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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朋友】



上週背頌金句

箴 22:4



幸福的家庭



一.幸福的家庭

A. 彼此相爱, 不相争

• 喫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喫肥牛，彼此相恨。
箴 15:17

• 設筵滿屋，大家相爭，不如有塊乾餅，大
家相安。箴 17:1



B. 夫妻之间
1.互相忠贞
2.彼此敬重、忍让









C.子女对待父母

•不羞辱
•不藐视
•不虐待
•不貽祸
•要听从
•要使他们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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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悖逆父母的結果
• 咒罵父母的他的燈必滅變為漆黑的黑暗。箴 20:20

• 戲笑父親, 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 他的眼睛必為谷
中的烏鴉啄出來, 為天上的鷹雛所吃。箴 30:17

• 我兒你要聽受我的言語, 就必延年益壽 我已指教
你走智慧的道, 引導你行正直的路 你行走, 腳步
必不致狹窄, 你奔跑也不致跌倒。箴 4:10-12

對比



E. 父母要管教兒女
• 要隨時管教
• 要趁有指望之時
• 要用愛
• 要用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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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Discipline)消极性

引导(Guidance)积极性

身教重于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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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要管教兒女

•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
備，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
喜愛的兒子。箴 3:11-12

•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遠遠趕除。
箴 22:15

• 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於死，你
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靈魂免下陰間 箴 23:13-14









•真正的朋友不用你费力去讨好
•時常親愛 , 忠心
•互相磨練 ,誠實勸告
•願意保密和包容
•彼此幫助
•體會對方的感受

友谊的基础与特质

二.交朋友和与邻舍相处之道







D.慎交朋友
• 濫交朋友的，自取敗壞。箴 18:24





罗波安听从他朋友的意
见所以产生的结果

列王记上12章



D. 慎交朋友

• 往來傳舌的, 洩漏密事的

• 好生氣的,暴怒的

• 好酒貪食的

• 反覆無常的

• 惡人







家庭与朋友
•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嫌; 行事正直的, 被恶人憎恶。
箴 29:27

•你不要嫉妒惡人，也不要起意與他們相處….。箴 24:1

•“Be the Friend that will be your Friend.”

•“If you go looking for a friend, you’re going to find they’re 
very scarce.  If you go out to be a friend, you’ll find them 
every where.”  Zig Ziglar



• 你那裡若有現成的，不可對鄰舍說：去吧，明天再
來，我必給你。箴 3:28

• 清晨起來，大聲給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詛他。
箴 27:14

• 對傷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脫衣服，又如鹼上倒醋。
箴 25:20

• 你的腳要少進鄰舍的家，恐怕他厭煩你，恨惡你。
箴 25:17

友谊的基础与特质

交朋友和与邻舍相处之道





• 1  用聖經的原則來選擇朋友
• 2   從聖經學習辨別對錯来開始
• 3   我们要做别人的真朋友

今天的应用



今日金句

•我兒，你要聽受我的言語，就必延年益壽。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導你行正直的路。
你行走，腳步必不致狹窄，你奔跑也不致跌
倒 。 箴 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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