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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根據
申六4-9
申六4
9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的主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 戴在額上為經文；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弗六1-2
弗六1
2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 」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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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都提到父母親要教養孩童…
箴廿二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詩一二七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
兒女是神暫時托管給父母來管理、
來教導、來引導、來照顧的，
兒女是屬於神的、而不屬於父母親。
弗六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弗六
們作父親的
要惹兒 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詩一○三13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
父親
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
我們常以為管教兒女是媽媽、婦女的事情，
我們常以為管教兒女是媽媽
婦女的事情
事實上在家庭的生活當中，做父親的是非常重要！

上帝把教導兒女的權柄賞賜給父母親，
讓兒女能夠聽從父母的教導、領受神的話、主的道。

從一些經驗、研究來看，


對兒子來講，父親可以成為兒子性別角色的榜樣，
兒子學習怎樣做丈夫、做父親、
做男性的角色，從父親來看榜樣



女兒跟父親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
女兒跟父親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
女兒將來在找異性朋友、婚姻的對象時，
跟父親很有關係，
 能夠擁有正常、健康的父親的愛，
她對於異性會有一個正常健康的心態
 缺乏父愛，有時會造成在選擇異性朋友時，
一些不健康、不正常的觀念，很容易
掉落一個性的、各種試探引誘裡面
父親在家庭裡的確是非常重要！

從神國的角度來看，
父親在家庭中就像兒女的好牧者，
父親在家庭中就像兒女的好牧者
 好牧人需要保護、管教、引導、守望羊群，
做父親的也是一樣
 假設家裡的孩子們有問題，
至少父親佔 50% 甚至更多的責任，
以弗所書 丈夫是妻子的頭，
父親、丈夫很重要、影響很大的

帶領兒女投入、參與教會的生活跟事奉，
是提供保護的最佳環境，
是提供保護的最佳環境
 鼓勵誘導兒女參加兒童主日學
 進入青少年時，鼓勵、陪伴參加青少年團契、營會
使兒女在安全的環境中培養健康的身、心、靈
保護兒女最好的方法，就是從小培養、建立兒女
和上帝直接而親密的關係
和上帝直接而親密的關係，
父母的保護受到時空的限制，
唯有上帝保護超越時間、空間永遠有效
唯有上帝保護超越時間
空間永遠有效 ─
 真正敬畏上帝的兒女，
神的話語是他行為的規範
神的話語是他行為的規範，
即使父母不在身邊，也不敢得罪上帝
 敬畏神的人有上帝的保護
敬畏神的人有上帝的保護、保證，
保證
從今直到永遠

一、 做父親的需要適度的保護兒女：
在兒女年幼的時候就要訂下一些規矩，
並培養兒女順服規矩的態度
並培養兒女順服規矩的態度，
事先的設防、規定，勝於事後的補救
 不可過度保護、處處代替兒女做決定、做安排，
不可過度保護 處處代替兒女做決定 做安排
使兒女失去獨立自主、分化成長的機會


二、管教、教導兒女：
 好牧人會用杖、用竿來安慰、來教導羊群
好牧人會
竿來安慰 來教導羊群
 父親跟母親、特別是父親對兒女的管教，
越早開始越好、越有果效 ─
 孩童生命像白紙一樣，年紀越小可塑性越大
 一個人的性格絕大部分在年幼時就漸漸成為定型
1. 父母親在管教時如果有不同的意見，
必須要退到房間去、或兒女不在場的時候，
相討 達到共識 有共同的意 在
的 前
互相討論達到共識，有共同的意見在兒女的面前，
否則兒女是很投機取巧的，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一方，
甚至可能覺得混亂 ─
到底爸爸講的對、還是媽媽講的對？
所以有人說 父母親的意見不同 價值觀不同
所以有人說：父母親的意見不同、價值觀不同，
所教導出來的小孩，比沒有教導還要更不好。

