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

第十八课 人在江湖
许多年前，伦敦泰晤士报登了
许多年前
伦敦泰晤士报登了一个报导：
个报导：
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距离是什么？
征选最棒 最有创意的答案
征选最棒、最有创意的答案。
 有人从水路、空路、陆路提供各色各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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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处世交友

第十八课…
第十八课
…

前后换片 暂停
前后换片、暂停

最后结果揭晓，中选者的答案是
最后结果揭晓
中选者的答案是一个好朋友 ─
在漫长旅程中，拥有一个可以
交心 扶持 谈天说地的朋友
交心、扶持、谈天说地的朋友，
那趟旅程绝对是最短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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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俗谚：
人生在世没朋友，犹如生活无太阳。
箴言中，也针对处世交友，做了丰富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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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最大的诫命是爱人与爱神。在箴言中，
爱神的表彰是遵行上帝的话 ─
追求智慧提升、学习顺服上帝话语的引导
 爱人的表彰则表现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上 ─
提升与别人交往，在言语、态度…的成熟度


从箴言看到圣经的教导是很平衡的 ─
 爱上帝的人，会乐于学习更有智慧的待人处世
 人际社会关系中，充满考验、试探、挑战，包括 ─
帮朋友作保，如何看待仇敌、背信忘义的人，
学习懂得察颜观色，不会行事莽撞、做事无厘头
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让我们成为
温室里的花朵，不知人间险恶、江湖凶险，
而是更多学习认识现实状况 明白社会光景
而是更多学习认识现实状况、明白社会光景，
进而洞察上帝的心意、活出智慧的人生。

1. 交友之道 ─肝胆之交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朋友加的伤痕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廿七9 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朋友诚
廿七17 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廿七5-6




好朋友贵在忠信与诚实，
愿意凭爱心向你说诚实话
朋友之间像铁磨铁一样的砌磋琢磨，
就
就可以彼此提升进步
彼此提升进步 ─ 磨出刃来

我称之为肝胆之交，
也就是彼此肝胆相照，互相坦诚。

从使徒行传知道，保罗信主一段时间后，
才有机会投入服事 挖掘他的伯乐就是巴拿巴
才有机会投入服事，挖掘他的伯乐就是巴拿巴。
 巴拿巴本名约瑟，被昵称巴拿巴
是因他个性柔和 被称作劝慰子
是因他个性柔和，被称作劝慰子
 徒九26-27 保罗到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都怕他，惟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
拿
待
 保罗回到故乡大数，大家都遗忘了他，巴拿巴没忘记，
徒十一25-26 巴拿巴到大数找扫罗，就带他到安提阿…
一起接受差派，到外邦宣教
后来为了马可的问题失和，两人分道扬镳
 又因巴拿巴 对割礼派的人让步，
没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保罗在加二13 责备他随伙装假
都让人看到铁磨铁磨出来的友谊。


2. 交友之道 ─ 患难之交
有人问犹太拉比关于友谊的真谛…
从前有两个商人，一个住埃及，一个住巴比伦，
从前有两个商人
一个住埃及 一个住巴比伦
巴比伦商人到埃及人家作客，
爱上埃及商人家中的女婢 ，
埃及商人将女婢赏赐给他，办了盛大的婚礼。
多年后 埃及商人生意失败 困苦潦倒
多年后，埃及商人生意失败、困苦潦倒，
他想到了巴比伦的老朋友，决定前往投靠…
进入巴比伦时，埃及商人目睹朋友间的凶杀，
埃及商人万念俱灰，就说是我杀了人…
法官不查，订了他死罪。
围观群众当中，巴比伦朋友 眼认出了埃及商人，
围观群众当中，巴比伦朋友一眼认出了埃及商人，
失声大喊：「你们错了，他不是凶手，我才是！」

保罗心直口快，看重真理多于人和，当面责备巴拿巴
 巴拿巴注重人和，愿意给人机会
巴拿巴注重人和 愿意给人机会
保罗与巴拿巴个性是互补的，截长补短，
各自有需要上帝对付的地方；
各自有需要上帝对付的地方
彼此同工的过程中经过磨合，
上帝让他们彼此琢磨、修整个性，使他们获得成长。
帝
磨 修整个
获得成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是如此…
 愈亲密的同工，产生误会、冲突的比例愈高
 如何凭爱心跟对方说诚实话，
不是遮掩、逃避问题，在背后说长道短、中伤毁谤…
是教会 活、团 事奉，所需面对的操练。
是教会生活、团队事奉，所需面对的操练。
华人文化不擅于正面开放沟通，
往往喜欢诉诸私下运作 诉苦 作为抒发管道
往往喜欢诉诸私下运作、诉苦，作为抒发管道，
反而更容易引起同工、朋友间，冲突、伤害的发生。

真正的凶手也在那里…
因利益关系，杀了他的好朋友，
当亲眼目睹两个无辜的人，
因宝贵的友谊而愿意为对方牺牲，
自惭形秽，就站出来认罪说：
「这两个人都是无辜的，真正杀人的是我。」
朋友之交时常亲密友好，
兄弟之谊在患难时更显珍贵无比。
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十八24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十七17

