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婚论嫁之前

第2课   

神所谓是与非的标准，是想使祂的儿女们，合乎并且活出祂的上
好之福。哥林多前书9:24-27提醒我们，一个赛跑运动员为预备参赛，
要进行严格的体质体能训练。因赛跑是为得奖赏，所以他自己就放弃一
些短暂的享乐，以使他以后可能得着的，远比眼前的更大。

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上，神的准则，并非意味着一些方式方法，在
否定他们享受快乐，乃是为引导他们得着至圣的喜乐。神创造的人类，
带有天然感官欲望，其中一些欲望的满足，是要在性的连结中找到。但
是神的话语申明，相关这些性连结上的秘事，是为婚姻所存留的。

总而言之，丈夫和他妻子的婚姻有自制自律和无私利他的特征
的，是因在谈婚论嫁之前，他们的生活就采取了这样的行为方式。而那
些在成为真正的男人之前，就和他的女人生活放纵，付出牺牲道德制约
的高昂代价以博取短暂快乐的人，结婚之后都是伤痕累累，而且这些
伤痕或许永远无法治愈。

在这一课中我们要学习，那些轻忽神诫命的人，是如何在拒绝更
大的喜乐——这一神为他们存留的更好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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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重点：

神预备您进入婚姻
神期望您保守圣洁
您能持守神的法则

本课目标（期望）：

·说明男人女人谈婚论嫁之前，神的法则是什么。
·说出那些轻忽无视神的婚姻法则的人，罹患一些疾病的名字。
·说出有圣经根据为基础的，保持自身圣洁的一些方式。

神预备您进入婚姻
目标1  说明男人女人谈婚论嫁之前，神的法则是什么。

当神创造人类时，神是按着祂完美的计划，造了男人和女人。祂为
人的家庭生活造了一切的所需，并且以男人女人通过性的连结，使孩子
得以出生方式，造了人的身体。

神也把一个发育程序，建立在孩子的身体内，以预备这个孩子成长
到特定的时间，有成人责任。

当男孩女孩们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他们的身体发生很多改变。这些
身体的改变给他们带来新的兴趣、感受和欲望。男孩开始对女孩们感
兴趣，女孩被男孩们吸引。这些都没什么错，这是神计划中，预备他们
进入婚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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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创世记1:27)

然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白神对他们在谈婚论嫁
之前的行为，有准则和要求——如果他们期望以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家，他们所必须遵守的诫命。

1、 如果一个年轻小伙子被一个年轻姑娘吸引，这是错误的吗？请解 
 释您的答案。
          
                 

2、 是谁给了我们性的欲望？
          
                 

3、 是谁有权说，性欲必须如何被使用呢？
          
                  

神期望您保守圣洁
因为神住在您的里面
目标2  说出那些轻忽无视神的婚姻法则的人，罹患一些疾病的名字。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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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您尊重祂所赐给您的身体，并以渴望荣耀祂的方式，来对待
自己的身体。您持守身体和道德两个层面的洁净，有以下三个原因：

 · 因为神要住在您的里面。
 · 为了您的家庭的缘故。
 · 为了您的健康的缘故。

因为您属于神，您就已成为神的殿或居所。这意味着您有一个至
高的责任，就是保守您的身体圣洁，因为圣灵住在您的里面（哥林多前
书3:16-17）。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基督徒，您还有其他的一些责任，就像
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对自身，特别是对自身健康的责任，等等。您首要
的责任，是保守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个神圣、清洁并且敬虔的器皿，合
乎于神居住其间。提摩太前书5:22警告说， “要保守自己清洁。”

圣经警诫年轻男子不要与妓女或放荡女人交往，圣经绝对禁止婚
外情、同性恋以及其它各类性变态行为。请仔细阅读哥林多前书6:15-
17,19。

请注意当圣洁原则被轻忽时，所产生的那些连续性的后果。首先，
淫乱的人常会感染性病。性病不仅损害健康、带来耻辱，还会导致各种
永久性的传播疾病，这些疾病从那些已被感染的人群传导到他们的孩
子身上， 可至他们失明、智障以及其它一些严重的身体缺陷。

淫乱所导致的怀孕，使年轻女子不得不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之外，
艰难地抚养孩子，因她生这孩子，并非出自合法婚姻保障之下的结合。
且由此，她的孩子有可能失去来自父母双亲的爱与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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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说出神期望您保守圣洁的三点理由。
          
                 

5、 圣经中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要保守圣洁，这节经文是：
 a) 哥林多前书6:16
 b) 提摩太前书5:22
 c) 创世记3:15

6、 根据哥林多前书6:15，基督徒的身体是什么的一部分？
          
                 

7、 一个基督徒家庭能够给孩子提供什么，是非婚生育的孩子可能无 
 法享有的？
          
                 

8、 说出淫乱父母所生的孩子，可能会有的至少两种可怕疾患。
          
                 

