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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出发了！”

�

第一课  
  出发了！

•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

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以弗所书》六章1－3

背诵经文#1：《歌罗西书》一章18

A．周末的期待。

�. 玩得______。

�. 准备 ____________让你尴尬的问题。

�. 我们希望你的一生都会______这个周末！

B．我们给你制订了一些外出活动的规则。

�. 开怀______。

�. 彼此______。

�. 结束后，凡事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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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遵守____________。

C．当心______！

�. 每个______都会面临陷阱。

�. 你可能______这些陷阱中。

�. 为了避免陷入陷阱，你需要以个人的______为依据做出

明智______ 。

D．生活中有一些______ ，你应当听从。

�. 你的父母有责任______你平安度过青少年时期即将面临

的各种陷阱。

�. 老师、教练、青年团契的带领人及其他人会______你上帝

的话，______你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信念。

�. 你的至高的权柄是______ 。

背诵经文#2：诗篇一百一十九篇105节

• 智慧人的法则（或作指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

的网罗。             《箴言》十三章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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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出发了！”

第一课活动 遇到困难

��



纯洁护照
学生手册

4

我从这个活动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是：

 下定决心

第一部分：你的问题

纯洁护照
父母手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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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随波逐流”

（不必担心！这些问题很意思！）

第二部分：父母的问题！

�. 你对老师说过的最愚蠢的话是什么？对你产生了什么影

响？你为什么记得说过这些话？

�. 如果可以改变你日常安排的一件事，这件事会是什么？为

什么？你会怎么安排？

�. 如果房间着火，你知道全家人都很安全，你想把什么带

出房间？为什么？是否可以告诉我这件物品背后的故事？

祝贺你！

你已经完成了“纯洁护照”的第一课！

�

签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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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随波逐流！

A. 什么是同龄人的压力？

同龄人的压力就是朋友或者熟人开始影响你去做正确的事或

者错误的事。同龄人的压力不一定就好，也不一定就坏——它可能

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我最好的朋友：

�.____________都容易受到同龄人压力的影响。

�. 即使______也会受到同龄人的影响。

�. 同龄人的压力会______你的信念。

B．向同龄人的压力屈服，会有什么 ______？追随其他同伴，

到底有什么问题？（录音）

�.____________告诉我们“滥交是败坏善行”。

�. 你的朋友如果和你持有不同的信念，他们就可能对你造

成____________的影响。

背诵经文#3：《哥林多前书》十五章33—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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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随波逐流”

第二课活动 污水的启示



纯洁护照
学生手册

�

我从这个活动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是：

•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

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歌罗西书》一章18节

C. 如何避免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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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随波逐流”

�. 你需要和____________拥有亲密的个人关系，才能够经受

得住同龄人压力的影响。

�. 你需要知道你是________ ，你__________在这里。

�. 你需要提前____________ ，十几岁面临试探时，自己会怎

么做。

4. 你需要知道寻找什么样的人做____________ 。

a. 脑：他们____________什么？他们____________什么？

b. 眼睛：他们________什么节目？他们_________什么书？他

们______什么事物？他们是否决心走在上帝喜悦的路上？

c. 口：他们____________什么？他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

d. 心：他们是否忠于____________？

e. 脚：他们____________消磨时间？他们是否行在“窄路”

上？

记住：

你们的父母是好朋友，能够对品行做好正确的判断。

•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

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以弗所书》二章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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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自己的决定

第一部分：你的问题

提前做决定：你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在最好的朋友家过夜。一

个朋友打开书包，拿出六听啤酒。除了你以外，大家都开始喝啤

酒，他们也开始要求你喝。他们说：“喝一听啤酒不会害你的。如

果你的父母告诉你不能喝酒，又怎么样？你认为他们常听父母的

话吗？你认为他们十几岁时从来没有喝过酒吗？”

�. 你该怎么办？

�. 你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朋友们可能会迫使你做哪些

事？

�. 为什么你认为选择好朋友很重要？

第二部分：父母的问题

提前做决定：距离学校放暑假只有一个月了。一天，孩子放

学回家，问到：“今天我们去哪里度假？”

