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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恒久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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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我們如今仿佛對著鏡子

聚光燈

觀看，模糊不清（原文作

“保羅深切地感覺到每一個人必須與那不斷尋求欺騙人陷害
人的惡勢力所作的鬥爭；他也曾不息不倦地工作，為要堅強鞏固
那些在信仰上尚屬幼稚的人。他曾懇勸他們完全獻身與上帝；因
為他知道一個人若不肯作這樣的獻身，就不會放棄罪惡，而食欲
和情欲仍必爭取上風，而各種試探也必迷惑良心。

如同猜謎）；到那時就要

獻身必須完全。每一個軟弱、疑惑、掙紮的人若完全降服於
主，便將與那些使他獲勝的力量有直接的接觸。天庭便與他相近，
他也就能在每一次考驗和需要的時候得蒙施憐憫之天使的支持和
幫助了。”（《使徒行述》第29章,第2,3段）

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
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哥林多前書13:12）

你

的 看法？

以下哪一個論述最能表達你對婚前性行為的立場？
1.這種行為沒甚麼大不了的。成年男子的事情應
該讓他們自己去做主。
2.我認為你應該在婚前與異性同居，也算是
一種試婚行為，不然如何得知你們是否
相配並能和睦相處。
3.我想在婚後才發生性行為，在婚前不
與任何人發生性行為。
4.我已經不再是處女了，對此我感覺
非常內疚和羞恥。
5.我已經不再是處女了，對此我感
“我先前寫信給你
覺非常自豪。
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
6.我不知道自己對於婚前性行為持
相交。此話不是指這世上
有甚麼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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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你知道

一概行淫亂的，或貪婪的，
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
是這樣，你們除非離開世
界方可。但如今我寫信給你
們說，若有稱為弟兄是行淫
亂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
的，或辱駡的，或醉酒的，
或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與
他相交，就是與他吃飯都不
可。

根據2002年的一項調查，在美
國20歲左右的青年當中，百分之
七十五的調查對象都有過婚前性
行為。在2009年的另一項調查中，
在18-29歲的美國青年中，百分
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
之七十一的調查對象認為，婚前
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
性行為是可以的。
你們審判的嗎？至於外
當問到30歲以下的調查對象時，他
人有上帝審判他們。你
們發現在單身人士中，在性行為較
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
為活躍的人中，百分之五十五的調
們中間趕出去。
查對象認為他們對於自己的性生活頗
為滿意。在30歲以下、已婚的、並且
我若能說萬人
忠於對方的調查對象
的方言，並天使
中，百分之七十七的
人感覺他們的性生活
的話語，卻沒
非常滿意。許許多多
有愛，我就
的調查表明，在婚姻中
成了鳴的
的性行為要比婚前性
行為更“好”，更加
令人滿意。你認
為這是為甚麼？
(以上內容摘自以下網址:
www.publichealthreports.org/
userfiles/122_1/12_PHR122-1_73-78.pdf;
abcnews.go .com/primetime/pollvault/Story?
id=156921&page=2.)

鑼，響的鈸一
般。我 若 有 先 知 講 道 之
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
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
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
算不得甚麼。我若將所有的賙
濟窮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燒，
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
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
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
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
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
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
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
於無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
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那
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
無有了。我作孩子的時候，話
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
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
的事丟棄了。我們如今彷佛對
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注：
“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
謎”），到那時，就要面對面
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
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
一樣。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
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
愛。”
（哥林多前書5:9-13,13）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你認為我們在堅守原則的問題上該如何
保持平衡？

“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了他母親撒拉的帳棚，娶了她為妻，並
且愛她。以撒自從他母親不在了，這才得了安慰。”
（創24:67）
“雅各就為拉結服事了七年；他因為深愛拉結，
就看這七年如同幾天。”（創29:20）
“淫婦用許多巧言誘他隨從，用諂媚的嘴逼
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隨她，好象牛往宰殺
之地，又象愚昧人帶鎖鏈去受刑罰。”
（箴7:21,22）

我們對於信徒與非信徒的期望應該存在哪些區別？

“上帝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
我裏面重新有正直（或作：堅定）的
靈。”（詩51:10）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 ，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
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
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
覆庇我。”（林後12:9）

