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柱石 -第五课（上）



课程第一部分：黄金法则

我们将简单地看一看圣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述。

马太福音22：37-40—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马太福音7：12—所以，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就得怎样待别
人；这就是摩西和先知教训的真义。

约翰福音15：1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
我的命令。

加拉太书5：14—因为全部律法都综合在爱人如己这条命令里面。



爱会去爱谁呢？

上帝的爱能爱任

何人，甚至你的

敌人！爱生爱，

我们爱上帝，是

因上帝先爱我们。

请上帝将他那凡

人无法理解的爱

赐给你！

马太福音5：44—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祝福那咒诅你们
的，向仇恨你们
的行善，为那逼
迫你们的祷告。

上帝的爱：一切问题的答案！

上帝的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它能拯救灵魂、宽恕罪过、满足心

灵、洁净思想、拯救身体、赢取朋友和使生命变得有价值。它是

唯一的真理、道路和平安！

爱不会做对不起邻居的事：不会诅咒他、欺骗他、偷他的东西，

或对他说谎，更不会去伤害他！

爱甚至能防止意外呢！有一次大学演讲就指出，大部分交通事故，

都是因为对别的驾驶员缺乏爱和关怀导致的。

哥林多后书5：14—基督的爱支配着我们。



向别人显示出爱有很多种方法。让我们

讨论一下吧。

原谅

怜悯

充满慈爱和关
怀的行动和行
为

同情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有什么会让你感受到上帝

的爱？想一想在你生命中曾发生过什么事，让

你确信他爱你，别人也爱你。

一个温馨的问候
化时间去帮
助别人

一个微笑

上帝的爱是无止尽、无限制和无界限的。我们表现他的

爱的方式也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刚读过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爱是最重要的
因素。上帝的爱之黄金法则应支配我们的行动和交往。

现在，我们要谈一谈如何把这一点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
们应该怎样把上帝的黄金法则付诸行动？你怎么能与几乎每一个
人都相处得来呢？我们每个人都会与熟人、同事、亲戚，偶尔甚
至与朋友和亲近的人有过艰难的相处时间。有时我们与自己喜欢
的人也会处不来，就是因为我们全都是那么的不同，或发生磨
擦……。当然，有些人个性就是乖戾，有些人我们就是处不来。
我们显然应该与别人和睦相处，但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将化点时间讨论一些如何以爱的态度与别人建立关系的实用
方法。

课程第二部分：十大秘诀

1.跟别人说话！

歌罗西书4：6—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箴言10：11a—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箴言15：23－应对得体，自觉愉快；合适的言语是多么叫人舒
畅啊！

