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慰是罪吗？

illbehonest.com/chineseTim Conway

   我选择这个议题是因为 有许多真正的基督徒， 的确在这件事上挣扎。

  所以， 我想要讨论下面这些， 第一点已经提过了。

  我们在两星期以前遇过这个问题， 但我想需要再谈谈。 而且，我想要再强调一次， 对许多人来

说，这是个忌讳的话题， 然而，我们有许多人想找圣经在这方面的答案。

  我不想在细节上做不必要的描述， 但是我想重提的是， 两星期前我被问到一个问题。

  一位名叫丹恩的人问我： 自慰是罪吗？

  我回答了，之后收到许多回应， 有人觉得不是很清楚， 有人觉得太武断， 或不完全合乎圣经， 

有不少回应让我觉得 我应该再谈一次这个话题。

  根据我看到的回应， 根据我所听到的，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男士 都可能在自慰这件事上挣扎

过， 我也相信，女生也几乎一样，在某个时间点上。

  我想要讲的是……问题在于：这是罪吗？ 这是首要的问题， 我不想……我明白…… 这是一个实际

的问题， 是我们需要面对的， 教会需要面对，基督徒需要面对， 我自己身为牧师，需要讲论， 但我不

愿意以一种严厉指责的方式， 我不说：哦！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你就不是基督徒， 不是这样的， 

的确有真正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有所挣扎。

  然而，你如果被这事捆绑，又无能为力， 陷在这种情况里，就有一种可能， 你仍在罪的权势

下，可能还没有归信； 这是很实际丶很可能的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省， 每当我们被任何罪辖

制而无法胜过的时候； 你注意到在这里我已经预设那是罪。

  就让我指出几个 我要各位记住的重点； 我首先要做的是，给你一些提醒， 第一个，如果你有圣

经， 请都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28节。

  各位，身为牧师，我所关切的一件事是： 我们有一个关键， 的确是一个关键， 已经两千年了， 

因为你可以回到圣经里的年代， 使徒们亲口说： “不要自欺”， 基本上，你若是被罪捆绑着， 你若是

被不义捆绑着， 他们说：“不要自欺，你不是真信徒。” 然而今天到处都有假先知出来， 基本上，他

们的教导是， 真基督徒仍然可能被各种罪辖制； 那根本不合乎圣经，不合真理， 这就是我身为牧师所

关切的， 因为我不要人自欺。

  事实上， 有人，甚至就是在座的各位当中， 有人自称为基督徒， 却仍被罪捆绑着，例如骄傲

丶 情欲丶拜偶像丶金钱丶某种嗜好丶 或人生中的某些事， 那就像一个红色警戒， 显示你的灵命大有问

题； 但是因为错误的教导，加上你自己的无知， 你误以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只因为你曾作过某

种祷告， 你曾走到某个讲台前，曾经举过手， 作过诸如此类的事；今天有太多人持这种想法。

  而持这种想法的人， 还真的以为他们走在往天堂的路上， 但事实是，他们仍是罪的奴仆； 而基

督徒不是罪的奴仆；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义的奴仆， 他们是神的奴仆。 红色警戒信号已经亮起，

你却视而不见， 我不愿你们有任何人到大审判那天才醒过来说： “原来我大错特错， 这警示一直存

在，我竟然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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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翻到马太福音的原因是， 耶稣基督教导：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 很显然

这也可以指女人看男人，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我想告诉你我对这经文的几点见解， 淫乱的和奸淫的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是圣经的教导。 你可

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9节找到， 淫乱的和奸淫的不能……圣经里其他地方也有， 他们都不能承受神的

国； 仍在这个辖制下的表示， 表示这个人还是失丧的， 如果他们还被这样的事奴役着。

  别以为这是我捏造的，你继续看下面一节， 耶稣基督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小问题丶 或是一件小

事，一件你不必太顾虑的事，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要注意了，注意前后文， 耶稣教导这个可不是没有原因， 他指的是前面刚说到的， 他刚刚说到

的不是犯奸淫的「行为」， 而是奸淫的「念头」。

  就在这点上面，他说：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

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在这里我要告诉你， 耶稣基督教导的是，需要悔改， 在生命中需要有重生的证据， 如果有人想

