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督徒的恋爱、婚姻观 

张成 

 

 

1、男不近女的原因：试探从触摸开始 

上一课我们谈到两性关系及性欲的问题，今天会重点谈婚姻。

在谈之前，需要对上一课关于性试探方面的内容做一些补充，我

们看哥林多前书 7 章 1-2节： 

1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2 但要免

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

的丈夫。 

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第 1节，保罗说论到你们

信上所提的事（可能他们之前写了一封信请教保罗

一些问题，保罗在这里给他们答案），我说男不近

女倒好。“男不近女”是什么意思？多近才算近？

看中文译本，我们可能不太明白保罗的意思，似乎

这句话太保守了，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保罗跟不上潮流，跟不上

时代。 

“近”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触摸，就是肉体的接触，意思是

男不要碰女的。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觉得很保守。圣经的价值

观跟世界灌输给你的很不一样。即使你认为圣经的建议有道理，

但是当你回到世界里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建议太土，跟不

上潮流。 

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中国人也说“男女授受不亲”，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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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礼仪的角度觉得不体面。而保罗之所以给出这样的建议，第 2

节告诉我们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是从属灵的角度、从试探的角

度来提醒我们。 

你是否觉得保罗的提醒太保守了？需要这么小心谨慎吗？或

者再问一个问题：上一课谈到性试探，那么性行为的定义是什么？

可能你觉得是男女发生关系、交配的时候，才算是发生性行为。

这是一般人的定义。 

或者我再问一个问题：这种交合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

呢？是怎样开始的呢？明显是从触摸开始的。所以这条界线并非

你想的那么清楚，不要以为只要你没过了这条线就没事，只要没

跟对方发生关系，之前的触摸等等，都不是性行为。如果你这样

想，可见你还不明白什么是试探，因为触摸只是前奏曲，已经开

始了。所以不是保罗土，而是你愚昧，你才会认为没事。等你发

现有事时，已经太迟了。 

藉着这节经文我要让你明白：圣经的价值观跟世界的很不一

样。从人的角度，你会认为世界的价值观比较聪明合理。但如果

你是一个属灵人，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你就知道圣经的话每一

句都很真实。你留心去听，留心去行，就是一个智慧人，可以免

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触摸是淫乱的第一步，一旦开始了，恐怕就很难停下来了。

如果你谈过恋爱，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如果你不想陷入淫乱的罪

中，最好留心保罗的建议。 

2、不要尝试辅导异性 

说到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正因为保罗给了这样的忠告，

所以无论在教会内还是教会外，你都要很小心跟异性之间的交往。

比如，有男孩子喜欢你，喜欢跟你交谈，但对方不是基督徒，你

就会尝试辅导、帮助对方，希望带他信主。或者对方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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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位弟兄有困难，需要帮助，你也会很主动地去辅导他。 

这一点你要小心，不要尝试辅导异性。教会里有其他弟兄，

如果你认为某个男孩子有需要，你可以介绍他认识弟兄，让弟兄

来辅导他。建立关系或者对对方有好感是从谈心开始的。有时候，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可能你真的没什么，但对方却误解了你的好

意，以为你对他有意，于是他就会反过来主动接触你，成为你的

试探。 

或者我再举个例子。大家都有用 QQ吧？有虚拟朋友吗？我刚

用 QQ的时候，有一天看到邮箱里有一封邮件，因为刚用不久，只

有几个朋友知道这个号，所以我很奇怪，谁给我发邮件呢？打开

一看，是漂流瓶。漂流瓶有很多种，有些是想交朋友的，有些只

是想宣泄一下情绪。我收到的那个漂流瓶是一位女性发来的，她

问：你现在在干什么？结婚了吗？ 

你要很小心，虽然起初你对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很多关

系、感情就是透过这种交谈产生的。网络是虚拟世界，是不真实

的，你看不到对方，对方也看不到你。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敢在网

上跟陌生人交谈，因为知道对方看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

可能对方真的很孤单，需要找人倾诉。但也有可能是假的，他只

是在寻找猎物，找机会，透过谈心去牢笼女孩子的心。 

很多试探就是这样开始的。女性在情感上

非常脆弱，只要有人关心、欣赏、称赞，就很

容易飘飘然了。比如，你在现实生活中不受欢

迎，但在虚拟世界里有一个人非常欣赏你，你

的心就会完全向他敞开。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

人是在网上认识的，见面不久就结婚了，或者第一次见面就发生

一夜情。其实这是能够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感情”在虚拟世界

里已经孕育出来了，只是等待机会在现实中掉入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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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单是触摸，甚至互联网都很危险，会让你掉入试探。