你回答说：“我想我们会到山上野营一个星期。”

孩子皱起了眉头。“我们去年就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去

迪斯尼世界？我的许多朋友今年夏天都会去那里玩，我从来没去

过！”

你说：“但是，我们付不起去迪斯尼的费用。”

“你每年都说这些话。我们的假期真无聊！”

你也想去迪斯尼世界。你希望和当地许多家庭一样，有同样

多的钱，但是你没有。事实上，你们去迪斯尼玩，惟一的办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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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长大成人

用信用卡透支，支付所有的费用，以后再补上。

�. 你该怎么办？

�. 当你十几岁时，是否曾经出于同龄人的压力，做过一些让

你现在感到懊悔的事呢？

�. 你成年后，所面临的同龄人的压力有哪些？

第三部分：你的问题

�. 你认为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来抵御同龄人的压力呢？

�. 你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对朋友们产生积极的影响？ 

祝贺你！

你已经完成了“纯洁护照”的第二课！

签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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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长大成人
——女孩篇

A．________________是不可避免的。

B．你的身体会受到________的冲击。

C．你的身体正在________________ 。

�. 当你进入青春期时，你的_______部会_______，更加丰

满。

�. 你的身体会长出新的________ 。

�. 你会经历________ 。

4. 你的骨盆结构和身体的脂肪会________________ 。

�. 你会对________产生________________ 。

中间休息

•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提摩太前书》二章9节

D．什么是_____？

E．关于性，______是怎么说的？

�．你的性别特征是上帝的杰出________ 。

�. 上帝在婚姻内设计了性，这样______就可以来到世界上。

�. 上帝在婚姻内设计了性，这样你就可以经历与______的亲

密关系。

4. 上帝为了给你带来许多的______ ，设计了婚姻中的性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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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长大成人

F.  和年轻男士的交往。

在听有声资料的过程中，简略地记下关键的信息以及自己

的想法。

背诵经文#4《哥林多前书》六章18－20节

停止播放CD

 

第三课活动 燃烧

我从这个活动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是：

下定决心

第一部分：有关性成熟方面的问题

A. 对于自己的身体，你最大的问题，或你担心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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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的发育情况如何？

B. 你认为其他青春期前/青春期少年是如何看待你的身体

和情感发育的？

C. 你认为性的目的是什么？

D. 关于性，《圣经》是怎么说的？

E. 在今天以前，你从下面渠道分别获得多少百分比的性知

识？（总计�00％）

�. 父亲 。

�.  母亲。

�. 兄弟、姐妹。

4. 学校。

�. 朋友。

�. 教会。

�. 媒体（电视、网络、杂志等）。

�. 其他。

F．你愿意和谁谈论性的问题？

第二部分：讨论

和父母讨论你对上面有关性成熟方面每个问题的答复。

祝贺你！

你已经完成了“纯洁护照”的第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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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长大成人

 第三课
长大成人
——男孩篇

A．________________是不可避免的。

B．你的身体会受到________________的冲击。

C．你的身体正在________________ 。

�. 你的________会开始变粗。

�. 你的身体会长出________ ，脸上会开始长________ 。你

的身体也会开始有________ 。

�. 你会长________ ，肌肉会________ 。

4. 你的________会长大，形状会发生改变。

�. 你会对________产生________ 。

D．什么是________________ ？

E．关于性，________是怎么说的？

�. 你的性别特征是上帝的杰出________ 。

�. 上帝在婚姻内设计了性，这样________就可以来到世界

上。

�. 上帝在婚姻内设计了性，这样你就可以经历与______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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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关系。

4. 上帝为了给你带来许多的________ ，设计了婚姻中的性关

系。

•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创世记》二章24节

F.  和年轻女士的交往。

�. 要________年轻的女士。

�. 要________自己的________。

背诵经文#4  《哥林多前书》六章18－20节

 

第三课活动 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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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洁身自好