要免于地狱之灾， 这是事实。

  他并不是说这是一件关乎奖赏大小的事， 他说这事乃是攸关生死的， 若不把你的眼剜出来，若

不把你的右手砍下来， 就要被丢在地狱里，这是他说的。

  你说：“等等！难道我上天堂 是因为我的行为？因为我守身？”

  让我告诉你， 一个人上天堂不因为别的， 唯独因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然而，对耶稣基督有

真信心的人， 他的心必定有真正的转变。 神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 他说：“我要将我的律

法放在他们里面， 将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 有圣灵内住的人，他的罪被圣灵治死， 若不是这样，你

就不是真基督徒， 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说什么呢？第9节：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你不是属基督的， 这是攸关生死的事。

  现在让我们回到自慰的事， 各位， 这个礼拜和上个礼拜我都听到有人坚持说 他们可以在脑中没

有任何念头的情况下自慰， 各位，我认为这些人是自欺的， 我很难想像在身体达到兴奋的高潮时， 脑

中会没有任何图像， 而如果脑中有图像……

  最近我还听见有人说， 好吧，是会有图像，但他们能对抗掉， 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卷入， 他们

已经被卷入那些不得不去对抗的东西， 他们已经开了门丶引狼入室。

  现在让我问各位男士一件事， 因为我知道这特别是个问题， 你一开始在脑海里有个女人的影

像， 脑子里想着某个年轻女孩，然后呢？ 出门去传福音？ 你以这种方式利用了异性，还能尊重他们

吗？

  你在……这就是…… 就算在你脑海中的只不过是她们的一个影像， 难道你该这样利用异性吗？

  各位，认为可以把人牵扯进那种活动中， 还不算是犯罪丶动淫念？ 我不是要在这里说， 哦！我

知道你们脑海中的想法丶我清楚每一个状况， 我不说：“不可能！”我不会这样说， 我不能独断的这

样说， 然而我知道，你也知道那样的事情 不牵扯到脑中的影像……

  耶稣说，这事关乎生死， 人们可以把它合理化，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关乎生死的事， 如果你想把

它合理化，最好小心， 因为耶稣说的正是那些犯淫念的， 被丢进地狱， 不要拿这事开玩笑。

  另外就是， 我听过有人说， 这是避免淫行的一个对策， 等等，哥林多前书六章18节说： “你

们要逃避淫行，” 逃避！ 就算这些人说自慰是为了 舒解压力， 可以避免陷入淫行， 可是，如果同样

的这些人也说， 他们必须抗拒那些攻入他们脑海中的影像， 那么，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自慰是逃避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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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还是迎向它？ 你是跟它对抗，还是引狼入室？ 这是你该问的问题。

  现在请翻到希伯来书十三章4节， 我也要你看这节经文， 希伯来书十三章4节， 同样的，这也

是我们应该严肃思考的一处经文， 希伯来书十三章4节。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你知道这节经文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吗？ 在于有一件事是神所尊重的，是什么呢？ 什么是该尊重

的？ 婚姻的床。

  而希伯来书的作者 却从该尊重的，跳到苟合行淫的， 看起来没有中间地带， 该尊重的是婚姻的

床， 紧接着，不是很稀奇吗？ 他马上从这里跳到： “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不是我武断， 但作者似乎在暗示……什么？ 除了婚姻的床之外， 所有与舒解性欲有关的， 都包

括在苟合行淫里面了。 如果你要说，在这当中你找到 一个介于这两者的中间地带， 我再说一次，你最

好小心； 因为就如那一处经文，有地狱的威胁， 在这里的威胁是“神的审判”。

  各位，这可不是小事， 不要以为是儿戏，以为你可以犯错 而不付上高代价。

  我们再继续看。

  请各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节， 同样的，我想保罗在这里 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很有趣， 

有趣的是，看他的前后文， 我指的是，这几乎就是为我们写的， 正针对这类事。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节，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注意了， “凡事我都可行，但

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 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身子不是

为淫乱， 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岂不知

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

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们要

逃避淫行。”