谦恭、仁慈的话语，充满爱心和体贴的言词都显示爱，它们也

是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上主的爱。

给别人一个温馨的问候，而不是投以冷漠的目光。一个微笑和

一句令人愉快的话，向别人显示出，你对他们有兴趣。

化时间以真诚、关心的态度去回答别人的问题，而不要表现出

急迫和匆促，使人觉得受到了轻视，或妨碍了你。



2. 通过礼貌表现爱

你能通过友爱和礼貌向他人表现爱。小小的礼貌能对别人产生

多大、多惊人的影响。你以爱和礼貌对待别人，会让别人觉得

意义非凡，他们会感激不尽。问问看，当你撞到别人，或从他

们面前传递一样东西，或当他们在交谈时，你需要从他们面前

经过，这时，你若说声：“对不起”，他们会不会觉得舒坦些。

身为追随耶稣的人，彼此以爱相待，是我们的责任。在小事上

对别人表现出礼貌，是向他们表现上主之爱的美好方式。表现

出爱，不用做什么大事，其实，真正重要的通常是那些小事。

小小一句话，比如“希望没打扰到你。”“请你……好

吗？”“你介不介意……？”“谢谢你！”——这样的小礼貌，

就像是每日生活的润滑剂，而且是应有的社交礼仪！

如果你走得太快，停下来，等一等别人，走得慢一点。你在与

别人在交谈时，如另一个人向你们走来时，尝试请他加入你们

的谈话，并告诉他你们刚才在谈什么。那是个好的礼节。忽视

别人或把别人排除在你的活动或会话之外，是件无礼的事，也

会伤害别人。

我们全都渴望得到注意。我们希望别人听听我们的想法和意见。

每个人内心都有希望被注意到的欲望。如果你不觉得如此，那

我问问你，你
被傲慢的侍者
冷落，公车过
站不停，或店
员完全无视你
时，你又作何
感想呢？



3. 对人微

笑

箴言15：13－
心里喜乐，自
然神情愉快。

行动胜过你语

言，一个微笑

就是在说：

“我喜欢你。

你使我快乐。

我很高兴见到

你。”

4.  称呼对方的名字

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说，世上最美妙的音乐就是他们的名字！以下

是一些帮助你记得别人名字的秘诀：

当你被介绍认识某人时，你大概不会忘记他的脸，至少不会马上

忘记，因为他就在你面前。然而，名字就是另一回事了。一个普

遍的最令人困窘的事就是你没记住他的名字，或立刻就忘了。

要克服这个问题：

1.如你不确定自己听没听对，就请对方重复一次。

2.如你仍有疑虑，不仅请对方再说一次，而且请问如何写那个名

字。

3.马上核对任何不确定的地方。如你让这一刻溜走的话，后来再

问对方，就很令人尴尬了——虽然如此，那样做还是比完全不记

得要好。



5.友善和乐于助人

友善、乐于助人、仁慈、慷慨和无私全都是爱。

爱是先求别人的快乐。自私的追求欢乐与满足，是无法带给你
真正快乐的；真正的快乐来自于认识上帝，把他的生命带给别
人，给他们带去快乐！

丢落的鞋

这个故事讲的是圣雄甘地。他站在一节门打开了门的火车车厢
的门口，火车正慢慢开出一个印度车站，结果他的一只鞋掉在
了路轨上。很快，他把另一只鞋也脱掉，把它丢入路轨。

看到一位乘客脸上不惑的表情，甘地说：“现在一位可怜的人
可以找到一双鞋了。一只鞋对他来说没多大用处啊。”

不只去想事情会如何影响我们自己，而且去想它会如何影响别
人，真是太美好了。

仁爱万分

有人问一群八岁的男
孩，仁爱万分是什么
意思？一位小男孩回
答说：“如果我饿了，
有人给我一片抹了奶
油的面包，那就是仁
爱；但是如果他们在
上面加上很多果酱的
话，那就是仁爱万分
了。”



6.关心别人

加拉太书6：2－你们要互相扶持，彼此分担重担，这样才是遵行
基督的律法。

罗马书12：15—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除非你真的关心别人，除非你愿意分担他的痛苦和帮助他解决问

题，否则去注意毫无意义。关心别人，是建立所有深厚而持久关

系的基础。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是与别人友好相处的重要品质。感同身受，这个词来自

德文Einfulung，意思是身处他人境地去感受或与他人一同感受。

感同身受就是以另一个人的眼光来看生命，去感受他所感觉到的，

以他的观念来理解事物。基督徒受召去感同身受，去背负他人的

重担，当他人快乐时，与他们同乐，当他人感到痛苦时，与他们

一起哀哭。

谅解

那是一个清冷的冬天早晨。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堆满了山一般的初

雪。我把车停好，向人行道走去，那是唯一没有积雪的出口。但

一辆车恰好就停在了这条被铲过了雪的路口！我必须绕过车子，

艰难地趟过及膝的雪，才能走到人行道上。“太不去考虑别人

了，”我和其它几个人都有同感。但就在我转过身去跺掉裤子上

的雪时，迎面走来了一位拄着双拐，两腿装着矫正器的女士。她

艰难地走在光滑的人行道上，一步一步向前挪。最后，她走到路

口的车边，挣扎着坐了进去，把车开走了。我在那里站了一会，

对自己刚才的想法感到惭愧。在几秒钟内我改变了。我看到了那

位女士和她的境况。我突然间理解了！

在与别人相处中绝对不可缺乏的要素，就是理解！没有理解，冷

漠、不悦、愤怒、烦恼、冲突、不和就会乘隙而入。



7.勤于赞美、鼓励和感激

腓立比书4：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
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
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几乎每个人都需要鼓励！大部分人，都不会自视甚高，都会感

