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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课
我是谁？
㇐、人的自我介绍
1. 自我介绍时，我们通常是从喜好、习惯谈起，
例：喜欢游泳、习惯每天吃水果。有人喜欢以自
己的职业来识别自己的身分，有人就用家庭责
任，例：家庭主妇。有人会以个人经历或背景来
介绍自己 ，例： “我是 新移 民” ，“我 是 孤
儿”。无论人怎样介绍自己，背后总是想让人认
识他们的故事，藉此表达自己有些地方与人相
同，有些却很不一样。留心听听这些介绍，就可
以多了解他人。
2. 同性恋者不一定表露自己是“同志”的身分
a. 很多人说现在的世界不一样，开放了很多，和以
前相比，同性恋者比较容易披露自己的身分，尤
其是年轻人。但是，个人的文化背景、家庭背
景、人生的阶段、场合的不同，对象的不同等，
都会影响当事人是否愿意披露自己是同性恋者。
有些人不一定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同性恋者。
b. 有些过同性恋生活的人，会选择以“同志”的身
分来表达自己。“同志”就是“同性恋者”，反
映了他们的性倾向。当然，在国内“同志”这个
称呼的意义大不相同，是对大众一个很普遍的称
呼，不一定是说“同性恋者”。

二、从身分看与同性恋者相处要注意之处
A. 身分会凝聚或分散群体
1. 与人相处时，如果可以认识对方有什么身分、背
景等，对彼此的交往会有很大帮助。一般来说，
人与人认识没多久，都会很自然地交流，询问对
方的工作、居住地点、在哪里读书等。这些资
料，有助我们很快决定用什么方式和对方相处。
2. 一般群体是多元的，有时难免会出现小圈子。这
是很自然的事，不一定是负面的。例：
a. 如果一个群体都是来自同一个机构，大家就容易
有共同话题，容易合得来。在同一个场合碰上，
往往喜欢坐在一起。这个群体有很强的凝聚力，
因为大家都认识。
b. 如果大家都是当父母的，就会容易投契和热闹地
聊起来。凝聚力也是强的。
c. 如果大家都是讲广东话的，聊天会很热闹，凝聚
力也强。但如果有些讲普通话的朋友加入这个群
体，就会出现变化。毕竟，讲广东话的人未必习
惯和能够流利地用普通话聊天。因为身分、背景
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话题就不同。慢慢地讲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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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话的就会形成一个圈子，讲普通话的又形成另
一个圈子。这是挺自然的事，大家都不是故意
的。因为群体是多元化的，各人有不同的身分、
背景；基于身分的不同，群体的动力起了变化，
凝聚力也分散。
B. 与同性恋者相处要留意的地方
1. “性倾向”并不是谈话的主题。如果对方愿意谈
论这题目，他自然就会跟我们说。与朋友交往、
相处，不用太着急，自然就好。
2. 找出大家的共同点，例：是否同乡？在同一区工
作？有什么共同兴趣？这会比较容易有身分认
同，方便打开话题，作为相处的起点，然后就可
以一步一步的深入。
3. 不要勉强改变对方。如果对方让我们知道他是同
性恋者，这个身分是有代表性的。我们只要代入
他的处境，就不难知道他到底想不想改变。如果
他不想有什么改变，而我们常常劝他改变，易地
而处，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如果我们期望对方改
变，他就会觉得我们想他变成一个“直人”（异
性恋者），放弃同性吸引的情欲，放弃同性伴
侣，放弃看同志电影，离开同志群体的生活和朋
友。这些都会牵动他的同志身分；对同志来说，
这身分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事。
4. 我们无疑希望对方改变，但必须问：“我希望见
到的生命改变是怎样的？”施洗约翰说：“天国
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 3：2）。“悔改”
的意思是改变心思意念，包括痛绝以往的罪。耶
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 1：
29）福音呼唤人作出内心的改变（西 3：5；可
7：20–23；弗 4：22–24）。生命改变是从心
思意念开始，在无数不同的处境中作抉择。这不
是一套治疗法或课程，而是漫长的争战。

三、同行须知
A. 接纳他
1. 与同性恋者同行的目标是建立生命，第一步是先
建立关系，因此，接纳对方的生命十分重要。
“接纳”当中必然有“爱”，这样对方就会感受
到我们重视他的生命。我们可以不认同对方的生
活方式和行为，却必须接纳他的生命。有些信徒
担心，接纳就等如妥协了真理。但要知道，信仰
是包含恩典与真理的，耶稣没有因为接纳你和
我，而妥协了真理。每个基督徒都尝过神的恩典
和真理的启迪；恩典与真理，缺一不可。然而，
恩典与真理也必然构成张力，需要平衡。什么人
都可以被神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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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性恋者不会随便向人透露自己生命中重要的
事，总会带点紧张，不知道你是否接纳他。万一
你不接纳他，他的性倾向披露了，失去很重要的
隐私，同时也可能失去你这个朋友，就会是双重
损失。我们应该先感谢他的信任，尝试了解他。
B. 不要露出失望的面容
你的好朋友向你出柜，可能你不能接受。这一刻，
脑海中在消化对方给你的消息，但是，失望的面容
却会使对方难以向你继续倾诉。
C. 不要生气
这点可能发生在父母身上，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子女
是同性恋者。生气不能改变什么，也对事情绝对没
有帮助，更有可能杜绝日后继续沟通的机会。
D. 暂时放下道德劝告
在对方出柜的一刻，千万不要用圣经的真理责备
他，或者滔滔不绝地劝告。要知道，如果对方是信
徒，他必然知道圣经说什么。即便对方不是基督
徒，他大概也会知道圣经的伦理道德。千万不要觉
得，当时不说真理，就是没有尽基督徒的本分，没
有做见证。这并不是处理信仰的时候，因为对方很
需要我们聆听他的挣扎。
E. 不要把同性恋行为与其他罪行作比较
不要以为把同性恋行为与其他罪行作比较，会让对
方感觉好一点。尽管在圣经中，同性恋行为经常与
其他罪恶并排，但对方不一定跟你有同样的信仰；
你这样做，反而会让他觉得你把他贬低，拿他跟一
些不正当、很糟糕的人作比较。即使对方是信徒，
也不用这样做，因为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聆听。应
该等待时机成熟，才讨论信仰。
F. 不要马上建议对方见辅导员、心理学家等
这不是见专家的时候。这些建议，只会让对方觉得
我们没有重视他这个人，只看他是个难题，要马上
找专家去解决难题，并没有重视他整个人、他的心
情和情绪等。作为对方的朋友、家人或父母，这个
时刻要做的，就是去聆听他的心声和陪伴他。
G. 肯定双方的关系
向对方表示，无论么样，双方的关系是肯定的，不
会因为他是同性恋者而改变。

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没有一个划一的
方法来与人同行。让我们在不足之中汲取经验，一
定会越做越好。最重要，是要让对方感受到我们重
视他的生命。