  这不是很有趣吗？ 保罗说：“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就在这“逃避淫行”的文意脉络里， 让

我告诉你： 当保罗告诉我们他如何生活， 神命令你，要效法他就如他效法基督一样， 你听过他说这个

吗？ 保罗反覆地要我们效法他。

  听我说， 被某些东西辖制，基本上是什么？ 我认为可以把那看成偶像崇拜。

  然而保罗说：“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不被任何东西辖制。 当一个人

说， “哦！我需要做这个。” 你知道他基本上说的是什么吗？ 他坦承了什么呢？ 他承认的是什么呢？ 

他是为奴的，是受辖制的， 保罗说：“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你知道吗？我太太每隔一段时间， 会戒掉咖啡，你知道原因吗？ 为要表示她没有被辖制， 我偶

而也会说：“你知道吗？ 我要三个月禁吃甜食丶或禁喝汽水丶 或其它什么的，我不碰它， 为什么？ 保

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再听一遍，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或说被拒绝

丶被丢弃。

  你看见保罗又在说什么了吗？ 这是攸关生死的事。

  保罗说：“我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到最后 自己反被弃绝了。

  年轻人， 你是否攻克己身？ 你是否不让自己被辖制？ 你是否叫身服你？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要我们效法他， 你在这事上效法他了吗？ 你能在任何时候丶你身子犯情

欲的时候， 对它说“不”！叫身子服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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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这样做了，他要我们也这样做， 效法他， 跟从他如同他跟从基督。

  看这里： 耶稣基督说：“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

从我。”

  听这里所说的，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他，该做什么？

  你就当舍己， 你就当舍己。

  各位，我要对每一位观众， 和在座的每一位说。

  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终所要效法的榜样， 我们效法保罗，像他效法基督一样， 但基督是榜样， 基

督告诉我们丶命令我们，跟从他。

  如果你以为基督也有这类的的淫行， 你就太奸邪了。 他召我们来跟从他， 我们需要扪心自问， 

我们真的硬要说， 自慰的还称得上跟从他？ 依我看来，那简直太过分了。

  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这个，下一处经文： 提多书三章3节，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听，这是在形容…… 保罗所形容的是我们从前的样子， 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提多书三章3节，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丶悖逆丶受迷惑丶 服事各样私欲，和宴乐，” 看，我之

所以提这个是因为我要问…… 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在信主的人身上看见的， 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

章所形容的：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只想问各位， 自慰不正是一个“旧事” 的特征吗？ 迷失的生命？属世的生活？

  “我们从前也是 服事各样私欲。” 我的意思是，让我问：自慰岂不是 我们从前活在罪中的一个

特征吗？ 难道它是我们被神呼召要过的圣洁生活的特征？

  再让我加另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13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

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

得住。”

  我们需要自问的是： 自慰是神在我们面对淫行试探时， 为我们开的出路吗？ 或者那是人自己作

的选择？ 我想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至于有些人说： “除非我在脑中想到一些影像，否则我不会做那样的事。” 我想他是随时想着

女人的， 但经文告诉我，他有出路。

  我再说，一件很危险的事是，如果你认为 “哦！不错，他的出路是， 神将帮他除掉他心中的邪

念。” 我不认为那是经文的意思， 神总会开一条出路。

  听听这个，罗马书八章13节： “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让我告诉你，我认

为 我们所争论的这些，大部分来自失落的人， 但我认为也来自一些基督徒， 一些困在…… 说实在的，

他们在「不信」这一点上是有罪的， 他们就是不信圣灵的力量。

  听，你知道我所知道的吗？ 我知道在这屋里的人当中， 有男的也有女的， 从自慰和看淫秽的东

西中被完完全全释放出来了， 释放他们的同一位圣灵也可以释放你， 完全是信心的问题，各位， 我们

要凭着信心而行， 你真的需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

  你知道吗？大多数继续作这事， 又为自己找藉口的人， 他们真的不相信性冲动 和肉体的欲望是

可以被制伏，他们是可以得胜的， 这是真正的原由， 他们说：“不，我真的需要纾解一下， 我真的需

要这样做， 这是一个出口。” 你说的是什么呢？你说的是： “神的灵太弱，没有力量胜过这个？” 甚

至面对最大丶最强丶最辖制人的丶肉体的欲望， 我们怎么说？神的灵不够强？ 各位，那简直是疯狂！ 

靠着圣灵，身体的行为都可以被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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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要看两处经文， 希伯来书十三章7节： “从前引导你们丶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效法他