2. 管教的類型
權威民主

獨裁型

縱容型

忽略型

控制性

領域
縱容
忽略
獨裁

行為約束

權威民主
最優越的管教的類型 恩威並濟
最優越的管教的類型，恩威並濟，
支
兒女可以感受到父親
持
性
很有力量的支持
也知道父親是非常嚴格、有原則
雙向溝通

成熟要求

身心顧惜

很低

很高
很高，
會縱容兒女

很低

很低，
更低，
常看不到父親 忽略他

很低，發生事情
不一定知道

很高
很高，
緊迫盯人

很低
很低，
很高，
很高
被壓的死死的 趕快成器

很低
很低，
不會同理、了解

很高

很高
很高，
恩威並濟

權威 很高
民主

很低
很低，
很高
很高，
像小孩耍賴 被寵壞的孩子

很高

3. 管教的方法
訓練型

教導型

示範型
範型

忽略型

行
動
示
範

不但要恩威並重，
 教導的內容很清楚、具體
 行動示範跟引導陪伴
雙方面的平衡

內容

結果 知識擴張 行為成長 親子關係

在批評中長大的兒子學會譴責，
在批評中長大的兒子學會譴責
在敵對中長大的孩子常懷敵意，
在嘲笑中長大的孩子畏首畏尾，
在羞辱中長大的孩子總覺得有罪。

訓練

高

高

高

在忍耐中長大的孩子富有耐心，
在忍耐中長大的孩子富有耐心

示範

低

高

高

教導

高

低

低

忽略

低

低

低

在鼓勵中長大的孩子充滿信心，
在讚美中長大 孩 懂 感激
在讚美中長大的孩子懂得感激，
在正道中長大的孩子有正義感，
在安全中長大的孩子有信賴感，
信賴感
在讚許中長大的孩子懂得自愛，
在接納和友誼中長大的孩子尋得了世界的愛。

訓練型是最好…，就是聖經的門徒訓練，耶穌在訓練門徒，
訓練型是最好
就是聖經的門徒訓練 耶穌在訓練門徒
不但有講、而且做給他們看，做父親的也需要這樣。

5. 管教兒女時要因材施教：
每
每個兒女各有不同的個性、興趣、特長、弱點，
各有
趣 特長
按年齡、性別、人格特質、身心狀況給予教導。
 有些小孩身體很弱、父親可能是足球健將，
期盼兒子繼承衣缽，就拼命要他成為足球健將，
那是很辛苦的、甚至傷害他的健康


4. 管教的時候，多採取正面、少用負面的方式，
根據經驗：

一位婦女回想起小時候被爸爸強加管教，很不能接受，
她的父親非常喜歡古典音樂，就把小女兒三歲左右叫來，
跟她解釋這聲音什麼意思、那聲音什麼意思，
解
那
聽完之後，「現在我放這音樂，你告訴我這什麼意思。」
這小女孩完全不懂 就被父親管教
這小女孩完全不懂，就被父親管教，
她一輩子恨惡古典音樂，反而變成不好的效果
你的兒女神給他什麼樣的恩賜、才幹、天賦，
你就去找到那個、幫助他發揮出來，這是很重要的。

6. 機會教育：隨時隨地按當時的情境，給予有效的教導…
 生病、當然需要看醫生
生病 當然需要看醫生 ─ 有兩個醫生，醫院的醫生，
有
耶穌基督是大醫生，帶他去看醫生同時為他禱告，
讓他了解地上的醫生醫治我、天父也可以醫治我
 出去玩的時候，看到小鳥在唱歌，就告訴他說
地上的野獸、空中的飛鳥，都是上帝在餵養，
神也餵養我們，這就是天父的世界
 在學校也許跟同學打架、被欺負，就告訴他們
怎麼樣去饒恕人、保護人、尋求老師的幫助，
藉機會把神的話語、教導給他們
有心培育兒女的父母親把握機會 甚至創造機會
有心培育兒女的父母親把握機會、甚至創造機會，
 隨時隨地給予正面有利的影響
 生命影響生命，好牧人的生命必能夠影響
小羊的生命，使他成長的更健康

三、引導兒女
詩二三3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牧羊人引導羊群。
約十4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
放出自 的羊來 就在前頭走
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父親也需要引導自 的兒女
父親也需要引導自己的兒女。
兒女領受神所賜的恩賜、特性，各有差異，
兒女領受神所賜的恩賜
特性，各有差異，
引導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因材施教…
賽四十11 祂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

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羊群強弱快慢各不相同，兒女在不同階段用不同方式引導，
特別是青少年風暴期，更需要視情況而調整指引兒女，
把握機會因勢利導，趁擁有機會隨時指引誘導。

