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課 父母心，子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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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許多人想把責任歸究給學校老師時，或許先捫心自問 ─
孩子性格養成的搖籃是從家庭開始，
從嬰孩開始，父母就是孩子第一對老師；
父母如何教養，對孩子一生影響非常深遠。
從箴言歸納出父母對子女的責任…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1. 父母對子女 ─ 管教的意義

管教，是上帝給父母的權柄，
也就是執行上帝托付父母神聖的使命，
申八5

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
十九18 趁有指望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管教你的兒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廿九15 杖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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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心裡思想，耶和華你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兒子 樣。
好像人管教兒子一樣。

管教也是愛的表現 ─ 愛之深、責之切。
上帝會管教祂的兒女，
父母管教兒女 就是效法上帝管教祂子民的做法
父母管教兒女，就是效法上帝管教祂子民的做法…


上帝管教我們的目的 ─
來12:10b 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



敬畏上帝父母對兒女的管教，
帶出來的意義也是造就、生命正面的益處

兒童心理專家約翰羅斯門，從事美國賓州亞米許 Amish 研究…
 門諾會的一個派別，
門諾會的 個派別
祖先十八世紀初從荷蘭移民到美國
 直到今天還過著不用電、不開汽車、
直 今 還 著
電
汽車
簡樸單純的生活
 教育方式很簡單 ─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教養孩童
使 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廿二6
廿

每對亞米許夫婦平均生七個孩子，
 但在教養上遇到的麻煩，
比平均生兩個孩子的美國家庭還單純許多
 從他們的孩子當中，找不到注意力缺乏症、
童年期躁鬱症的病例

約翰羅斯門做了一個結論：
上帝的教誨是教導孩子走向他成人後當行的正路，
帝
導
而當一個人根據上帝的教誨來行事時，
任務就會變得相對簡單。
就會變 相對簡單
儘管並不一直都很輕鬆、不費力，
但當人們願意相信上帝的話 遵行上帝的教誨時
但當人們願意相信上帝的話、遵行上帝的教誨時，
上帝的大能就會幫助父母，完成上帝交代他們的任務。
祂不會把當父母這件事過度的複雜化，但我們人類卻會！
以致當我們愈是不遵守上帝某部份的生活計劃時，
那部份的生活就會變得愈複雜 愈困難
那部份的生活就會變得愈複雜、愈困難。
所以亞米許管教兒女的方式很簡單 ─
從孩子小的時候，
就以上帝的道教導、引導他們，
到老都不偏離，一直行在正路上。

管教通常讓人想到體罰…；箴言提到的杖打與責備，


並不是施虐性的體罰或羞辱，跟發瘋式的亂鞭毒打不同
並
是施虐性的體罰或羞辱 跟發瘋式的亂鞭毒打 同
 是出於理智性的教導、紀律上的訓練，
 目的為了矯正子女，不致於長歪發斜
為 矯正子女
長 發
 好比修剪枝葉，為讓他們生命能開花、結果

園藝世界有一門學問 ─ 矯正與修剪樹木，
為讓樹木能長得好，需要一段時間綁在固定的線來整姿，
定期修剪枝葉，使它發得有形美麗。

教育子女也是如此 ─
子女是上帝所賜的產業，我們好比是管理產業的園丁
園丁，
，
必須根據不同的樹木來矯正它發展的姿態，
 年幼時，就針對他們性格、品德，予以正確教導
 即使不是 IQ 很高的孩子，但能成為 EQ 很好的孩子，
這會對他未來的發展，帶來正面積極的貢獻

2. 父母對子女 ─ 管教要從小開始
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到老都不偏離，
意味父母是帶著遠見在教養兒女，而不是走一步算一步...
 用功讀書、進入名校、擁有一份好的工作，
都只是人生一個階段、過程
 人格發展、情緒訓練，會影響孩子一生之久
用永恆的眼光、再推回來思想 ─ 我現在如何教育我的子女？

