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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前，倫敦泰晤士報登了一個報導：
從倫敦到羅馬，最短的距離是什麼？
徵選最棒、最有創意的答案。
 有人從水路、空路、陸路提供各色各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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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全螢幕

最後結果揭曉，中選者的答案是
最後結果揭曉
中選者的答案是一個好朋友 ─
在漫長旅程中，擁有一個可以
交
交心、扶持、談天說地的朋友，
扶持 談天說地的朋友
那趟旅程絕對是最短的旅程
西方俗諺：
在 沒 友 猶
無 陽
人生在世沒朋友，猶如生活無太陽。
箴言中，也針對處世交友，做了豐富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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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最大的誡命是愛人與愛神。在箴言中，
愛神的表彰是遵行上帝的話 ─
追求智慧提昇、學習順服上帝話語的引導
 愛人的表彰則表現在人際關係的互動上 ─
提昇與別人交往，在言語、態度…的成熟度


從箴言看到聖經的教導是很平衡的 ─
 愛上帝的人，會樂於學習更有智慧的待人處世
 人際社會關係中，充滿考驗、試探、挑戰，包括 ─
幫朋友作保，如何看待仇敵、背信忘義的人，
學習懂得察顏觀色，不會行事莽撞、做事無厘頭
認識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讓我們成為
溫室裡的花朵，不知人間險惡、江湖兇險，
而是更多學習認識現實狀況 明白社會光景，
而是更多學習認識現實狀況、明白社會光景，
進而洞察上帝的心意、活出智慧的人生。

1. 交友之道 ─ 肝膽之交
當面的責備強如背地的愛情。
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
仇敵連連親嘴卻是多餘。
廿七9 膏油與香料使人心喜悅；
朋友誠實的勸教也是如此甘美。
廿七17 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廿七5-6




好朋友貴在忠信與誠實，
願意憑愛心向你說誠實話
朋友之間像鐵磨鐵一樣的砌磋琢磨，
就可 彼此提昇進步 ─ 磨出刃來
就可以彼此提昇進步

我稱之為肝膽之交，
也就是彼此肝膽相照，互相坦誠。

從使徒行傳知道，保羅信主一段時間後，
才有機會投入服事 挖掘他的伯樂就是巴拿巴
才有機會投入服事，挖掘他的伯樂就是巴拿巴。
 巴拿巴本名約瑟，被暱稱巴拿巴
是因他個性柔和 被稱作勸慰子
是因他個性柔和，被稱作勸慰子
 徒九26-27 保羅到耶路撒冷想與門徒結交，
他們都怕他，惟巴拿巴接待他，領去見使徒
們都怕
惟巴拿巴接待
領去見使徒
 保羅回到故鄉大數，大家都遺忘了他，巴拿巴沒忘記，
徒十一25-26 巴拿巴到大數找掃羅，就帶他到安提阿…
巴拿巴到大數找掃羅 就帶他到安提
一起接受差派，到外邦宣教
後來為了馬可的問題失和，兩人分道揚鑣
 又因巴拿巴 對割
對割禮派的人讓步，
讓步
沒跟外邦人一起吃飯，
保羅在 加
加二13 責備他隨夥裝假
都讓人看到鐵磨鐵磨出來的友誼。


2. 交友之道 ─ 患難之交
有人問猶太拉比關於友誼的真諦…
從前有兩個商人，一個住埃及，一個住巴比倫，
從前有兩個商人
個住埃及
個住巴比倫
巴比倫商人到埃及人家作客，
愛上埃及商人家中的女婢 ，
埃及商人將女婢賞賜給他，辦了盛大的婚禮。
多年後 埃及商人生意失敗 困苦潦倒
多年後，埃及商人生意失敗、困苦潦倒，
他想到了巴比倫的老朋友，決定前往投靠…
進入巴比倫時，埃及商人目睹朋友間的兇殺，
埃及商人萬念俱灰 就說是我殺了人
埃及商人萬念俱灰，就說是我殺了人…
法官不查，訂了他死罪。
圍觀群眾當中 巴比倫朋友 眼認出了埃及商人
圍觀群眾當中，巴比倫朋友一眼認出了埃及商人，
失聲大喊：「你們錯了，他不是兇手，我才是！」