为了您的健康的缘故

千万不要以为婚前缺乏性生活会给您带来亏损，持守神的法则远
比自我放纵至关紧要。圣经中的箴言卷，在这一点上有不少极尽智慧的
忠言劝告，请仔细读箴言7:1-27。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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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题

即使没有罹患性病，但成婚前性关系，或是谈婚论嫁之前的性行
为，仍然对一个人的健康有诸多其他方面的威胁。对于女人来说，总会
有意外怀孕的危险；而普遍而言对于男女双方来说，罪疚感和恐惧感
会在彼此的情感和健康上，形成难以愈合的伤损。那种恐惧感或因怀
孕、或因秘密被发现、或因其他不堪设想的事发生、或许担心被惩罚，
因为他们违背了社会道德法则或犯了神的诫命。

并且当然， 对神的迕逆行为，如果不藉着悔改和心灵更新去医
治，就会最终引致灵性损伤和灵性死亡。所以，为了您身、心、灵的健康
的缘故，请保守您自己的圣洁。
您们要逃避淫行……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哥林多前书6:18

9、 在这一节课，特别提到了哪一种罪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的罪？
          
                 
10、说出在箴言第7章中讲到的三件事，每件事都在类比中提到年 
 轻人被淫妇带入迷途。
          
                  
          
                 
11、婚前性行为对一个人的健康有什么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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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持守神的法则
控制您的感觉感官
目标3  给出以圣经根据为基础的，保持自身圣洁各种方式

学会自制是人长大成熟极其重要的部分。自制也是婚姻幸福的关
键环节。由此，通过他或她的青春年华，神赐给每个人学习和开发自制
力的良机。  提摩太后书1：7说，“  神不是赐给我们胆怯的灵，”

撒旦尤其会对年轻人进行性诱惑，他们在发育过程中有强烈
的性需求和性欲望，这些感觉在成长中的身体里都是正常的，但必须 
被约束。

不要说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欲。神已经赐您以灵，使您不同于任
何动物。您不必做感官的奴隶。以下所列拜神所赐，帮助您约束自己：

 · 赐您智力智能以明白要做的事
 · 赐您神的道来引导您
 · 赐您良知，神经由良知和您说话
 · 赐您自由意志或能力，使您选择要做的事

总之神最好的恩赐， 是如果您向祂呼求，祂自己就会帮助您控制
住您的情欲。

提摩太后书2:22“您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
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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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控制您的情欲的最好的帮助资源是：
 a) 您的良知
 b) 您的聪明和智慧
 c)  神的话语

控制您的思想意念

那些使我们失足做错事的冲动，来自于我们的思想意念。您越思
想与试探相关的事情，您犯罪的欲望就越强烈。所以您需要控制住您
的思想意念。

雅各书1: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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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很多思想意念来自于您所听所闻。因此不要听那些恶心下流
的故事，也不要参与会导致您生活放纵的会话交谈。保罗教导说，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您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
圣徒的体统。”(以弗所书5:3)

试探还来自于您看到什么。撒旦引诱亚当和夏娃去吃禁果，他让
夏娃看那个禁果， 思想那个禁果品尝起来多么美妙香甜，直到最后
她吃了，并且给亚当吃了，结果他们因为悖逆了神而受到惩罚。

撒旦至今仍在引诱人们去看那些会撩拨他们情欲的事。他利用下
流的图片、黄色电影、色情书刊、色情舞蹈以及以时尚为名的裸露着装
去引诱人。您要拒绝让撒旦劝诱您去参与到这些事中。您要竭力警醒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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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以后，您的眼睛停留在哪个网页上。色情网站很容易被发现也很容
易让人沉溺其中。如果您陷在里面，您的生命会被消耗掉。

保守您的思想意念，不要让它们放荡下去。如果您发现自己正在
某种不洁的思想意念之中，就把它们驱逐出您的大脑。您要去想其他的
事，要开始做些什么，让自己的头脑忙起来，保罗写道，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 
 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您们 
 都要思念。”（腓立比书4:8) 

13、为什么控制您的思想至关重要？
          
                 

14、说出撒旦用来引诱人们犯罪的几种方式。
          
                 

胜过试探

为胜过试探，您应该做两件事：一是竭力回避试探；二是当面临被
试探的时候，要拒绝妥协退让。不要进入到那些会诱使您失足的场所
或环境中去；再有，男性与女性之间过度亲密的关系，会引致试探。因
此与人交往时要友善相待，但以尊重为上，以期别人尊重您。

在您的恋爱阶段，要遵守神的法则——而非全球的电视节目和电
影里的诸多法则。要学会尊重您所选择相交的伴侣，试着发展那种会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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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题

加深您们彼此尊重，同时又能讨神喜悦的关系。要避免因为某种过度
的亲密，撩拨身体情欲，使这种尊重消失掉。 所以要避免陷入试探，
不给撒旦留机会撩拨您的情欲之火，使您沉溺于某种“自由”的亢奋
中。这种自由只可能令人蒙羞和灵性伤损。

