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告
是次講道部份內容和幻燈片
可能會對有些會眾引發不安



引言：

1.一個性文化瘋狂的世代
離婚，再婚，墮胎

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

同性戀

色情業務

例子：電腦廣告也要這樣？！



2.性文化對教會帶來的衝擊
悉尼華人教會也不倖免！

3.哥林多教會 -一間淫亂的教會

4.從四方面去探討淫亂這個問題



一、保羅的教導 -要逃避淫行 (18)
「你們要逃避淫亂的事。人所犯的，無論是甚麼
罪，都在身體以外，但淫亂的人所做的，是冒犯
自己的身體。」(環球聖經譯本)
1. 淫亂(porneia) -一男一女的婚姻之外的性
行為

2. 要逃避，不要抵擋
3. 例子：約瑟逃避主人之妻 (創39)



二、重溫神對性的設計
1. 神創造了我們的身體是為了祂的榮耀（13）
「『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而且神要把肚腹和
食物都除掉。』但身體不是為淫亂，而是為主；主也是
為身體。」

2. 神設計我們的身體是為了我們永恆的好處
（14）
「神已經使主復活了，還要用自己的大能使我們復活。」



性是關係(relational) - 創2:24
性是盟約(covenantal) - 瑪2:14
性是親密的(intimate) - 弗5:22-23
性是多產的(fruitful) - 創1:28
性是無私的(selfless) - 弗5:28-31
性是複雜的(complex) - 太5:28
性是互補的(complementary) - 創2:18



三、認識罪的迷惑性（羅1:18-32）
1.罪會迷惑我們的心
由拒絕去認識神開始（1:18-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21)

2.罪會迷惑我們的思想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
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
(22-23)



•前香港大學精神科教授
吳敏倫

•「不論夫妻數目多少，
只要大家是成年人和全
都同意，政府都給他們
一個合法登記，承認他
們的婚姻。」

•這叫多元婚姻
Polyamory（多夫多妻制）



台灣同運領袖卡維波的性解放：

以下「性傾向」全無問題：
「同性戀、雙性戀、第三者、濫交者、
賣淫者或其他性工作者、豪放女、群交
者、易裝戀、變性戀、家人戀、跨代戀、
物戀、動物戀、排泄戀、屍戀、SM、綑
綁戀、窺視或觀淫戀、露陰或展示
戀﹒﹒﹒」



3.罪會迷惑我們的慾望
「所以，神任憑他們逞着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
此玷辱自己的身體。」(1：24)

4.罪會迷惑我們的行為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
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
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
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1:26-27)





四、返到耶穌基督的救贖
1. 耶穌已經買贖了我們的身體（6:19-20）
「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殿嗎？從神而
來的聖靈，就住在你們裏面。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不是
屬於自己的嗎？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你們務必用
自己的身體榮耀神。」

「重價」- 耶穌基督的寶血
目的–在身體上榮耀神



2. 耶穌已將我們的身體與祂的身體聯合起來
(15-17)
「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就是基督的肢體嗎？那麼，
我可以拿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嗎？絕對不可！難道
你們不知道，人跟娼妓結合，就是與她成為一體嗎？因為
經上說：「兩個人成為一體。」但人與主結合，就是與主
成為一靈。」

當我們容讓自己去接觸一些淫亂的活動時，就是將
基督一齊帶去參與這些淫亂的活動！

3. 務要脫離情慾的轄制(12)
「『甚麼事我都可以做』，但不是甚麼事都有益處。『甚
麼事我都可以做』，但我卻不受任何事轄制。」



總結：

1. 要逃避淫亂的事，不要得罪自己的身體。
2. 用自己的身體榮耀神。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
也是甚麼。順着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着
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加6:7-8)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自欺！
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
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林前6: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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