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性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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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性欲望 

张成 

 

一、按照神的话，正确看待性的意念 

今天我们会谈论一个比较敏感的话

题，就是关于两性关系以及性试探。

每当圣经提到罪，很多时候都会提到

男女之间的罪，比如淫乱、奸淫等，

可见这一类的罪是非常普遍的。在古

代，这一类的罪都是隐藏的。但随着

时代的“进步”，这类事情就开始公开

了。不但公开，而且还成了可以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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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历，你有本事与否，就在乎你的

男朋友或女朋友有多少。如果没有男

朋友或女朋友，人家就会觉得你很可

怜，很笨。难怪圣经说这个世界是黑

暗的，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千

万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风气，否则你

也会成为一个愚昧人。 

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圣经是要教导

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

可能你没想到答案这么简单。神造了

人，也把这本生命手册给了我们，教

导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今天，我们不能称自己为真正的人，

因为我们没有活出真正的人的样式。

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是因为人有道

德观，能分辨是非善恶。人与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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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诚信，这不是很基本的做人道

理吗？可是今天的社会没有诚信。你

谈诚信，人家会笑你愚昧。这就是黑

白不分、是非颠倒。所以我们需要福

音，需要神的拯救，这就是圣经所关

注的。 

谈到两性关系，我

希望你真的要懂得

分辨。这个世界灌输

给了我们很多非常

可怕的价值观，这些

错误的价值观已经流传开了。很多人

以为只要是群众接受的，就是正确的。

这种假设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教会必

须教导信徒如何正确看待男女性关

系、性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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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留意到教会从来不谈这些话

题，但同时间教会又非常重视婚姻。

既然婚姻那么重要，怎么可能对性生

活避而不谈呢？婚姻肯定包括了性生

活。如果婚姻是神圣的，那么性生活

是不是神圣的呢？ 

教会为什么对性生活只字不提呢？

其实说到底，那是因为教会对性这个

话题有错误的观念。我相信一谈到性，

很多牧师、传道人都会觉得这是污秽

的事，所以避而不谈。避而不谈，最

终受亏损的是年轻的信徒，他们无法

知道该如何正确看待男女性关系，结

果他们就会深受世俗的性观念的影

响。 

我敢说绝大多数的教会和基督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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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性为污秽的事。那么我要问：既然

如此，为什么要结婚呢？教会应该辅

导弟兄姐妹们明白该怎么看待性。很

多年轻人有性的欲望、性的意念，却

不敢开口，担心说出来之后牧师会批

评他，别人会嘲笑、藐视他。正因为

教会或者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从负面

的角度看两性的关系，所以也会影响

到基督徒如何看待情欲，变成了所有

的东西都是负面的，以致不敢讲，不

敢提，结果只好隐藏起来。既然年轻

的信徒不能从教会得到正确的引导，

他们只好随从世界的风气和价值观，

这就是普遍的情况。而且对两性的一

些错误概念往往会造成很多没有必要

的内疚感，他们看两性关系是污秽的，

一旦心里有情欲的意念，他们就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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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疚，不敢寻求辅导，最后甚至不敢

亲近神，跟神的关系就疏远了。 

如果婚姻是神设立的，因为神造了

男人，也造了女人，那么很明显，性

欲也是神赐给人的，要不然男女怎么

会想到要结婚呢？人又如何能传宗接

代呢？必须明白：凡是神给的，都是

好的。因为神是美善的，美善的神不

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但为什么我

们会看性欲是污秽的呢？这是因为我

们现在所看到的、所听见的都是一些

羞耻的事。但这些跟神无关，神设立

的婚姻是神圣的。 

要明白：再好的

东西，如果我们乱

用或者滥用，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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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不好的。食物就是一个例子。再