我不跟不认识的人在网上交往，我认为没有必要。道理很简单：

如果这个人很孤单、很寂寞，为什么不找朋友呢？没有朋友，说

明他有问题。在他的周围有家人，有亲戚，有同学或同事，难道

他一个都找不到？如果真是这样，我只能说这个人很有问题，我

也帮不了他。如果这个人三更半夜不睡觉，天天在网上，我也怀

疑他是否是正常人。凌晨两三点还在聊天，第二天上班怎么办？

可能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即便有工作，也是一个没有责任感

的人。 

其实这只是一些常识，不是什么大道理，我只是退一步想让

你明白，试探不只是触摸才会产生的，而是从谈心开始的。我希

望你们能够做一个智慧人，因为基督徒应该是光明之子。 

在教会里不要尝试辅导异性，因为谈心很容易产生误会，无

论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都是一样。有些已婚的，夫妻关系不好，

丈夫就想找别的女性谈心。如果你主动关心，无意间就是在试探

他。到一定程度，他会反过来试探你。同样地，女性也一样，如

果婚姻很失意，自然会想找人倾诉，这时候若有别的男性关心她，

她很容易掉入试探，因为她觉得丈夫不体恤她，不爱她，现在有

人对她好，甚至比她丈夫还好。所以，不要辅导异性，因为你不

知道对方的内心会想什么。 

3、不要制造试探 

再补充一点，上次我强调不要落入试探，今天我要强调的是，

你也不要试探人。因为你试探人（我指无意的），等于你也在为自

己制造试探。女孩子天性喜欢漂亮的东西，喜欢有人留意欣赏，

但你要分清楚，特别在衣着方面，漂亮和暴露是两回事。不要以

为暴露就是漂亮，这就是今天社会的风气。可能有些女孩子起初

是无知的，她只知道穿得暴露点，很多男孩子就会留意她，就会

主动地想认识她。她以为这就是漂亮，以为这就是吸引异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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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我不介意女孩子穿漂亮的衣服，因为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

但你要分清楚漂亮和暴露。漂亮，人家会欣赏你；暴露，只能吸

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靠近你，结果你是在为自己制造试探。这些

人当中，肯定有一些是你有好感的，如果他主动接触你，你应付

得了吗？你是在为自己制造麻烦。 

你用错误的方法吸引异性，招惹来的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因为是你外在的东西吸引了他。外在的是短暂的，可能结婚后，

早上起来你没化妆，他一看，怎么这个样子？可能走在街上，他

看到比你更漂亮的，他就心动了，因为他关注的是你的外在，不

是你的里面。如果他欣赏的是你里面的性情品行，那么外在怎么

变，都不会影响他跟你的关系，你们的关系就能持久。外在的东

西持久不了，可能有一天你痘痘长多了，他就不喜欢你了；可能

你发胖了，他也不喜欢你了；或者你剪了短发，但他喜欢的是你

长发的样子…… 

我要特别提醒姐妹：不要掉入试探，同时也不要给别人制造

试探，不要穿暴露的衣服，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你喜欢穿暴

露的衣服，结果被人非礼了，我得说你也有责任，你不能说你什

么责任都没有，因为你是试探人的。 

作为神的子女，你必须要明白这些很基本的道理。有时候我

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些女孩子的裤子后面写着字，不禁想：为什么

要买这种裤子呢？这岂不是在邀请人留意你的屁股吗？不要买这

种裤子，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 

总之我们要尽量回避性试探，也不要成为别人的试探——为

了自己，也为了别人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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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的意义 

