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T0198《焦点讨论 : 剖析情欲陷阱》

《今日家庭生活》
《焦点讨论 : 剖析情欲陷阱》
0134 2_1 Anatomy of Lust
～开场音乐～
神对于每个家庭和婚姻有什么美意？祂立下了什么原则让我们去遵循？您知道
吗——敬畏神的家庭可以改变全世界！让《今日家庭生活》节目告诉你！
鲍勃：

听众朋友请注意，今天节目内容是不适合儿童收听的,现在请安排儿童
去到没有收音机的地方。

鲍勃：

今天的帮助，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今日家庭生活》节目。
我是鲍勃，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丹尼斯。
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是情欲，尤其是色情的诱惑和捆绑。

丹尼斯:

我对色情的祸害特别感触良多, 因为知道一些男士一旦上了
瘾, 会损害他的灵性､婚姻､家庭及声誉。多年前我看过一本杂
志叫做「领导力」, 里面有一篇特稿的标题是「内心争战」, 内
容是一位匿名传道人剖白自己在情欲上的挣扎。
看到传道人也深受其害, 一般信徒更加要提高警惕了。尤其是
年青一代，对色情的毒害警觉性不高, 我们作父母的, 要好好
地教导子女, 认识色情的害处, 因为它对灵命的破坏力很大,
必须视它为头号敌人。

鲍勃:

这三天，我们会重点介绍的那篇由传道人写的文章, 透过他的
经验, 认识面对情欲诱惑的种种挣扎, 如何由无法自拔的苦
况, 历尽艰辛, 最后经历神的救赎及释放。

丹尼斯:

鲍勃:

作者愿意剖白自己陷入色情捆绑的经历, 是希望其它基督徒,
在面对诱惑时找到出路。
作者一开始便指出, 他不是一个冲动的年青人,跌入色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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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 不是因为血气方刚､好奇及冲动而跌倒。一开始，他是
由于掉以轻心及自欺, 然后行使成人的自主性，刻意地选择
了接触色情信息，并且为自己的决定自圆其说，最后没法自
拔。
据这位传道人说，有一次他去了外地, 当天晚上翻阅导游给
他的宣传单张, 有一张是介绍所谓艳舞的, 就是由衣着暴露
的女士表演跳舞, 他看了之后, 第一个念头是, 我不应该看
这类表演, 于是留在酒店房间电视, 他感到百无聊赖, 突然
脑海浮出另一个念头, 对自己说；看一下艳舞, 应该问题不
大吧。
丹尼斯:

他心中的两个念头, 使我想到圣灵与情欲相争, 使他不能做
所愿意做的。

鲍勃:

結果，他坐上了出租车, 去那个表演场所, 他怕被人发现,还
在前一个路口下车, 然而, 他心里有另一个念头, 就是希望
遇到认识的人, 他心里想:「神可能这个时刻介入, 使我碰见
认识的人, 帮助我打消去看表演的念头。」跟着他也内心作了
一个祷告, 问神他要不要不再往前走, 他不断回头张望,结果
看不到认识的人。
两个小时之后, 他从表演场所出来, 内心感到刺激, 但又感
到疑惑, 怎么内心没有罪疚感?

丹尼斯:

情欲和嫉妒、骄傲有些相似, 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觉察到是罪,
使人容易滑入陷阱。

鲍勃:

这位传道人在文章中指出：在回家的路途中, 他反复问自己,
去看那场艳舞是不是罪? 结果他安慰自己说:「耶稣曾说过看
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我在看台上
的人表演时, 的确没有动过淫念, 应该不是犯罪吧。」

丹尼斯:

鲍勃, 当你在引述那位传道人的文章时, 我想到了罪那种迷
惑人的力量, 请你为我们读出雅各书一章 12 至 15 节。

鲍勃: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 必得生命
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人被试探, 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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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各
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 就
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丹尼斯:

相信那位传道人读过这段经文, 也明白它的意义, 甚至也曾
在讲道时引用､宣讲这段经文。 然而, 教牧同工也是人, 并不
会对罪有额外的免疫能力, 当他凭着主观感觉, 不觉得受责
备时, 便已经陷入了险境了, 活像一条鱼, 见到鱼饵不觉得
危险，但是张开口吞下后, 便无法摆脱了!

鲍勃:

面对这类诱惑,真的要特別提高警觉性。

丹尼斯:

是的, 当我们读到雅各书一章 15 节时, 要看成是当头棒喝,这
段经文仿佛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喝止读者和听众, 说:「小心呀!
你若容许私欲怀了胎, 便会生出罪来, 罪一旦长成, 便生出
死来的!」
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如果人一犯罪便马上面对极严重后果,
便没有什么人敢犯罪了。」
男性在面对色情的诱惑时容易跌倒, 最主要的原因是诱惑掩
饰得很好, 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危害, 它可能只是一本杂志
里面的一些图片, 也可能是一本书里面描述的一些情节。
我曾经看过一本所谓属灵小说, 当我读到内容描述到两性之
间的交往时, 内心便开始不平安, 后来经过灵修及经文默想
之后,便看清楚那本书的性质，是一种引人想入非非的诱饵,
于是我便毅然把那本书丢入垃圾箱。

鲍勃:

面对色情的诱惑, 实在要在心里把它消灭于萌芽阶段, 行为
上要头也不回地离开。

丹尼斯:

很多男士到外地出差或旅游要住宾馆的话, 都会面对房间里
的电视机播映色情电影的诱惑, 我很感谢主的保守, 从来没
有在这方面跌倒, 但根据过来人告诉我, 他们的心路历程和
刚才引述那位传道人的遭遇差不多, 都是一个人在酒店房间
百无聊赖, 开始时挣扎要不要看, 然后进一步想, 看一些预
告短片, 不碍事, 反正不是看整套电影, 然后, 内心又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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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妥协, 后来索性按钮, 去看整套的电影。
鲍勃:

那位传道人, 在文章中表示他对「情欲」这个题目曾做过一番
研究,他发现动物的世界里, 往往只在每年某一段时候, 才会
出现较强的性欲, 其余时候对性不感兴趣, 于是他概叹, 为
什么神造人也不用同一种设计, 若每年只在某段日子才情欲
旺盛, 他便可以严阵以待, 他质疑神给予他强烈的欲望, 却
严加限制如何使用它!

丹尼斯:

他把性欲独立抽出来说, 似乎言之有理, 其实, 强烈的情欲
又岂只是性欲呢? 对他来说, 是性欲, 对其他人来说, 可以
是美食､醉酒､仇恨､争竞､恼怒､结党和纷争等。
因此, 我们应该反省的是, 自己有没有顺着圣灵而行, 使我
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因为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
体连肉体的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鲍勃:

那位传道人也指出, 一旦陷入情欲, 便一次比一次追求更大
的刺激, 才可以感到满足, 結果永无止境地追求刺激。

丹尼斯:

他的确道出了一个事实, 当一个人容许自己去思想及观看那
些诱人的信息, 便会被辖制。因此箴言警戒我们要远离, 箴言
六章 27 至 28 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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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场音乐～
鲍勃:

顺从圣灵或是顺从情欲, 选择是在我们手上的。
今日家庭生活，今天的帮忙，明天的希望。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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