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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现今的文化中，一场严峻的道德战争正在进行，其中以今天美国人

对性的态度及行为尤甚。一般的年青人在个人对性的标准及行为上面对很大的

压力。 

一些必需的标准不能忽视，性的标准属于其中一项，这是事实，亦是我们

生活中基本的一环。正如其他人类的基本渴求一样，我们不能忽视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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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按着圣经的原则探讨现代的性观点。每个人都必须仔细考虑不同的性

行为之含义，并理智地按基督教的因素选择个人的性伦理，而非只考虑生理、

情感或社会的因素。 

性与爱 

在检视各种观点之前，我们需要正视有形的性行为与无形的两性关系之间

存在的关系。 

发生性行为是否真的代表做爱？现代的个案研究、心理学的启发、教会的

教导及圣经的概念对此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正如心理分析学家 Erich 
Fromm 所言，「真正有建设性地爱一个人是要关怀他、对他的生命感到有责

任及关注他全人的成长及发展，而不是只顾他的肉体可以做到甚么。」（注

一） 

如果性只是关乎肉体，那么自慰及其他自我满足性欲的行为足以提供真正

及完整的性满足。然而，性不是这样。正常性行为以外的其他选择只带来肉体

上而不是情感上的满足。有意义的性行为除了是两性间肉体上的结合外，亦包

括互相的关怀及亲密关系。 

每一个正常人都有肉身的性欲、知道与被知道的欲望及爱与被爱的欲望。

这些欲望组成对真正的亲密关系的追求；性行为只是我们经验真正亲密关系的

其中一个元素。 

最完满的性关系包括两人之间的互相沟通、了解、怜爱及信任，以及他们

都愿意向对方委身于一段长久的关系。这些元素愈多，他们的亲密程度便愈

深，彼此的关系亦愈有意义。随着时间的过去，彼此的关系亦因为愈来愈「独

特」而更有价值。与不同的人发生性行为以求与多人亲密，不但破坏与伴侣关

系中已建立的价值，亦会将爱过分分散。 

今天的年青人面对一个真正的挑战。若你在下午 5 时会得到一个汉堡饱，

7 时半再得到一个鱼柳饱，那么有没有一个充份的理由可令你放弃汉堡饱而等

待鱼柳饱？为何不能两个都要？为何不能先吃汉堡饱，再吃鱼柳饱？这正是支

持婚外性行为的人的心态，然而，两个都要，将来是需要承受代价的。太多汉

堡饱会损害一个人的胃口，令他不再欣赏鱼柳饱，甚至视鱼柳饱为汉堡饱！ 

当代支持婚前性行为的论据 

现在我们看看支持婚前或婚外性行为的论据。我们会扼要分析各论据，并

探究它们背后的理念，让你为你的将来选择一条最好的道路。 

生理的需要 

或许支持婚前性行为最普遍的论据，是「性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这

论据早在圣经就已出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6 章 13 节说：「食物是为肚腹，

肚腹是为食物。」哥林多的人使用生理需要的论据支持他们败坏的道德观，但



本文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21.htm 第 3 页 

保罗认为将这论据应用于性欲是有谬误的。人要生存便不能没有食物、空气或

水份，但可以没有性。 

大自然都支持这说法。首先，神为世界设立释放性欲的机制：梦遗，或睡

梦时因性兴奋遗精；此外，大自然亦反对性滥交，这点从性病带来愈来愈多的

问题足可证明。 

只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夫妇不会受性病的威胁，由此可见，没有婚外性行

为绝对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社会学家 Robert Bell 笑言：「从来没有男士

因为女士不愿跟他发生性关系而要留院。」（注二） 

虽然人类与动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动物的性生活与人类的却十分不同。

对人类而言，性的独特之处是它不只为生育，而是超越这目的，性为人类带来

动物没有的亲密。人类与动物不尽相同。 

数据的支持 

第二个很普遍的论据，是「人人皆如是」。首先，我们要知道这论据本身

已有错误。近期(1991 年)一个有关大学新生的调查发现，大约 2/3(约 66.3%)
的男生及稍多于 1/3(约 37.9%)的女生赞成刚认识的人可发生性关系。（注

