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

第七课 小心性试探
第七课…
第七课
…

但是经常会遇到的挑战 关键性的课题
但是经常会遇到的挑战、关键性的课题。

小心性试探

中国古话 ─ 食、色，性也，吃与情欲是人之本性。
今日的媒体 触眼所及
今日的媒体，触眼所及…
都是社会大众喜欢探讨、会谈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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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试探的话题，在教会当中、包括传道人都难以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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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男女生理构造的不同，
 男性多半重眼目的情欲，女性看重感觉跟气氛
男性多半重眼目的情欲 女性看重感觉跟气氛
 所以虽然男女都面对情欲的试探，
但在比例上 男性仍比女性为高
但在比例上，男性仍比女性为高
不管年轻人血气方刚、中年人意气风发、
老年 寻找迟暮之春的年纪
老年人寻找迟暮之春的年纪，
都有可能在「情色」方面遇到试探。
有不小的篇幅在谈论「情色」的议题，
这些教导在今日性开放的社会中，
 会不会让人感觉思想落伍、封闭落后？
 但今日许多社会的问题，
不正是离婚率攀高、性伦理崩溃所产生的结果

箴言五到七章

箴言的教导再次提醒我们省思目前的社会现象，
再次提醒我们省思目前的社会现象
思考如何提醒自己，教导儿女、下一代的年轻人

自古以来，不管是吃、情欲，常是人生活的一部份，
如何面对、又能安然自处，节制却不受辖制，
是圣经经文教导我们的内容…

1. 小心诱惑就在你身边 五1-14，六20-35
五1-2 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词，

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
古时以色列没有国民义务教育，
第 个接触的学校就是家庭，
第一个接触的学校就是家庭
民间或宫廷有智慧人，针对社会现象提出教导…
谨守谋略 ─ 小心明辨或谨慎小心
嘴唇保存知识 ─ 言语持守知识
透过经年不断累积或训练 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
透过经年不断累积或训练，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



箴言中智慧人
中智慧人一切的提醒，
切的提醒，
都是为了引导人回到敬畏神的基准点
 遵行主的诫命，且在不断操练中，
帮助更有智慧去面对生命多方面的诱惑


箴言带有对社会教化的功能和意义 ─

诗十九10-11 形容上帝的律法：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况 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箴五4-5



女色对当政者、年轻人、老百姓，都是致命的吸引力！
对当政者 年轻人 老百姓 都是致命的吸引力！
有名望、财富的人，很容易在世俗潮流当中，
被灌输 种理所当然的享受 ─
被灌输一种理所当然的享受
因着成功，偶尔风流也是正常的
 不论对男人、女人，社会道德的价值观都在崩解，
不论对男人 女人 社会道德的价值观都在崩解
带给我们错误的世俗引导


对比的却是淫妇的话，她们
的却是淫妇的话 她们 ─

嘴滴蜂蜜，口比油更滑，
至终却苦似茵蔯，快如两刃的刀。
六25 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
暗喻敌对上帝的世俗做法 ─
人悖弃上帝的话语、追求世俗的价值观
犹太人的口头传统著作《他勒目》─
有四种尺度可以测量一个人，
那便是金钱、醇酒、女色、对时间的态度。
便 金钱 醇酒 女色 对时间的态度

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 ─ 高尔夫名将老虎伍兹，
 享有如日中天的声誉，比赛屡屡得胜
享有如日中天的声誉 比赛屡屡得胜
 有美丽的妻子，拥有幸福的家庭、孩子
 形像健康美好，受邀拍广告，为产品代言
形像健康美好 受邀拍广告 为产 代言
一场车祸揭露了他一连串的风流情史
场车祸揭露了他 连串的风流情史 ─
与伍兹有染的情人已经达到两位数…
他虽然信誓旦旦要无限期
退出高尔夫球界，好好经营家庭，
但不到半年又复出 而且继续传出风流事
但不到半年又复出，而且继续传出风流事。
2010跟妻子离婚收场，
付上7.5亿美金的赡养费、美好声誉、
良好形象，因着他不断陷入致命的性吸引力，
身陷其中无法自拔的缘故。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终久，你皮肉和身体消毁，你就悲叹。
六26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五9-11

陷入致命吸引力的人，可能纵欲伤身、尊荣及财富受到亏损
 好色嫖妓、与有夫之妇通奸，一定会受罚，
不仅身体受到伤损，招徕羞辱，
也可能倾家荡产、付上昂贵的遮羞费用


再来比对箴言中的教导，
古老的希伯来智慧文学当中，早就做了深刻、直白的提醒 ─
致命的吸引力 可以摧毁一个人幸福的家庭、
败坏他的名声
六27-28
六27
28

人若怀里搋火，衣服岂能不烧呢？
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

玩火的人 定导致自焚的结果
玩火的人一定导致自焚的结果。

十诫当中有两诫谈到情色的试探 ─
不要奸淫
第十诫 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
也指不要贪恋别人的丈夫
第七诫