好、再健康的食物，如果你吃多了，

就会吃出问题来。任何好的东西，滥

用或者乱用都会出问题。同样的道理，

两性关系是好的，但是今天透过性关

系带来的疾病是很多的，艾滋病就是

其中之一，完全是性放纵所带来的恶

果。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要正确地明白性

欲和两性的关系，也要纠正一些错误

的观念。我们先看一节经文，马太福

音 5章 28 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

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之所以对性欲有负面的看法，是因

为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圣经的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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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耶稣的这番

话。这里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我

们怎么理解耶稣的这番话呢？ 

或者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学校或

者单位看见英俊潇洒、貌美如花的异

性，会有何反应？有没有非非之想

呢？我想多少都会有一些非非之想

吧，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你还没有结

婚，更会往这方面想，同意吗？或者

我更进一步问你一个问题：当你在电

影里看到男女亲密的镜头时，你会想

什么？我们要实事求是。这是正常的

成长过程，你肯定会有性幻想，关键

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看待？如

何有节制地去克服这些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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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有了性幻想，你就起了淫念，

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多多少少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问题是，如果按

照耶稣的话，你已经犯了奸淫了，怎

么办呢？如果你这方面比较弱，你就

是天天都在犯奸淫。我们该怎么理解

耶稣的这番话呢？是不是一旦有了念

头，就已经是犯了奸淫？ 

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正确看待性意

念。有一点我们要明白，人是有想象

力的，圣经没有禁止人想象。很多人

都读过雅歌，读雅歌时都会觉得尴尬，

因为里面对男女关系的描述很不“体

面”，不应该出现在圣经里。雅歌书有

很多对人体很形象的描写，难免会引

起人的想象，可见圣经不介意我们想

象。我们要明白人是有想象力的，圣



 

10 

经也没有说不允许我们想象，但关键

是你必须懂得控制你的思想。 

我们也必须接受一个

事实：喜欢漂亮是人的天

性。我们不用假装自己不

是这一类的人。我们看到

漂亮的异性，难免会多看

一眼。如果不懂得控制自己，就会开

始想象。如果思想停不下来，就会失

控。人就是这样的。但我们必须正确

地明白圣经的教导，不能以我们自己

的经历或观点来解读圣经。错误地解

释主耶稣的这番话会引发许多问题。 

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神会按照我

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圣经从来没有

说神会按照我们的意念来审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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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我们就很麻烦了。圣经没有说

意念等同于行为。如果意念等同于行

为，有淫念就等同于犯淫乱，那就干

脆犯淫乱好了。所以，正确地解释圣

经很重要。如果你错误地辅导了弟兄

姐妹，让他（她）觉得有意念就等同

于犯了淫乱，他（她）就干脆犯淫乱，

反正都是死路一条。耶稣在这里的意

思并不是说，你有了意念就等同于淫

乱。 

所以，错误地理解主耶稣这番话就

会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比如，年轻

信徒就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内疚感，这

些内疚感就会导致他们逃避牧者，甚

至离开教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

犯了淫乱。年轻人对异性有非非之想，

也会常常被这些意念困扰，他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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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长辈的辅导才能胜过这些意念。

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牧者

告诉他们性欲望是污秽的，是犯了淫

乱，那么他们就再也不敢找牧者谈论

这个话题了。 

我们来看看耶稣的这番话是什么意

思。耶稣是要警告我们，淫乱是从意

念开始的，你必须想办法控制意念。

如果你不控制你的性幻想，那么持续

地幻想最终会导致你犯罪。 

你必须明白人的构造，我们接触东

西是靠感官。眼睛看见、耳朵听见的

就会进入你的意念，演变成幻想或者

想象。如果这个意念不受控制，必然

会演变成行动。这就是耶稣要警告我

们的。这个行动什么时候会行出来



 