四、生命的改变
A. 见证分享
“我近年爱上远足。其乐趣在于见到山峦高低起
伏，又可从顶峰俯视美景。
在信仰方面，我固然有自信满溢的时候，当下以为
自己无惧一切情欲上的试探，已经紧守防线，就像
一些已经登顶的行山者，满有征服高山之感。可
是，更多时候，我需要面对自身的限制。远足时汗
流浃背、双腿酸痛是等闲；最困难、捱不过的，是
眼见延绵不断的山路，却不知何时能跨越。
我的信仰挣扎也是如此。心里渴求真理，但有时想
起自己可能终生都要面对同性吸引带来的影响，少
不免会感到疲累乏力，更会向主抱怨，为何自己的
信仰路如此难走又不见尽头？
纵然面对困阻重重的信仰路，主耶稣却是最懂得我
的软弱。神没有撤走我的同性性倾向，但让我知道
他一直陪伴我应对试探，走过无力感。经历了逾 10
载的思想交战，经过了数之不尽的情绪低谷，我终
于明白到同性性倾向只是生命的其中一部份，却无
阻神对我的爱和教导，因此让我有勇气追求圣洁的
生活。
记得牧者提及以色列人对高山有浓厚的感情。在诗
121 篇，诗人以 我要向高山举目 ，赞美神为帮
助的来源。我也学习依靠神的恩典，翻越每个高
山，满有力量地走主喜悦的路。”
B. 小结
大家听到这个已经信主的朋友的生命改变，她经历
超过 10 年的思想交战。一个人的改变，无论所改
变的是什么，都通过当事人的多番思考。这位朋友
有很多很多的思考，也曾落入情绪低谷，同性性倾
向改变不了。她说，“神没有撤走我的同性性倾
向”，就是说她的改变，并不是性倾向方面的，而
是她的眼光。眼光的改变，让她有属灵的勇气，学
习依靠神的恩典，追求圣洁的生活。每个人的生命
都有自己的选择。这个朋友的见证，让我们听到她
选择这条路是多么的难，但因着她与神密切的关
系，她可以依靠神赐给她的力量，走这条窄路！

H. 小结
在同行中，我们一定会碰上困难，也会有做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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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同性恋：有根可寻？
㇐、不能单从外表看出同性恋者
1. 一般来说，我们不能从单从人的外表、言谈举止
知道对方的性倾向或断定对方是否同性恋者。
a. 有些女生比较喜欢运动，以运动服饰打扮，喜欢
穿裤子；也有些女生打扮比较朴素，短头发，不
化妆，穿着比较中性，也不喜欢穿裙子。但是她
们都不是同性恋者。
b. 有些男生说话比较温柔，他们不是同性恋者；男
生不爱运动，不一定就是同性恋者。
2. 我曾经在教会的中学生团契主讲同性恋的题目。
当传道人介绍讲题后，马上有同学开玩笑问：
“谁是同性恋？你是不是同性恋？他是不是同性
恋？”他们当然在开玩笑，但谁知道在团契当中
是不是真的没有同性恋者呢？万一，在开玩笑
时，刚巧有个同学正在性倾向方面有很大挣扎，
这个玩笑就容易造成他的伤害。也可能，当中有
人对自己的性倾向有困惑，怀疑自己是同性恋
者，他人的取笑可能无形中让他认定自己真是同
性恋者，而非透过深入地认识自己而作出结论。

二、同性吸引的倾向—先天？后天？
越来越多学者不会用“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这样
的二分法来讨论，因为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研究指出
同性恋是先天，也没有单一的因素影响性倾向的形
成。人的性倾向无论发展成异性恋或同性恋，其背
后的原因，科学家至今尚没有一致结论。
1. 后天 可能的因素包括：从婴孩到儿童期的成
长，与父母的关系，与同辈朋友的关系，经历过
的创伤、困扰，受过侵犯、欺凌，性格，对性关
系的界限认识等。
2. 先天 尽管研究检视过遗传基因、荷尔蒙、成长
过程、社会和文化等对性倾向的影响，却没有发
现任何研究结果，能让科学家断定性倾向是由某
个或某些因素所决定（美国心理学学会）。
简单的结论：同性恋倾向是受到先天和后天复杂的
因素彼此之间互动的影响。

三、何谓“性倾向”？
A. 定义
1. “性倾向”是指人在情感和性欲两方面，明显和
持续地受某个性别或形式所吸引。
2. 有些人觉得同性恋是先天的，因为这确是他们自
己的感觉。他们大部份都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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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感觉。
B. 个案分享
要注意我们不能单从一两个个案来断定同性恋的成
因，因为科学家尚没有一致的结论。如果有机会与
同性恋者同行，可以多了解对方的成长，给予体
谅，有助于他们寻找人生的出路。
1. 有个男生在中学时期确认自己的同性性倾向。当
时有个男体育老师身型健硕强壮，很有男子气
概，这个男生对他特别有好感，深深受吸引，甚
至幻想和他发生性关系。
2. 另一个男生出生于贫困家庭，有自卑感。妈妈在
家庭很强势，而且控制欲强，爸爸和哥哥是酗酒
的，还有家庭成员患了情绪病。他的同性性倾向
也是在中学阶段确认的。
3. 小芬在中一的时候第一次喜欢女生。她看中了一
个女同学，多次向对方表白，但对方回应小芬，
大家只是普通友谊而已。小芬开始留意自己的情
感，她也想过自己其实是喜欢男生的，这次喜欢
女生的感觉是个例外。可是，吸引小芬的女孩一
个接一个地出现，让她无法再否定自己的同性性
倾向。女孩子从来都不抗拒和小芬牵手、拥抱，
但当小芬向她们表白时，她们却表示不是不喜欢
小芬，但就是想维持普通的友谊关系，没有别
的。小芬渐渐明白，对那些女孩子来说，这些接
触只是友谊的表达，但小芬却陶醉于亲密的感觉
中，心底里更产生超越朋友的感情。慢慢地，小
芬确认了自己是同性恋者的身分。

