙方同意的，
如果有一方沒有同意被勉強為之，就是強迫性的，
是極大的傷害，可以造成性騷擾、性侵犯，
 從法律來講是犯罪
 從聖經身體是聖靈的殿、是神所賜的，
沒有一個人可以強迫對方做不是出於他自願的事情

沒有結婚時，你可以跟我有親密的性行為，
是不是結婚之後，跟別人也有可能這樣

3. 性交、互相的手淫，必須等到婚後才可以，
劃 條
劃一條線，經過這個就是超過界線了
界

4) 其他的困難：性的溝通、其他的溝通，

4. 訂婚之後也不可以彼此有性器官的接觸，
訂婚只是預備結婚 先有感情上的約定 約束
訂婚只是預備結婚，先有感情上的約定、約束，
不是結婚，不能夠有性器官的接觸

有些人如果婚前懷孕、墮胎，
有
婚前懷孕
所造成的傷害就更大、更深刻

5. 「身體親密接觸的步驟」遵守的原則：
1) 眼目、手、肩膀的碰觸、輕輕擁抱、在臉上親吻
2) 緊握著手、在唇上親吻、持續擁抱
互訂終身有委身
3) 輕拍肢體，透過衣服接觸皮膚、
等到訂婚才可以
親拍撫摸對方的身體
4) 脫去衣服、在衣著內接觸、手淫
等到婚後才可以
5) 性交、性器官的接觸
即便訂婚之後，擁抱、親吻的時間，
也是短短不能持續的 很容易造成越過界線的行為
也是短短不能持續的，很容易造成越過界線的行為
 提醒男女交往必須有多方面的
溝通 接觸 了解
溝通、接觸、了解，
身體親密接觸需要多了解，
特
特別注意要有限制
意要有限制


四、婚前性行為接觸的指引
1 身體親密的接觸決定在委身有多少，第一步到第二步、…
1.
身體親密的接觸決定在委身有多少 第 步 第 步
要有限制到某一個情況，不可以超越這個關係

五、怎麼樣預防太早、太多、太快身體親密接觸，
而有助於兩個人關係的健康？
兩性之間的交往反應出平常的生活情況、
是一個怎麼樣的人、跟神的關係是怎麼樣…
1. 培養建立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
固定的讀經、禱告、崇拜、團契、做見證，
是培養以後建立基督化家庭很好的基礎
2. 培養建立好的行為習慣：
 評估自己在時間、金錢上的管理，
是不是很多空閒的時間做不正當的娛樂，
會影響男女兩性的交往
 詩一1-3 晝夜思想神的話語，
整個思想被神的話語所充滿，
感覺、情緒、生理，就會更多的合乎聖經

3. 省察自己平常眼目所見的一些事物，
所觀看的、欣賞的、閱讀的：
觀看
賞
讀
眼目的情慾會挑起肉體的情慾，特別男性
在眼目所接觸的很多都是性方面的刺激，
很自然會挑起慾念出來，省察眼目所見的事物 ─
拒絕接觸色情網路、A 片、書刊雜誌，
避免這些來沾染、沾污我們
我常提醒已婚的弟兄出差時，有很多的試探、引誘，
旁邊沒有任何人 沒有小 謹慎 很容易接受引誘
旁邊沒有任何人，沒有小心謹慎，很容易接受引誘。
有一位弟兄當到每個旅館去的時候，馬上把
妻子的照片拿出來 打個電話告訴妻子
妻子的照片拿出來、打個電話告訴妻子
我已經到了某個旅館、就做個禱告…
 既然知道就不進入那個試探、引誘
既然知道就不進入那個試探 引誘
 單身的也是更需要在這方面小心

六、如果不慎失身怎麼辦？
1. 向神、向人承認罪：
人是軟弱的、有肉體私慾、眼目的情慾，
容易造成我們的跌倒、犯罪，
必須要向神認罪、向人認罪 ─
 這是得罪神、得罪自己、得罪對方的事情
 沒有認罪時，跟神、跟人親密的關係會受到影響，
響
不能體會到神更大的恩典、更親密的關係
2 誠心誠意的悔改，從此以後不再做這樣的事，
2.
這是雙方面都需要努力
3 尋求神跟人的饒恕：
3.
尋求神跟人的饒恕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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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先計劃好我們在約會要做些什麼事情：
 適當的時間、地點、場合，避免消極、被動式的活動，
適當的時間 地點 場合 避免消極 被動式的活動
 像看電影，容易造成身體的接觸、缺乏語言溝通
 一起事奉、探訪、運動、靈修、
步行、吃飯，都是可以的
 避免很晚、黑暗、不合宜的地方約會，
比較可以避免越軌的行為出現
5. 主動避免容易造成身體過度親密接觸的試探性活動：
譬如長途旅行 過夜的時候 要不要同 個房間
譬如長途旅行，過夜的時候、要不要同一個房間…
 婚前避免同睡一個房間、更絕對避免同睡一個床
 避免單獨逗留在他的臥室太久或太晚，
避免單獨逗留在他的臥室太久或太晚
更不可在那過夜，
如果有 應該有第三者在場 譬如家人
如果有，應該有第三者在場，譬如家人
這些我們事先都要有安排的

4. 學習饒恕自己：相信神的恩典會饒恕我、再次的被接納。
 我遇到有一些人，犯了這樣的罪之後，
到有
這樣的 之後
要饒恕自己非常的困難，就變成影響到跟異性的
相處、交往，也可能表示對神的恩典信心不夠
 彼得三次不認主，但他再次悔改認罪回到神的面前，
這也是表示對神的救恩、恩典的確信
5. 未來更謹慎設防、劃定界線、標準，預防再次墮入陷阱：
不要單獨在黑暗的地方、單獨在不合適的時間、
場合太久，以至陷入同樣的陷阱罪惡裡面。
6. 拒絕撒旦的控告、宣告支取神的饒恕之恩：
 為主而活、把自己獻為活祭奉獻在主的面前
為
自 獻為 祭奉獻在 的 前
 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當犯罪時，
隨時隨地回到神的恩典裡 這就是主寶貝的救恩
隨時隨地回到神的恩典裡，這就是主寶貝的救恩
我們誠心誠意的悔改，從頭再一次的站立起來。

我們做輔導時，要 CHECK 你們親密到什麼情況？
 我們有責任去幫助他們處理這個事情
 如果已經越過界線，要帶他們認罪悔改，
幫助他們從今以後不要再繼續這樣的情況
關於犯罪之後，饒恕、或是不能夠饒恕自己的問題，
罪
「神經質的罪疚感」需要接受比較專業的治療 ─
曾
曾經做錯事情，就一再一再控告自己，
錯事情
再 再控告自
可能已經是二十、三十年以前的事情，
所傷害的人已經完全饒恕了 他還不能饒恕自己
所傷害的人已經完全饒恕了，他還不能饒恕自己。
一位先生已經退休了，這類的事情已經談過好幾次，
他太太就當我的面說
他太太就當我的面說：「那是我們剛結婚時候的事，
那是我們剛結婚時候的事
我早就原諒你了，為什麼你還是一直都耿耿於懷？」
類似的問題是屬於比較是神經質的罪疚感
類似的問題是屬於比較是神經質的罪疚感，
需要接受更深的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