管教原文是指紀律與訓練，
趁有指望 管教你的兒子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
從出生到三歲，腦細胞、神經叢，生長最為快速，
 所組成的網路，
是將來學習、談話、創意能力的基礎
 決定孩子神經叢長得繁密、稀疏的關鍵人物，
往往就是他的父母！
十九18

教會歷史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母親叫蘇姍娜…
她的丈夫撒母耳衛斯理牧師常年在外服事
她的丈夫撒母耳衛斯理牧師常年在外服事，
廿年婚姻中生了十九個孩子，有九個夭折，
她得負責十個兒女的教育、家庭生計…
負責
教育 家庭
她教育的秘訣 ─
從孩子還小，就培養他們過紀律的生活，
 每天都幫孩子安排生活作息
 每週一次單獨跟每個孩子說話、禱告，持續廿年

蘇姍娜認為，人的肉體很頑強，
認為 人的肉體很頑強
必須從小就治服，否則長大後就很難勝過。
「
「孩子的意志一旦馴服了，就懂得尊敬聽從父母，
意志
就懂 尊
許多不成熟幼稚的行徑就會逐一消失，
他們就能學習敬虔度日。」

1. 兩餐之間不淮吃零食。
09. 犯罪的事，總要處理，甚至懲誡。
2. 晚上八時要上床。
10. 一件錯事，不應處罰兩次。
3. 服藥不得發怨言。
11. 讚揚及報償好的行為。
4. 孩子一定要聽話，否則無可救藥。 12. 只要有心做好，雖然表現出來
5 孩子一開始學話，就要學禱告。
5.
孩子 開始學話，就要學禱告
不甚理想，都值得讚揚
不甚理想，都值得讚揚。
6. 家庭崇拜時要一律安靜不淮說話。 13. 不要拿別人的東西，即使是
7. 哭鬧無效，只有禮貌地
最小的物件，也不能占爲己有。
請求才能得到想要的東西
請求才能得到想要的東西。
14 答應了就一定要履行。
答應了就 定要履行
請求才能得到想要的東西 14.
請求才能得到想要的東西。
8. 錯而能認能改，可免懲罰，
15. 女兒未學好讀書，不要勉強做家事。
這樣就免去說謊的陋習。
這樣就免去說謊的陋習。 16. 教導孩子對管教的杖懷有敬意。

蘇姍娜教導出兩名屬靈人物…
約翰衛斯理 ─ 復興運動重要的傳道人
 查理衛斯理 ─ 十八世紀最著名的古典聖詩作者
長大後與母親保持通信，請教屬靈的指導與意見。


蘇姍娜掌握關鍵性的原則 ─ 兒女還小的時候，
該修剪、矯正，可以陶塑的階段就開始，
該修剪
矯正 可以陶塑的階段就開始
訓練成有紀律的人，這就是「管教」，也是「訓誨」

放縱的另一個極端是嚴厲，
過於嚴厲的教導 帶給孩子情緒傷害、壓抑、反彈，都是不好
帶給孩子情緒傷害 壓抑 反彈 都是不好
 太嚴厲，會損子女自尊、讓他們缺乏自信、拙於與人溝通，
人生活得毫無主見，既想擺脫父母，但又無法獨立
 子女性別傾向、社會適應力，都跟原生家庭生活息息相關


3. 父母對子女 ─ 管教要有智慧

箴言沒有教父母如何訓練出資優生，
但教導父母教化子女成為一個人格成熟的健康人。
管教你的兒子，
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裡喜樂。

廿九17

華人社會有時過度看重課業表現，就輕看兒女品格的培養，
華人社會有時過度看重課業表現
就輕看兒女品格的培養
所以，華人界曾發生 ─
 國立大學研究生因爭風吃醋而情殺情敵，
國
學研究生 爭
情 情
還能鎮靜的拿化學溶劑毀容棄屍
 因與教授不和，竟然一槍將教授斃命...
因與教授不和 竟然 槍將教授斃命
日常生活不乏看到年輕人因課業上的高壓，
情緒出現違反正常人格的反應，
導致人際失調、選擇自殺一途。