四、同性吸引的倾向可以改变吗？
A. 视乎从哪个角度看，答案是可以和不可以
当事人必须自愿接受辅导员或心理学家的帮助，了
解成长的经历如何影响今天的自己。这对他怎样理
解自己同性恋的状况和减少同性吸引是有帮助的。
但是，彻底的改变却不能保证，就是说同性吸引不
一定可以完全消失。
B. 不要把消灭同性吸引定为人生目标
如果当事人及身边的人越重视消除同性吸引的倾
向，生命的成败得失就越受这个目标所控制。人如
果看不见自己想要的改变，就会很沮丧，甚至觉得
既然改不了，倒不如过同性恋的生活吧，喜欢做什
么就做什么。有些人的确很想改变自己的性倾向，
因为知道同志的路很难走。
C. 另一个角度看“改变”
1. 藉着重新整理人生，探讨及疏导自己的成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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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明白过去的自卑怎样影响自我形象，学习和
同性相处，建立有界线、健康的同性关系，这
样，同性吸引的程度可能会慢慢减低。
2.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要从整体和整
个人的生命来看同性吸引，不是说有什么方法可
以单单把同性吸引挪走。
D. 神既是全能的，可以求神消灭同性性倾向吗？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祈求神施行神迹，改变对方的性
倾向。神是全能的，当然可以祈求他行神迹，但要
反省祈求背后的动机。不要让祈祷成为“索取”神
迹的途径。另一方面，要相信神是信实的，不会放
弃我们；纵然没有神迹，也不表示神放弃人。福音
书记载，耶稣有的时候行神迹介入人的生命（路
6：6–11；约 5：1–18），有些时候他什么都不做
（可 8：11–12）。耶稣也没有用神迹来让自己不
上十字架；他最后还是被人钉死，完成救恩。
E. 见证分享
美霞是女同性恋者，她决定改变生活方式，不再过
同性恋的生活。但她还是对同性有感觉，有家人就
质疑她根本没有改变。以前，美霞打算和同性拍
拖、结婚。但她选择放弃同性恋生活后，就放弃跟
女生拍拖，更不会“同婚”，整个人生方向和计划
都不同了。对于人家的质疑，她反问：“凭什么说
我没有改变？”以前她看女生是追求的对象，没有
想过同性友谊的可能性。今天，美霞不再渴望跟女
生拍拖，她得到了女性朋友和同性友谊。她反问
说：“这难道还不是改变吗？”
F. 小结
一张有绉纹的 100 块纸币的价值，不会因为绉了，
就没有价值。它的价值仍然是 100 块。处于堕落的
世界，人人都有罪性，尽管生命出了乱子，但是人
的生命价值没改变，神不会放弃每一个人。同性恋
者需要牧者和同行者的扶持、关爱、鼓励、引导、
陪伴，他们在生命改变的道路上跌跌碰碰。我们与
他们同行，就有份于经历和体验神的工作。

五、同行须知
A. 与出柜的朋友同行
1. 同行的目标是建立生命，同行的态度是做对方的
朋友，大家是平等的，真诚关心对方，不分谁高
谁低，并非“我是你的师傅，你要听我”。
2. 朋友的想法不一定与我们的一样。在信仰方面，
要避免争辩，因为辩论只会让双方越走越远。尽
管朋友的想法与自己的不同，大家也可以做朋
良友圣经学院《关怀事工：同性恋 II》

友。“人”和“事”要分开，我们可以不认同对
方的行为，却珍惜他作为我们的朋友。
3. 用心聆听他的故事，就会越来越了解他，慢慢知
道怎样关心和提供帮助。每次见面，要关心他整
个人的状况。在情欲的挣扎上，需要多点同理心
和接纳；其实每个人都会在情欲方面面对挣扎和
试探。如果朋友不想有什么改变，也要尊重他的
决定。友谊需要耕耘。如果有健康的友谊，对方
遇到困难时，就可以做他的聆听者，帮助他分
析，或许可以成为他改变的契机。
4. 我们自己的生活见证很重要。朋友看见我们也需
要管理自己情欲的界限，这就胜过千言万语。
B. 与“柜父母”（子女是同性恋者）同行
1. 有句话说：“子女出柜，父母入柜”。与柜父母
同行，用不着“教条式”地劝他们如何教导同性
恋的子女。一方面，他们往往因为羞耻，不愿意
寻求帮助；另一方面，他们需要空间和时间来接
受子女是同志，所以当下并不需要什么意见，反
而聆听他们十分重要。
2. 柜父母不要因为子女是同性恋者，就觉得是自己
的错，心里满了内疚、自责。这是于事无补的。
要记住同性恋的成因是复杂的，是先天还是后
天，科学家也没有一致的结论。柜父母夫妻先要
同心，与子女重修关系，好好沟通；也不要忽略
非同性恋的子女。有家人是同性恋者，这就是整
个家庭的事，同心是很重要的。
C. 牧者与同性恋者同行
1. 牧者有属灵的位分，对方可以从你的言谈举止和
态度来认识神。谨记自己是神的仆人，仿效主耶
稣的样式（提前 2：4；太 5：13，7：1–5）。
2. 留意年轻人的文化，了解他们对性小众的看法。
3. 如果有机会展开真理讨论，千万不要争论。要营
造对话的气氛，让双方都有机会表达意见。注意
用语会否太尖锐，有时一个用词、一两句话，就
会让双方都受伤害。要忍耐，以建立生命为重
点，并用友善温柔的话。这不是妥协，因为真理
也可以温柔地说出来。
4. 信徒向牧者出柜后，就可以开始定期见面。最初
每个月一次，多关心他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单单
在性欲方面的挣扎。要提供信仰栽培和协助他建
立团契生活。如果可以成立一个互相信任的支持
小组就更理想，让小组成员都可以放心讲述自己
的挣扎，彼此守望、代祷，一起追求成长。

5

第三课
圣经与罪
㇐、个案分享
1. 志明自小就习惯偷妈妈钱包里的硬币。升上小学
后开始上教会，知道这是不好的，很想戒掉，无
奈习惯已经形成，总觉得妈妈在厨房做晚饭时钱
包放在桌上，是个很大的诱惑。今天，他忍不住
偷偷拿走了妈妈钱包里一个 5 元硬币，但因为心
中不安，晚饭后便把它放回去。
2. 你认为志明有没有犯错，错在哪里？如果你认为
他没有犯错，原因是什么？每个人都会从不同的
角度看事物，得出不同的意见及判断。有人觉得
犯错就是犯错；但有人会兼顾情与理，认为值得
原谅，可以给予机会。圣经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二、从圣经看罪的根源
1. 神创造万物，包括人类，神是人类的终极主宰。
人无疑有能力、知识，能管理生活的一切，可以
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但无论人的能力多强，仍
然无法掌握万事；人的计划、想做的事，不一定
可以做到。基督徒相信，人的生命和神有一种
“从属”的关系，主宰生命的是神，我们是属于
神的。
2. 圣经创世记记载，亚当、夏娃吃了神吩咐他们不
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就是人类犯罪
的开始，人也因此有了罪性。人类的始祖是亚
当，他会犯罪，我们也会犯罪。我们跟亚当是来
自同一个系统，都是神创造的。罗 5：12 说：
“众人都犯了罪。”在诗 51：5，大卫也说：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
了罪。”

