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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七課：友情：俗世聖徒中的真情真性 (組員版) 

經文：撒上 18:1-4；19︰1-7、20︰28-34, 42、23: 15-18 ; 撒下 9:1-11 

 

I. 引言 

A. 化冰分享：「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你有這樣的知己朋友嗎？你與你的好朋友的

關係是怎樣的？ 

B. 生活反思：親愛的弟兄姊妹：聖經中有記載不少好同工、好夫妻、好兄弟、好師徒

等關係的故事，但著墨於「好朋友」的故事並不多。 

 撒上十八至二十章和撒下一章、三章，花了不少的篇幅記載這兩個好朋友的堅定友

情，令身處現代的我們讀起來，不禁悠然神往。親愛的弟兄姊妹！您有這種好朋友嗎？

願主耶穌賞賜給我們在主內、在社會上都有真正的好朋友！ 

C. 研經背景 

承接上一課查經第十七章「以拉谷之役」，大衞與歌利亞一戰大勝後，大衛不但

在以色列民心目中的地位帶來了很大的改變，掃羅王也把他留住在王宮，大衛與約

拿單有近距離的接觸相處機會，一直到十九章 17 節被迫逃離為止。就在這段在王宮

停留期間，經文的記載已經足夠把大衞幾方面的性格特徵表現出來：首先，大衛那

令人無法抗拒，使人喜歡的魅力，吸引了王宮幾乎每一個人，連掃羅也不例外(見撒

上 16:21，其他如 18:1, 3, 5, 16, 20, 28, 30)。其次，他作事精明(18:5, 14, 15, 30)。第三，

他是一個人盡皆知的勇敢戰士(18:5, 7, 13, 15, 16, 27, 30)。而且，這段時間也足夠使眾

人看出，他是一個有耶和華同在的人(18:12, 14, 28)，當然也可以相信約拿單也是認同。 

而約拿單自己也是一個英勇的戰士，見撒上十四章的「密抹之役」他的英勇表現。

所以，大衞與約拿單應該是惺惺相惜的。 

D. 研經重點 

大衛和約拿單的友誼更勝兄弟之情，是聖經中描寫好朋友的經典故事。 

「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撒

上 18:1）約拿單和大衞友誼的考驗始於掃羅，掃羅因妒忌要殺大衞。撒上十八章至

二十章詳細地描述了他六次的謀殺計劃。而六次的謀害，迫使大衞離開自己的國家。

但是，約拿單看出大衛未曾得罪自己的父親掃羅，而且神與大衛同在，所以約拿單

夾在父親與好朋友中間顯得為難。約拿單一而再的替大衛向父親求情(十九至二十

章)，甚至得罪父親，連掃羅都拿起槍要刺約拿單，但約拿單仍然幫助大衞逃亡(撒上

20:42)，到最後大衛與約拿單二人黯然分別。過程彰顯真友情的特質，友誼建立生命，

是神給大衞所預備的，扶持大衞經歷挑戰成長。 

即使死亡，也停不了他倆之間的友情。後來約拿單戰死，大衞為他作悼歌(撒下

1:26)，以及善待約拿單的後裔(撒下 9 章，21:7)，即使十八至二十章經文記載他對約

拿單對他的愛的回應不多，仍然見到大衞對約拿單的感情也是十分真誠的。 

由於經文較長，篇幅所限，鼓勵弟兄姊妹們先能把十八至二十章看完，然後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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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中，思考大衛與約拿單之間的友誼： 

1. 約拿單為大衞捨去什麼？ 

2. 約拿單為了大衞這個朋友，說了什麼好話？有什麼代價嗎？  

3. 大衞又為約拿單這個朋友做了什麼？為什麼？ 

 

E. 經文大綱 (撒上 18:1-4；19︰1-7、20︰28-34, 42、23:15-18 ; 撒下 9:1-11) 

1. 真友情的捨己 (撒上 18:1-4） 

2. 真友情的敢言 (撒上 19:1-7、20: 28-34, 42、23:15-18) 

3. 真友情的敢為 (撒下 9:1-11) 

 

