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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知心的朋友

拥有一位知心朋友可是人生中的一件美事。一位知心朋友，总是愿意了解你、接

纳你、关爱你。这样的朋友常常能带给你安慰和鼓励。当你和这样的朋友在一起时，

即使是毫无趣味的任务也会变得有意思。真正的友谊是如此珍贵，因此建立和培养这

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的。五六年级的孩子渴望拥有真正的朋友和珍贵的友谊，帮助他

们懂得交友之道是非常重要的。

纯正交友之道的根基源于上帝的教导。上帝是爱，离开了上帝，我们的爱会枯

竭，会因为失去真理的内涵而变成自私的占有或控制，这些根本不是爱，只是情感

掩饰下的利己行为。圣经告诉我们：“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箴

言]17章17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

圣经金句

教师默想

圣经主题 

[罗马书]12章9-14节、21节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

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

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

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诅咒。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约拿单和大卫真挚的友情被人们代代传颂。

[撒母耳记上]18章1-5节，19章 1-7节，23章14-18节；[撒母耳记下]9章1-8节

学习目的  了解知心朋友的标准

第一单元成为别人的祝福1
知心的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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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知心的朋友

教学点滴

言]18章24节）。要想拥有真正的朋友，我们

首先必须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无私的爱，

这样，我们心里才会拥有丰富的爱，

才能把真实的爱传递给别人。

本课内容通过“约拿单和大卫”

的友谊，表明了人与人之间应该拥有

的深深的爱和忠诚。这种忠诚的基础

是对上帝的爱和忠诚。虽然约拿单和

大卫的友谊经受了很大的挑战，但是他

们仍保持着对彼此的爱和忠诚。让我们一起

和孩子们来探索真正的交友之道吧。

您备课时，很容易就会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计划活动和收集材料上。忙忙碌碌的教

师会发现，他们很难把思想集中在所教课程的意义和目的上，从而忽略了从研读圣经中

获得的丰富收益。然而，孩子们可以体会到您的分享是敷衍了事，还是真实、满怀热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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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前奏
 目标:

思考：你愿意和什么样的人成为
好朋友

材料：六种不同面值的硬币（每种至少三枚，一

分、两分、五分、一角、五角、一元）、笔、纸

过程:

请孩子们说出朋友的种类，如一般的朋友、较好的朋友、

知心的朋友等。再请他们说出知心朋友的标准，您可以将孩子们提出的标准分别写

在纸上。六个孩子一组，每组发一套硬币（六枚不同面值的）。把您写好的纸排列

在地上，在距离一米处划一条投掷线。我们做一个投掷竞赛。这些纸上写出了知心

朋友的标准。你们先进行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把不同面值的硬币投在写有不

同标准的纸上，当然，面值最大的硬币要投在你们认为最重要的标准上。

根据投币的情况（例如：得到面值最高的标准，得到硬币数最多的标准等），

您将这些词语列在大纸上，请每组的学生说说他们为什么把硬币投在这个标准的纸

上；说出这样的标准可以怎样帮助自己和别人；分享他们自己相关的一次经历。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好朋友，希望你的朋友愿意了解你、接纳你、关心你。

当你和好朋友在一起时，即使是很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很有趣。真正的友谊是非常

美好的，所以建立和培养真正的友谊是很值得的。今天，我们将一起从圣经中发现

一些寻找好朋友的基本原则。然后，和你们刚才总结

的这些标准进行比较。请孩子们读[罗马书]12章

9-14节、21节的经文。

最后，向孩子们发出挑战：你是否

愿意培养这些品格？可以请孩子们举手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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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了解圣经中做知心朋友的标准。

经文：[撒母耳记上]18章1-5节，19章 1-7节，23章14-18节；[撒母耳记下]9章1-8节

材料：圣经、纸、字典

引言

问题:

·圣经怎样描写他们的友谊？

·请你找出他们开始建立友谊的过程。（如果你想更多

地了解约拿单，请阅读[撒母耳记上]14章1－15节。）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互相表达友谊的？