1. 子女對父母 ─ 敬重
十九26

孩子長大了之後，父母年紀漸長、體能衰弱、
心中缺乏安全感、比較倚賴子女，
反引起不肖子女輕看 侵占父母財產 遺棄他們
反引起不肖子女輕看、侵占父母財產、遺棄他們。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作 親
惹兒
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西三21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你們作父親的 不要惹兒女的氣
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弗六4

天下沒有完全的父母，管教過程不摻雜個人的感覺是不太可能，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
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

來十二10a

父母若是敬畏上帝，即使智慧、教養兒女經驗不足，
父母若是敬畏上帝，即使智慧
教養兒女經驗不足
還是可以跟主求智慧 ─ 按著神的旨意來教導孩子。

虐待父親、攆出母親的，是貽羞致辱之子。

「輕慢父母的，必受咒詛！」
百姓都要說 「阿們！
百姓都要說：「阿們！」

申廿七16

上帝非常憎惡當父母年老、子女卻不孝的人。
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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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罵父母的，他的燈必滅，變為漆黑的黑暗。
偷竊父母的，說：這不是罪，
偷竊父母的
說 這不是罪
此人就是與強盜同類。

父母年老、財產子女還覬覦，
父母年老
財產子女還覬覦
這樣的子女，形同強盜一般。

2. 子女對父母 ─ 聽父母的話
廿三22
廿三25

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她。
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

兒女小時，父母照顧、安慰、鼓勵，
走過跌跌撞撞的時期
 兒女長大成人，父母變老了，
也需要被照顧、呵護、安慰、鼓勵，
正是考驗我們，如何回報父母親恩的時候


這個過程，如何對待我們的父母，兒女也都看在眼裡，
一個孝敬父母的人，會經歷上帝賜給他的應許 ─
他做在父母身上的，有天他的子女也會做在他的身上
他做在父母身上的，有天他的子女也會做在他的身上。
孝敬父母的人，心存感恩與回報的心，
不僅讓父母的心得安慰，也會獲得兒女的敬重、
家庭關係和諧，而且蒙上帝賜恩 ─ 這是主的應許。

瞭解 ─ 父母在養育兒女過程中付出的辛苦
憐憫 ─ 父母年紀老邁、衰殘、記憶力退化，
身體病痛造成心態上的影響，
罹患了老人憂鬱症、大小便失禁，
行動不方便、三天兩頭打電話給我們
有 天我們也會老 需要兒女的扶持幫助
有一天我們也會老，需要兒女的扶持幫助，
兒女照顧我們時，能保留我們一份自尊...

饒恕 ─ 在父母威權時代長大的兒女，或多或少
在父母威權時代長大的兒女 或多或少
都經歷過父母嚴厲的方式管教、犀利言語刺激，
子女要學習靠主恩典饒恕父母，
子女要學習靠主恩典饒恕父母
特別是在父母生命不長的日子中，
學習用
學習用正面的言語，鼓勵、安慰、積極的對待他們...
的言語 鼓勵 安慰 積極的對待 們
廿三24

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人生智慧的兒子，必因他歡喜。

願我們都領受主的恩典，成為有智慧的父母、有孝心的子女。

一個女孩跟父母吵架，跑到外面去晃蕩...
因為肚子餓 就 直流連在 個麵攤旁邊
因為肚子餓，就一直流連在一個麵攤旁邊，
老板看女孩可憐，就下了碗麵款待女孩。
女孩吃了之後連連道謝，於是老板說：
「我才請妳吃一次免費的麵，
妳就這麼感激我，
那妳母親幫妳煮了廿幾年的飯，
妳是不是更應該感謝妳的母親呢？」
有些兒女把父母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
有
兒女 父母的付出 為 所當然
伸手拿錢、買房、買車...
但很少想到，如何用實際行動
去回報父母的親恩、
尊榮我們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