三、羞耻感的对应机制—选择归向神
1. 如果我的苹果电脑坏了，我会把它送到苹果公司
或专门修理苹果电脑的公司维修，而不会把它送
到微软电脑公司，因为两间公司的电脑属于两个
完全不同的设计和系统。把苹果电脑送到微软公
司修理，是找错对象，他们没法帮助我解决问
题。人犯了罪，要找出路，先要找到正确的对
象，就是回归那创造人类的主宰，呼求他拯救。
因为，谁创造，谁就有能力解决被造物的问题。
2. 圣经记载大卫犯罪后，懂得归向创造他的神，呼
求他的帮助（参诗 51 篇）。犯罪是有后果的，
会令人不安，产生羞耻感，外表未必看得出，却
是很磨人的。找辅导员倾诉，有一定的帮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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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像“心魔”一样，不容易挥走。很多人不
能接受自己所犯的罪，痛苦过活。只有呼求神的
拯救和宽恕，才能释放人犯罪的羞耻感和罪疚
感，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正如是什么系统的
电脑，就要找创造这个电脑系统的公司来解决问
题，因为他们最了解自己的产品，能够对症下
药。我们因犯罪而来的羞耻感，必须归向我们的
创造者，才能对症下药，让我们得医治。
3. 创 3：9–21 记载亚当、夏娃犯罪后，眼睛明
亮，意思就是犯罪带来眼光的改变，看事物扭
曲，生命跟之前的状况不同了。罪带来的第一个
意识是羞耻感，把所有关系破坏。首先，与自己
的关系破坏了，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不喜欢自
己，要用无花果叶子遮盖身体。接着，是与神的
关系破坏了，害怕神。这是人未犯罪之前所没有
的。人犯罪后害怕神，也不想面对自己，想逃
避，于是在伊甸园躲起来。
4. 神却主动呼唤亚当：“你在哪里？”又质问他：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吗？”（创 3：9–11）神亲自介入人的生命，
要人面对自己的罪，这样才可以迈向出路。人犯
罪后，神要他们离开伊甸园，表示人要为所犯的
罪付上责任，但神却用兽皮为他们造衣服（创
3：21）。尽管人犯罪要承受后果，但神不会撇
下人不理。
5. 很多人不能除去因犯罪而来的羞耻感，终生受折
磨。这段经文却带来亮光，让我们知道神不会撇
下人不理，关键是人要归向他，求他的宽恕。基
督徒对神的观念清晰，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人生就有出路和盼望。

四、当怎样看同性恋者？
1. 同性吸引的倾向不是罪，圣经所针对的是行为。
倾向不是罪，行为才是罪。1 很多人都会混淆这
一点，认为有倾向就有行为，但不一定的，因为
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行为和生活方式。
2. 不是每个同性恋者都过着同性恋的生活。“后
同”（后同性恋者）觉得同性恋生活，并不是他
们想要的生活方式。他们接纳自己受同性吸引，
这种吸引不会完全消失。他们学习与它共存。不
过，他们的人生焦点，除了性倾向和爱情之外，
还有很多：努力工作；与家人重建关系；与朋友
重建友谊；订定有意义的、不一定是赚钱的人生
1

讲员的意思，是要区分原罪（因人类始祖犯罪，全人类都
承受了败坏的罪性）与本罪（人实际所犯的罪）。同性吸
引不是本罪 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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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因着信仰的缘故，立志过圣洁的生活。
3. 后同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不单因为这是信仰的价
值取向，也因为他们选择“人生有高点”的态
度。这态度让他们不再用世俗的眼光，追求物质
生活的完美，反而看重属灵生命的高点，不让同
性吸引拖垮自己，让自己不能前进，而是正面地
看同性吸引为人生带来的属灵意义，在信仰路上
学习追求圣洁。
4. 约 9 章记载的那个生来失明的人的事迹，让我们
看见神是不怕不完美的。这人生命的改变，正好
对应“人生有高点”的说法。
a. 门徒忙着问，是谁犯了罪？耶稣却吩咐这失明的
人去西罗亚池去洗，他的生命就会有改变。“西
罗亚”的意思是“奉差遣”（约 9：7），带来
的意义就是：尽管同性吸引的挣扎很大，但你在
神面前仍然可以站立，不要因为这个倾向而看低
自己；你是奉差遣的，要到池子去洗。
b. 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
工”（约 9：4）。接着又说：“我……是世上
的光。”（约 9：5）因此，“趁着白日”的意
思不是要赶快做工，而是要配合光，也就是配合
神的工作。耶稣的工作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我们
蒙差遣去参与和配合他。
c. 生命的光景，在乎我们选择怎样做。其中一个选
择就是配合神的工作，确信他认识你，而且容许
这同性吸引在你的生命中不能完全消灭，于是学
习与它共存，而且过圣洁生活。你的配合，让主
在你的处境中工作，显出神的荣耀。这是后同选
择“人生有高点”的生命态度。
5. 每个基督徒都要过圣洁生活，后同是基督徒，他
们的成圣之路与其他基督徒是没有分别的。每个
人在成圣路上，都会遇上引诱、试探，会犯错。
人会在试探中跌倒，但最要紧的是跌倒后不放
弃，要站起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起来。遇
到试探并不是罪，重要的是要设法胜过试探。有
时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的意志力，但这不是压
抑，而是管理自己的情欲。每个人都要管理自己
的情欲。同性恋行为是罪，异性恋者不恰当的性
行为也是罪，是神所憎恶的，都要藉着祈祷，求
神的宽恕和帮助。
6. 人进入同性恋生活，称自己是“同志”，必定有
他的经历和原因。有同性吸引的人知道自己的不
同，他们是孤单的，需要旁人支持。如果找到同
类人，有支持，就成为朋友。时间久了，越来越
投入，产生依靠，就会出现深度的感受；加上人
很容易有性幻想，渐渐就走入人所见到的暧昧关
系之中。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因此我们可以多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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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他们的心路历程。
7. 用个比喻来说明应该怎样看同性恋者：
a. 广角镜 用广角镜看事物，可以看阔一点。我们
要用宽阔的眼光来看同性吸引的人，听他们的故
事，不是先定下自己的标准来看人，不通过就排
斥。
b. 扫瞄器 用扫瞄器看事物是有既定程式的，必须
“通过”既定的程式。如果我们按既定的程式来
看人，就有可能误会对方，错过了解和帮助对方
的机会。

