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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淫行的严重性：申廿二21-29
如果犯了淫乱罪或者有婚外情 是可以被处死的
如果犯了淫乱罪或者有婚外情，是可以被处死的。
新约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拿，文士、法利赛人试探耶稣 ─
 按旧约律法，行淫的妇人会被用石头打死，
约律法
淫
会
打
就会说耶稣很没有爱心
 没有遵照旧约，又会说耶稣不遵守神的话
耶稣问说：「谁没有犯罪的，可以第一个人拿石头打她。」
群众一个一个离开了，看到耶稣有智慧的面对。
 士师记参孙、大能的勇士，却不能制服内
参孙、大能的勇士，却不能制服内心、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撒下大卫失败在男女两性的行为上
 太五32、十九9
太五32 十九9 有婚外的性行为，可以被准许离婚
 徒十五20.29、廿一25 初期教会外邦人信了耶稣之后，

要不要守律法？耶路撒冷会议决定四项要遵守
要不要守律法？耶路撒冷会议决定四项要遵守，
其中一项就是禁戒奸淫，还是需要坚守

一、了解圣经中相关的教训
1 根据 太十五19、耶十七9、罗一23-26 归纳出
1.
滥交、淫乱的根源是出于罪的内心：
为什么今天那么容易就有 夜情 或婚前性行为产生
为什么今天那么容易就有一夜情、或婚前性行为产生，
 内心有罪非常有关系，主要是为满足自己的邪情私欲、
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动机，完全出于人的罪性
 男女的交往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但是由于人有罪性，
 容易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放纵自己的罪性
 在这样一个文化、色情泛滥，很容易找到
色情网站、A 片、限制级的杂志、电影…
心里上很容易被诱惑，就产生罪行，
所以会有滥交、淫乱的行为产生

3. 禁止淫行的理由 林前六13-20
1) 这不是神的旨意：帖前四3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在主里面，透过一个讨主喜悦、圣洁的、
能够荣耀主的生活方式，能够常常喜乐
 奸淫、婚外情、婚前性行为，一定不是神的旨意，
我们的神是道德的神，婚前性行为是不合道德的标准
2)) 使圣灵担忧：弗四30 不要叫圣灵担忧。
 信主的人有圣灵内住，使我们的良心更敏锐
 当做错事情时，圣灵会担忧、会忧伤
事情 ， 灵
3) 婚前性行为不能承受神的国：林前六9 所有的性行为必须
是在夫妻里面的，否则就是淫乱、不能承受神的国
是在夫妻里面的，否则就是淫 、不能承受神的
4) 肉体的情欲：加五19 肉体有一些情欲，包括淫乱，
是出于人肉体里面的罪性所引发出来的情欲，
是不讨神喜悦的、不是从圣灵来的


5) 会受神的惩罚管教：申廿二21-29、来十三4

当一个人犯淫乱罪、没有遵守神的规定时，
当
个人犯淫乱罪 没有遵守神的规定时
婚姻就会受到影响、会受到神的惩罚
 神出于爱的管教，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蒙神的祝福
神出 爱的管教 是
我 得益
蒙神


4. 为什么要讨论婚前性行为？
1) 为了要遵守圣经教训的生活方式：

基督徒婚前辅导，当然期盼能够建立基督化的
婚姻家庭生活，就是要去遵行圣经的教训

6) 会污染这个地：耶三1 淫乱造成世界被污染，

2) 今天社会，两性文化色情的泛滥非常厉害，

今天世界的道德情况被污染、造成人跟人之间很多的问题，
是由于我们内心的邪情私欲所造成的

网路色情很容易进到卧室、进到家里，
在这样的环境 到处都是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环境、到处都是的情况下，
当然需要做这方面的教导

7) 羞辱神的荣耀：林前十31 淫乱的罪是羞辱神的荣耀，

神创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也盼望属于他的人在神里面
有荣耀的生活，在世界上是做盐、做光 ─
 做盐有防腐的作用，让道德不会腐化、堕落
 光照在黑暗里，照亮表示能够荣耀神
基督徒有婚前性行为 神的荣耀就会受到亏损、
基督徒有婚前性行为，神的荣耀就会受到亏损、
神的形象就不能够被彰显出来