F. 查考經文  

1. 真友情的捨己 (撒上 18: 1-4） 

<約拿單愛慕大衛> 

1  大衛對掃羅說完了話，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

自己的性命。 

2 那日掃羅留住大衛，不容他再回父家。  

3 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結盟。  

4 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衛，又將戰衣、刀、弓、腰帶都給了他。 

註︰ 

(18:1) 「心」：這字在創世記一20-21指有生命的活物。在這裡是指人的生命。 

 「深相契合」：這動詞原來的意義是「綁在一起」。 

 所以，這裡的意思可以是：約拿單喜愛大衞，把自己的生命和大衞的生命綁在一起(另

參創44:30-31中，猶大對約瑟說到他父親與便雅憫的關係：「我父親的命與這童子的命

相連…」中所用的詞句相同)。 

(18:1，3) 「愛」：是常見的動詞，本章經文出現過多次，16節：以色列和猶大眾人都

「愛」大衞；20節：米甲「愛」大衞；22節：王「喜悅」。但在古代近東的立約條文中，

「愛」這個字常常含有政治上「效忠」的意義。 

(18:3)「結盟」：直譯是「立約」。一個嚴肅的用詞。耶和華與亞伯拉罕「立約」(創15:18)，

耶和華與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約」(出34:10, 27)也是用這詞。通常人與人，或國與國

立約，是在神的面前立的，也有立約的證據或信物。 

(18:4) 「…脫下外袍，給了大衛，又將戰衣、刀、弓、腰帶都給了他」：有可能是立

約的證據，象徵把王位繼承權全讓給了大衛。 

──────────────────────────────────── 

 

2. 真友情的敢言(撒上 19:1-7 , 20: 28-34, 42 ; 23:15-18 ) 

撒上 19︰1-7  <約拿單為大衛向掃羅求情> 

1  掃羅對他兒子約拿單和眾臣僕說要殺大衛，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卻甚喜愛大衛。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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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拿單告訴大衛說：「我父掃羅想要殺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個僻

靜地方藏身。  

3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裡，站在我父親旁邊與他談論。我看他情形怎樣，我必告

訴你。」 

4  約拿單向他父親掃羅替大衛說好話，說：「王不可得罪王的僕人大衛，因為他

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於你大有益處。  

5 他拼命殺那非利士人，耶和華為以色列眾人大行拯救。那時你看見，甚是歡喜，

現在為何無故要殺大衛，流無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 

6 掃羅聽了約拿單的話，就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說：「我必不殺他。」  

7 約拿單叫大衛來，把這一切事告訴他，帶他去見掃羅，他就仍然侍立在掃羅面

前。 

註︰ 

(19:7) 「他就仍然侍立在掃羅面前」：即大衞恢復原職，在掃羅宮中為掃羅彈琴。

但是，這只是把不可避免的結局往後推延一段時間而已。 

──────────────────────────────────── 

撒上 20︰28-34, 42   <掃羅因大衛怒責約拿單> 

28 約拿單回答掃羅說：「大衛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恆去。  

29 他說：『求你容我去，因為我家在城裡有獻祭的事，我長兄吩咐我去。如今我

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見我的弟兄。』所以大衛沒有赴王的席。」 

30 掃羅向約拿單發怒，對他說：「你這頑梗背逆之婦人所生的，我豈不知道你喜

悅耶西的兒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親露體蒙羞嗎？  

31 耶西的兒子若在世間活著，你和你的國位必站立不住。現在你要打發人去，將

他捉拿交給我。他是該死的！」  

32 約拿單對父親掃羅說：「他為什麼該死呢？他做了什麼呢？」 

33 掃羅向約拿單掄槍要刺他，約拿單就知道他父親決意要殺大衛。  

34 於是約拿單氣憤憤地從席上起來，在這初二日沒有吃飯。他因見父親羞辱大

衛，就為大衛愁煩。 

 

42 約拿單對大衛說：「我們二人曾指著耶和華的名起誓說：『願耶和華在你我中

間，並你我後裔中間為證，直到永遠！』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註︰ 

(20:29) 「獻年祭」：這是一個盛大的場合，大衞理應回家的。 

(20:30) 「你這頑梗背逆之婦人所生的」：在當時東方人的習慣中，對一個人生氣，往

往把祖宗八代都罵了，今天也仍然有這現象。所以，掃羅所言，應該不是罵約拿單的

母親真是一個那樣的婦人。 

 「以致你母親露體蒙羞」：在以色列人中，露體一向是極大的羞恥。 

 「喜悅」：有譯作「朋友」、「站在同一陣線」。掃羅把約拿單喜悅大衞，看作是約拿單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2.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3.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4.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5.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6.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7.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29.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30.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31.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32.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33.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34.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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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了大衞，而不是他自己。 