2. 留意跟配偶的关系经营 五15-23
夫妻关系的冷淡、疏离，容易导致彼此双方遇到性的探试。
有问题的夫妻，不一定都会发生外遇…
 但是夫妻之间长期缺乏沟通、关系冷淡，
一定会让婚姻蒙上阴影，
一旦有外者介入，就更容易导致婚姻瓦解崩溃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你的泉源岂可涨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
惟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

五15-17
五15
17

 含蓄的比喻 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 鱼水之欢…
 《他勒目》把夫妻性生活比喻为生命之河，
《他勒目》把夫妻性生活比喻为生命之河

像解渴的清澈水源，让人感到生命与活力
 婚外性生活像破掉的井、泛滥的河水，
婚外性生活像破掉的井 泛滥的河水
流到街上，造成破坏、伤害


不自然且不健康的状况 ─
箴五20 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
我儿 你为何恋慕淫妇？
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圣经多次记载，以色列男人做了得罪上帝的事，
圣经多次记载
以色列男人做了得罪上帝的事
 民数记 巴兰让外邦女人色诱以色列男子，
把外邦女子带到自己的帐幕中行房 背弃自己的妻子
把外邦女子带到自己的帐幕中行房，背弃自己的妻子
 玛拉基书 指责以色列男子以诡诈对待他们的妻子 ─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
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
都是我所恨恶的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 不可行诡诈 」
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
玛二15-16

《他勒目》不可毫无理由的欺负妻子，
因为神在数算着她所流下的眼泪。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她如可爱的麋鹿 可喜的母鹿 愿她的胸怀
她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
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五18-19

妻子如可爱的母鹿，秀丽的母山羊；愿她的乳房
时常让你满足；愿她的爱情让你不断地恋慕。
这是箴言中的一首情诗，
作者希望结婚的人，能从婚姻中的性生活得着满足。
 我们信仰认定，「性生活」是上帝赐给夫妻的礼物
 雅歌书 ─夫妻间的鱼水之欢是自然且健康的
夫妻之间不能只靠肉体的吸引…
还是在灵性上的属灵同伴 精神上彼此心灵的捕手
还是在灵性上的属灵同伴、精神上彼此心灵的捕手，
就是身心契合、长长久久，经历深邃的委身情感。
《他勒目》在世上无法替换的东西 就是从年轻时结婚
《他勒目》在世上无法替换的东西，就是从年轻时结婚，
一直到年老都生活在一起的老夫老妻。

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
上帝憎恶对 偶 忠
上帝憎恶对配偶不忠、不好、不公、不义，
好
公
义
以诡诈手段或家暴行为对待配偶的人。
五23 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
他
受训诲就必 亡
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
五21

婚姻维系的枢纽不会只是透过性，
 但往往是恶者拿来破坏夫妻感情的因素之一
但往往是恶者拿来破坏夫妻感情的因素之
 在电子通讯发达的时代，网路结交朋友、
发展 夜情 外遇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发展一夜情、外遇，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年轻人也很容易受到同侪、媒体影响，
年轻人也很容易受到同侪
媒体影响
血气方刚的生理冲动，
陷 致命的 引力 试探当中
陷入致命的吸引力、试探当中不可自拔
自拔

3. 年轻人要小心性试探 七1-27

七22-23 少年人立刻跟随他，

好像牛往宰杀之地
好像牛往宰杀之地，
又像愚昧人带锁炼去受刑罚，
直等箭穿他的肝 如同雀鸟急入网罗
直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
却不知是自丧己命。

描述无知的少年人蹑手蹑脚的往淫妇的家靠近。
8-9从街上经过，走近淫妇的巷口，直往通她家的路去，
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
暗喻年轻人愈走愈黑暗，愈陷愈深…

七6-27

淫妇是有夫之妇，不守妇道，
趁丈夫出外经商勾引少年，
13-15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
「平安祭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
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
用宗教理由合理化淫乱行为 ─
以色列曾经历迦南人敬拜淫乱仪式…
19-21我丈夫不在家，…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
我丈夫不在家
必到月望才回家 淫妇用

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

这种拿宗教理由来掩盖个人淫荡的作法，
在今天的社会中也不是没有看到 ─
用宗教理由来吸引无知的人，
中国异端东方闪电
中国异端东方闪电可以看到。
看到
异端复制了基督教的信仰，
但合理化的发生淫乱行为，
 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包装来笼络人入教
 将没有真理根基、不好好认识上帝律法、
解神 命
督 ，引导
异
了解神诫命的基督徒，引导他们陷入异端

箴言 ─ 这些不经察验而陷入诱惑的人，
像牛被牵到宰杀之地、愚昧人带着锁炼去受刑罚
像牛被牵到宰杀之地
愚昧人带着锁炼去受刑罚
 陷入致命的吸引力，最终结果 ─
一定会带来个人声誉 财富 身体 家庭的伤害
一定会带来个人声誉、财富、身体、家庭的伤害，
不得不慎！


无知的年轻人，因为缺乏智慧与洞察力，
使得他像是一个猎物被套牢、无法自拔
 淫妇趁丈夫不在，不守妇道，
把丈夫带回来的绣花毯、埃及线织的花纹布，
铺床、熏榻，背着丈夫偷情


如此不忠的女人，竟让少年人着迷不已，
凸显出他的愚昧与无知。
凸显出他的愚昧与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