4) 基督徒两性之间、性方面的观念，

必须有标准的原则才能够遵行，
须有标准的原则才能够遵行
 进入婚姻之前更多的了解，婚后婚外情就会更减少
 能够在交往的过程求神保守，守身如玉、把最好的
将来奉献给未来的配偶，不要破坏这个纯洁的关系
5) 基督徒也有这方面的困惑而不知所措，

以至于有愤怒、有罪恶感，
于有愤 、有罪 感，
身心上的伤害在婚前已经造成
6) 基督徒未婚男女在进入婚姻之前，必须有正确的指引，
基督徒未婚男女在进入婚姻之前 必须有正确的指引

以准备他们带着信心和盼望来进入婚姻。
我一个同学的博士论文「婚前性行为对婚后的影响」，
我一个同学的博士论文「婚前性行为对婚后的影响」
最后结论 ─ 包括心理上被伤害、对配偶失去信任感，
还没有结婚你就这样 结婚之后 你会不会跟别人
还没有结婚你就这样，结婚之后，你会不会跟别人
也有超友谊的关系…，失去彼此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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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他们的观念不一定正确，
在他们当中 很容易受到某些影响
在他们当中，很容易受到某些影响
 被洗脑之后反洗脑，重新再澄清，
以至我们有 确的观念
以至我们有正确的观念


二、身体的亲密接触
1. 身体亲密接触的特性
1) 受到文化的影响，表达亲密、身体的接触语言

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表达方式：
 西方人握手、中国人鞠躬或点头、
爱斯基摩人接触鼻子、法国人脸碰脸
 每个家庭也不一样，
 我女儿年纪很大了，还是抱抱我，
有些家庭会觉得很奇怪、很不习惯
有
得 奇
惯
 我信主之后，很多年想去抱抱我的父亲，
他年
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我就抱他、他有点不自在，
较 的时候我就抱他、他有点不自在，
几次之后他也习惯、也喜欢了
其实这就是每个家庭不同、每种文化不同，
会影响夫妻在身体接触时，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2) 身体亲密接触是一种渐进式、有进无退的，

若不能控制，青年男女很容易进入性关系
若不能控制
青年男女很容易进 性关系
 已婚男女也容易进入性行为、有婚外情
两个人交往
两个人交往，开始可能握握手、过马路牵一下表示体贴，
手
牵
表
渐渐搭肩、搂腰，分别时拥抱、在脸上亲一下，
再来亲一下嘴唇…，当关系进到某一个程度，
就不会再退到原来「我们不可以这样」。


要进之前就要想清楚：我们的关系、委身是不是
，
理接触
，
已经到那里，才生理接触同时进行到那里，
如果有一方没有那个意思，就会造成很大的误会…
 你如果没有很爱我怎
你如果没有很爱我怎么可以牵我的手，
可 牵我的手，
另外一方觉得牵手没什么
 这些是两方面都需要去了解的，
需要在青年人中做一些教导

我认识一对青年男女，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认为都要结婚
认为都要结婚、双方家长也都知道、也都同意，
方家长也都知道 也都同意
他们就发生超友谊关系，一次顺从感觉、第二次顺从习惯，
 以后每次在一起就一定要做那件事，
每 在 起
件事
没有做就很不自在、好像觉得不够亲密
 但做完那件事之后，又没话谈，
好像把所有两个人彼此的认识都集中在那里
可是将来结婚还有很多面要去探索，
他们全部都不在乎、就没办法去了解
后来彼此伤害很大 ─男的发现更好的对象，
就跟这女的讲说我们要分手，甚至还说
「我下次再跟另一个女孩子交往时，
我绝对不会跟她上床， 直到 婚我才会。」
我绝对不会跟她上床，一直到结婚我才会。」
这是满大的伤害，可是现在的交往中都忽略了这些方面。