13 

呢？在乎机会。如果你的意念、幻想

不受控制，那么下一步只是在等候机

会把你所想的行出来，这是一个过程。

你看了，就会想；想了，就会想更多；

想多的时候，你就会动手动脚。这也

是耶稣说要剜眼砍手的意思：你要想

办法不惜代价控制它。我们看一节经

文，雅各书 1章 15 节：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

长成，就生出死来。 

圣经提醒我们，私欲酝酿久了就会

怀胎，跟着就会生出罪来，就是行动，

最后的结局就是死。犯罪是一个过程。

你不会突然间向一个人发脾气，你心

里面对这个人的情绪肯定已经酝酿很

久了，一找到机会就会发泄出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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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罪都是一个过程，你不会突然间

莫名其妙地想犯罪。男女之间的罪也

是一个过程，如果你不懂得控制，就

必然会犯罪。但不要因为你有一些意

念就很内疚，觉得自己犯罪了。千万

不要有这种不必要的内疚感，你要学

习去控制这些意念。如果你觉得很难

控制，可以找牧者谈谈，千万不要因

此远离神。 

众所周知，大卫曾经犯了淫乱和谋

杀罪。大卫怎么会犯了杀人罪呢？因

为他喜欢上别人的妻子。他怎么会喜

欢上呢？就是有一天，可能他午休起

来，在王宫的平顶上走来走去，看到

一个女人在洗澡。之后，他做什么呢？

肯定他在想：这女人是谁？我想见见

她。于是就把她召来王宫看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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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喜欢上了，就跟她发生关系，一

连串的罪就跟着发生了。他为了遮掩

所犯的淫乱罪，就设计谋杀了那个女

人的丈夫。 

大卫犯奸淫不是因为他在王宫的平

顶上看了那女人一眼，也不是因为把

她召到王宫来见面，他和拔示巴犯罪

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犯了奸淫罪。但

那一刻是一个过程，因为他没有控制

他的意念。如果你不想犯罪，就要控

制你的眼睛。这是很实在的建议，因

为没看到、没听到的东西，你也无法

幻想，所以最根本的方法是要留心你

的眼睛。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过程，

一旦你的意念不受控制，你必然会犯

罪。所以，如果不想犯淫乱，就必须

在意念的层面上有节制，这一点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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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说到意念，健康的年轻人难免会有

性幻想，难免会对两性关系好奇。如

果你只是出于好奇，胡思乱想，我觉

得这是正常的，但你要懂得去控制它。

但是有些意念你要非常小心。比如你

幻想的对象是一位有夫之妇或有妇之

夫，那么这种意念就是淫念了，因为

这种的意念就等于是想勾引对方，想

破坏别人的家庭。 

如果你的意念是一个具体的对象，

那么你要小心了，这不再是一些虚幻

的对象。如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对象，

在生活中你能接触到的，你要非常小

心，这会促使你犯罪，因为对方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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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概括地说，一个健康的人有

这种的好奇或想法，在某个程度上是

正常的，但你必须要控制它。一旦失

控，就会有问题了。我这样说，只是

不想你们有一些不必要的内疚感，不

希望你们一有这些念头就很自责，甚

至不敢看圣经，不敢祷告。这是没有

必要的。只要你明白神的心意，圣经

的教导，尽量回避这些念头或者让它

一闪而过就行了。 

二、手淫、自慰 

我要谈论一个更敏感的话题，就是

手淫。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没有

人敢直接谈论它。手淫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健康生理的反应，透过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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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生殖器产生快感，慢慢就养成了

习惯。男女都会有，可以说是健康生

理成长的必经之路。女孩子跟男孩子

交往时尽量不要有身体上的接触，因

为会有生理上的反应。可能他（她）

原本没想什么，却因这跟你在身体上

的接触，诱发了他（她）的生理反应，

而生理上的反应自然会带来意念上的

反应，结果你就成了他（她）的试探，

好像是在诱惑他（她）犯罪了。 

如果你的手淫是没有具体对象的，

那么这只是一个健康生理的反应。年

轻人如果没有任何性欲望，这是不正

常的。关键是要懂得如何控制这种欲

望，不懂得节制就会形成手淫、自慰

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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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有一点你要小心的是：