五、同行须知
A. 把人与行为分开
明白有同性吸引的倾向，不一定有同性性行为，这
一点很重要，因为影响到我们怎样与同性恋者同
行。同行的关键是接纳人。很多人的做法和行为，
我们可以都不认同，不接纳，但人本身是应该受到
尊重的。所以，同行是没有预设条件的。千万不要
觉得对方没有改变，就是自己做得不好，于是感到
沮丧。要知道，人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得的。
B. 尊重和爱
同志愿意接受我们的同行是很难得的。同行就是做
朋友，是漫长的路，没有所谓“结束”的时候。当
遇上大家意见不合时，尤其对方在情欲挣扎方面令
我们生气，出现争执，切记用不着为自己辩护，或
者把自己的意见合理化。要知道在挣扎中的人，他
要的不是别人给他方法。我们可能会觉得委屈，但
是做朋友就要互相体谅。要对方接纳我们的看法，
就要用上时间，让对方看到我们的行事为人。当对
方看到我们的见证，就胜过千言万语。如果我们怀
着尊重和爱，总有机会跟他说心底话。
C. 聆听而不辩护
有些同志对教会有意见，我们不需要尝试为教会作
任何解释。听他的愤怒倾诉吧。他们会因为我们的
聆听和陪伴，觉得自己受重视，因而对教会改观，
明白尽管教会有些地方做得不足，却正在学习做得
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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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孤单的出路
㇐、因同性恋而来的孤单
A. 孤单是普遍现象
孤单感实在很普遍，每个人都经验过。孤单感是不
分年龄和身分背景的。以下分享两段和“孤单感”
有关的新闻。
1. “孤单研究”2
a. 这是2018年英国的一项调查，由曼彻斯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布鲁内尔
大 学 （ Brunel University ） 及 艾 希 特 大 学
（University of Exeter）联合进行，参与调查
的人超过5万。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孤单”
这课题规模最大的调查。问卷内容是关于人对孤
单的看法及对孤单的体验。
b. “孤单研究”指出，16–24岁的那一群，相比起
其他年龄层的人，最易感到孤单。在16–24岁的
人当中，约40%经常感到孤单；但在65–74岁的
人当中，只有30%的人感到孤单。他们指出，这
和年轻人面对身分的转变、毕业及开始要学会管
理情绪有关。因此，年轻人要从小孩变成大人，
必须先经历只有自己才明白的孤单。
3
2. “孤单大臣”
a. 2018 年 初 ， 时 任 英 国 首 相 的 梅 伊 （ Teresa
May），任命了克劳奇（Tracey Crouch）为史上
第一位“孤单大臣”。原因是“孤单寂寞”这个
现象，几乎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通病。
b. 英国红十字会资料显示，在6,560万英国人口
中，超过900万人正承受孤独之苦，表示自己总
是或经常感到孤单。
c. 梅伊形容这个影响数百万人的社会问题，是“现
代生活的悲哀现实”。政府为了解决孤单，公布
了一个政策大纲，其中包括跨政府部门战略、国
家统计局建立各年龄层孤单感指标、与社团法人
一同创建专案基金等，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B. 同性恋者面对的孤单
1. 特点

2

3

参<https://www.hk01.com/%E7%9F%A5%E6%80%A7%E5%A5%B3%E7%9
4%9F/242328/%E6%83%B3%E6%93%BA%E8%84%AB%E5%AD%A4%E5%96%A
E%E6%84%9F-%E6%8B%8D%E6%8B%96%E6%9C%80%E7%84%A1%E7%94%A8%E7%A0%94%E7%A9%B6%E7%99%BC%E7%8F%BE-%E9%80%99%E6%AD%B2%E
6%95%B8%E6%AF%9430%E6%AD%B2%E6%9B%B4%E5%AF%82%E5%AF%9E>。
参<https://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80118001
072-260408?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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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渴望爱和关注。
b. 担心自己在群体中被忘记。
c. 被他人拒绝。
d. 渴望能够有个像“家”一样的群体，让人有安全
感，什么事都可以互相倾诉。
e. 因“异化”而有的伤口 因性倾向和其他人不
同，觉得自己是异类。
2. 同性恋者现身说法 美国圣经学者卫斯理‧伊
（Wesley Hill）是男同性恋者，但他选择守独
身，不过同性恋的生活。他对孤单的描述很细
致，坦荡荡地让人触摸到他的孤单感。但他不是
单单停留在自己的感受，而是从圣经得到安慰。

二、选择守独身
A. 价值观的抉择
卫斯理‧伊和其他同性恋者选择守独身，这是价值
观的抉择。基督教信仰对同性恋的教导很鲜明，所
以有些同性恋的基督徒徘徊于神与同性恋之间的挣
扎，而卫斯理‧伊是经过多番思考，才选择这种与
信仰挂钩的价值观。
B. 从神的话语肯定自己被爱
卫斯理‧伊指出，渴求被爱的孤单感，可以从神如
何爱我们得到一些亮光，让人肯定自己是被爱的。
1. “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看哪，正是你渴慕爱
情的时候，我就用我衣服的边搭在你身上，遮盖
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立约，你就归我。
这 是 主 耶 和 华 说 的 。 ” （ 结 16 ： 8 ， 《 和 修
版》；下同）
2. “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
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玛？怎能使你如洗扁？
我回心转意，我的怜悯燃了起来。我必不发猛烈
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
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
们。”（何11：8–9）
C. 过圣洁生活
守独身的价值观取向，是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守独
身的人，是以一个单身的身分过生活。无论最终是
否可以进入婚姻，都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每个基
督徒，无论是未婚或是已婚的，都应该守住这点。
D. 是转化，不是压抑
有一位女“后同”这样分享：“以前我喜欢女生，
不能表白又不能跟别人说，这就是压抑；但如今是
转化，我跟女生的关系已经不同，是朋友。不是要
把爱情收藏掩饰，而是转化为友情。如果是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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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避开对方，不接触；但现在我很自然可以跟
对方做朋友，自由接触，这是很开心的。”
E. 出于个人选择
价值观的取向是要放弃一样东西，然后才可以取得
另一样。无论你放弃什么，取得什么，人总是有选
择的自由。人选择什么，都反映出个人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取向因人而异，一定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不可以勉强的。
F. 重视群体的连结
1. 过独身生活的人要打破一个迷思 不是在婚姻的
场景才有真实的爱，在群体中也有的。例：耶稣
与拉撒路的家庭，路得与拿俄米，大卫与约拿
单，保罗与他的同工西拉、提摩太等。
2. 守独身的人是教会的宝贝，他们对神的忠诚很值
得欣赏。教会的群体，无论是单身或者是已婚
的，都要重视彼此陪伴，活出一个真实的属灵家
庭，因为我们都是重生的基督徒，并以弟兄姊妹
来称呼。这种彼此陪伴，不但是单身人士的需
要，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因为人人都需要群体
的连结。
3. 小组生活，对守独身者、单身人士很重要，当中
都是愿意同行的人。他们需要一个保密的场景，
倾诉自己的挣扎，尤其是在性欲方面的引诱。彼
此都需要鼓励及打气，并且要有属灵导师在属灵
方面的喂养。
4.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孤单感都会浮现出来。让自
己与群体连结是重点，要建立健康的友谊，互相
关心。有同性吸引挣扎的人不愿意离开教会，其
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教会得到关心，有群体的陪
伴。