Bruce Waltke 解释，古代以色列从商交易是一种风险，

拥有真实的朋友是一份保险 ─受苦受难、
受苦受难
上法庭作证、遇到危机…，会显出真实的友情。
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
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

十九7

3. 待友之道 ─ 与人相处的智慧
有智慧的人会学习如何跟他的老板、邻居、朋友相处，
有得体的言语及行为的表现。


对管理者、上司
廿五15 以忍耐的心志与柔和的舌头来劝诫君王。

但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朋友…
约十五13



跟邻舍发生纠纷 只要跟他一人
跟邻舍发生纠纷，只要跟他
人
就事论事讨论，不要无端把别人扯进来，
恐怕听见的人骂你，招徕臭名。
不要三天两头往邻居家跑，恐怕惹人厌烦。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

廿五9 10 18
廿五9-10、18

主耶稣基督 我们 耶稣就是为朋友舍命的患难之交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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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五7-8

主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缔结生死之交，只要有需要，都可以
主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缔结生死之交
只要有需要 都可以 ─
到他面前祈求、寻找帮助，赐给我们力量、开路、扶持我们。

4. 待友之道 ─灵巧应变
廿五20

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碱上倒醋。

把醋倒在伤口上，怎会感觉舒服？
唱歌或祝福，
唱歌或祝福
 都是在心情愉悦的状态之下，很自然情绪上的反应


如果面对一个心情痛苦的人，
如果面对
个心情痛苦的人
毫无保留的表达快乐的情绪，
会让对方感觉 不舒服！
会让对方感觉…不舒服！

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咒诅他。 有时只是扰人清梦而已。

廿七14

对待朋友要懂得察颜观色，
对待朋友要懂得察颜观色
 看待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事
 在不对的时间点做出不合宜的事，
在不对的时间点做出不合宜的事
只是让朋友误认为我们在嘲弄他们

与邻舍…

与朋友…
与朋友
廿五19 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


关键的时候倚靠不忠实、不管用的人，
关键的时候倚靠不忠实
不管用的人
结果只能自行负责。

5. 人际关系上不是我们能选择的 ─ 仇敌
无端招惹别人的厌恶 ─ 就是要当你仇敌，该怎么办呢？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就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近东风俗，埃及古文献记载 ─

廿五21-22
廿五21
22

种
，
一种仪式，是把炭火盆
放在悔罪、认罪者的头上。
若以德报怨，
会让敌对我们的人坐立不安…
选择用仁慈的行为对待仇敌…

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
遮掩人过的
寻求人爱
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吕振中译本 遮掩人过的是追求爱心﹔
把错事反复重述的、必离间良友。
十七9

一个老师请同学在一周的时间做一个功课 ─
买 布袋马铃薯 把马铃薯都倒出来
买一布袋马铃薯，把马铃薯都倒出来，
在一周中，遇到不顺眼、得罪你的人，
把他的名字写在马铃薯上 再丢回布袋里
把他的名字写在马铃薯上，再丢回布袋里；
一周过了，老师要求同学把布袋拉回学校，
几乎每个同学都拉 大袋 气喘嘘嘘
几乎每个同学都拉一大袋，气喘嘘嘘…
可以让布袋轻省 ─ 饶恕别人对你不仁慈的行为
 如果经常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反成为重担、举步维艰
在生活上不愿学习饶恕、老是喜欢挑别人错误的人，
生命都像是拖着一大袋马铃薯在行走的人，
生命脚步无法轻盈，真正痛苦是这样的人。


圣经的教导都是于我们有益处的 ─
帮助生命更健康，与人的关系更健康、和谐
† 不单是释放我们，也是要帮助我们生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

何以作保的风险那么大？不肖之辈会辜负朋友善意的作保，
让自己从债务脱身 而把负债的压力移转到朋友身上
让自己从债务脱身，而把负债的压力移转到朋友身上。
但圣经中，却提到上帝愿意为我们作保 ─
约伯因着苦难与他人的误会，被看成人格破产的人，
人，
他呼求主：「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
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
诗一一九22 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
来七22 耶稣就是那更美之约的中保。
伯十七3

即使作保有风险，但耶稣愿意在我们还在作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即便我们人格还在背信与破产当中，
他却愿意为我们担当保证，偿付罪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像在走钢索，如何维持平衡，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像在走钢索
如何维持平衡
需要主的恩典，让我们反省、时刻求告赐我们智慧的主。

5. 交友、待人处世 ─ 作保
指承担保证，租房子、作生意、向银行贷款，需找保人。
指承担保证
意
找保人
箴言有六处经文谈作保，而且用负面的方式来谈…
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
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 ─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
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六1-5

有债信问题的人需要找人负担作保，来取得贷款，
箴言 ─ 不要轻易在这种危险情况下帮人作保，
免得因为人情压力、粗心大意，随便与人击掌…
唯一能做的
唯
能做的，就是赶快让自己脱身，
就是赶快让自己脱身
否则可能面对承担友人债务，导致倾家荡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