进入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谈谈婚姻的意义。今天的社会所灌

输的婚姻概念完全是错误的。今天的婚姻模式是什么呢？关注的

就是性关系。先试婚，才结婚。试婚的重点是同

居，强调的就是性关系，看看在一起是否和谐开

心。开心才考虑结婚，不开心就分开，再找适合

的对象。这就是今天的模式。 

按照今天的模式，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呢？你

发现说不出所以然。其实根本没有婚姻这回事，

之前大家已经各自有过好几个男女朋友，结婚跟

之前所经历的没有区别，无非合法注册而已。但合法注册的关系

又能维持多久呢？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会影响他如何待人接物，

法律并不能约束什么。 

你会发现，包括你的父母也不懂什么是婚姻的意义。他们催

你结婚，是因为你已经到了结婚年龄，或者是他们想抱孙子了，

你不结婚，他们没办法抱孙子。我不是要批评你的父母，只能说

很多人不明白婚姻的意义，包括基督徒父母，他们关注的是有没

有孙子抱，你的责任就是快点结婚，让他们抱上孙子。 

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件事。有一位姐妹被家人逼婚，父母忙着

让她去相亲，她都不愿意，因为她坚持要找基督徒，但家乡没有

基督徒。后来她妈妈急了，竟然说：总之你就结婚，之后可以再

离婚，我不阻止。她妈妈想说的是，你不结婚，我没面子。结了

婚，至少她完成了任务，到时候离婚，就不是她的事了。真的不

可思议！结婚是为了什么，我相信她妈妈也说不上来。结婚至少

解决了她妈妈面子的问题，因为亲戚会给她很多的压力。其实父

母可能没有刻意想给你压力，但是旁边的人问多了，他们开始觉

得自己的女儿不正常，惟有逼你结婚才能解决面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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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懂得怎么真正关心你，但你要明白婚姻的意义，不要

在压力下草率地找个人结婚。一旦你有了一次不愉快的婚姻经历，

即便将来你再婚，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会蒙上一层阴影。 

我们看看创世记怎么说，创世记 2章 18节： 

雅伟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这里解释了神为什么要为亚当造一个女人，原因是独居不好。

为什么说人独居不好？有人认为一个人容易孤单郁闷，因为没有

说话的对象。不过女人确实话多，男人比较少话，这也是男女难

协调的原因。 

有个笑话：神造男人女人的时候，男人一天需要说五千个字，

女人一天需要说五万个字。男人在外工作一天，基本说完了五千

个字。而女人在家里没人说话，一个字都没说。当男人回家后，

女人就会拽着他，让他听她说五万个字，结果只好离婚了。 

虽然这是一个笑话，其实背后有一个功课：如果你只关注自

己的需要，你不要考虑结婚，结婚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可能姐妹

认为不结婚自己就会郁闷，但是你要考虑到，结婚后可能你会令

对方郁闷。 

如果人独居不好，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离婚？你选择离婚，

岂不意味着你后悔了，认为独居更好？如果你的出发点只是考虑

自己的需要，那么你还没有预备好进入婚姻关系，因为你还不明

白婚姻有多复杂。现实跟想象往往有很大差距，想象总是美好的，

现实却并非如此。 

为什么独居不好？有人认为，独居不好是因为需要帮助的时

候没人帮助，所以很多时候离婚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得不到帮助。

你看，我们对婚姻总是有要求，要求对方要这样、那样待你。当

婚后得不到想要的，只好离婚，因为对方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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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夫妻关系可以在婚后再慢慢磨合。其实磨合不是

结了婚后才开始的，在婚前的彼此认识、建立友谊的过程中，双

方都要学习调整自己。如果你操之过急，选择了闪婚或者同居，

就没有后路了。彼此认识很重要，婚姻关系是否有根基，就在乎

彼此有没有真正地认识和了解。 

为什么人独居不好？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亚当开心吗？应该

是挺开心的。每天优哉游哉，可以骑马，养老虎、狮子，不像今

天只能养猫养狗。那么为什么神说这对他不好？可以想象，所有

的关注点都在亚当身上，再加上还有神关心他，太幸福了。其实

这对亚当不好，他成了“独生子女”，只懂得关注自己。在现实生

活中也是一样，如果问“你爱神吗？”肯定你会说爱，因为神不

会跟你有什么冲突。唯有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有多

爱神了。 

神不希望亚当这样生活，就为他造了一个女人。有趣的是，

神没有马上就造了一个女人，而是先把动物带来让亚当看，但亚

当找不到他喜欢的同伴。为什么？是不是神不知道亚当的需要？

如果神已经知道他的需要，那为何不直接造个女人给他？造女人

的过程是很特别的，是用男人身上的肋骨造成的。神要教导亚当

明白：适合的同伴不容易得着，一定要珍惜。所以当亚当见到女

人后，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那么女人的职责是什么呢？帮助者。这点姐妹就很不满意了：