四、餵養子女
父親主持 計劃 安排家庭禮拜 就是最好的餵養之道
父親主持、計劃、安排家庭禮拜，就是最好的餵養之道，
 就像教會的牧師，每主日傳講訊息、按時分糧、
做神奧秘事的管家，餵養群羊
 可以有多重的目的 ─
 為全家敬拜讚美主、向主獻上感恩、
能夠分享、分擔、溝通
 一家大小親密的團契、享受高品質相處的時間，
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祈禱
 做教導、餵養靈命、做見證、操練事奉，
建立合乎聖經家庭傳統跟氣氛、
合乎聖經的生活方式
時間、地點可以依據各家實際情況而定，
時間
地點可以依據各家實際情況而定
就是空出一段時間來做為家庭禮拜之用。

引導兒女的時候身教勝於言教，行動比言語更有力量，
舉
舉凡認罪悔改、信心、愛心、謙卑、
罪悔
愛
謙卑
忠心、奉獻、順服、熱心服事，
都必須父親走在前面、兒女跟在後面，
由父親帶領引導他的子女。
 父親也要付出代價、花時間跟兒女在一起，
才可能產生引導的效果
 父親一面引導兒女，
一面自己緊緊的跟隨主、接受神的引導，
跟兒女一起來成長
沒有 位父親自然而然就能成為人父 勝任父職
沒有一位父親自然而然就能成為人父、勝任父職，
隨著兒女年齡的成長，父親面對不同的挑戰，
自己也必須跟著學習成長 才能夠有效的引導小羊
自己也必須跟著學習成長，才能夠有效的引導小羊
行走在正確的人生道路上。

參加家庭禮拜的人，在心態上要 預備、培養敬虔、誠實、
喜樂 輕鬆愉
喜樂、輕鬆愉快、坦白謙卑、安息的心態。
謙卑 安息
態
活動的內容形式，隨著兒女年齡差異而調適，
包括唱詩、演奏、讀經、背經、禱告、分享、
勉勵、遊戲、短劇、感恩見證、競賽、報告、
腦力激盪、集體創作，各式各樣的活動，
藉著這些來教導神的話語。
家庭禮拜之前要有所預備，
 讓兒女事先知道，預備心、排出時間來
讓
事
道 預備
排 時間來
 預備合適的教具、工具、材料
 事後立即給予具體而正面的鼓勵，
事後立即給予具體而正面的鼓勵
按兒女的喜好給予合適的茶點、小禮物、獎品


家庭禮拜主要在於持之有恆、細水長流，
長久了以後必看到很好的果效。

五、為兒女守望禱告：
求天父賜下屬靈的保護 禱告要恆切 具體 仔細
求天父賜下屬靈的保護，禱告要恆切、具體、仔細，
如果不了解兒女，就不可能具體、仔細的為他禱告，
 這些都是有關連的 ─ 跟兒女溝通、關係怎樣，
都在禱告裡面可以表達出來
 禱告蒙神垂聽，就要一起跟兒女獻上感恩，
讓兒女知道神垂聽我的禱告
父親當以主耶穌基督為好牧者的榜樣，
 生命在性格上流露出耶穌基督的愛
命在性格 流露出耶穌基
愛 ─ 犧牲
犧牲捨己，
訓練門徒、用榜樣來帶領、謙卑的服事，
祂的智慧 差派 賦予責任
祂的智慧、差派、賦予責任，
鼓勵、安慰、順服天父、禱告
 為兒女守望時，想到耶穌基督怎樣
為兒女守望時 想到耶穌基督怎樣
為門徒守望、表達流露出好牧人的生命

七、認識子女的發展過程
不同年齡、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發展任務…
年
需
發展 務
1. 幼兒期：觀察力很敏銳，藉觀察、模仿、參與，
反覆練習來學習，把握機會給予背誦聖經的訓練
2. 青少年階段：要從兒童轉變成成年人，
 生理發展有很多苦悶、煩惱
 智力開始發展抽象思考能力
 自我意識、自我身份認同 ─ 我到底是誰？…
 犯罪問題、道德價值、靈性與信仰漸漸發展起來
 想要自己做決定，就給予他一些做決定的自由，
教導相對性的，要對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慢慢放手，釋放權力、自由、責任，漸漸成長獨立
發展心理學還談到人生各階段的發展，
在父母對兒女來講，兒童期、青少年期要把握住。