根據聖經中哥林多前書13章的記載，你認為愛是一種感覺還
是一種行動，為甚麼？

言錦囊

你認為哥林多前書13章的記載與婚前性行為和婚後性行為有哪
些聯繫？

名

“倘若你愛某個人，你會甘心
為他放棄一切；然而，若他也
以愛作為回報，便絕不會讓你
那樣做。”——佚名。

通過以上的經文，你認為上帝如何看待性？你想性是一種不
可避免的罪惡呢？還是一份禮物呢？或是一種美妙的責任
呢？

“如果你是單身人士，你將會成為
根據哥林多前書13章的記載，你是如何定義愛？

一個已婚的人，上升一個臺階。在婚
姻的關係中，品格中任何不良的特質都
將表露無遺，你可以隨意放下警惕，不
加防備——因為對方已經許配給你，你不
再擔心把他嚇跑了。” ——喬什·麥道衛，美國
作家，佈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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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在當今社會中，等到結婚之後再
發生性行為僅僅是一種高不可攀
的理想嗎？在發生性行為這件事
上，年輕人有很大的壓力，以便
能擁有“正常的”關係。但上帝
在聖經中非常明確地說明祂的期
望。哥林多後書12:9說到，上帝
的恩典足夠我們用的，祂的大能
大力在我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此時此刻，為甚麼不立志在接下
來的一個星期轉向上帝，並祈求
祂賜你力量呢？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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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的“走進故事”共分為兩個
部分，其中第一個部分警戒我們
不可與那些淫蕩之人來往。我們
應該成為見證人，向世人作見證。
對於那些自命為基督徒之人，他
們應該有某些生活的標準。“走
進故事”的第二個部分談到了愛，
以及為何愛是我們生活中最為重
要的方面。我們如何來平衡“走
進故事”中這兩個部分的教訓呢？
在聖經經文彙編中查找“愛”這
個字，並隨意查閱一些相關的經
文。按照基督的標準來衡量信徒
是一種缺乏愛的行為嗎？有沒有
為正確的事情堅立愛的方式？

種關係中所具備的潛能。
2.是 否——電視展現了扭曲的關
係，上帝的方法才能使我們擁
有持久的、幸福的關係。
3.是 否——所謂的親密可能僅僅
是指性行為。
4.是 否——如果我按照上帝的方
法去做事，沒有人會願意和我
約會，我會孤老終生的。
5.是 否——我信靠上帝，我要按
照上帝的方法去行，祂會將我
所渴望的親密關係賜給我。

星期二
等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
實上，等待看起來似乎不大可能。
這並不能表明你是一個壞人。這
恰恰表明你是人。當然，你希望
有那樣的關係；只是或遲或早而
已。那麼，你是如何等待的呢？
上帝可以賜給你等待的力量，但
前提是，你必須認真對待這件事。
你必須要甘心樂意將這件事連同
你的疑惑、願望、渴望、以及軟
弱全交托給上帝。
今天，你可以給上帝寫一封私人
信件，詳細說明你對未來的夢想。
其中要包括你希望擁有甚麼樣的
終生伴侶，希望擁有甚麼樣的關
係。然後默想上帝的話語，並祈求
上帝幫助你能擁有那樣的關係。

星期三
星期一
本課的存心節講到我們現在仿佛
是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但
以後會明白。現在我們看事情還
很朦朧，但日後我們會完全明白。
這可以與我們此時此刻的感受聯
繫起來。我們想認識我們全心全
意愛著的那個人，並且也讓對方
完全認識我們。我們想建立關係。
請看以下的論述，你是否贊成這
些論述：
1.是 否——電視中所表達的乃是
現實中的關係，切實展現了某

我們可以在聖經中看到最為奇妙
的愛的故事。為了自己心愛的拉
結，雅各甘心為自己的舅舅打工
七年。他能感受到那樣一種情感。
以撒和利百加一見鍾情。他們彼
此愛上了對方。有時，我們誤以
為上帝所預備的方法非常枯燥乏
味，而且不能令人心滿意足，但
是，如果我們按照上帝所命定的
方式去行，我們會擁有我們心內
深處所真正渴望的興奮與情感。
請從聖經中找出五對著名的夫妻，
並寫出來。然後在每一對夫妻旁

邊寫出你對他們的第一印象，你
一想到他們首先就會想到甚麼。
他們是遵循了上帝的方法，還是
世俗的方法？人們為何紀念他們
的事蹟？

星期四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談到了愛的定
義。我們往往認為愛是一種情感。
雖然我們會時常感受到愛的感覺，
但是真正的愛乃是一種行動。你
感覺自己準備好接受測驗，然後
加以學習了嗎？還是你為測驗而
學習，然後感覺準備好了呢？真
正持久的愛乃是一種行動。當你
表現出愛，講說令人愉悅的話語，
當你把心愛的人放在首位，並且
實施自製直到合適的時間，你會
感受到那種愛的滋味。
請列舉出十種方法，通過這些方
法可以適當地表明你對某個特別
之人的愛。然後在每一種方法旁
邊寫出，這些愛的手勢如何能促
進彼此之間的關係。

星期五
你夢想中的愛和人際關係是甚麼
樣子的？你認為怎樣的人可以作
為人生美好的伴侶？你認為自己
需要如何做才能在未來實現自己
的夢想？

本週閱讀*
《使徒行述》第29,30,31,32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這項
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完一
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