一旦你有过多的性幻想，自然你会寻

求一些方法来满足你的欲望。如果你

没有具体对象，就会用手淫来满足欲

望。这对你是很不利的，会形成长期

的习惯，削弱你的意志力、节制能力。

这一点你真的要非常小心。所以我说，

你必须学习在意念上控制自己，这样

才不会陷入这种失控的习惯。 

自慰不能说是罪，我不想加重你们

的负担，加重你们心里的内疚感。但

我要强调：这不等同于你就可以在手

淫、自慰上放纵，因为这会带来相应

的后果。正如我说，你的意念若不受

控制，必然就会有所行动。男孩子可

以有很多途径把意念演变成行动，比

如找妓女、强奸、非礼等，或者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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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向女士毛手毛脚。女孩子幻想多

了，自然会希望有男人主动来接触你，

你就被动地成了猎物，等候人来猎取

你。很多女孩子会在短时间内跟不熟

悉的男人发生关系，这是因为她们已

经有一段长时间的性幻想，所以一旦

有机会就失控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控制不了自己的性

欲，必须用自慰的方法来解决，那么

我只能说这是下策，总比犯淫乱好多

了。但是千万不要放纵，否则你真的

会失控。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好像看

电视剧一样，人很容易会沉迷在当中，

不能自拔。更何况性欲，如果你不懂

得控制它，它就会控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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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应付情欲的困扰 

最后，我们来谈谈如何应付情欲的

困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提醒我们要

留意我们的意念，如果你不想犯淫乱

的罪，就不要放纵自己的意念。如果

不想放纵意念，就不要游手好闲。古

人说“饱暖思淫欲”，通常在太舒适、

空闲的时候，你才会有时间去幻想。

饥荒、打仗的时候，你就没有精力去

想这些东西了。 

比如说，有些人

在空闲的时候会看

电视、看小说，你

看什么就会想什

么，这就是耶稣想说的。为什么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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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会起淫念呢？耶稣说的“看”，语

法上不是只看了一眼，而是持续地看，

就是看了一眼后，想再看第二眼、第

三眼……，持续地看就会有非分之想。

不是说在路上你看到一个女人走过，

觉得她很美，突然间你就有了淫念。

一般不会的。淫念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锁定了一个目标，反复地看，反复地

想，才会产生的。 

可见你眼睛所接触的东西就会影响

你的意念。女孩子喜欢看韩剧，容易

迷上那些浪漫的情节，看多了就会影

响你的意念。特别是在临睡前看了韩

剧，里面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你的脑

海里盘旋，难免你会有幻想，因为那

一刻你的脑袋是最空闲的。有些人在

梦中也会梦见剧情。所以，如果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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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受这些意念搅扰，你就不能游手好

闲、无所事事。你可以选择做一些有

意义的事，不要让自己胡思乱想。 

我有一个习惯，读圣经时有很多难

懂的经文，我就会记下来，临睡前就

会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反复

思想，慢慢就睡着了。这是我信主后

发现的一个秘诀，对我是挺有帮助的。

如果你可以培养这个习惯，主的话也

会烙在你的心里。 

1、逃避 

我们看一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提摩太后书 2章 22 节：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

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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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建议。不要忘

记提摩太是一个牧师，如果连牧师都

要逃避不好的私欲，更何况我们呢？

如果你看见的、听见的会影响你的意

念，那么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逃避。

如果你知道某部电影有一些场景会影

响你，那么你就不要看了。或者你知

道某本书的内容会挑起你的情欲，你

就不要看。你应该回避这些试探，否

则接触多了，就会倍受困扰。 

较之于二十年前，今天的年轻人更

难应付试探。比如上网，你本来没想

看什么不好的东西，但突然间一些图

片就会自动冒出来。冒出来之后，要

么你赶紧关了（女孩子还好些，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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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片都是针对男孩子的）；如果你

