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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017讲·5章 1-14 节 

小心撒但诱惑：先甜后苦 
昊敏 

 
1 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

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词。
2 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

存知识。3 因为淫妇的嘴滴下

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4 至

终却苦似茵陈，快如两刃的

刀。5 她的脚下入死地，她脚

步踏住阴间，6 以致她找不着

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迁

不定，自己还不知道。7 众子



 

 2

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

弃我口中的话。8 你所行的道

要离她远，不可就近她的房

门。 9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

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10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

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
11 终久你皮肉和身体消毁，你

就悲叹，12 说：“我怎么恨恶

训诲，心中藐视责备，13 也不

听从我师傅的话，又不侧耳

听那教训我的人？ 14 我在圣

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

（箴 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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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风气与圣经教导相反 

这一章在说什么呢？编者给了一

个标题：“当远避淫行”。整章都是在

谈淫乱罪，淫乱罪的结果是死亡。 

你觉得淫行有这么严重吗？这里

说的很严重，但我们心里怎么看又是

另外一回事。你看现在的社会风气，

有小秘、有情人是不是很普遍的事？

有人甚至以此来夸口，说明自己有魅

力，或者是成功人士。社会的风气跟

圣经是相反的。当然最终很多人都弄

得很狼狈，常常会出现暴打小三的新

闻。通奸者丢了名声，也丢了工作，

甚至被情人或者妻子举报腐败，坐了

监牢。他们会不会悔不当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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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结婚的又怎么样呢？可否未婚

同居呢？你会觉得同居是罪吗？可能

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这是我的事，

你管得着吗？又

不碍着谁，有什

么问题呢？”但

圣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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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13:4）。圣经

看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罪。在旧约

律法中，婚前性行为也是死罪（参看

申命记 22 章 20-21 节）。圣经绝不允

许婚前性行为或者婚内出轨，这些全

都属于淫乱罪。然而到了今天，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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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不以为这是罪。 

淫妇：属灵上对神不忠的人 

如果你是基督徒，没有犯过淫乱

罪，是不是这段话就与你无关了？或

者你曾经犯过罪，但现在已经靠着耶

稣（神的儿子，神所预备的羔羊）的

宝血得洁净了，已经认罪悔改了，就

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学的了？ 

神的话当然没有这么肤浅，而是

从浅显的事入手，深入说明深层的东

西。但关键是我们要透过浅白的事物、

话语，挖掘出深层的内涵出来，这样

读圣经我们才能够真的学到东西。 

说到淫妇，是不是说我们见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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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乱搞男女关系、犯淫乱罪的人，就

不要听他们说话呢？这样就太好分辨

了。但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看箴言 5

章 10 节，这节经文也用到了这个词：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

来的，归入外人的家。”这里的“外人”

一词，跟“淫妇”是同一个希伯来原

文。还有箴言 6章 1节：“我儿，你若

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外人”

也跟“淫妇”是同一个希伯来文。 

所以“淫妇”不单单局限于我们

所理解的乱搞男女关系、犯淫乱罪的

人——当然包括了这种人，这些是明

显的恶人了——但除此之外，还包括

了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 

在圣经中，神常常责备他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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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淫乱罪，背弃神。这是属灵上的淫

乱。你背弃神，离开生命之道，去拜

别的神，随从别的道理，去走别的道，

这在神眼中就是犯了淫乱罪。 

人喜欢听甜言蜜语 

首先来看基本的意思。这里当然

有最基本的意思：在谈肉体淫乱罪。

为什么人会犯淫乱罪，有婚外情呢？3

节说，“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

油更滑。”上一章我们刚刚说过，神的

话是“医全体的良药”，但往往“良药

苦口，忠言逆耳”；这里就说“淫妇的

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人喜

欢听好听的、顺耳的话，喜欢听甜言

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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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女孩子喜欢听甜言蜜

语。几句好话，就乐开了花，然后就

跟 人 走

了。所以

女 人 结

婚后，往

往 爱 发

牢骚，抱

怨丈夫，因为觉得丈夫变了，不说甜

言蜜语了，不像结婚前了。殊不知丈

夫不可能整天都说甜言蜜语，委身是

行动，不是言语。 

男人呢？当然也喜欢听好话、顺

耳话。 

其实人的通病就是不爱听逆耳

话，喜欢听好听的话。为什么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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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歧途，偏离正路？就是因为爱听

好听的话。可是箴言这里说：“淫妇的

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

却苦似茵陈，快如两刃的刀。她的脚

下入死地，她脚步踏住阴间，以致她

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迁不

定，自己还不知道”。这些话听来好听，

如同蜂蜜，可是最终却是苦的；又像

一把刀，置你于死地，引你走向灭亡。 

所以这里有一个忠告：神的话听

来不好听，逆耳，是苦的，但最终是

甜的，引你到永生。而谬论听起来非

常好听、悦耳，但最终引你走上灭亡。 

甜言蜜语是体贴我们肉体的话 

为什么有些话我们觉得好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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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呢？到底是什么话呢？其实是体贴

我们肉体的话，正中我们下怀，正中

我们的私欲。 

比如男女之间，异性夸你：好漂

亮啊，好温柔啊，好帅啊……我们听

来就是好舒服，好满足，觉得自己真

不错，洋洋得意，根本不想一想对方

是否说得言

过其辞。 

记 得 小

时候常常听

长辈讲乌鸦

和狐狸的故

事：有一只乌

鸦得到了一

块肉，结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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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看到了。狐狸很想从乌鸦嘴里得