3) 性是人类最有利的推动力之一，

身体的亲密接触会养成习惯性的行为，
例如抽烟、饮食，
养成一种生理上或情绪上的快感、舒服，
而且会成为一种习惯性。
未婚男女一旦成为习惯之后，
 脑子明明知道那是黄灯、不可以闯过去
道 是黄
去
 可是他的感觉认为是绿灯，
因为已经顺从了感觉、成为习惯 ─
第一次顺从感觉，第二、第三次就是顺从习惯，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满舒服、满好的，
可是以后慢慢成为习惯之后，
就是有进无退好像上瘾的行为一样。

2. 身体亲密接触的步骤
1) 眼目的接触、手或是手臂的碰触、
眼 的接触 手或是手臂的碰触
肩膀互相的碰触、轻轻拥抱、在脸上亲吻
2) 紧握着手、在唇上亲吻、持续而紧紧的拥抱，
紧 着手 在
亲
持续 紧紧
抱
更亲密、更强烈的身体接触
3) 轻拍肢体，透过衣服接触皮肤、亲拍抚摸对方的身体
4) 脱去衣服、在衣着之内的接触、手淫
5) 性交、性器官的接触
以上步骤是前后跳跃、或跨越式的进行…
以上步骤是前后跳跃
或跨越式的进行
 由浅入深、有进无退，慢慢成为习惯性
 性泛滥，一下就进到第五个步骤
性泛滥
下就进到第五个步骤 —
婚前、婚外性行为，圣经里是淫乱罪，
不像所想的那样的浪漫 美好
不像所想的那样的浪漫、美好

3. 要随委身的程度成正比，而且必须是双方同意的。
1) 是委身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是委身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 交往 段时间之后
 彼此真的是有这样的决定 ─有委身、要向前再进一步、
彼此都同意，才能在身体上有进一步的接触
都 意 才 在身
有进 步
 不是先接触、才决定要不要委身，很多男女颠倒过来 ─
先有亲密接触、发现不合、就分开，造成很大的伤害
有
接触
很
害
进入比较深的身体的接触，
当然要两个人同意、而且有某一个限制，
到了这个限制之后不可以再跨越过去，
 朋友阶段的委身，必须保留在朋友阶段，
普通 友阶段 是握握手
普通朋友阶段就是握握手这一类的
类
 越多的委身、才能有越进一步身体的接触，
越少的委身、就不应该有那么多身体亲密的接触，
是要很小心的

三、婚前太早、太快、太多的身体亲密接触，造成的负作用…
1 两者其他的网路都可能被断绝：
1.
两者其他的网路都可能被断绝
 心智上的来往、属灵的来往、情绪上的沟通、
人生价值分享、兴趣嗜好、友谊的分享，都被断绝
价值 享
趣嗜
享 都
绝
 结婚之后不是只有身体上的接触、还有很多方面，
如果在婚前没有充分的沟通、了解，
当然埋伏着很多的危机在里面
2. 事后的罪恶感、彷徨、失望、
失去自尊、对彼此的尊重，
都可能使两者的关系中断、甚至反目成仇。
调 就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
一个调查就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他们是不愿意，但当不小心掉入那样情况下，
就很后悔，不论是男方、女方都是这样子
 有可能造成两个人健康的关系就被中断了

2) 人在神面前的价值，不是只有身体，还有灵魂、人格 ─

男性只身体接触、没有正比的委身决定跟女性在一起，
男性
身体接触 没有 比的委身决定跟女性在 起
那只是把女性当做工具，会贬低女性的身价
 女性如果只有将身体的接触来给予对方，
女性
有将身
来
而没有正比的委身，也是一样的
使用对方的身体而贬低了双方的身价


世俗的道德文化常常攻击人类的两件事情：
男女不分、人跟动物不分，
 婚姻家庭真的被拆除，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
 台湾的离婚率是全亚洲最高、出生率是全世界最低，
婚姻家庭制度一直在远离神、
在退化当中，实在令人堪忧
让我们不得不更多的强调重视
男女两性应该有的正常的关系。