为什么要成为丈夫的帮手？为什么要听他的？你可以问自己：为

什么听别人这么困难呢？我鼓励你们要从客观的角度看事情，不

要受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世界强调的是男女平等，其实男女是不

可能完全平等的。 

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人人平等。关键是管理的问题，不是平等

的问题。圣经不是重男轻女。但是以反对重男轻女来主张男女平

等，人人平等，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比如公司开会，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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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算呢？当然是领导。平等吗？不平等。选举，人数多的说了算。

平等吗？也不平等。 

有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听别人

的意见这么困难？这是否反映了我们里面

有误区？如果现在不纠正这些似是而非的

观念，我们跟人相处就会很困难。为什么

今天的中国女强人多呢？我认为男人还是

比较聪明的，因为这样强调平等下去不是

办法，男人只好让步，否则最终要离婚。强调平等，不是一种婚

姻关系，甚至不是一种友谊，只能说是一种生意伙伴关系。 

圣经说女人是男人的帮手，这一点女人接受不了。问题是女

人帮男人什么呢？洗衣，做饭，带孩子？那结婚前男人怎么活呢？

除非你认为没有帮手，亚当就不会做饭，没饭吃就会饿死。我不

认为帮手只是为了做饭、洗衣服，很多男人都会做，可能女人做

得更好。 

女人帮男人什么呢？或者我们先来明白神要亚当做什么，我

们看创世记 1: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这里说神按照他的形像造人，之后说要他们管理神所造的一

切。神造了亚当（“亚当”在原文就是“人”的意思）之后，给了

人（我强调人，因为人包括了男人女人）一个任务，要他管理神

所造的一切。 

亚当是有一个任务的，并非整天骑马，遛狗，养鱼。如果你

在农村长大，就知道管理这一切一点都不容易，有很多活要干。

再看创世记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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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伟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刚才我们看到“管理”，现在看到“修理

看守”，神不喜欢人游手好闲，因为这对人不

好，所以神把他所造的一切交给人管理。也

就是说，神把地球交给人来管理，关键是你

懂得管理吗？你会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吗？

如果你不懂得按照神的心意管理好自己的生

命，那么你也不会懂得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家，更别谈管理社会、

国家和地球了。人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要按照神的意思来管

理神所造的一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管理的范围，你管理不了

国家，至少也要管理好自己的家，管理好自己。 

那么女人的任务是什么呢？其实跟男人做的是同一件事，就

是支持、辅助男人，好让他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完成神所交托给他

的任务。 

可能你觉得帮手好像是次等的，其实不然。当丈夫软弱的时

候，他就会犯错，这时妻子就得及时地扶助、提醒他。而妻子软

弱的时候，丈夫就要引导带领她。可以说两者不可或缺。可能你

觉得女人次等，其实神的心意并非如此，男人女人都是在做同样

的事，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11:7：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像和荣耀，但女人

是男人的荣耀。 

很多姐妹不能接受这句话。这里说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为什么强调人是神的形像呢？简单来说，神是让人在世上做他的

代表，既是代表，就必须活出神的荣耀，好正确地代表神。从婚

姻家庭的角度来看，男人必须发挥这个角色，就是要活出神的形

象和荣耀，成为家人的榜样。 

那么为什么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呢？是否女人次于男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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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问你：女人重要还是男人重要？回到现实生活，哪个重要？