到那块肉。但乌鸦是站在树枝上，嘴

里叼着肉；狐狸在树下，无法抢到肉。

可是狐狸已经对乌鸦嘴里的那块肉垂

涎三尺，怎么办呢？它眼珠一转，就

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您好吗？”

没有回答。狐狸只好赔着笑脸：“亲爱

的乌鸦，您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

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

尾巴，第三次说话了：“您的羽毛真漂

亮，嗓子真好听，可以给我唱首歌

吗？”乌鸦听了非常得意，就唱了起

来。这时，那块肉就从乌鸦的嘴里掉

了出来，狐狸叼着肉就跑了，只留下

乌鸦在那里“歌唱”。 

听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忍俊不禁，

也会觉得好容易明白，小孩子才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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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错。其实不然，我们现在还会犯

这种错，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本质

上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有些基督徒以及一些

慕道的朋友在一间教会聚会，可是有

一天有人（其实也是基督徒）就对他

们说：你们不要总在一间教会聚会，

要多走走、多看看，多去几间教会，

长长见识，不要那么封闭、狭隘。这

就好像买衣服一样，多挑挑，货比三

家，然后再选一个好的。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

道理。可是我们要小心了，因为这种

说法让我们的肉体很舒服。我们的本

性是不爱委身的，一旦自己对弟兄姐

妹、对牧者不满意，或者自己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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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我们就脚底抹油——溜了。这

种话就是“蜂蜜”般的话，却在鼓励

我们不遵行神的道。 

再比如，有一对夫妻都是基督徒，

他们有个小孩儿，一天天长大。有一

天，一个人就劝他们说：你们为了孩

子，应该换一间大一点、好一点的教

会，让孩子上主日学，可以有机会从

小认识主。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

道理，而且也吸引人，哪个父母不担

心自己孩子的将来呢？非基督徒父母

想的是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有

个好将来。同样，基督徒父母也希望

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只不过现

在想的是孩子能够从小受基督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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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能信主。说到底，二者有什么不

同呢？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不能换

教会（包括上面谈的例子），问题是我

们要知道自己真正的原因。如果仅仅

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开教会，去别的一

间教会，神会怎么看呢？你的属灵生

命会走向何方呢？会不会这是来自撒

但的诱惑，让你离开正路呢？ 

神的话是不好听的，神的仆人的

话也是不好听的，因为总是逆着我们

的本性。就好像在小孩子眼中，爸爸、

妈妈总是说“不”： 

“我可以吃糖吗？” 
“不行！” 
“我可以看电视，晚一点睡吗？”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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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吃麦当劳，不吃米饭！” 
“不行！” 
“我不要喝牛奶！” 
“不行！”…… 

在小

孩 子 看

来，爸爸

妈妈的意

见总是那

么令人不

舒服；而

一个陌生人给他糖，他就好开心，一

下子就接过来了。 

同样，我们也觉得神总是给我们

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喜欢的，他不给，

总是说“不”。神的仆人也是这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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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的仆人说的是神的话。我们会觉

得：为什么这个神的仆人总是“吹黑

管”呢？大家都好开心地要去做一件

事，他总会说一声：不行。如果你真

的爱真理，就会明白：其实是因为我

们体贴肉体，不喜欢听属灵的话。 

我们不喜欢神的道，因为神的道

与我们的本性相反。而撒但的道、世

界的道、罪的道就非常体贴我们的肉

体，让我们觉得非常舒服。你有没有

发现罪很有吸引力？犯罪是会有快感

的。但是犯罪过后就苦不堪言，你会

付上沉重的代价。 

撒但引诱是为了控告、毁灭 

你看这个世界好奇怪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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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自由，可是一旦你包二奶、有婚

外情、滥交，你就成了众矢之的，所

有人都骂你。现在的互联网非常普遍，

那些歌星、影星们有一丁点丑闻，马

上就被广而告之，名声扫地。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认识撒

但。打开圣经，第一本书创世记在第 3

章就出现了撒

但，我们的始祖

亚当、夏娃是如

何犯罪的呢？

是撒但引诱了

他们，让他们犯

了罪，吃了神吩

咐不可吃的果

子。结果他们只

好离开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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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神的同在，远离了神。 

一方面，撒但时刻引诱、鼓动人

犯罪。可是另一方面，撒但又是最厉

害的控告者。启示录12章 10节说：“我

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

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

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

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撒但是昼夜控告我们的。在撒迦

利亚书 3章 1-5 节也有一幅图画： 

1 天使（原文作“他”）又

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

在雅伟的使者面前，撒但也

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

对。2 雅伟向撒但说：“撒但

哪，雅伟责备你，就是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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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雅伟责备你，这

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吗？”3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

服，站在使者面前。4 使者吩

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

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

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

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5 我

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

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

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

的衣服，雅伟的使者在旁边

站立。 

这里又是在说撒但控告大祭司约

书亚，显然是控告他犯了罪。但神为

约书亚脱去了污秽的衣服，即神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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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约书亚的罪。神一直是帮助我们的，

问题是我们愿意听从并且跟从神的

道，从而得到他的保护和帮助吗？ 

留意箴言 5章 14 节，这里的“我”

哀叹说：“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

恶中”。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你不听

神的话，那么即便你来教会，也是没

有用的，还会落在罪里，被撒但诱惑，

信从他的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愚

昧人，跟从了撒但的道、世界的道、

罪的道，到头来却被撒但控告，被他

置于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