3. 两者关系会变质：注意力焦点集中在生理层次，
 人际关系不可能长期只有身体亲密的接触，
人际关系
能长期 有身体亲密的接触
是不够完全、不周全、不是完整的关系
 将来的婚姻就会降低彼此关系的品质
将来 婚
会降
关系
质
4 两者之
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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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怀疑、罪恶感、愤怒、苦毒、爱批评论断，
因为有这样的经验，认为所有男(女)
因为有这样的经验 认为所有男(女) 人都是这样，
人都是这样
造成缺乏安全感和信心
5. 如果分手、下一次再交往异性，也会受到挫折 ─
 持续性的跟异性有滥交的行为，可能认为
我已经不是处女或处男了，就不在乎了
 害怕跟异性的接触、来往，
彼此的关系已经失去信任的情况

6. 会影响到婚后的配偶关系
1) 婚前性关系留下的记忆、伤害是非常深刻的，

有时婚后的亲密关系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带着
某些程度的害怕、焦虑、紧张，影响彼此的关系
2) 罪恶感会影响到婚后的性生活，

可能双方都觉得以前的性行为是错误的，
没有处理会 直在那里
没有处理会一直在那里
3) 对配偶无条件的信任感很难建立：

2. 身体亲密接触的程度必须是双方同意的，
如果有一方没有同意被勉强为之，就是强迫性的，
是极大的伤害，可以造成性骚扰、性侵犯，
 从法律来讲是犯罪
 从圣经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所赐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强迫对方做不是出于他自愿的事情

没有结婚时，你可以跟我有亲密的性行为，
有
我有
是不是结婚之后，跟别人也有可能这样

3. 性交、互相的手淫，必须等到婚后才可以，
划一条线，经过这个就是超过界线了

4) 其他的困难：性的沟通、其他的沟通，

4. 订婚之后也不可以彼此有性器官的接触，
订婚只是预备结婚，先有感情上的约定、约束，
不是结婚，不能够有性器官的接触

有些人如果婚前怀孕、堕胎，
所造成的伤害就更大、更深刻

5. 「身体亲密接触的步骤」遵守的原则：
1) 眼目、手、肩膀的碰触、轻轻拥抱、在脸上亲吻
2) 紧握着手、在唇上亲吻、持续拥抱
互订终身有委身
3) 轻拍肢体，透过衣服接触皮肤、
等到订婚才可以
亲拍抚摸对方的身体
4) 脱去衣服、在衣着内接触、手淫
等到婚后才可以
5) 性交、性器官的接触
即便订婚之后，拥抱、亲吻的时间，
也是短短不能持续的 很容易造成越过界线的行为
也是短短不能持续的，很容易造成越过界线的行为
 提醒男女交往必须有多方面的
沟通 接触 了解
沟通、接触、了解，
身体亲密接触需要多了解，
特别注意要有限制


四、婚前性行为接触的指引
1 身体亲密的接触决定在委身有多少，第一步到第二步、…
1.
身体亲密的接触决定在委身有多少 第 步到第 步
要有限制到某一个情况，不可以超越这个关系

五、怎么样预防太早、太多、太快身体亲密接触，
而有助于两个人关系的健康？
关系的 康
两性之间的交往反应出平常的生活情况、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1. 培养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
固定的读经、祷告、崇拜、团契、做见证，
是培养以后建立基督化家庭很好的基础
2. 培养建立好的行为习惯：
 评估自己在时间、金钱上的管理，
是不是很多空闲的时间做不正当的娱乐，
会影响男女两性的交往
 诗一1-3 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整个思想被神的话语所充满，
感觉、情绪、生理，就会更多的合乎圣经