圣经告诉了我们约瑟的故事。约瑟是一个爱神的年轻人。藉由逃
避了试探，他为所有的年轻人树立了美好的榜样。他原是波提乏家的
一个奴仆，波提乏的妻子试图勾引他做她的情夫，但是约瑟拒绝了。有
一天，当房间里只有她和约瑟在的时候，她就引诱约瑟，但是约瑟坚绝
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创世记39：9）当波提乏的妻子
仍然坚持的时候，约瑟跑出了房间，逃离了试探。

波提乏的妻子非常愤怒，作假见证控告约瑟，使约瑟被下在监里。
神看顾约瑟，把他从监狱之中救拔出来，并且使他成为全埃及的宰相。
这样，约瑟高水准的道德操守赢得了丰盛的回报。这个例子阐明了一个
我们能指望的原则：神祝福那些坚守祂标准的人。

彼得前书4:4-5“他们在这些事上，见您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
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您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
交账。”

15、在圣经中有一个人，以拒绝女人的色诱而树立了好的典范，这
 个人是：
 a) 波提乏
 b) 约瑟
 c)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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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果一些未信主的朋友或亲戚，因为您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不与 
 他们为伍而嘲笑您，您会做什么呢？（请在笔记本上面写下您的 
 回答。）

17、不同性别的成员之间应该如何彼此相待，以避免陷入试探？
          
                 

真爱的内涵是彼此尊重与彼此尊荣。因此如果一个男人真爱一个
女人，就会考虑她的利益和她的名誉，重于他自己的私欲；真爱是在谈
婚论嫁之前，不愿毁掉女孩的名誉，或者冒险使她未婚；先孕。真爱要
求自制。

不要过于相信您自身的自制能力。 最聪明的做法是逃避试探。所
以要一直等候到结婚以后，再和您的配偶彼此亲密爱抚，因那是单单丈
夫和妻子之间，才应该做的事。

有些男人尝试让一个女孩允许他们在她身上为所欲为，来“证明
她的爱”。记住，有这样要求的男人并不是出于真爱，而只是出于自私的
情欲。

您所爱所愿托付为终身配偶的对象，还能帮助您避免卷入与其他
异性相交时所带来的试探。您明白若您们双方彼此守候，彼此为对方
持守身体圣洁， 就会拥有更加幸福的婚姻。因此，甚至对以后幸福婚
姻的憧憬，都会帮助您远避淫行。

帖撒罗尼迦前书4:3-5“神的旨意就是要您们成为圣洁，远避淫
行；要您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
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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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真爱包括什么？
          
                 

19、读几遍帖撒罗尼迦前书4:3-5，这些经文中指的罪是什么？
          
                 

神的帮助

在任何环境中，来自 神的力量可以使您足够刚强，胜过一切的试
探。您需要神帮助您掌管您的心思意念和您的行为。除非有神的帮助，
否则您内心深处的罪性迟早会冒出来，形成邪恶的思想和行为。“因为
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渎。”（马
太福音15:19）。所以，您需要把您的生命给主，祈求祂赦免您一切的罪
孽，帮助您过信仰中的正直生活。

耶稣来，是为拯救我们所有人脱离罪的权势。很多年轻人的生活
已被神的大能完全翻转了。他们以前曾发现单靠自己，一生圣洁是不可
能的。现在，他们生活得圣洁又幸福。

您得救之后，撒旦要试探您。但有神的话语引导您，有神的大能帮
助您，您完全能够胜过试探。
（彼得前书4:1-2)“您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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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们的一生不太可能活出神的标准吧？请解释您的答案。
          
                 

21、在神帮助您活出正直公义的人生之前，您必须跨出的重要的第一步 
 是什么呢？
          
                 

22、请读几遍哥林多前书6:9-11和彼得前书4:2，然后圈选出以下正确 
 陈述。
 a  您必须得救，以使魔鬼不再引诱您。
 b  只有当我们依靠神的帮助时，才能胜过试探。
 c  因为神是慈爱的神，所以没有人会被拒之于天国门外。

12.  c)  神的话语

1. 不，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预备他们进入婚姻。

13. 试探来自于思想意念。您越思想与试探相关的事情，试探就越强烈。

2. 神

14. 下流的图片、黄色电影、色情书刊、色情舞、毒品、裸露的衣着。

3. 神。

答案

应用题



35婚姻和家庭

15. b) 约瑟

4. 因为神要住在您的里面，为了您的家庭，为了您的健康

16. 您自己回答。我愿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我活出圣经的准则，成为  
 好的榜样。

5. b) 提摩太前书5:22

17. 尊重

6. 基督的身体

18. 尊重和尊荣

7. 父母双亲的爱和照料

19. 淫行。

8. 失明或智障。

20. 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但是有神的帮助，就能。

9. 淫行

21. 把您的生命给主

10. 牛往宰杀之地，鹿失蹄落入陷阱，雀鸟入网罗。

22. b) 的陈述是正确的。

11. 某人可能会感染性病；因这种关系而生的罪疚感和恐惧感，普遍  
 而言，会在彼此的情感和健康上，形成难以愈合的伤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