保羅心直口快，看重真理多於人和，當面責備巴拿巴
 巴拿巴注重人和，願意給人機會
巴拿巴注重人和 願意給人機會
保羅與巴拿巴個性是互補的，截長補短，
各自有需要上帝對付的地方；
彼此同工的過程中經過磨合，
上帝讓他們彼此琢磨、修整個性，使他們獲得成長。
帝讓他們彼此琢磨 修整個性 使他們獲得成長


我們在教會的服事也是如此…
 愈親密的同工，產生誤會、衝突的比例愈高
 如何憑愛心跟對方說誠實話，
不是遮掩、逃避問題，在背後說長道短、中傷毀謗…
是教會生活、團隊事奉，所需面對的操練。
華人文化不擅於正面開放溝通，
往往喜歡訴諸私下運作、訴苦，作為抒發管道，
反而更容易引起同工、朋友間，衝突、傷害的發生。

真正的兇手也在那裡…
因利益關係，殺了他的好朋友，
益關
當親眼目睹兩個無辜的人，
因寶貴的友誼而願意為對方犧牲，
自慚形穢，就站出來認罪說：
「這兩個人都是無辜的，真正殺人的是我。」
朋友之交時常親密友好，
兄弟之誼在患難時更顯珍貴無比。
朋友乃時常親愛，
弟兄為患難而生。
弟兄為患難而生
十八24 濫交朋友的，自取敗壞；
弟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親密。
十七17

Bruce Waltke 解釋，古代以色列從商交易是一種風險，

擁有真實的朋友是 份保險 ─ 受苦受難、
擁有真實的朋友是一份保險
上法庭作證、遇到危機…，會顯出真實的友情。
貧窮人，弟兄都恨他；何況他的朋友，
更遠離他！他用言語追隨，他們卻走了。

十九7

3. 待友之道 ─ 與人相處的智慧
有智慧的人會學習 如何跟他的老闆、鄰居、朋友相處，
有得體的言語及行為的表現。


對管理者、上司
廿五15 以忍耐的心志與柔和的舌頭來勸誡君王。
廿
忍耐
志與柔
來勸誡

但聖經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的朋友…
約十五13



跟鄰舍發生糾紛，只要跟他 人
跟鄰舍發生糾紛，只要跟他一人
就事論事討論，不要無端把別人扯進來，
恐怕聽見的人罵你 招徠臭名
恐怕聽見的人罵你，招徠臭名。
不要三天兩頭往鄰居家跑，恐怕惹人厭煩。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更大的。

廿五9 10 18
廿五9-10、18

主耶穌基督 我們 耶穌就是為朋友捨命的患難之交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罪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五7-8

主用祂的寶血與我們締結生死之交，只要有需要，都可以 ─
到祂面前祈求、尋找幫助，賜給我們力量、開路、扶持我們。

與朋友…
與朋友
廿五19 患難時倚靠不忠誠的人，好像破壞的牙，錯骨縫的腳。


關鍵的時候倚靠不忠實、不管用的人，
結果只能自行負責。

5. 人際關係上不是我們能選擇的 ─ 仇敵

4. 待友之道 ─ 靈巧應變
廿五20

與鄰舍…

對傷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脫衣服，又如鹼上倒醋。
把醋倒在傷口上，怎會感覺舒服？
把醋倒在傷口上
怎會感覺舒服？

唱歌或祝福，
唱歌或祝福
 都是在心情愉悅的狀態之下，很自然情緒上的反應
 如果面對一個心情痛苦的人，
如果面對 個心情痛苦的人
毫無保留的表達快樂的情緒，
會讓對方感覺 不舒服！
會讓對方感覺…不舒服！