3. 省察自己平常眼目所见的一些事物，
所观看的 欣赏的 阅读的
所观看的、欣赏的、阅读的：
眼目的情欲会挑起肉体的情欲，特别男性
在
在眼目所接触的很多都是性方面的刺激，
多都是性方面
很自然会挑起欲念出来，省察眼目所见的事物 ─
拒绝接触色情网路、A 片、书刊杂志，
避免这些来沾染、沾污我们
我常提醒已婚的弟兄出差时，有很多的试探、引诱，
旁边没有任何人，没有小心谨慎，很容易接受引诱。
有一位弟兄当到每个旅馆去的时候，马上把
妻子
妻子的照片拿出来、打个电话告诉妻子
片拿 来、 个
诉妻子
我已经到了某个旅馆、就做个祷告…
 既然知道就不进入那个试探、引诱
 单身的也是更需要在这方面小心

六、如果不慎失身怎么办？
1. 向神、向人承认罪：
人是软弱的、有肉体私欲、眼目的情欲，
容易造成我们的跌倒、犯罪，
必须要向神认罪、向人认罪 ─
 这是得罪神、得罪自己、得罪对方的事情
 没有认罪时，跟神、跟人亲密的关系会受到影响，
不能体会到神更大的恩典、更亲密的关系
2 诚心诚意的悔改，从此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
2.
诚心诚意的悔改 从此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
这是双方面都需要努力
3 寻求神跟人的饶恕：
3.
寻求神跟人的饶恕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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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先计划好我们在约会要做些什么事情：
 适当的时间、地点、场合，避免消极、被动式的活动，
适当的时间 地点 场合 避免消极 被动式的活动
 像看电影，容易造成身体的接触、缺乏语言沟通
 一起事奉、探访、运动、灵修、
起事奉
修
步行、吃饭，都是可以的
 避免很晚、黑暗、不合宜的地方约会，
很晚
比较可以避免越轨的行为出现
5. 主动避免容易造成身体过度亲密接触的试探性活动：
譬如长途旅行，过夜的时候、要不要同一个房间…
 婚前避免同睡一个房间、更绝对避免同睡一个床
 避免单独逗留在他的卧室太久或太晚，
免单
在
卧
或
，
更不可在那过夜，
如果有，应该有第 者在场，譬如家
如果有，应该有第三者在场，譬如家人
这些我们事先都要有安排的

4. 学习饶恕自己：相信神的恩典会饶恕我、再次的被接纳。
 我遇到有一些人，犯了这样的罪之后，
我遇到有 些人 犯了这样的罪之后
要饶恕自己非常的困难，就变成影响到跟异性的
相处、交往，也可能表示对神的恩典信心不够
表
 彼得三次不认主，但他再次悔改认罪回到神的面前，
这也是表示对神的救恩、恩典的确信
5. 未来更谨慎设防、划定界线、标准，预防再次堕入陷阱：
不要单独在黑暗的地方、单独在不合适的时间、
场合太久，以至陷入同样的陷阱罪恶里面。
6. 拒绝撒旦的控告、宣告支取神的饶恕之恩：
 为主而活、把自己献为活祭奉献在主的面前
奉
 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当犯罪时，
时
到神 恩典 ，
是
贝 救恩
随时随地回到神的恩典里，这就是主宝贝的救恩
我们诚心诚意的悔改，从头再一次的站立起来。

我们做辅导时，要 CHECK 你们亲密到什么情况？
 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处理这个事情
 如果已经越过界线，要带他们认罪悔改，
帮
帮助他们从今以后不要再继续这样的情况
今
续 样 情
关于犯罪之后，饶恕、或是不能够饶恕自己的问题，
「神经质的罪疚感」需要接受比较专业的治疗 ─
曾经做错事情，就一再一再控告自己，
事情，
，
可能已经是二十、三十年以前的事情，
所伤害的
所伤害的人已经完全饶恕了，他还不能饶恕自己。
完全饶恕了，他还不能饶恕自 。
一位先生已经退休了，这类的事情已经谈过好几次，
他太太就当我的面说：「那是我们刚结婚时候的事，
我早就原谅你了，为什么你还是一直都耿耿于怀？」
类似的问题是属于比较是神经质的罪疚感，
需要接受更深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