 「自取羞辱」：掃羅認為，約拿單如此選擇(選大衞而不選他)，是自取羞辱，也是使他

的母親蒙受有如被露下體的羞辱。 

──────────────────────────────────── 

撒上 23:15-18  <約拿單復與大衛立約> 

15 大衛知道掃羅出來尋索他的命…  

16 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起身，往那樹林裡去見大衛，使他倚靠神得以堅固，  

17 對他說：「不要懼怕，我父掃羅的手必不加害於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

做你的宰相。這事我父掃羅知道了。」  

18 於是二人在耶和華面前立約。 

3. 真友情的敢為(撒下 9:1-11)      <大衛以仁慈待米非波設> 

1  大衛問說：「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的緣故向他施恩。」  

2  掃羅家有一個僕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來見大衛。王問他說：「你是洗巴嗎？」

回答說：「僕人是。」  

3  王說：「掃羅家還有人沒有？我要照神的慈愛恩待他。」洗巴對王說：「還有約

拿單的一個兒子，是瘸腿的。」  

4  王說：「他在哪裡？」洗巴對王說：「他在羅底巴亞米利的兒子瑪吉家裡。」  

5  於是大衛王打發人去，從羅底巴亞米利的兒子瑪吉家裡召了他來。  

6  掃羅的孫子、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來見大衛，伏地叩拜。大衛說：「米非波

設。」米非波設說：「僕人在此。」  

7  大衛說：「你不要懼怕，我必因你父親約拿單的緣故施恩於你，將你祖父掃羅

的一切田地都歸還你。你也可以常與我同席吃飯。」  

8  米非波設又叩拜，說：「僕人算什麼，不過如死狗一般，竟蒙王這樣眷顧！」 

9 王召了掃羅的僕人洗巴來，對他說：「我已將屬掃羅和他的一切家產都賜給你

主人的兒子了。  

10 你和你的眾子、僕人，要為你主人的兒子米非波設耕種田地，把所產的拿來供

他食用，他卻要常與我同席吃飯。」洗巴有十五個兒子，二十個僕人。 

11 洗巴對王說：「凡我主我王吩咐僕人的，僕人都必遵行。」王又說：「米非波設

必與我同席吃飯，如王的兒子一樣。」 

註︰ 

(9:7) 大衛的舉動是把掃羅王室僅存的男性後裔米非波設，當成是掃羅產業的合法繼

承人。 

──────────────────────────────────── 

 

G. 參考資料： 

1.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二】》，（天道 2001）86-163 頁。 

2. 畢德生，《跳過墻垣 / 俗世聖徒》，49-59 頁。 

http://cnbible.com/1_samuel/23-16.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3-17.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3-18.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1.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2.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3.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4.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5.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6.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7.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8.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9.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10.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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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OIMA1工作紙 (問題參考) 

A. 真友情的捨己 (18: 1-4） 

<約拿單愛慕大衛> 

1 大衛對掃羅說完了話，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

性命。 

2 那日掃羅留住大衛，不容他再回父家。  

3 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結盟。  

4 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衛，又將戰衣、刀、弓、腰帶都給了他。  

背景簡介：  

在以拉谷之役，大衞既英勇又智慧地殺死非利士巨人歌利亞，使以色列人和猶大人大

勝非利人，之後元帥押尼珥領他到掃羅王面前，他手中還拿著非利士人的頭(撒上

17:57)，掃羅王問他是誰的兒子時，大衛回答說：「我是你僕人伯利恆人耶西的兒子。」

撒上17:58 

 

1. a. (觀察) 約拿單聽完大衛對掃羅說的話，他有何反應？(撒上 18:1a) 

 

b. (解釋) 作者把大衞的說話，與約拿單對大衛的「深相契合」緊貼，表現出約拿

單對大衞的友情很可能是從欣賞、甚至仰慕他的生命特質開始。而這些生命特

質也可能是他倆共同擁有的特質。你能夠從他們的才能、靈性、品格三方面，

找出他們擁有類似的生命特質嗎？(參考：撒上 14:1-15,23；17:57-58) 

 二人有類似的才能： 

 

 

 二人有類似的靈性： 

 

 

 二人有類似的品格： 

 

 