三、同行须知
A. 已婚的弟兄或姊妹
无论你是否知道对方是“同志”，也不要推荐或介
绍对象，期望对方拍拖，因为这会给对方带来压
力。另外，这样做也表达了你个人的标准，就是结
婚比单身好，单身就好像人生不完整。其实同性恋
者也可能想结婚，但是做不到。所以，要了解他们
的心路历程。有些同性恋者会因为父母的期望或社
会的期望而勉强结婚，结果却演变为更多的婚姻、
家庭问题。
B. 单身姊妹
1. 与有同性吸引的弟兄同行
a. 只建立和维持健康的朋友关系，放下与对方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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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和意念。
b. 需要了解这弟兄的问题。很多时候，他是在成长
中失落了对自身男性身分的肯定，他的不知所措
和欠缺，需要健康的男性关系来填补，这是女性
无法取代的。
c. 如果得到他的同意，可以找成熟的基督徒或牧者
来辅导和帮助他。
d. 要了解他的信仰根基、面对同性恋试探的态度，
也要格外留意他的倚赖和使人误会的身体语言。
不要随便误信这是一段罗蔓蒂克的情谊。
2. 与有同性吸引的姊妹同行 要懂得划界线，避免
对方“移情”。
C. 单身弟兄
1. 要明白有同性吸引的弟兄很需要你的接纳
a. 他可能在向你“求救”，希望你多聆听他。不要
感到有压力，更不要离弃他。对于彼此之间的友
谊，只须以平常心保持一贯的相交模式已经足
够。单单这样，你对他已是莫大的接纳和治疗。
b. 不要套用一般异性恋者胜过试探的方法来“教
导”他，更不要滔滔不绝地引用圣经“所多玛、
蛾摩拉”的惩罚来“警醒”他。不要因为他独身
多年而认定他没有希望，更不要用“现在可以开
始拍拖了吧？你不愿意结婚吗？”等话，来判断
他究竟成长了没有。时间未成熟，难道他要假装
对异性有兴趣吗？要知道，成长的果实不一定是
婚姻，而是终生学习倚靠主；不单是不再受同性
恋诱惑的辖制，而是全人靠主成圣。
c. 同性恋的改变有别于戒烟、戒赌。不是对方完成
了多少个成长小组，就应该戒掉了某些问题。这
样的想法，好像把对方看为一个要按时完成的项
目。人需要时间，有些时候会进步很快，有些时
候却会落后。他需要你陪伴他，学习成长。
2. 如果发现对方开始对你有情感倚赖，甚至欲望，
就要：
a. 坚决地表示你不接纳这些违背神的行为，但也要
表示你接纳他是属灵的弟兄和朋友。
b. 不要独力承担，在他的同意下，可以和教会里成
熟的基督徒或长老分享，与他同行祈祷。或者在
有需要时，转介给合适的辅导员。
c. 由始至终，要保持不变的朋友关系。
D. 基督徒夫妇
同性吸引人士的普遍经历是不健全的两性关系，特
别是过去和父母的沟通模式，深深影响着他们对两
性亲密关系的信任。如果成熟的基督徒夫妇愿意接
待他们，请他们来家里吃饭，守望他们，作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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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及榜样，这对他们是莫大的帮助。
E. 结论
无论我们站在什么岗位，以什么身分来与同性恋者
同行，我们都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为我们不比他
们圣洁。可以和同性恋者同行是福气，能够见证他
们生命的成长和改变。

