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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使徒行述》第29,30,31,32章

爱是恒久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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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

聚光灯

观看，模糊不清（原文作

“保罗深切地感觉到每一个人必须与那不断寻求欺骗人陷害
人的恶势力所作的斗争；他也曾不息不倦地工作，为要坚强巩固
那些在信仰上尚属幼稚的人。他曾恳劝他们完全献身与上帝；因
为他知道一个人若不肯作这样的献身，就不会放弃罪恶，而食欲
和情欲仍必争取上风，而各种试探也必迷惑良心。

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

献身必须完全。每一个软弱、疑惑、挣扎的人若完全降服于
主，便将与那些使他获胜的力量有直接的接触。天庭便与他相近，
他也就能在每一次考验和需要的时候得蒙施怜悯之天使的支持和
帮助了。”（《使徒行述》第29章,第2,3段）

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
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哥林多前书13:12）

你

的 看法？

以下哪一个论述最能表达你对婚前性行为的立场？
1.这种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成年男子的事情应
该让他们自己去做主。
2.我认为你应该在婚前与异性同居，也算是
一种试婚行为，不然如何得知你们是否
相配并能和睦相处。
3.我想在婚后才发生性行为，在婚前不
与任何人发生性行为。
4.我已经不再是处女了，对此我感觉
非常内疚和羞耻。
5.我已经不再是处女了，对此我感
“我先前写信给你
觉非常自豪。
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
6.我不知道自己对于婚前性行为持
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
有什么立场。

走进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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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
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
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
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
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
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
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
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
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
可。

根据2002年的一项调查，在美
国20岁左右的青年当中，百分之
七十五的调查对象都有过婚前性
行为。在2009年的另一项调查中，
在18-29岁的美国青年中，百分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
之七十一的调查对象认为，婚前
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
性行为是可以的。
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
当问到30岁以下的调查对象时，他
人有上帝审判他们。你
们发现在单身人士中，在性行为较
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
为活跃的人中，百分之五十五的调
们中间赶出去。
查对象认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性生活颇
为满意。在30岁以下、已婚的、并且忠
我若能说万人
于对方的调查对象中，
的方言，并天使
百分之七十七的人感
的话语，却没
觉他们的性生活非常
满意。许许多多的调
有爱，我就
查表明，在婚姻中的性
成了鸣的
行为要比婚前性行为
更“好”，更加令人
满意。你认为这
是为什么？
(以上内容摘自以下网址:
www.publichealthreports.org/
userfiles/122_1/12_PHR122-1_73-78.pdf;
abcnews.go .com/primetime/pollvault/Story?
id=156921&page=2.)

锣，响的钹一
般。我 若 有 先 知 讲 道 之
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
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
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
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赒
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
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
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
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
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
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
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
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
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
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
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
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
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
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彷佛对
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注：
“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
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
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
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
一样。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
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
爱。”
（哥林多前书5:9-13,13）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你认为我们在坚守原则的问题上该如何保持
平衡？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棚，娶了她为妻，
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创24:67）
“雅各就为拉结服事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创29:20）
“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
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她，好象牛往宰杀
之地，又象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
（箴7:21,22）

我们对于信徒与非信徒的期望应该存在哪些区别？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
我里面重新有正直（或作：坚定）的
灵。”（诗51:10）

根据圣经中哥林多前书13章的记载，你认为爱是一种感觉还
是一种行动，为什么？

你认为哥林多前书13章的记载与婚前性行为和婚后性行为有哪
些联系？

通过以上的经文，你认为上帝如何看待性？你想性是一种
不可避免的罪恶呢？还是一份礼物呢？或是一种美妙的责
任呢？

根据哥林多前书13章的记载，你是如何定义爱？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
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
覆庇我。”（林后12:9）