2. a.  (觀察) 撒上 18:1, 3 這兩節有什麼重複的字句？ 

 

 

b. (解釋)這重複強調了什麼？ (另參 撒下1: 26<大衞為約拿單作悼歌>「我兄約拿

單哪，我為你悲傷！我甚喜悅你，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婦女的愛

情。」)  

 

3.  a. (觀察) 約拿單送了什麼給大衛？ (18:4) 

                                                 
1
 OIMA : Stand for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Meditation & Application. 

http://cnbible.com/1_samuel/18-1.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8-3.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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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釋) 約拿單送了這些東西給大衞象徵什麼？這代表他願意為大衞付出什麼？

捨下什麼？ 

 

 

c. (解釋及默想) 你認為約拿單為何會願意這樣的為大衞付出？你認為好朋友對

你有何重要呢？在朋友對你的重要性這方面，神要給你什麼提醒？(另參約翰

福音 15:13「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B. 真友情的敢言(撒上 19:1-7、20: 28-34, 42 、23:15-18) 

撒上 19︰1-7    <約拿單替大衛說好話> 

1  掃羅對他兒子約拿單和眾臣僕說要殺大衛，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卻甚喜愛大衛。  

2 約拿單告訴大衛說：「我父掃羅想要殺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個僻靜

地方藏身。  

3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裡，站在我父親旁邊與他談論。我看他情形怎樣，我必告訴

你。」 

4  約拿單向他父親掃羅替大衛說好話，說：「王不可得罪王的僕人大衛，因為他未

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於你大有益處。  

5  他拼命殺那非利士人，耶和華為以色列眾人大行拯救。那時你看見，甚是歡喜，

現在為何無故要殺大衛，流無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 

6  掃羅聽了約拿單的話，就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說：「我必不殺他。」  

7   約拿單叫大衛來，把這一切事告訴他，帶他去見掃羅，他就仍然侍立在掃羅面前。 

 

撒上 20︰28-34, 42  <掃羅在筵席上怒責約拿單> 

28約拿單回答掃羅說：「大衛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恆去。  

29他說：『求你容我去，因為我家在城裡有獻祭的事，我長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

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見我的弟兄。』所以大衛沒有赴王的席。」 

30 掃羅向約拿單發怒，對他說：「你這頑梗背逆之婦人所生的，我豈不知道你喜悅

耶西的兒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親露體蒙羞嗎？  

31 耶西的兒子若在世間活著，你和你的國位必站立不住。現在你要打發人去，將他

捉拿交給我。他是該死的！」  

32 約拿單對父親掃羅說：「他為什麼該死呢？他做了什麼呢？」 

33 掃羅向約拿單掄槍要刺他，約拿單就知道他父親決意要殺大衛。  

34 於是約拿單氣憤憤地從席上起來，在這初二日沒有吃飯。他因見父親羞辱大衛，

就為大衛愁煩。 

 

42約拿單對大衛說：「我們二人曾指著耶和華的名起誓說：『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

並你我後裔中間為證，直到永遠！』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1.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2.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3.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4.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5.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6.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19-7.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28.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29.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30.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31.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32.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33.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34.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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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 23:15-18  <復與約拿單立約> 

15大衛知道掃羅出來尋索他的命…  

16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起身，往那樹林裡去見大衛，使他倚靠神得以堅固，  

17對他說：「不要懼怕，我父掃羅的手必不加害於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

你的宰相。這事我父掃羅知道了。」  

18於是二人在耶和華面前立約。 

 

 

 

4. 撒上19:4-7 和 20:28-34，約拿單有兩次為大衞在父親掃羅王面前說好話： 

a. (觀察)約拿單兩次分別為大衞說了什麼好話？  

 

 

 

 

 

b. (觀察及解釋) 約拿單兩次要為大衞說好話，令掃羅有什麼反應？約拿單可能

(及實際)要承受什麼代價或後果？這種友情對大衛有何重要？ 

5. (觀察及解釋) 約拿單與大衞起誓是以誰的名立誓(20:42)？這反映耶和華在他倆中

間有什麼角色？ 

 

 

 

6. a. (觀察及解釋)撒上23:15-18中：約拿單為什麼冒著生命危險去見大衞(16、17節)？ 

 

 

 

b. (默想) 在平日與朋友的對話中，如何能「使他倚靠神得以堅固」呢？附加默想

經文：「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

處。」(弗 4:29) 