这段经文谈的是婚姻家庭关系，男人指的是丈夫，女人指的是妻

子。一个家要想有荣耀，男女都要敬畏神，同心合意才行。女人

是男人的荣耀，这意味着什么呢？男人是神的荣耀，意味着在家

庭里，丈夫是神的代表，必须方方面面彰显神的形象和荣耀。而

女人就成了男人的代表，男人有荣耀与否，妻子的表现至关重要。

妻子可以扶助丈夫，也可以毁了丈夫。 

在现实生活中，孩子的表现好是谁的荣耀？当然是父母的荣

耀。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妻子有好的品德，人们就会赞许她，提

说她是某某人的妻子，这就是男人的荣耀。男人有了荣耀，才能

够荣耀神。如果我有一个很糟糕的妻子，岂不证明我没有按神的

心意管理好自己的家？试问又如何能见证神的荣耀呢？ 

在神的眼中，男女一样重要。我总结以弗所书 5 章的话：男

人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尊重丈夫。男人要爱妻子，这样妻子

就有动力配合丈夫荣耀神。而妻子也当顺服丈夫。顺服是一种配

合，没有配合，就不能协调。这是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以弗所

书 5 章的话不单适用于夫妻的关系上，也适用于教会中彼此的关

系上。爱与尊重必须是教会生活的根基，没有爱和尊重，弟兄姐

妹就无法建立彼此相爱的关系。 

简单来说，婚姻的意义在于同心合意遵行神的旨意，透过彼

此扶持，去完成神交托给我们在世上的任务。基督徒必须按照神

的心意来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只有这样你才能彰显神的荣耀，才

能祝福周边的人。当人们从你们身上看见神的作为，你们就能带

领他们认识神。这是非常崇高的使命。 

不要以为婚姻是为了生孩子，以为生了孩子就完成任务了。

生养孩子不是圣经婚姻的目标。可能你认为我这么说是抵触了神

的话，因为在创世记，神说要人生养众多。那个时候是人类历史

的开始，当然需要生养众多。但我们现在活在人口爆炸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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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再生养众多了。政府提倡节育，这个提倡是对的，但是方

法对错与否，另当别论。生养众多不是圣经的婚姻目标，否则耶

稣、保罗就应当结婚。如果婚姻是为了生养众多，那么耶稣和保

罗都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了。 

二、找对象的原则 

1、按照神的心意管理好自己 

明白了婚姻的意义，下一步要谈谈关于找对象的原则。 

想到结婚，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我们关注的是对方能否

达到自己的标准，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当你明白了神的心意后，如果你是姐妹，你要问自己：我预备好

做一个好帮手了吗？我能不能管理好自己？如果在平时的生活

中，你不能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好自己的生命，显然你不可能成

为别人的帮手，你只能成为对方的负担，甚至会摧毁对方。管理

不好自己，又如何能帮助别人呢？ 

很多基督徒会这么想：我非常软弱，所以需要结婚，好让对

方能帮助我。弟兄会这么想，姐妹也会这么想，这个想法有问题

吗？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偏离了婚姻的意义。你不是考虑帮别人，

而是要求别人来帮你。很多基督徒找对象时，总想找一个属灵生

命比自己好的人来帮助自己，这种想法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既然你这样要求别人，反过来对方也会用同样的标准来审视你。

如果对方的属灵生命好，他也会有一定的属灵眼光，能看出你不

是一个好人选。如果对方分辨不出你真实的属灵情况，看不出你

的问题，可见对方的属灵生命也有问题。所以管理好自己的生命

是第一步。你必须要管理好自己，才能带领别人，或者成为别人

的帮手。 

有些姐妹结婚后说：我真后悔，结婚后才发现我的丈夫这么

愚昧、软弱、无能，我方方面面都比他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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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姐妹这样向我投诉，我会告诉她：你的丈夫的确不怎么

