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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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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节目中, 我们借着一个传道人写的文章, 了解到一个男
人堕入情欲陷阱的心路历程,

丹尼斯:

我曾指出性欲和其它情欲一样, 解决的办法不是推卸责任,
乃是认识到人可以选择顺从圣灵, 而不选择顺从情欲。从圣经
箴言第六章 20 节开始, 我们看看父亲情辞恳切地教训儿子,
要远离那些诱惑人的处境。鲍勃, 有劳你从 20 节读到 26 节。

鲍勃:

「我儿, 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要
常系在你心上, 挂在你项上。你行走, 他必引导你, 你躺卧,
他必保守你, 你睡醒, 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 法则是
光, 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你远离恶妇, 远离外女谄媚
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 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因
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 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丹尼斯:

经文內容跟着问了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如果人在火炭上行
走, 他的脚怎能不灼伤呢? 凡是和别人的妻子通奸的, 也是
这样, 都不免受罚。
写文章剖白受情欲辖制的传道人，虽然并不是通奸的问题,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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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纵容自己的思想一再幻想, 又容许自己的眼目一再观看衣
着暴露女子的表演, 以致自己无法摆脱, 上了瘾之后,还瞒着
太太。
鲍勃:

他又自欺地说: 「我自知抗拒不了诱惑, 但我不会看那些低俗
品味的色情书刊, 只会读那些高质素的色情杂志。」
他又给了自己几个合理化的解释理由:
(一)裸体也是一种艺术, (二) 他选看的杂志虽然刊登了裸照,
但专栏文章的质素是很高水平的, (三)看一些挑逗性的照片,
对他和妻子的闺房之乐有促进作用, (四)还有很多人比他差得
多呢!(五)在思想上幻想一下没有什么不妥。

丹尼斯:

这位朋友为自己沉迷情欲而自圆其说的五个理由, 都是自己
欺骗自己的谎言, 这些谎言可怕的地方, 是会使人埋没良知,
用谎言代替真理, 越来越陷入自欺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他对情欲诱惑的态度, 不是及早避开, 消灭于萌芽阶段, 乃
是待它像朋友般不离不弃, 这样下去, 实在是玩火, 迟早会
使自己的灵命受损、直至完全败坏。

鲍勃:

在文章中, 他进一步为他陷溺情欲而作出合理化解释, 他说:
「我阅读过不少关于面对诱惑的书本和文章, 但都帮助不大!
那些内容说来说去, 都不过是一些叫人远离诱惑的建议,
这些建议真的是知易行难呀! 其中一些书本的作者, 且是
我认识的, 他们在面对情欲的诱惑方面, 还不是和我一样
有挣扎、有过失败? 」
「事实上, 我在讲台上也曾经多次讲道, 内容都是教导人如何
对付诱惑, 但抚心自问, 教人怎样做来胜过诱惑, 是不管用
的。在理性上, 我同意这些建议背后的神学理论和基础, 但
一旦接触引诱时, 我的身体反应便身不由己了, 我也拿它没
法, 因此, 仅仅告诉人不要做, 是不足够的, 正如你对一个
饥荒中的人建议说:他要停止饥饿一样。 」

丹尼斯:

这位传道人一再容许自己接触诱惑, 又把自己行为合理化，并
且自欺地信以为真, 问题的根源是在内心, 正如箴言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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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7 节所说, 一个人的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他没有
从根本解决问题, 心意更新, 自然行为上难有改变。
他批评那些叫人在行为上改变的建议不管用, 表现上有道理,
然而, 归根究底, 要从根本解决问题, 先要从心开始, 正如
箴言四章 23 节指出:「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
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圣经有多处地方教导我们如何思想, 例如诗篇一章 2 节说要昼
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诗篇六十三篇 5 节说:「我在床上记念
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跑足了骨髓肥油, 我
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们需要多思想神的慈爱､祂的奇
妙作为。
还有更重要的问题, 值得我们常常反思, 就是:我敬畏神吗?
谁是我的主? 箴言三章 7 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
耶和华, 远离恶事。」
一个人如果沉迷在色情的信息和活动之中,身心便会受到辖制,
色情便不知不觉成了他的主人, 结果离开应该敬畏的神, 转
而去体贴肉体的事。
鲍勃:

神是配受我们敬畏的，耶稣基督就是为了陷在罪中不能自拔的
人类, 从永恒中来到世界, 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丹尼斯:

这位受情欲辖制的传道人令我想到约翰福音八章 7 节, 耶稣昔
日向一羣带了淫妇来的羣众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 谁就
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今天, 我听到这位传道人自欺的言论, 我丝毫不想对他做一
个拿起石头的人, 我觉得他的经历, 可以成为所有想事奉主
的人的反面教材, 就是不要小看任何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情欲
诱惑, 他当初就是因为一张宣传艳舞的单张, 作了一个自以
为影响不大的决定, 结果便滑入一个无法摆脱的处境, 跟着
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 把他的行为合理化了, 以致越来越
陷入罪的深渊中而无法自拔。因此, 为了避免陷入这个危险的
地步, 實在要緊記近年香港政府提醒人不要吸毒的口号, 就
是「不可一､不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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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

那位传道人在文章中, 为自己观看色情表演的做法作出合理
化解释时, 说对他和妻子的闺房之乐有帮助, 可是, 他后来
也承认, 沉迷色情信息, 事实上很影响婚姻生活, 他表示:
「后来很多时候都厌恶性生活。使我甚至认为神为婚姻设计的
性关系, 是错误的,」
事实上，那些夸张失实的色情信息，只会使人产生很多脱离现
实的性幻想, 使人对婚姻生活中的正常性生活提不起兴趣,无
法满足。正如一个沉醉在电子游戏虚构世界的青年人, 回到现
实生活便感到痛苦。

丹尼斯:

我想到箴言六章 28 节所说的, 人若在火炭上走, 脚岂能不烫
呢? 照样, 一个人纵容自己一再接触色情的信息, 放纵情欲,
岂能不败坏呢? 神所设计的性满足, 只能在夫妻之间, 舍己
相爱的关系中才能得到, 离开了神创造的设计, 一味追求情
欲上的刺激, 结果只是虚空, 没有真正的满足。

鲍勃:

因此, 他当初以为接触色情表演, 会以为有助促进夫妻性关
系, 其实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倒头来他不再享受到真正
的闺房之乐, 罪的结果, 真是很可怕的!

～收场音乐～
鲍勃:

对任何情慾的诱惑,从一开始便应该采取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
远离第一步的诱惑。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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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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