到有些自卑，对自己感到有点失望。因此，鼓励他人就很重要

了！

赞美会激励人去实现目标，增添自信，促使他们成长。但有多

少朵花没有被给出啊？有多少称赞没有被说出来啊？有多少人，

你钦佩他们的某种品质和成就，但却从未说出来？为何不去试

一试赞美呢？当你赞美他人时，牢记以下几点：

——要真诚，不要谄媚。真诚只是在寻找别人的优点。如果你

真诚地去寻找，你就能找到。

——要明确。不要只是说一个人“不错”或“很好”。找一些

明确的事来赞美。



8.真诚地关心别人的感受

雅各书 1:19 -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记住：每个人都要快快地听，慢
慢地说。

当有人想要告诉你什么事情时，你

却不理他或转过身去，这会让人觉

得受到了侮辱或伤害，而且没有什

么能比这更快的了。当你在讲一个

精彩的故事，正好讲到一半时，有

人转身离开或打断你的话，开始去

说另一个完全无关的话题，这种事

发生在你身上多少次？

尽全力的去聆听，意味着把你自己

的兴趣、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当务

之急放在一边，至少暂时放在一边。在那一小段时间内，全身心

地去聆听对方所说的。你必须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丝毫

也不去想别的事情。

9.避免争论

提摩太后书2：24－但主的仆人却不可争论，总要待人温和，善
于教导，存心忍耐。

雅各书1：19-20—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
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

■避免陷入争论

有人说过，在争论中得胜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争论！

箴言17：14—争端掀起，就好象洪水缺堤，一发不可收拾，所
以，应当在事前止息纷争。



彼得前书3：8-9—总括来说，你们要彼此同心，互相体恤，亲爱
像弟兄，满有温柔，存心谦卑。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
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智慧的言词，能避免引起争论

箴言15：1—温和的回答可以平息愤怒；粗暴的言辞足以惹起纷
争。

箴言17：9—饶恕别人的过犯，能促进友爱；总记着旧时的嫌隙，
只会破坏友情。

传道书5：2a—在上帝面前不要冒失发言。

■爱、谦卑、祷告能解决一切问题！

腓立比书2：3—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心存
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歌罗西书3：13—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
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

10.时刻准备去为人服务

这一点，下一堂课我们会多加讨论，下面的话可以想一想：

约翰福音13：13-15—(耶稣说：)你们称呼我‘老师，主’，你
们说得对，我本来就是。我是主，是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
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作了你们的榜样，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作
的去行。

路加福音22：24–26—门徒中间又起了争论：他们中间谁是最大
的。耶稣对他们说：“各国都有君王统治他们，他们的掌权者称
为恩主；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
作首领的，应当像服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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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爱待人，就是以仁爱待主！当你在小的方面对别人表现出

爱，当你向别人表现出小小的谦恭和礼貌时，其实你就是在向

上主显示爱，因为他创造了人类，他很爱他们。当你好好照顾

他人，向他们显示爱，为他们做充满爱心的事，以谦恭和礼貌

对待他人时，这也是对上主表现出敬意和尊崇。你就是在对上

主表现爱。你就是在告诉上主，你爱他的造物、他的子民，而

你想以爱对待他们，不只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这固然也是个好

理由，也是因为你爱他。

马太福音 25:40 - 王会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帮
助我最卑微的一个弟兄，就是帮助我了。’

请上主给你所需的爱，并尽力去付诸行动！你可以一天内做几

百件事，一些出于爱心而使别人生活变得更美丽的小事。你若

按照耶稣“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就怎样待别人”的黄金法

则去做，你就会变得仁爱和有礼。

当你祈求主帮助你多有一点爱心时，同时也要请他告诉你，可

以怎样才能多有一点爱心，然后就从这些实际方面做起。这就

像是去实践祷告一样。你做自己该做的部分，他就会把爱放在

你心中，很快，做那些有爱心的事就变成了习惯。

http://www.freekidstorie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