·他们的友谊是怎样不断加深的？

·请参照约拿单和大卫的友谊，解释“结盟”这个词的

含义。（可以使用字典，先请一位组员查字典，读出

字典上的解释，然后您再进一步加以说明。）

经文解读：

知道约拿单和大卫身份的人可能不会想到他们会成

查考

你知道约拿单和大卫的哪些事情？自由发言。

孩子们分成四组，将下面四段经文及其相关背景资料分配给各个小组，请他们查

考讨论。

 背景：

[撒母耳记上 ]18章1－5节一 

互动查经

 背景 

扫罗是以色列的国

王，约拿单是他的儿子。

大卫只是一个小村庄里的

牧羊人。在一次抗击非利

士人的战斗中，大卫以对

上帝的信靠和过人的胆

量，击败了对方的挑战

者——巨人歌利亚。于

是，扫罗王把年轻的大卫

留在了自己的军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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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朋友，更不用说是知心朋友了。但事实却出乎人的意料，他们确实成为了最知心的

朋友。约拿单和大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爱上帝，信靠上帝！正是这一宝贵

品质，把他们俩联系在一起。他们彼此看重这一品质，“爱上帝，信靠上帝”是他们

成为知心朋友的重要标准。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看重对方，欣赏对

方”是他们成为知心朋友的又一个重要标准。

约拿单为了表达自己对大卫的友情，把几件最珍贵的东西——外袍、刀、弓和腰

带都送给了大卫。这是赠给勇士的最好礼物。约拿单希望大卫和他一起勇敢战斗，荣

耀上帝的名！“有共同的目标”也是他们成为知心朋友的重要标准。

问题：

·约拿单听到父亲的话心里会怎样想？

·如果你是约拿单，你会怎么做？

·为什么约拿单没有当时就向父亲讲出自己的看法？

·你从约拿单和他父亲的谈话方式中学到了什么？

经文解读：

扫罗王不仅嫉妒大卫受到以色列人的喜爱，更害

怕将来有一天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如果大卫当王，

那么扫罗自己的儿子约拿单就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所以他要杀掉大卫这个竞争对手。但是，约拿单有一

颗纯洁美好的心，他并没有把大卫看作自己的对手，

因为他知道大卫的长处是上帝的恩赐，一个敬畏上帝

的人会为他人的长处而赞美上帝。“慷慨不自私，不

重势力名禄”是成为知心朋友的又一项重要标准。

[撒母耳记上 ]18章1－5节一 

二 [撒母耳记上]19章1－7节

背景：

 背景 

扫罗王不断地派大

卫为以色列征战。大卫

屡战屡胜！以色列人把

大卫当成他们的英雄，

甚至唱歌称赞大卫说：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

杀死万万。”听到这样

的赞美，扫罗感到很不

高兴，他嫉妒大卫，甚

至想杀死大卫。有一

天，扫罗对约拿单和众

臣仆说出了他的想法。



�

第一课  知心的朋友

约拿单的想法是正确的，并且他在处理这件事情时也非常有智慧。首先，他没有

当着众臣仆的面直接反对父亲。因为这样做，父亲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儿子在众人面前

反对他而恼羞成怒，立刻做出对大卫不利的事，这样反而会害了大卫。其次，在这样

的场合下，很难让父亲冷静地思考、慎重地做出决定。所以约拿单决定和父亲单独谈

论这件事。约拿单不但没有嫉妒他的朋友，而且还知道如何用最好的方法帮助朋友。

“热心帮助，却不鲁莽”这一品质也是成为知心朋友的重要标准。

问题：

·想像一下大卫逃亡生活的状况和他的心情。

·约拿单冒着什么样的风险去看望大卫？

·如果你是约拿单，你会怎样安慰、鼓励大卫？ 

·约拿单如何安慰、鼓励大卫？

·你和约拿单采用的方式有何不同？

经文解读：

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凡

是帮助大卫的人，扫罗都没有放过；大卫帮助过

的人因为害怕扫罗，又出卖了大卫。此时的大卫

的心多么需要得到安慰和鼓励呀！约拿单虽然不

能常常得到大卫的消息，但是他的心一直惦记着

大卫。只有这样的朋友才能理解对方真正的需要。“注意对方的需要，在关键的时

刻扶助他”这一品质是成为知心朋友的重要标准。

扫罗王在错误的路上一意孤行，不听劝阻；很多的人都按照他的意思跟着做。

在这样的情况下，约拿单勇敢地坚持真理，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大卫

一定会成为以色列的王，而且他愿意帮助大卫。“在困难中坚持真理”也是成为知

心朋友的重要标准。

三 [撒母耳记上]23章14－18节

 背景 

由于约拿单的帮助，扫

罗王改变了想法。但是，这

只是他暂时的决定。过了不

久，大卫再次打败了非利士

人。而这使扫罗王的嫉妒和

恨恶之心越来越强烈。最

后，扫罗王又想杀大卫，大

卫不得不逃走了。大卫逃亡

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是他最

需要安慰和鼓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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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大卫成为国王，他怎样对待自己许下的誓言？