聪明，如果聪明，就不会娶了你。事实证明，即便他不怎么聪明，

也比你聪明，为什么呢？至少他能让你上钩。你不是说自己聪明

吗？那你怎么这么失策，嫁给了这么不聪明的人呢？凡是自我中

心的人，都会自以为聪明，其实这是自欺。 

总之，第一点，你要考虑的是，你现在能否按照神的心意管

理好自己。如果还不能管理好自己，先不要急着考虑结婚。 

2、有目标时学习祷告 

假设你心中有对象了，先不要急，好好为这件事情祷告。当

你心里很着急的时候，千万不要仓促做决定，不要担心不快点下

手就没有机会了。这是人的想法，关键是你的选择是否合乎神的

心意。千万不要用人的方法去捕猎对象。一定要学习祷告，求神

带领你。要切记，祷告是恳求神带领你做选择，不是恳求神成就

你的心意。 

3、咨询老师 

俗语说旁观者清。如果你有了目标，我建议你

先找教会的牧师或者老师谈一谈。在教会里，弟兄

姐妹们有什么困难往往会找老师谈，所以老师应该

是非常了解教会里每一个人的情况。但你只是其中

的一份子，未必了解每一个人。因此在你还没有行

动之前，先找老师谈谈，好处是如果对方对你没有

意思，你主动找对方，若被拒绝就会很尴尬，你会无地自容。或

者对方已经有对象了，你不知道而卷了进去，岂不引起三角恋了

吗？有些人不介意多角恋爱，以为选择越多，对自己更有利。这

是世俗的观念，有些人的思想就是这么不成熟。 

假设弟兄姐妹都会跟老师交流，这样就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

的误会和麻烦。老师知道弟兄姐妹的性格和属灵生命的情况，他



 

14 

会给你一个中肯的参考意见。你不要总是担心失去这次机会，以

后就没了。你要相信神，也要相信你的牧者。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不想清楚就做决定，免得将来你后悔。 

4、确保有同样的属灵目标和方向 

第四点，要确保两个人都有同样的属灵目标和方向。圣经有

一句话我们都非常熟悉：“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不要以为

这是宗教理由，以为只要把不信主的男女朋友带来教会，让对方

受洗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之所以信与不信的不能

同负一轭，是因为两个人的生命方向、价值观是全然不同的，一

个是光明之子，一个却活在罪中，对神的旨意没有兴趣。一个想

行神旨意的人和一个对神旨意完全没兴趣的人走在一起，会有什

么结果呢？ 

我们往往都会往好的方面想，认为自己能够影响不信的那一

个。一旦你这么想，你已经妥协了，你已经选择了不听神的话。

神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你却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对方，你

开始不相信神的话，认为信与不信的是可以同负一轭的。这样的

话，你的出发点已经有问题了，你自己都妥协了，怎么可能帮对

方呢？这是在自欺！ 

因此，不是带对方来教会让他受洗就行了，这还不够。这里

说到的是有共同的生命方向——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你要考虑

清楚。如果你的目标是清晰的，你关注的是遵行神的旨意，那么

你要确保对方也有同样的志向。当然，如果你没有志向，不关心

神的旨意，我就无话可说了。但我假设你是关注神的旨意的，你

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够被神使用，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那么你

必然希望你的婚姻能够更好地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你会坚持找一

个志同道合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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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行动前，观察对方 

第五点，在你还没有行动之前，好好观察对方。

观察什么呢？观察对方怎么待别人，不是怎么待你。

如果他对你有好感，自然会对你很好，但这未必是

他真实的面目。你要观察他怎么待别人，这才是真

正的他。谈恋爱的时候，双方什么都愿意，因为想

赢取对方的欢心。但这种态度结婚后能否持续，就

不知道了。观察对方怎么待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才是

真实的他。 

6、不要用外貌吸引对方 

第六点，就是刚才说过的，不要用外貌吸引对方。有些姐妹

为了吸引弟兄的注意，就在对方面前花枝招展，展示自己的身材、

美貌。不要来这一套！因为用错误的方法就会吸引错误的人，你

用外貌吸引他，那么他喜欢的可能只是你的外貌，不是真正的你。 

三、谈恋爱阶段要注意的 

假设你已经决定了，开始谈恋爱了，这里有几点供大家作为

参考。 

恋爱时你更加要小心情欲的试探，因为你已经有具体对象。

之前没有，你很多情感的投入都是虚幻的，还不至于造成具体的

试探。当然我也不轻看虚拟的幻想，一旦过了界线，控制不了时，

那么你只是在等机会，等候试探临到你而已。如果在意念上长期

酝酿，机会一来，就好像干柴遇到火星，一下子就会烧起来。很

多所谓的一夜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不要小看虚拟的幻想。 

恋爱时一定要彼此谨慎。比如，弟兄在约你见面前，已经在

幻想要如何靠近你，如何找机会触摸你。有了具体目标，他就能

够把他的幻想实践出来，这就很危险了。如果你不谨慎，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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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会成了你的试探。所以我说，恋爱的时候要更加小心，特别