 

 

C. 真友情的敢為(撒下 9:1-11) 

<大衛以仁慈待米非波設> 

1 大衛問說：「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的緣故向他施恩。」  

2 掃羅家有一個僕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來見大衛。王問他說：「你是洗巴嗎？」

http://cnbible.com/1_samuel/23-15.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3-16.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3-17.htm
http://cnbible.com/1_samuel/23-18.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1.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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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說：「僕人是。」  

3 王說：「掃羅家還有人沒有？我要照神的慈愛恩待他。」洗巴對王說：「還有約拿單

的一個兒子，是瘸腿的。」  

4 王說：「他在哪裡？」洗巴對王說：「他在羅底巴亞米利的兒子瑪吉家裡。」  

5 於是大衛王打發人去，從羅底巴亞米利的兒子瑪吉家裡召了他來。  

6 掃羅的孫子、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來見大衛，伏地叩拜。大衛說：「米非波設。」

米非波設說：「僕人在此。」  

7 大衛說：「你不要懼怕，我必因你父親約拿單的緣故施恩於你，將你祖父掃羅的一

切田地都歸還你。你也可以常與我同席吃飯。」  

8 米非波設又叩拜，說：「僕人算什麼，不過如死狗一般，竟蒙王這樣眷顧！」 

9 王召了掃羅的僕人洗巴來，對他說：「我已將屬掃羅和他的一切家產都賜給你主人

的兒子了。  

10你和你的眾子、僕人，要為你主人的兒子米非波設耕種田地，把所產的拿來供他食

用，他卻要常與我同席吃飯。」洗巴有十五個兒子，二十個僕人。 

11洗巴對王說：「凡我主我王吩咐僕人的，僕人都必遵行。」王又說：「米非波設必與

我同席吃飯，如王的兒子一樣。」 

7. a. (觀察) 米非波設是誰？(9:3,6) 

 

8. a. (觀察) 大衞為掃羅家的後裔做了什麼？(9:1, 3, 5, 7, 11) 

 

b. (觀察及解釋) 大衞為什麼要這樣做？(9:1,3,7) 他這樣做可能會引起別人什麼誤

會？有什麼風險的嗎？ 

大衛這樣做的原因是： 

 

 

大衛這樣做會引起的誤會及風險是： 

 

 

c. (觀察及解釋) 米非波設的反應是什麼(9:6-8)？為什麼？ 

 

 

d. (默想) 你曾經歷有朋友願意為你付出多於你想像的嗎？回望自己領受了什麼

恩情？有什麼感受？ 

 

 

 

http://cnbible.com/2_samuel/9-3.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4.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5.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6.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7.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8.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9.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10.htm
http://cnbible.com/2_samuel/9-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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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總結：從約拿單與大衞之間的友情，我們學習到： 

A. 真友情的捨己 (撒上 18:1, 3-4） 

 約拿單對大衞的愛有如耶穌基督對我們的愛，他倆雖只是人與人之間的友情，約拿

單仍然願意為好朋友放下自己。到後來，他更肯定神揀選了大衞作王，在與自己利

益衝突時更顯出他願意的放下，在友情中他順服神的心意。 

 

 

B. 真友情的敢言 (撒上 19:1-7 、20: 28-34, 42、23:15-18) 

 有時候我們的說話能為朋友取回公道，那就不要吝惜。 

 與友人相處時我們可學習約拿單，要使大衞「倚靠神得以堅固」(廿三 16)。 

 

 

C. 真友情的敢為(撒下 9:1-11) 

 作為朋友要信守承諾，大衞更「要照神的慈愛恩待」朋友(9:3)，有時候為主而善

待朋友，更可能要冒險或付出代價的。 

 

 

IV. 應用/實踐(請在小組分享) 

1. 約拿單與大衞的友情，怎樣影響你看朋友的重要性？若神感動你，你想在這星期為朋

友做一件什麼事(言語或行動)，表達對朋友的重視？(自由分享) 

 

 

2. 你如何能把神放在你和朋友中間？使朋友倚靠神得堅固？ 

 

 

3. 若果你的好朋友被家人或親友無理的攻擊，你會如何面對？  

 

 

4. 作為基督徒有否忽略了天父安放了朋友在我們生命中，成為我們成長中重要同行者

呢？是次查經又有否令你回想起那些好朋友？你會怎樣再一次重視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