三）这严谨的数据显示，不是每一个人对性都那么活跃。 

此外，数据不能建立道德观。难道一件事经常发生，或很多人相信就代表

是正确的吗？原始部落或会百分之百认为食人是正确的，但这就是正确的吗？

大部分人同意都可能是错的。如果真是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社会既定的标准，

都会因为大多数人的忽发奇想或不同的意愿而有所改变。在十九世纪初的美

国，人们会认为奴隶制是正确，堕胎却是错误； 但在另一代却持相反观点，

就如今天一样。 

在学校及社会中，仍然有不少年青人选择婚后才发生性行为，这些人身边

都不乏朋友。（注四）在这些对性生活的数据分析里，每一个人仍需要决定他

/她要站在甚么位置。 

爱的证明 

第三个论据是「性行为提供爱的证明」，即是说，性能证明对方有多关心

你。所以，有人会向抗拒性的伴侣施加压力，要求对方证明他/她的关心。在

这压力之下，本来抗拒性的伴侣都会与对方发生性行为，期望能修补彼此的关

系，而对方亦不会寻找其他不太抗拒的性伴侣。 

其实，任何坚持以性证明爱的人都不是说：「我爱你」，而只是「我爱

性」。真正的爱会关心伴侣的状况，而不会将伴侣对性犹疑解释为自私。此

外，这等人会渐渐单以对性的反应作为向对方表示爱的模式，最终他/她会带

着某种扭曲的观念进入婚姻，而且对与过往伴侣一起的回忆绝口不提。有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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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无法弥补的，就如将已炒好的鸡蛋回复原貌。炒好就是炒好，根本无法回

复。 

一个较宏观的角度是，将性看为两人关系中主要及重要的一环，而不是关

系的全部。紧记这个原则能帮助受压力的一方作出正确的选择，摆脱以性证明

爱的伴侣提出性行为的要求。 

心理上的论据 

这心理论据同样十分普遍，而且与之前讨论过的生理需要有紧密关系。问

题是：「压抑性欲对你来说是否不好？」 

将性欲升华，不让它随便得到满足并不会影响健康。在升华的过程中，性

欲及破坏欲都会被不牵涉性及不具破坏力的目标取代。 

然而，罪疚感与升华不同，前者为人类的行为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罪疚感

令人在心底里憎恶自己、抑郁、自我形象低落及身心疲累。此外，贞操不会带

来甚么性问题，但得不到满足的关系、罪疚感、对异性的敌意及低落的自我形

象却衍生不少性的问题。简单而言，没有伤口便没有疤痕。 

在这个着重享乐的社会，有些人不需甚么原因，只是因为性为他们带来欢

乐便随便发生性行为。正如车尾上的标语所言：「只要喜欢便去做吧！」然

而，即时之快往往带来永久的牺牲。 

其实，性行为本身没有保证甚么欢乐。婚外的性行为通常都会带来失望，

因为过程会令人极度紧张及充满罪疚感。害怕被人发现、仓促发生关系、缺乏

沟通及委身等因素都会破坏性行为的乐趣。有时一人的欢乐正是别人的痛苦；

没有人希望或感到被利用。 

玛丽莲梦露在千万人的心目中是性的象征。她说：「人们太想当然了，他

们不但可以对朋友变得热情，甚至突然过分热情，期望以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多

的回报。」她感到被利用，死的时候孤独的赤裸着身躯，旁边有个盛载安眠药

的空樽及一个没有声音的电话。名利及欢乐是否值得？她明显地不表认同。 

经验的论据 

这论据强调，人愿望不让伴侣在结婚当晚知道自己对性毫无经验，原因是

人应该在婚前有足够的性经验，而不单是理论。然而，我们的身体只要有机

会，便自然能与伴侣发生性行为。这不是说性爱技巧不能从经验中改善，而是

任何技巧都必需有起点。若在我们的脑海中，两个从没有性经验的人在结婚当

日首次洞房的影象只有趣怪而没有欣羡，那么每一个人甚至整个文化都会十分

可悲。 

值得强调的是，健康的性生活调节视乎沟通多于技巧。世界知名的性爱治

疗家 Masters and Johnson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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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夫妇上床前没有好的关系，他们在床上也不会有任何享受。好的性

