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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根据
申六4-9
申六4
9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弗六1-2
弗六1
2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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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都提到父母亲要教养孩童…
箴廿二6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诗一二七3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女
所怀的胎是祂所给的赏赐。
儿女是神暂时托管给父母来管理、
来教导、来引导、来照顾的，
儿女是属于神的、而不属于父母亲。
弗六4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作父亲的，
，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诗一○三13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我们常以为管教儿女是妈妈、妇女的事情，
事实上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做父亲的是非常重要！

上帝把教导儿女的权柄赏赐给父母亲
上帝把教导儿女的权柄赏赐给父母亲，
让儿女能够听从父母的教导、领受神的话、主的道。

从一些经验、研究来看，


对儿子来讲，父亲可以成为儿子性别角色的榜样，
儿子学习怎样做丈夫、做父亲、
做男性的角色，从父亲来看榜样



女儿跟父亲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女儿将来在找异性朋友、婚姻的对象时，
跟父亲很有关系，
跟父亲很有关系
 能够拥有正常、健康的父亲的爱，
她对于异性会有 个正常健康的心态
她对于异性会有一个正常健康的心态
 缺乏父爱，有时会造成在选择异性朋友时，
一些不健康 不正常的观念 很容易
一些不健康、不正常的观念，很容易
掉落一个性的、各种试探引诱里面
父亲在家庭里的确是非常重要！

从神国的角度来看，
父亲在家庭中就像儿女的好牧者，
父亲在家庭中就像儿女的好牧者
 好牧人需要保护、管教、引导、守望羊群，
做父亲的也是 样
做父亲的也是一样
 假设家里的孩子们有问题，
至少父亲占 50% 甚至更多的责任，
责
以弗所书丈夫是妻子的头，
父亲、丈夫很重要、影响很大的

带领儿女投入、参与教会的生活跟事奉，
是提供保护的最佳环境，
是提供保护的最佳环境
 鼓励诱导儿女参加儿童主日学
 进入青少年时，鼓励、陪伴参加青少年团契、营会
进入青少年时
伴参 青少年 契 营会
使儿女在安全的环境中培养健康的身、心、灵
保护儿女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小培养、建立儿女
而
，
和上帝直接而亲密的关系，
父母的保护受到时空的限制，
唯有上帝保护超越时间、空间永远有效 ─
 真正敬畏上帝的儿女，
神的话语是他行为的规范，
即使父母不在身边，也不敢得罪上帝
 敬畏神的人有上帝的保护、保证，
从今直到永远

一、做父亲的需要适度的保护儿女：
在儿女年幼的时候就要订下一些规矩，
并培养儿女顺服规矩的态度，
事先的设防、规定，胜于事后的补救
 不可过度保护、处处代替儿女做决定、做安排，
使儿女失去独立自主、分化成长的机会


二、管教、教导儿女：
 好牧人会用杖、用竿来安慰、来教导羊群
好牧人会用杖 用竿来安慰 来教导羊群
 父亲跟母亲、特别是父亲对儿女的管教，
越早 始越好 越有果效 ─
越早开始越好、越有果效
 孩童生命像白纸一样，年纪越小可塑性越大
 一个人的性格绝大部分在年幼时就渐渐成为定型
1. 父母亲在管教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必须要退到房间去、或儿女不在场的时候，
，
，
互相讨论达到共识，有共同的意见在儿女的面前，
否则儿女是很投机取巧的，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
甚至可能觉得混乱 ─
到底爸爸讲的对、还是妈妈讲的对？
所以有人说：父母亲的意见不同、价值观不同，
所教导出来的小孩，比没有教导还要更不好。

2. 管教的类型
权威民主

独裁型

纵容型

忽略型

控制性

领域
纵容
忽略
独裁

行为约束

权威民主
最优越的管教的类型 恩威并济
最优越的管教的类型，恩威并济，
支
儿女可以感受到父亲
持
性
很有力量的支持
有 量 支持
也知道父亲是非常严格、有原则
双向沟通