言锦囊

名

“倘若你爱某个人，你会甘心
为他放弃一切；然而，若他也
以爱作为回报，便绝不会让你
那样做。”——佚名。

“如果你是单身人士，你将会成为
一个已婚的人，上升一个台阶。在婚
姻的关系中，品格中任何不良的特质都
将表露无遗，你可以随意放下警惕，不加
防备——因为对方已经许配给你，你不再担
心把他吓跑了。” ——乔什 ·麦道 卫， 美 国作
家，布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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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在当今社会中，等到结婚之后再
发生性行为仅仅是一种高不可攀
的理想吗？在发生性行为这件事
上，年轻人有很大的压力，以便
能拥有“正常的”关系。但上帝
在圣经中非常明确地说明祂的期
望。哥林多后书12:9说到，上帝
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的，祂的大能
大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此时此刻，为什么不立志在接下
来的一个星期转向上帝，并祈求
祂赐你力量呢？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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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的“走进故事”共分为两个
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警戒我们
不可与那些淫荡之人来往。我们
应该成为见证人，向世人作见证。
对于那些自命为基督徒之人，他
们应该有某些生活的标准。“走
进故事”的第二个部分谈到了爱，
以及为何爱是我们生活中最为重
要的方面。我们如何来平衡“走
进故事”中这两个部分的教训呢？
在圣经经文汇编中查找“爱”这
个字，并随意查阅一些相关的经
文。按照基督的标准来衡量信徒
是一种缺乏爱的行为吗？有没有
为正确的事情坚立爱的方式？

种关系中所具备的潜能。
2.是 否——电视展现了扭曲的关
系，上帝的方法才能使我们拥
有持久的、幸福的关系。
3.是 否——所谓的亲密可能仅仅
是指性行为。
4.是 否——如果我按照上帝的方
法去做事，没有人会愿意和我
约会，我会孤老终生的。
5.是 否——我信靠上帝，我要按
照上帝的方法去行，祂会将我
所渴望的亲密关系赐给我。

星期二
等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
实上，等待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
这并不能表明你是一个坏人。这恰
恰表明你是人。当然，你希望有
那样的关系；只是或迟或早而已。
那么，你是如何等待的呢？上帝
可以赐给你等待的力量，但前提
是，你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你
必须要甘心乐意将这件事连同你
的疑惑、愿望、渴望、以及软弱
全交托给上帝。
今天，你可以给上帝写一封私人
信件，详细说明你对未来的梦想。
其中要包括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
终生伴侣，希望拥有什么样的关
系。然后默想上帝的话语，并祈求
上帝帮助你能拥有那样的关系。

星期三
星期一
本课的存心节讲到我们现在仿佛
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
以后会明白。现在我们看事情还
很朦胧，但日后我们会完全明白。
这可以与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联
系起来。我们想认识我们全心全
意爱着的那个人，并且也让对方
完全认识我们。我们想建立关系。
请看以下的论述，你是否赞成这
些论述：
1.是 否——电视中所表达的乃是
现实中的关系，切实展现了某

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最为奇妙
的爱的故事。为了自己心爱的拉
结，雅各甘心为自己的舅舅打工
七年。他能感受到那样一种情感。
以撒和利百加一见钟情。他们彼
此爱上了对方。有时，我们误以
为上帝所预备的方法非常枯燥乏
味，而且不能令人心满意足，但
是，如果我们按照上帝所命定的
方式去行，我们会拥有我们心内
深处所真正渴望的兴奋与情感。
请从圣经中找出五对著名的夫妻，
并写出来。然后在每一对夫妻旁

边写出你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你
一想到他们首先就会想到什么。
他们是遵循了上帝的方法，还是
世俗的方法？人们为何纪念他们
的事迹？

星期四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了爱的定
义。我们往往认为爱是一种情感。
虽然我们会时常感受到爱的感觉，
但是真正的爱乃是一种行动。你
感觉自己准备好接受测验，然后
加以学习了吗？还是你为测验而
学习，然后感觉准备好了呢？真
正持久的爱乃是一种行动。当你
表现出爱，讲说令人愉悦的话语，
当你把心爱的人放在首位，并且
实施自制直到合适的时间，你会
感受到那种爱的滋味。
请列举出十种方法，通过这些方
法可以适当地表明你对某个特别
之人的爱。然后在每一种方法旁
边写出，这些爱的手势如何能促
进彼此之间的关系。

星期五
你梦想中的爱和人际关系是什么
样子的？你认为怎样的人可以作
为人生美好的伴侣？你认为自己
需要如何做才能在未来实现自己
的梦想？

本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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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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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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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