·大卫愿意怎样对待扫罗的后代？

·大卫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从大卫对米非波设所说的话中，你能找出哪

些恩典？

经文解读：

那个时候，通常新上任的国王要将所有

与老国王有关的人都杀掉。因为他们害怕这些

人将来会威胁他的王位。大卫没有这样做。首

先，他相信并且真实地经历了上帝的保守和坚

固。君王的权柄来自上帝，只要遵行上帝的旨

意，他的王位就一定会稳固。正如[诗篇]中所

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

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

就枉然警醒。”其次，他看重和约拿单在上帝

面前所立定的誓言，他要好好地对待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卫看待米非波设如

同自己的王子。“信守诺言，善待朋友的家人”，这些品质都是成为知心朋友的重

要标准。

四

三 [撒母耳记上]23章14－18节

[撒母耳记下]9章1－8节

总结:

约拿单和大卫的友谊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知心朋友的好榜样。他们在选择朋友时看

重的是那些优秀的品质。他们在和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怀着一颗敬畏上帝的心，按照上

帝的真理行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知心的朋友。我们用约拿单和大卫的友谊对照

我们交友的标准时，就会发现我们的交友标准需要改变。

 背景 

大卫和约拿单之间的友谊如

此深厚，他们发誓要彼此相爱，

也要爱护彼此的后代。后来，约

拿单战死在沙场上，大卫悲痛

欲绝。他特意为约拿单写了一首

哀歌，称赞约拿单对他的美好情

谊。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

设，扫罗和约拿单战死的时候他

才5岁。当时米非波设的奶妈抱

着他逃亡，不小心把他摔在地

上，从此他的腿瘸了。他们藏在

一个小村庄里，很少有人知道。

大卫成为国王后，想起了他曾经

对好朋友约拿单的誓言：照顾他

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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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和学生们一起探讨本课所学的交友标准，将这些标

准和他们自己原有的标准进行对比。把大纸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写出本课学到的交友标准，另一部分请学生们写出他们

原有的交友标准。请学生说一说这些标准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进行对比后，请学生

作出自己的选择。

问题：

·约拿单和大卫交友时最看重的是什么？你交友时，最看重的是什么？为什么？

·约拿单如何处理父亲与朋友之间的矛盾？

·你和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出现过什么样的矛盾？你是怎样处理的？

·与约拿单的处理方式相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约拿单如何关心朋友？你如何关心朋友？在这方面你觉得需要有哪些改变？

讨论天地
 目标:

通过对比，转变原有的交友观念。

给学生一点时间思考，然后和学生一起祷告，祈求

上帝帮助他们彼此之间建立真正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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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时光：一起合作

材料：圣经、气球、至少半米长的带子

过程：

两人一组，选择下面游戏中的一种

或两种进行活动。提出下面的问题展开讨

论。

在这些游戏中，你感觉哪些部分容易？哪

些部分很难？你们需要怎样合作才能够更好地完

成这些游戏？（如果时间允许，可以让学生们按照他

们改进的方法进行一次游戏竞赛。）

游戏建议：

气球瓜：两人一组。两人先并排站立，用肩部夹住一个气球，把气球从起跑线运

到终点线，然后再背靠背站立，用背部夹住气球从终点线运回起跑线。

两人三腿：两人并排站立，将相邻的两条腿用带子绑在一起，然后一起从起跑线

走到终点线。

用 秒 表 计 算 各 组 的 游 戏 时

间，最后请用时最少的两个小组

进行争夺金牌的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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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圣经、30×21厘米的厚纸板（每人一张）、剪刀、乳胶、其他装饰材料（如

干花、彩纸、丝带、小石子、小贝壳、牙签等）、纸、水彩笔、铅笔

过程：

每人发一块纸板。学生将纸板对折、裁开，然后在其中一张纸板上画出一个边

框，边框的四边与纸板边至少相距3厘米。学生将画好的边框剪下来贴在另一张纸

板上，做成一个相框（如图1所示），贴的时候把上面的开口留着，其他三边贴好

（如图2所示）。请学生随意挑选装饰材料装饰相框。

相框制作完毕后，请学生在纸上写出朋友的名字或画出朋友的像，并加以装

饰，然后把这张纸放进相框里。学生们做相框时，您可以请学生聊一聊他的朋友以

及他们之间的友谊。

手工制作：朋友相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