多看一眼，你就会想：点击之后会不

会有更精彩的图片？它会进一步地诱

惑你，挑起你对异性的性幻想。很多

男孩子因此就陷在里头了。 

比起以往，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

面对的试探更多、更大，因为这是一

个黑白颠倒的世代。世界灌输给你的

婚姻观就是性关系，婚姻纯粹是为了

满足个人的性欲望，友谊、关系都不

重要，只要有性关系就行了。这是错

误的观念，这也是导致高离婚率的原

因之一，因为一旦你的性欲满足了，

还有什么能维持你们的关系呢？只有

友谊才能维持彼此的关系。但友谊是

需要时间培养的，不是“一夜情”能

够建立起来的。很遗憾的是，世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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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给年轻人的就是这种错误的观念：

爱情就是一夜情，结婚就是为了性行

为。甚至父母都会告诉你，结婚是为

了生孩子，而且要生男的。我们把神

为人设立的崇高婚姻观给彻底摧毁

了。 

2、逃避不是办法，还要追求真善美 

保罗要提摩太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其中一样最明显的就是性欲的试探。

如果你知道自己这方面比较弱，就更

加要逃避。但光逃避也不是办法，所

以保罗也给提摩太一个建议：你要追

求。意思是你不能只是消极地逃避，

你的生命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基督徒要追求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27 

所以我常常鼓励基督徒生活要有规

律，要多运动，否则你精力过剩，就

会胡思乱想。很多人上完班后都很累，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想睡觉。下班回家

睡了觉之后，晚上就睡不着了，有的

人会失眠，那么躺在床上会做什么

呢？就是胡思乱想，甚至是性幻想。 

运动，除了让我们有

健康的身体，也让我们

有健康的生活，不至于

在不该睡觉的时候睡

觉，该睡觉的时候睡不

着。现今很多年轻人的

生活是昼夜颠倒、乱七

八糟的，如果生活失控，没有节制，

那么你的生命也不会有能力胜过情欲

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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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交朋友要谨慎 

保罗鼓励提摩太追求公义、敬虔、

仁爱、和平的生活，而且是要和志同

道合的人一起追求。所谓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可见我们交什么样的朋友

至关重要。你要主动跟那些敬畏神的

人一起追求过敬虔的生活，这样神才

会赐福给你，让你过得胜的生活。那

些鼓吹色情意识形态（如性开放、同

居、看色情录像等）的朋友，一定要

远离他们，否则就是在削弱自己的节

制能力，玩火自焚。 

4、常常让神的话存在你心里 

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你要常常把神

的话存在心里，让神的话时刻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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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你。神的话可以像保护伞一样保

护你的心，使你不致陷入到试探中。

而且你还要常常藉着祷告亲近神。我

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一旦我们有不

好的意念时，心里就感到内疚，不敢

来到神面前，不敢向神祷告了。恰恰

相反，我觉得这时候你更需要神，因

为你软弱，所以你更加要亲近神。 

为什么听道要做笔记呢？做笔记不是

为了给牧师看，而是为了反复思想所听

见的道。透过反复思想，神的话就会慢

慢进入你的心里。可能现在你没觉察到

什么，但在关键时刻，神的话就会从我

们心里冒出来，提醒我们当如何行事。

这就是神的话的奇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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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很难胜过，可以找老师沟通 

如果你在情欲上有很大的挣扎，非

常难胜过，你应该找你的牧者沟通。

你千万不要像亚当和

夏娃那样，犯罪之后

就想方设法躲避神。

逃避或者隐藏只会令

情况越来越糟，因为魔鬼会藉着你的

软弱来控诉你，最后令到你跟神的关

系越来越疏远。所以在两性问题上，

如果有些事情你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你可以找牧者谈。你要信任你的牧者，

他们不是在辖管你，更不会故意找机

会惩罚你。他们是神为你预备的老师，

作你随时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