我从这个活动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是：

下定决心

第一部分：有关性成熟方面的问题

A．关于你的身体，你最大的问题，或你最担心的是什么？你

现在的发育情况如何？

B．你认为其他青春期前/青春期少年是如何看待你的身体

和情感的发育的？

C．你认为性的目的是什么？

D．关于性，《圣经》是怎么说的？

E．在今天以前，你从下面渠道分别获得多少百分比的性知

识？（总计�00％）

�. 父亲。

�. 母亲。

�. 兄弟、姐妹。

4. 学校。

�. 朋友。

�. 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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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电视、网络、杂志等）。

�. 其它。

F．你愿意和谁谈论性的问题？

第二部分：讨论

和父母讨论你对上面有关性成熟方面每个问题的答复。

祝贺你！

你已经完成了“纯洁护照”的第三课！

第四课
洁身自好

A________________ • 躺下来，满怀激情地拥抱、亲吻。

B________________ • 亲吻。

C________________ • 触摸脖子以下的部位。

D________________ • 牵手。

E________________ • 触摸腰部以下。

F________________ • 与异性单独在一起。

G________________ • 满怀激情的拥抱、亲吻。

H________________ • 发生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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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约会了

I ________________ • 拥抱。

J ________________ • 脱掉衣服。

A．你为什么需要________ ？

B．________________ 划在那里？

�. 你需要________上帝和他的________ 。

�. 上帝并没有________性关系。他________符合其旨意的性

关系。

�. 上帝希望在进入婚姻时，你在性关系上是________的。

背诵经文#5《雅歌》八章4节

C. 你是如何保持___________ ？

�. 通过_____________正确的事（《歌罗西书》三章�节）。

�. 通过_____________自己的心（《箴言》四章��节）。

�. 通过不将_____________摆在眼前（《诗篇》一百零一篇�

节）。

4. 通过______________？（《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节）。

�. 通过让自己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异性。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仁爱、和平。

 《提摩太后书》二章22节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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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活动 
滴水的水气球

我从这个活动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是：

 

下定决心

第一部分：你的问题

提前做决定：你参加一个晚会，不久，你注意到许多朋友都

和异性结成了伴儿。他们到房间角落开始亲吻，互相爱抚。你一直

在和一个约会过几次的朋友跳舞，对方问你是否想找一个地方

单独在一起。

A．你会怎么做？

B．你为什么认为上帝希望我们在进入结婚后，再和他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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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约会了

身体上的亲密接触？

  第二部分：父母的问题

A．你能否想起一个具体的故事，说明你是怎样和异性相处

的？谨慎你与孩子分享的内容。

B．是否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为了远离危险，你觉得用其他方

式处理会更好？

祝贺你！

你已经完成了“纯洁护照”的第四课！

签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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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约会了

约会的问题

�. 什么是约会？

�. 约会的目的是什么？

�. 你应该在几岁开始第一次约会？

4. 你应该和什么样的人约会？

A. 再次看约会的问题。

�. 什么是约会？

�. 约会的目的是什么？

�. 你应该在几岁开始第一次约会？

4. 你应该和什么样的人约会？

（a） 

（b）

•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

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歌罗西书》一章18节

B．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约会。

�. 将注意力放在如何________________ 上。

�. 你需要________________再有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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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________共度时光。

4. 记住！现在和你在一起的_____将来极有可能_____配偶。

�. 不要________约会。

�. 因为你还没有结婚，不要如同结了婚一样________ 。

�. 在结婚前，避免________ 。

C. 约会时，需要父母的参与。

�. 你的父母应当决定你________已经很________ ，可以开始

约会。

�. 你的父母需要参与决定你________ 。

�. 你和父母需要就你与异性的关系常常________ 。

4. 你的父母需要帮助你________ ，并保护你________ 。

D．下定决心。

�. 你是否________父母对约会的看法？

�. 为了_______________，你准备设立什么样的________？

�. 你是否________________，拥有一个真正的男朋友或女朋

友？

E． 思想的结果。



第五课活动  “粘起来”
我从这个活动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是：

 