六、花時間和子女相處、約會
約十3-5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
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
牧羊人花時間陪伴羊群，才能建立孰悉、信任、親密關係
 父親也要花時間跟兒女相處 ─
常忙於外面的工作，忽略了跟兒女的相處與約會，
當能有親子約會，特別能建立親密的關係


今天雙職的父母親很多 都非常需要 時間出來
今天雙職的父母親很多，都非常需要抽時間出來
單獨、個別跟兒女相處，才能有美好的溝通，
才能建立更親密、更信任的關係。

八、認識學習言語
採
採用不同的方式，栽培教育兒女、幫助兒女生命的成長
式 栽 教育
幫
命 成長
1. 藉感官學習，五官、眼睛、耳朵、碰觸：
當跟兒女擁抱時，讓他知道我們愛他
2. 親子陪讀：上床之前讀故事給他聽，
讓他知道從書本上可以找到這樣的故事，
養
培養他一生愛閱讀的習慣
3. 藉信任學習：父母親講話有信用，
安全感 會建 起來
安全感就會建立起來
4. 藉模仿學習：言行榜樣，守主日崇拜、
情緒管理 飲食生活習慣
情緒管理、飲食生活習慣，
給他們成為榜樣
5. 藉關係學習
藉關係學習：花時間陪伴、建立關係，教導會更有效果，
花時間陪伴 建立關係 教導會更有效果
「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要有好的關係

6. 藉實踐學習：
言行一致，帶領一起工作，藉著好榜樣。
帶
起 作 藉著
樣
有一個父親帶兒子去釣魚，
春天的某一個禮拜，政府就放一些鱸魚到河裏，
凌晨十二點開始才可以釣，十二點之前他們就開始釣，
是練習、釣了就要放回去。
兒子釣到很大的魚，不想放回去，父親說不行法律規定...
可是又沒有帶照相機來，照下來也好，
父親就堅持一定要放回去，最後放回去了，
回家告訴家人，沒有人相信。
但是他一生記住這個功課，
但是他
生記住這個功課
在紐約成為很有名的律師，寫下這篇文章 ─
年幼時他的父親堅持誠實的原則，成為他 生
年幼時他的父親堅持誠實的原則，成為他一生
做人處事的榜樣，留下深刻的印象。

十、當盡力而為仍然失敗或失去機會怎麼辦？不要灰心！
1. 兒女已經長大父母才信主，沒有機會在他們年幼時
給他們好的影響，不要覺得太遲了、也不要放棄，
寧可遲遲的開始、勝於永遠不開始，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們的神是大有憐憫的神！
2. 父親過去在無知中如果留下錯誤的痕跡，
可以向神認罪悔改、甚至向兒女認罪悔改，求神給予
機會重新開始，父親誠摯的禱告必蒙天父垂聽，
神夠用的恩典會使浪子回頭 浪女回歸
神夠用的恩典會使浪子回頭、浪女回歸，
你我在神的眼中不也是浪子回頭嗎？
3 當兒女已經長大或失去機會時
3.
當兒女已經長大或失去機會時，也不要放棄，
也不要放棄
 當神沒有放棄前、絕不放棄，繼續為兒女禱告
 好牧人為羊捨命，真正愛自己的兒女 ─
去保護、引導、教導、守望、餵養

九、父母要認識自己跟兒女的差異
 我跟他的世代成長背景、原生家庭、
我
成長背景
家庭
興趣、人格特質、特長弱點不同，
個人自我觀、信仰生命的差異，都要了解
 兒女跟我們不能畫等號，神給他們不同的生命
在教導他們、成為他們好牧人的時候，要想一想 ─
我自己成為今天的我，是因為我的文化、
世代、原生家庭，造成今天的我，
 我們很大年紀才開始使用電腦，
現在小孩從小學就開始學電腦
 他們的時代跟我們的時代是不一樣的
在教導他們的時候要去了解
我們之間的差異，站在他們的立場，
我們之間的差異
站在他們的立場
才能夠達到更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