第五课
为何改变？改变什么？
㇐、见证分享
以下是一位后同性恋者志勇的分享。以前他过着活
跃的同志生活，但今天的他已经不再一样。
A. 小学、中学时期 发现自己的性倾向
1. 在小学阶段，我已经知道自己对男性有兴趣，而
跟女性就只可以做要好的朋友，没想过跟她们发
展更亲密的关系。
2. 升上中学后，我更加肯定自己对同性的同学有兴
趣，尤其是那些在运动方面强的男同学。很多时
候，我都想跟他们发展更深一步的关系，也想时
常跟他们在一起。可惜，小时候的我身体瘦弱，
不擅长运动，男同学都不喜欢跟我一起踢足球。
他们希望队友都是身材高大、身体健实的，参加
比赛时就比较容易胜出。我唯有转而跟女同学一
起，这样比较容易得到认同，于是渐渐便和很多
女同学混熟了。
3. 我出生没多久，爸爸就患上癌症。当时他需要接
受治疗，所以在我的成长阶段，很缺乏父亲的照
顾和关怀，也缺乏让我可以去学效的父亲形象。
我一直很渴望得到父爱。后来爸爸的癌症痊愈，
但在治疗过程中他的听觉严重受损，以致我自小
跟爸爸很少沟通，彼此关系很疏离。
B. 大学时期 出柜
1. 由小学至中学，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同班同学或是
女性朋友；上到大学后，因为住在大学宿舍，就
开始接触不同类型的男女朋友。当时的大学宿舍
同一楼层的，全部都是男生，我发觉自己对一些
身形壮健的男同学有好感。
2. 那个时候，我好渴望参加各类运动，使自己的体
格更加强壮。我开始去健身和认识一些在运动方
面强的同学，希望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不过，那
时我虽然常常健身，并且在体重方面增长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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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磅肌肉，但内心仍然觉得自己不够男子气概。
3. 大学的文化比较开放。还记得当时的社会科学学
会举办了一些关于同性恋及性小众议题的聚会。
由于我是基督徒，难于向人启齿自己有同性吸引
的倾向。记得当时有男同学申请调换住宿的楼
层，要跟另一男同学同房。当时传闻他们是同性
恋者，我却不以为然，毕业后才知道这是真的。
可想而知，我当时非常天真！
4. 那时传媒有时会报道一些同性恋者的娱乐点，如
酒吧、会所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独自一人大
胆地去到一个“同志”酒吧，怎料碰上一个中学
同学。其实他一早已经向我出柜。当他在酒吧见
到我的时候，不用说什么，他自然地知道我的性
倾向。
C. 毕业后 同志生活
1. 毕业之后工作了两年，便决定搬出来一个人住，
过着自由的生活，也开始接触和结交不同的“同
志”。他们教我这个同志圈子的人应该怎样生
活，例如星期五或六，我们大多数会走在一起吃
饭，或者去一些同性恋酒吧或同志的士高玩乐。
2. 最初真觉得开心，因为自己年纪轻，有很多同志
大哥哥照顾我。他们热情地跟我分享这个圈子的
生活。有时候他们请我喝酒，但我对喝酒没有兴
趣，也不抽烟。原因是爸爸在癌症康复之后戒了
烟，所以我对抽烟有强烈的抗拒感。
3. 我发现这个圈子中有很多不同专业的人，他们因
为承受了很多压力，很喜欢喝酒，有时候也会抽
烟，甚至有些人喜欢滥药，寻求一刻的欢娱和放
松。有些人会在酒吧或的士高寻找一夜情；当
然，也有人是希望藉此找到一段长久的关系。
4. 那时我曾经跟几个同性朋友拍拖和发生性关系，
他们都是外表俊朗和身型健硕的人。和他们一
起，我觉得自少缺乏父爱和同辈认同的感觉得到
满足。我也曾经跟一些朋友和当时的男朋友一同
滥药及性行为，以舒缓工作压力和满足自己内心
对男性情欲的需要。
5. 这样的同志生活过了超过 10 年。工作以外的时
间，我全都跟同志朋友一起吃饭、打球、去酒吧
和不同的同志派对，有时滥药、一夜情等……回
想起来，这样的生活对自己工作的发展也有影
响，限制了我今天的成就！
D. 人生大打击 情变
1. 这时发生了一件我人生中最震撼的事。当时我的
同居男朋友喜欢去东南亚参加一些大型的同志派
对，滥药玩乐，我也跟他一同去。那时我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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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一起一段时间，却发觉自己根本满足不到他
对男性情欲的需要。他要求我在派对滥药后，跟
另外三四个同志一起玩性爱派对。我心中不太愿
意，但因为爱他及满足他才答应。几次之后，我
想跟他坦白，要求停止这种淫乱的生活。
2. 后来有一次，在我回家开门之际，发现他跟另外
一个男人正在床上亲密。我立即把门关上，十分
激动，甚至想走到住所大厦的顶楼跳下来。冷静
之后，想起家中的母亲需要我照顾，才打消了自
杀的念头。
E. 放弃同志生活
1. 平静过后，很想跟朋友分享内心感受。当时我和
大学的一个女同学经常联络，她会跟我分享她的
一些困难。当时我坦诚地向她出柜和分享失恋的
惨痛经历。她提议我重拾信仰，回到主耶稣的身
边，她愿意和我一起星期日到教会崇拜。就这
样，我参加教会崇拜接近一年，但过着独行侠的
生活，没有参与教会的团契。
2. 其后，这个大学女同学建议我向“新造的人协
会”寻求帮助。我便开始接触协会的同工和其他
同样有同性吸引挣扎的基督徒朋友。他们都是觉
得同性恋生活不适合他们，所以选择离开这个圈
子，学习管理情欲，过圣洁的生活。
3. 这段期间，我有几方面的醒悟：
a. 经历了让人痛心的情变，离开同志生活，我醒觉
自己那份对同性的情欲，根本永远都不能满足，
就像一头永远吃不饱、喝不够的狮子。
b. 我深深体会神创造一男一女是杰作。我不能否
认，人体整个生理的结构都是天衣无缝的。神创
造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又吩咐人生养众多，这
都是同性关系不能够达到的。我选择忠于神的创
造。
c. 圣经就是我的“生命手册”，给我人生的意义和
方向，让我靠着主耶稣去过得胜的生活。从前的
我，靠着自己和自己的感觉去生活；但今天的
我，却跟随圣经的指引来过每天的生活。跟随创
造主而行，每天活着都有信心，因为圣经有指
引，让我知道怎样走前面的路是最好的。在人世
间，任何伟大的生命师傅，都比不上这位创造天
地万物的全能者。
4. 现在，我每天都要凭信心生活。我仍然有同性吸
引的倾向，但我学习面对它，不让自己被情欲主
导，立志过圣洁生活。我将时间多放在工作、运
动、教会生活、家人及朋友，好好管理自己，生
活有规律和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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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结
A. 为何改变？改变什么？
志勇为何要改变呢？他需要生命的方向和生命的意
义。他改变了什么？就是放弃同志生活。这就是价
值观的取向。志勇说，他在同志的圈子可以找到自
少缺乏的父爱和同辈的认同，但后来他放弃了同志
生活，因为他并没有因着所得到的情欲而满足。他
需要的是有神的生命方向和生命意义。
B. 同行须知
1. 同性恋者的改变真不简单，因为他们是改变生活
的方式，这关乎价值观和自我一些很独特的部
份。所以，如果我们要与他们同行，就要多一分
同理心。每个同性恋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
们需要多了解他们。
2. 明白同性恋者虽然改变了，但可能仍然有同性吸
引的倾向。
a. 很多人期望同性恋者的改变，是彻底改变了同性
吸引的倾向，由同性恋变成异性恋。但许多时
候，这是不可以保证的。况且，我们看一个人的
改变，所看重的应该是人的生命价值。
b. 有时，人们会看有同性吸引的人，是个有污点的
人，所以要铲除污点。这种想法，就是把人看为
一个项目。要完成这个项目，就要达标；不达
标，就是不成功。但这贬低了有同性吸引的人，
抹煞了人的价值。
c. 人生可以有选择。后同的生命与同性吸引的倾向
共存，是一生一世的挣扎。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
圣洁的生活，重拾友谊，重建与家人的关系，在
人生的不完美中配合神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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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解经大不同
㇐、基督徒如何回应同性恋者的提问？
A. “你们这些基督徒常常说同性恋是罪，你们只懂
用圣经来歧视人，侮辱人。”
模拟答案：“我相信你误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信仰和信念。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说的，就是同性行
为、奸淫，以及一些不正当的性行为都是罪。这是
信仰，不是歧视他人。”
B. “我的性倾向是喜欢同性，这是很自然的。神创
造你是异性恋，创造我是同性恋，所以，我只做
我顺性的事，为何会是罪呢？”
模拟答案：“按我所知，异性恋、同性恋倾向的原
因很复杂，科学家也没有一致的结论。我理解你感
受到自己有同性吸引的倾向，但这并不代表神创造
你是这样的。圣经没有指责同性恋倾向，但神对一
些异性恋或同性恋的行为都有禁令。在信仰的层面
上，我跟你的看法是不同的。”
C. “我就是喜欢同性，你叫我怎样可以喜欢异性
呢？”
模拟答案：“我明白的。的确有些同志过着同性恋
的生活，但有些却基于自己的价值观，觉得同性恋
生活不适合自己，所以离开了同志圈子。无论你的
选择是什么，我一直看你是我的朋友。”
D. “你不认同同性恋行为，就是不接纳我。”
模拟答案：“坦白说，一个人怎可以百分之百认同
对方的行为呢？我也不会因为你不认同我某方面的
行为，就说你不接纳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
需要磨合，也有些事情是可以互相迁就，达到共识
的。“不认同”不一定就是“不接纳”。如果要看
一个人是否接纳另一个人，就应该看他怎样对待对
方，而不是定一个标准作为测试：你不认同我某方
面的行为，就等如不接纳我。神爱每一个人，但神
不是百分之百接纳我们所有的行为。
E. 小结
1. 每个情况都是独特的，可以有不同的回应方式。
要按着你认识对方的程度、当时的气氛等，运用
智慧，作合适的回应。
2. 美 国 好 莱 坞 电 影 布 景 设 计 师 贝 克 特 · 库 克
（Becket Cook），是公开出柜的好莱坞名人之
一，但后来他信了耶稣。某天，他走进洛杉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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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咖啡馆，打算窝在角落工作，没想到身旁有一
群正在读圣经的基督徒，引起了他的好奇，从此
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在洛杉矶没有多少人会
带着圣经阅读……但是我已笃定不想让神干涉我
的生活。那时我还很庆幸自己不是基督徒。”但
是，最终库克还是忍不住上前攀谈：“你们是基
督徒吗？”就此展开了一场讨论。当提到“基督
徒是怎么看同性恋的？”，库克想知道他们的反
应。“他们竟直言不讳地说，这是罪。”这个不
扭捏的答案，赢得了库克的尊敬。“老实说，我
欣赏他们的坦率。”那群基督徒顺势邀请他去教
4
会，他也如期赴约了。这是神的工作。
3. 有时，我们不知道怎样回应同志朋友在信仰方面
的提问。真的，没有最好的答案，但是，不需要
争论。要尊重对方与我们的看法不一样。