下定决心

第一部分：你的问题

�. 你是否同意父母对约会的看法？什么时候约会？与谁约

会？你应当有什么样的表现？

�. 为了保护心灵的纯洁，你准备设立什么界限？

�. 你是否介意不着急有女朋友（单独约会的那种）？

��

你听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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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父母的问题！

�. 描述自己与异性有关的一些经历。在你初中、高中、大学、

大学毕业后，你与异性相处有什么经验？谨慎地与孩子分享这方面

的信息。

�. 开始一对一约会时，你几岁？这样做，明智吗？

�. 关于约会，你想传给我的一个重要功课是什么？

第三部分： 《等待约会》合约

等待约会合约
致我的父母：

因为认识到：

上帝让你们担负按照主的忠告养育我的责任。我在这个家中，

作为孩子，在你们的权柄之下，你们无条件地爱我，承诺要为我

的福祉负责，

我同意等到你们认为我足够成熟的时候，开始约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行一里路
下面的三篇短文是为了让你向更高处攀登。在出行结束不

久，请完成这部分内容。你可以独自完成，也可以和妈妈或爸爸一

起来完成。愿你攀登快乐！

主  题：

• 你听谁的话？（同龄人的压力）

• 从牧羊人到国王。（成熟）

• 约瑟的困境。（纯洁）

��

从牧羊人到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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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谁的话

就同龄人的压力多行一里路。

设想你和父亲一起走进一家音像店。（嘿，当你们在那里看

唱片时，设想他甚至喜欢你喜欢的音乐！）有人开始一个接一个

地播放立体声唱片，你的头开始随着节拍用力地摇摆……通常情

况下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看到爸爸拿起一张新的CD（酷！），他

在说什么——你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在笑。但是……他

在说什么呢？

每天，有许多的“声音”在影响你的思想和行为。有些声音

很平常。有些声音比较新奇。但是，你仍然必须决定。你会相信哪

些声音来帮助你做出决定？

《圣经》是一种声音，它永远都是真实的，永远都是可靠

的。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你总想听到关于这些事上帝是怎么说

的。花几分钟的时间，查考下面的经文，让自己熟悉上帝的声音。

�. 下面的经文给你提出了哪些建议？

• 《箴言》一章�－��节

• 《但以理书》一章�－�节

•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4节

• 《提摩太后书》三章��－��节

�．现在，选择你最喜欢的经文。借着这段经文，上帝是如何

向你现在生活中的一个处境说话的？

�．找五个忠心跟随主的成年人，共同分享他们最喜欢的经

文。问他们为什么选择那一节经文。



4．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你在一切声音之中，听到他的声音。

 从牧羊人到国王

就“长大成熟”的问题多行一里路。

大卫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的父亲和哥哥们对他并没有特别

深刻的印象。他看护家里的小羊，他的工作也最卑微。

但是上帝知道大卫的心，以及他对上帝的爱，所以，上帝拣选

了大卫。在他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便拣选他做以色列的下一任

君王。上帝派先知撒母耳膏他，令他的家人甚是惊讶！

几年过去了，大卫成了国王，就像上帝曾经应许的那样。他打

了许多胜仗，给以色列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上帝将大卫从一个牧童

变成了一个凯旋的君王。大卫成就的一切事情，并不是因为他自己

做成的，而是因为上帝大能的手在引导他（参见《撒母耳记下》第

七章）。

在创世之前，上帝对大卫就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上帝对你也

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几年之后，你也会有成年人的身体，成年人的声音，以及成年

人的责任。当这一切变化发生的时候，要记住，上帝在你里面工

作，要借着你工作——带你走向成熟。

阅读《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大卫王写的诗歌，回答下

面的问题。

1－6节：上帝比任何人都认识你的优点和缺点，无论过去

和将来。你现在需要和他谈谈你一直在想、在说和在做的事吗？

11－12节：谈一谈你目前面临的事。在这些事上，上帝是怎

��

约瑟的困境



纯洁护照
学生手册

�0

样引导你的？

23－24节：“求上帝鉴察我”是什么意思？你是否允许上帝

鉴察你，知道你的心思？如果没有，请你这样做！留意上帝给你的

启示。

现在再读一遍��－��节。你明白这几节经文的意思吗？上帝

造你有一个特别的旨意。这个旨意是否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

呢？

 