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和腓利比书三章17节：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留

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你看见这两处经文吗？ 都说要效法敬虔的领袖， 在希伯来书的： “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

们为人的结局。” 腓利比书三章17节：“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这是保罗说的， “也当留意

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所以，“效法我”， “也效法那些照我榜样行的人。” 这基本上是他所

说的。

  我要问各位的是： 你碰见那些让你敬佩丶有信心的人，男或女， 去问问他们是否自慰， 我保证

你会发现他们不做， 我保证你会发现得胜的人，男或女。

  效法他们，跟从他们。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认为你所看过的那些 最敬虔的男人丶敬虔的女人， 那些你读到丶历史上

的，他们会被这事辖制吗？ 你认为罗伯特·默里·麦克谦丶 布莱纳，这些单身的， 亨利·马廷，这些单身

丶服事主的人， 这些历史书丶传记所记载的人， 你认为这些人被这事辖制吗？ 你认为他们靠这种纾解

来得胜吗？ 我告诉你「不」！

  如果你怀疑， 问问你尊重的人， 那些你看是与神同行的人，那些人……

  你知道我要向你保证什么吗？ 看看那些不断找藉口的人， 你会发现他们的灵命没有深度， 我保

证一定是这样。

  效法那些人，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知道这也许很尴尬，但是，你知道吗？ 成熟的基督徒不怕回

答这类的问题， 他们会把你带到一边，他们会告诉你， 问他们， 相信我说的，你会发现， 他们在性欲

的事上得胜， 他们没有被辖制。

  我在这里最后要说的是： 雅各书四章6节：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你问，为什么？这跟我们的话题何关？ 哦！各位，请听我说， 你知道在我的基督徒生活中，我

发现什么吗？ 我常见到，甚至在那些真正属神的儿女们身上， 在罪的事上，他们在某方面卡住，无法

得胜， 是因为另一方面的罪， 换句话说，他们还有其他的…… 是谁要治死身子的行为？ 是你，但是靠

谁的力量？ 圣灵的力量，罗马书八章13节。

  是这样的，如果你让圣灵担忧， （圣灵）是恩典和力量的来源， 有可能的是，你可以因为其它

的罪让圣灵担忧， 使你没有能力战胜性的诱惑， 而我要告诉你，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罪是骄傲。

  让我告诉你， 我要说的，会击中某些人的要害。

  你们当中某些人在这方面有问题， 因为你对神有所怀恨和苦毒， 可以是，好比： “我认为我应

该有个丈夫，” 或是“我认为我应该有个妻子， 神却没有给我， 你知道吗？我实在不喜欢。“ 你就开

始挑神的错，开始自怜自哀， 那就把你带入这类的罪中， 你一旦开始怨恨神， 其实就是骄傲， 不愿意

在神面前谦卑。

  然而如果你愿意悔改丶 不骄傲丶悔改丶不苦毒， 就能在全能神面前自卑， 他使你所在的处

境…… 你也许不喜欢单身， 但那是神现在让你所在的处境， 如果你就在那当中自己谦卑丶降服， 你就

能领受到神的恩典， 但是因着你自己的骄傲……

  再听听这经文，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你没有足够的恩典来胜过罪，其中一个原因是 你还没有自己谦卑下来， 你自怜自哀，你生气， 

一个潜在的原因可能是，你对神有所埋怨， 只因为他还没有给你一位女朋友， 还没有给你一个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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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还没有任何人可以交往， 你没有丈夫，情况不如你意， 你不喜欢你的处境； 以上这些所产生的

基本问题是， 你针对的是神，是个「骄傲」的问题。

  你要照你的意思，你不喜欢他所给你的， 你对你目前的处境不满。

  各位，从这方面想想， 可能与这些有关，超过你以为的。

  好吧！就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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