二、什么是同志释经？
圣经对于同性恋的教导是鲜明的，有 5 段经文直接
提及同性恋行为：创 19：1–11；利 18：22，20：
13；罗 1：26–27；林前 6：9–11；提前 1：9–
10。这 5 段经文提到同性恋行为是罪。但有些支持
同性恋的学者对这 5 段经文有不同的理解，称为
“同志释经”。今天选林前 6：9–11 这段经文详
细解释，让大家对“同志释经”有个初步的概念。
其实林前 6：9–11 和提前 1：9–10 很相似，都出
自使徒保罗，有人称之为“罪恶清单”。当中有两
个字最具争议性，就是“娈童的”（ malakos ）和
“亲男色的”（arsenokoites）。
A. “娈童的”（malakos）
1. “ malakos”在原文是形容词， 意思 是软、柔
软。大部份学者都接受这个词的意思，引申到指
男性同性行为中“被动”的一方。
2. 但有同志学者说，这个字可以指涉一系列的行
为，当中的意思只是“女性化”，所以也包括异
性恋者，并未特别局限于同性性行为（Dale B.
Martin）。
3. 不过，林前 6：9–10 列出一连串不能进入神国
的人，所以如果把“malakos”译作“女性化”
是说不通的。“ malakos”这个字与“奸淫”、
“亲男色”在一起，都是牵涉性行为的。因此，
可以合理地推断，保罗所说的“malakos”（娈
童 ） 是 包 含 性 行 为 的 （ Robert A. J.
Gagnon）。

4

参<https://kairos.news/15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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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亲男色的”（arsenokoites）
1. “arsenokoites”（亲男色）这个字是复合字，
是保罗自创的，由“男性”（arseno）加“床”
（koites，性行为的意思）两字组合而成。大部
份学者认为，这可以追溯到利 18：22 和 20：13
在《七十士译本》（旧约希腊文圣经）中的翻
译。这个字是男性名词，因此是指向男男同性性
行为中主动的一方。
2. 这就证明保罗自创一字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没有
逻辑和根据的。保罗追溯利未记的经文来自创一
字，显示他所说“亲男色的……不能承受神的
国”，是来自旧约中神教导的原则，不是保罗自
己的原则。同性性行为违反了神的创造秩序，新
约圣经是基于旧约的创造论来反对同性性行为，
因为创造论不会因时代的不同而不适合。

三、信徒的对应
A. 创造论的重要
神造人是尊贵的，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也可以与
神沟通。神创造万物是有秩序的，各从其类，人和
其他动物也是有分别的。但是，人要承认自己是受
造物，而同性性行为逾越了创造者为人所创造的秩
序，也就是否定和冒犯了神的工作。人在性向挣扎
或苦难中，有时是难于理解和接受神的主权。神的
确有主权，因为他是创造者。例：苹果电脑公司作
为苹果电脑的创造者，必定对自己创造的电脑有既
定的程式，目的是让创造的产品用得好。同样，神
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人也要按着神创造的秩序来运
作。
B. 预表转移
1. 有些同志释经学者指出，文化是会改变的。圣经
是远古的世界，因着当时的文化，有很多禁令当
时要遵守，但现在的世界不同了，就不用遵守，
例：献祭条例、食物条例、衣物条例、洁净礼
仪。这些条例现在都不用遵守，为什么关于同性
性行为的条例现在要遵守呢？他们以文化不同
了，就把同性性行为合理化。
2. 关于新约与旧约的关系，在释经上有个词叫“预
表转移”。预表是“现在”回头看“以前”，就
是从新约的经文回头看旧约，得出一个“转移
式”的释经安排。
a. 利未记的献祭条例、食物条例、洁净条例，今天
已经不用遵守。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开始了一个
新纪元。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一次献上，永远
有效（参希伯来书）。这就是预表转移。因着耶
稣所成就的，今天我们不用献祭。新约已经处理
良友圣经学院《关怀事工：同性恋 II》

了这个问题。徒 10 章记载使徒彼得见异象，叫
他吃不洁的食物；耶稣也曾说，凡入口的不能污
秽人（太 15：11）。食物的规矩，在新约时代
已经不用遵守，任何食物都可以吃。这就是预表
转移。
b. 但是，利未记里面有些禁令，没有预表转移。
例：神所不喜悦的性行为，并没有转移；新约重
提，是希望人遵守，而且成为保罗教导的根据
点。
C. 耶稣没有提及同性恋？
有人认为，耶稣没有提过同性恋，因此上述的经文
不足以成为讨论同性恋的重点。不过，当耶稣论及
婚姻时，他引用创世记，说：“那起初造人的，是
造男造女”（太 19：4）。这是他的伦理观。不言
而喻，人不需要问为何耶稣没有提及同性恋。
D. 打好圣经基础
同志释经经常有变化，令信徒怀疑圣经。信徒查经
时要注意：
1. 上文下理，并对照新约及旧约；
2. 查看串珠经文；
3. 查看词汇索引，看同一个作者怎样用词。
打好圣经的基础，就可以慎思明辨。当人高举理
性，自以为有能力控制世间一切事物，解决所有问
题时，渐渐就会把自我放大，越来越难顺服神。
E. 明白神设立性禁令的目的
1. 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不会拒绝神给他们的那些禁
令，因为他们经历过神的拯救。他们知道，那些
禁令对他们是好的，不让他们像其他国家那样过
混乱的生活，尤其是在性方面。
2. 今天，我们也要明白神设立这些性禁令的心意，
是要让人类社群受到人伦秩序的规范，让人在相
互关系中互动和关爱，活得精彩，生活有保障和
安全感。例：从新闻得知，因为性关系的混乱，
没有界限，有些国家的强奸案很多，妇女出外提
心吊胆，也有贩卖人口的事发生，而受害者绝大
部份是年轻女子。神的禁令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界
线，让性秩序发挥正面功能，人类社群按此能安
居乐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
3. 性禁令的另一个功能，是保护社群中的弱小者
（例：妇孺、残障人士），免得性关系被利用来
满足私欲，做成关系扭曲。很可惜，人类在这方
面做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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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A. 编辑福音故事
1. 在同志的圈子已经有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
的群体很团结，会演说故事。但是，我们福音派
的群体呢？我们欠缺与性小众同行的故事；欠缺
证明“神的道”运行在同性恋群体当中的故事；
欠缺你和我如何努力，不怕丢脸，不怕被拒绝，
不怕失败，不离不弃，带着恩典和真理，谦卑地
进入性小众群体的福音故事。
2. 福音故事并不能唾手可得，因为人有罪性。要行
圣洁的路，是会跌跌撞撞的。但这些跌撞，不会
没有意义，却是一小段、一小段地展现福音的真
实。性小众的福音，就是神知道他们生命的光
景，但只要人愿意跟从神，就会在无能的人的生
命中，显出神的大能。福音故事，就是有很多不
光彩，但仍然坚持以真道同行的片段，一遍又一
遍地编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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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最后的鼓励
我要向有同性恋挣扎的基督徒说：“神是爱你的，
他是你天上的父亲。他不愿意见到你沉沦，也不会
撇下你，不会放弃你。他永远都是张开双手，等着
你回到他身边。无论你现在什么景况，面对什么难
处，只要你向神呼求，他一定听你的祷告，你可以
求他给你力量来战胜引诱。你心灵深处的痛苦，也
可以向天父倾诉，求他给你安慰。”当我觉得缺乏
无力的时候，诗 23 篇对我很有鼓励。我也希望你
在无力的时候，朗读诗 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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