爱技巧根本不能修补差劣的关系。（注五） 

换言之，就婚后的性生活而言，一对愿意彼此委身的夫妇，即使婚前没有

性经验，都比性经验丰富但关系肤浅的夫妇优胜。 

适切的论据 

以上论据的进一步推论是适切的论据，意思就如买鞋一样，未试穿怎知适

合？然而，脚的大小不会随时改变，但人类的性器官却有奇妙的适应力。女性

的阴道能扩大至产下婴儿及配合任何男性的性器官。故此，身体上的适切度达

99%，余下的 1%亦能透过医学援助补足。 

更重要的不是身体上是否适切，而是性格上能否互补不足。年青人在性行

为上遇到阻碍通常与心理因素有关。建立爱的桥梁，互相关心肉身以外的事，

是引向永久蜜月期的不二法门。 

避孕的论据 

此论据排除性行为会导致怀孕的可能性，其意义是向那些对怀孕有恐惧的

人在亮起绿灯。其实那道光最多是浅绿色，甚至可能是黄色。事实上，性病以

及怀孕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除了避孕的问题以外，将会生下来的婴孩也是问题之一，私生子在社会里

没有甚么选择。试问我们有没有权利剥削孩子渴求生命、稳固的家庭结构及爱

护他们的父母的机会？这些都是他们的基本需要。很讽刺的，即使受严重虐打

的孩子都宁愿选择与施虐的父母一起，可见父母关爱及家庭稳固对孩子是何等

的珍贵。 

因此，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并不完全是他们的私事，双方必需面对性行为带

来的后果。与伴侣发生性行为之前必需三思道德问题，绝不能于不良后果出现

后才反思。 

婚姻的论据 

这或许是在基督徒圈子对婚前性行为最重要的论据，很多人都会说：「我

们彼此相爱，而且还打算结婚，这还等甚么？」 

Howard Hendricks 博士是研究家庭学的权威人物，他认为保障婚姻的最好

方法是踏进婚姻。（注七）婚前性行为令双方失去尊重及爱意，反而产生罪疚

感及不满足。双方若能于婚前适当抑制自己，将为婚后关系加添剌激，令蜜月

期更特别，而不是已固模式的延续。有些情侣看不见公开表示愿意结婚的价

值，或认为婚礼只不过等同遵守教条。这些不愿结婚而只追求隐藏的关系的

人，或许是在表达他们对伴侣的委身（或缺乏委身），但他们有否真正期望手

牵手举行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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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研究显示婚姻论据并不可取。在 100 对同居的情侣中，40 对在结婚

前已分手；而在另外 60 对结婚的夫妇中，45 对会离婚。因此，100 对中只有

15 对能维持长久的婚姻。可见，同居有两大负面影响：它大大减低结婚的人

数，并严重加剧同居者的离婚率。（注八）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7:36-37 所言，已订婚的情侣应控制他们的性欲，

或结婚，性行为亦不宜在他们中间发生。他们要在控制情绪与婚姻之间作出取

舍。 

结论 

我们已探讨支持婚前性行为的主要论据，然而，若这就是婚外性行为最强

的论据，那么对支持这议题仍是脆弱的。经过简略的探讨，当代的性观念似乎

把我们带往死胡同。 

若性行为能在长久的爱护及关怀中发挥更大的意义，我们有理由及责任限

制性行为。从这层面出发，我们不应觉得贞操是越快失去越好，反之应视之为

礼物，留给特别及独一的那位。 

圣经将性建基于婚姻的忠诚及稳固之内，可谓有史以来最负责任的做法。

你大可对婚内的性行为义无反顾，因这就是保障人类、道德及基督徒价值最好

的标准。 

本文的读者或已有婚外性行为的经验，但以上的资料绝不是意图对任何人

作出谴责或加诸罪疚感。我们要带出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的来临是要赦免我

们的罪，包括从性或其他方面而生的罪。昨天、今天及明天都不会改变的耶稣

愿意宽恕我们的罪。问题是，我们将来应作甚么？基督已宽恕我们过去的罪，

但衪仍期望我们对衪的教导作出回应。期望本文能让读者对性的决定和未来的

性行为有更坚固的信念，正如古语所言：「今天是你们余下生命中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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