是你的意念。这里有几点建议： 

1、避免身体上的接触 

第一，避免过多的身体接触。当然我不能禁止你们手拉手，

或者让你们走路时相隔两米，只能说你要避免过多的身体接触。

可能你无意，但你跟对方的肉体接触可能会给对方造成试探。如

果弟兄有什么不合宜的举动，你一定要阻止，否则他会得寸进尺，

最后他也会成了你的试探。 

2、见面需有安全措施 

第二点，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你自己也要做些安全措施。比

如见面时，可以选择在公共场所见面，这样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

的试探。很多人喜欢找没人的地方谈恋爱，哪里没有人呢？自己

的房间！其实找没人的地方约会，就是在为自己制造试探。在公

众场所见面就是为彼此制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至少有外在的

因素牵制你。 

安全措施也包括谈话的内容，见面的时候尽量谈一些健康的

话题。谈恋爱是彼此认识的阶段，可以透过不同的话题增进彼此

的认识，比如聊聊彼此的兴趣志向等等。甚至可以一起祷告，把

注意力专注在神身上，不要只是专注在彼此身上。你自己要做好

防范，不要试探别人，也不要被人试探。 

3、常常跟老师交流进展 

第三，又回到老师身上了，要常常跟老师交流你们关系的进

展。有时候你不想或者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你们关系的发展，所

以故意隐藏这段关系，这样做可能会让撒但有机会来试探、攻击

你们。跟老师交流的益处是，如果你们的关系出了偏差，老师可

以及时地提醒、帮助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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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彼此尊重 

第四，这一点我特别要强调，在彼此认识的过程中，一定要

学习彼此尊重。什么叫彼此不尊重？就是毛手毛脚，总是把注意

力放在对方的肉体上，把对方看作是发泄情欲的对象，这就是不

尊重对方。 

如果女孩子在这方面太随便，就会失去男

孩子对你的尊重，别人会怀疑你跟其他男生是

不是也这样。关系是要靠尊重才能建立和维持

的。谈恋爱是彼此认识和了解的阶段，是在预

备你们将来能够更好地配合。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点。如果你不尊重

自己，也不会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甚至会留下很不好的阴影。

当你的肉体吸引对方时，他当时不会说什么，但之后就会留下阴

影：为什么我的女朋友会这样？是不是以前跟其他男孩子也这

样？结婚后她跟别的男人交往时会不会也这样？慢慢地，他就会

失去对你的尊重和信任，认为你是一个放荡的女孩子，总是不放

心你。 

婚姻不是为了性关系，性关系只是证明了你们双方有一个特

殊的盟约关系，这种关系是不能跟其他人共享的。我们必须用正

确的态度来看待性关系，要把性关系看为是神圣的，这样你们的

性生活才会有快乐满足。 

我们看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下 13:12-15： 

12 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

行，你不要作这丑事。13 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

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

他必不禁止我归你。”14但暗嫩不肯听她的话，因比她力

大，就玷辱她，与她同寝。15 随后，暗嫩极其恨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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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心更甚。对她说：“你起来去吧！” 

暗嫩和他玛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暗嫩喜欢上了妹妹，就用了

一个不正当的手法占有妹妹——强奸了她。但 15节说了一句很奇

怪的话：“随后，暗嫩极其恨她。那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心更

甚。”为什么呢？他不是很想得到他玛吗？得到了之后为什么又极

其恨她呢？ 

因为以不正当的方法得到的情欲关系是不能持久的，你要记

住这一点。暗嫩强奸了他玛之后，他玛肯定会又哭又闹，以致暗

嫩开始厌烦她。因为这不是透过一个正常方法建立起来的关系。

所以不要用外在的美貌，用试探的方法去吸引人，或者想透过同

居来绑住对方。错了，这种关系最终会导致对方失去对你的尊重。 

5、要确保你的婚姻蒙神祝福 

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要确保你们的关系会蒙

神祝福。惟有蒙神祝福的婚姻，你们的关系才能

祝福接触你们的人。如果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清清

洁洁，那么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天父肯定会祝福

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犯了罪，

你们不但没有向牧者认罪悔改，甚至还瞒着牧者，

要他帮你们主持婚礼，给你们祝福，那就太可怕

了。你认为神还会祝福你们吗？你们务必要在婚姻关系上清清洁

洁，这样才会蒙天父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