清晨起來，大聲給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咒詛他。 有時只是擾人清夢而已。

廿七14

對待朋友要懂得察顏觀色，
 看待合適的場合做合適的事
 在不對的時間點做出不合宜的事，
只是讓朋友誤認為我們在嘲弄他們

無端招惹別人的厭惡 ─ 就是要當你仇敵，該怎麼辦呢？
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飯吃；
若渴了，就給他水喝；
因為 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耶和華也必賞賜你。 近東風俗，埃及古文獻記載 ―

廿五21-22

儀式 是把炭 盆
一種儀式，是把炭火盆
放在悔罪、認罪者的頭上。

若以德報怨，
會讓敵對我們的人坐立不安…
選擇用仁慈的行為對待仇敵…

遮掩人過的，尋求人愛；
遮掩人過的
尋求人愛
屢次挑錯的，離間密友。
呂振中譯本 遮掩人過的是追求愛心﹔
把錯事反覆重述的、必離間良友。
十
十七9

一個老師請同學在一週的時間做一個功課 ─
買一布袋馬鈴薯，把馬鈴薯都倒出來，
在一週中，遇到不順眼、得罪你的人，
把他的名字寫在馬鈴薯上 再丟回布袋裡；
把他的名字寫在馬鈴薯上，再丟回布袋裡；
一週過了，老師要求同學把布袋拉回學校，
幾乎每個同學都拉 大袋 氣喘噓噓
幾乎每個同學都拉一大袋，氣喘噓噓…
可以讓布袋輕省 ─ 饒恕別人對你不仁慈的行為
 如果經常耿耿於懷、懷恨在心，反成為重擔、舉步維艱
在生活上不願學習饒恕、老是喜歡挑別人錯誤的人，
生命都像是拖著一大袋馬鈴薯在行走的人，
生命腳步無法輕盈，真正痛苦是這樣的人。


聖經的教導都是於我們有益處的 ─
幫助生命更健康 與人的關係更健康 和諧
幫助生命更健康，與人的關係更健康、和諧
† 不單是釋放我們，也是要幫助我們生命能成為別人的祝福
†

何以作保的風險那麼大？不肖之輩會辜負朋友善意的作保，
讓自己從債務脫身 而把負債的壓力移轉到朋友身上
讓自己從債務脫身，而把負債的壓力移轉到朋友身上。
但聖經中，卻提到上帝願意為我們作保 ─
約伯因著苦難與他人的誤會，被看成人格破產的人，
人，
他呼求主：「願主拿憑據給我，自己為我作保。
在你以外誰肯與我擊掌呢？」
詩一一九22 求你為僕人作保，使我得好處，不容驕傲人欺壓我！
來七22 耶穌就是那更美之約的中保。
伯十七3

即使作保有風險
有風險，但耶穌願意在我們還在作罪人的時候，
但耶穌願意在我們還在作罪人的時候
就為我們死，成為最親密的朋友；
即便我們人格還在背信與破產當中
即便我們人格還在背信與破產當中，
祂卻願意為我們擔當保證，償付罪債。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像在走鋼索，如何維持平衡，
需要主的恩典，讓我們反省、時刻求告賜我們智慧的主。

5. 交友、待人處世 ─ 作保
指承擔保證，租房子、作生意、向銀行貸款，需找保人。
箴言有六處經文談作保，而且用負面的方式來談…
我兒，你若為朋友作保，替外人擊掌，
你就被口中的話語纏住，被嘴裡的言語捉住。
我兒，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當這樣行才可救自己：
你要自卑，去懇求你的朋友 ─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覺；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
要救自己，如鹿脫離獵戶的手，如鳥脫離捕鳥人的手。

六1-5

有債信問題的人需要找人負擔作保，來取得貸款，

箴言 ─ 不要輕易在這種危險情況下幫人作保
不要輕易在這種危險情況下幫人作保，
免得因為人情壓力、粗心大意，隨便與人擊掌…
唯 能做的，就是趕快讓自己脫身，
唯一能做的，就是趕快讓自己脫身，
否則可能面對承擔友人債務，導致傾家蕩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