约瑟的困境

就“洁身自好”的问题多行一里路。

约瑟总是很坦率、很诚实，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好孩子，也是

爸爸最喜欢的孩子。他慢慢长大，拥有许多的优点，梦想会有一

个伟大的将来。约瑟的爸爸总是教导他认识上帝、顺服上帝的重

要性。约瑟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灵性也不断成熟，他想在生命

的各个领域都顺服上帝。上帝在约瑟行的一切事上祝福他，他后

来成了一个英俊而有智慧的年轻人，保守了自己的纯洁。

但是一个漂亮且有权势的已婚妇人对约瑟产生了兴趣。过

了不久，她的兴趣发展为对约瑟的追求，并对他始终纠缠不休。

面对这种追求，约瑟知道必须制止她。有一天，他直截了当地拒

绝了她。她被激怒了！约瑟明白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破坏他的前

程，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上帝希望他这样做！

后来，他被指控下在监里，可能会付出自由的代价……甚至



生命。

打开《圣经》，阅读《创世记》第三十九章。

约瑟无法轻易脱身。逃离不道德的性关系，对波提乏的妻子

来说可能是一个新概念——她不喜欢这样！对今天的人来说，逃

离不道德的性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同。在糟糕的情形之下，你拒绝

的人可能会有同样的反应。

你需要他人的鼓励，来帮助你坚守自己洁身自好的承诺。试

着想出一至两个可以帮助你的人。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

们你想定期与他们见面，或者打电话，来帮助你与上帝同行。他们

需要鼓励时，你也可以给他们鼓励！

故事的下半部

�. 约瑟在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后，得到一个机会，出了监

狱。阅读《创世记》四十一章��－��节和��－��节，找出约瑟遇到

了什么事。

�. 查考下面的经文，写下公义和纯洁所得的赏赐：

《诗篇》第一篇

《诗篇》第十五篇

《诗篇》第三十四篇��－��节

《箴言》第十章

《马太福音》五章�－��节

�. 下次当你选择时，你会选择罪，还是选择义？

 

��

认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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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上帝

是什么拦阻我们，使我们不能认识上帝呢？人与上帝之间

的深渊如何跨越？

A．上帝爱你，上帝造了你，为了让你认识他。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

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16节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

是永生。

《约翰福音》十七章3节

B. 我们因有罪而与上帝隔绝，所以我们不能认识他，不能经

历他的慈爱和能力。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三章23节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罗马书》六章23节

C. 耶稣基督是上帝为人的罪所预备的惟一救法。惟有借着

他，我们才能认识并经验上帝的慈爱。

�.神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人。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

主基督。”                   《路加福音》二章10－11节



��

第一课：“出发了！”

2.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

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马书》五章8节 

3.

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

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3－6节 

4.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6节

D. 我们必须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主；然后我们就能知

道并经验上帝的慈爱。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

儿女。

《约翰福音》一章12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

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以弗所书》二章8—9节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约翰福音》十章9节 

   我们必须亲自邀请基督进入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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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的生命          基督管理的生命

E. 你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因着信心接受基督。

改变生命的祷告（仅供参考）：

“主耶稣，我想认识你。感谢你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

我打开生命的门接受你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您赦免我的

罪，赐给我永生。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F. 将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结果是什么？《圣经》

说：

�. 基督在你们心里（《歌罗西书》一章��节）。

�. 你的罪过得以赦免（《歌罗西书》一章�4节）。

�. 你成了上帝的孩子（《约翰福音》一章��节）。

4. 你有了永生（《约翰福音》五章�4节）。

�. 你有了追求与上帝亲近的能力（《罗马书》五章�节）。

�. 上帝造你，为你预备美妙的探险之旅（《约翰福音》十章

�0节，《哥林多后书》五章��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