成熟要求

身心顾惜

很低

很高
很高，
会纵容儿女

很低

很低，
更低，
常看不到父亲 忽略他

很低，发生事情
不一定知道

很高，
紧迫盯人

很低，
很高，
被压的死死的 赶快成器

很低，
不会同理、了解

很高

很高，
恩威并济

权威 很高
民主

很低
很低，
很高
很高，
像小孩耍赖 被宠坏的孩子

很高

3. 管教的方法
训练型

教导型

示范型

忽略型

行
动
示
范

不但要恩威并重，
 教导的内容很清楚、具体
 行动示范跟引导陪伴
双方面的平衡

内容

结果 知识扩张 行为成长 亲子关系

在批评中长大的儿子学会谴责，
在敌对中长大的孩子常怀敌意，
在嘲笑中长大的孩子畏首畏尾，
在羞辱中长大的孩子总觉得有罪。

训练

高

高

高

在忍耐中长大的孩子富有耐心，
在忍耐中长大的孩子富有耐心

示范

低

高

高

教导

高

低

低

忽略

低

低

低

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充满信心，
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激，
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激
在正道中长大的孩子有正义感，
在安全中长大的孩子有信赖感，
在安全中长大的孩子有信赖感
在赞许中长大的孩子懂得自爱，
在接纳和友谊中长大的孩子寻得了世界的爱。
得 世界的爱

训练型是最好…，就是圣经的门徒训练，耶稣在训练门徒，
训练型是最好
，就是圣经的门徒训练，耶稣在训练门徒，
不但有讲、而且做给他们看，做父亲的也需要这样。

5. 管教儿女时要因材施教：
每个儿女各有 同的个性 兴趣 特长 弱点
每个儿女各有不同的个性、兴趣、特长、弱点，
按年龄、性别、人格特质、身心状况给予教导。
 有些小孩身体很弱、父亲可能是足球健将，
有些小孩身体很弱 父亲可能是足球健将
期盼儿子继承衣钵，就拼命要他成为足球健将，
那是很辛苦的、甚至伤害他的健康
很


4. 管教的时候，多采取正面、少用负面的方式，
根据经验：

一位妇女回想起小时候被爸爸强加管教，很不能接受，
她的父亲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就把小女儿三岁左右叫来，
跟她解释这声音什么意思、那声音什么意思，
听完之后，「现在我放这音乐，你告诉我这什么意思。」
这小女孩完全不懂，就被父亲管教，
教
她一辈子恨恶古典音乐，反而变成不好的效果
你的儿女神给他什么样的恩赐、才干、天赋，
你的儿女神给他什么样的恩赐
才干 天赋
你就去找到那个、帮助他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6. 机会教育：随时随地按当时的情境，给予有效的教导…
 生病、当然需要看医生
生病 当然需要看医生 ─有两个医生，医院的医生，
有 个 生
院的 生
耶稣基督是大医生，带他去看医生同时为他祷告，
让他了解地上的医生医治我、天父也可以医治我
地上的 生
治我
 出去玩的时候，看到小鸟在唱歌，就告诉他说
地上的野兽、空中的飞鸟，都是上帝在喂养，
神也喂养我们，这就是天父的世界
 在学校也许跟同学打架、被欺负，就告诉他们
怎么样去饶恕人、保护人、寻求老师的帮助，
借机会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
有心培育儿女的父母亲把握机会、甚至创造机会，
有心培育儿女的父母亲把握机会 甚至创造机会
 随时随地给予正面有利的影响
生命影响生命 好牧人的生命必能够影响
 生命影响生命，好牧人的生命必能够影响
小羊的生命，使他成长的更健康

三、引导儿女
诗
诗二三3
祂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祂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牧羊人引导羊群。
约十4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父亲也需要引导自己的儿女。
父亲也需要引导自己的儿女
儿女领受神所赐的恩赐、特性，各有差异，
儿女领受神所赐的恩赐
特性 各有差异
引导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因材施教…
赛四十11 祂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
牧养
羊群
臂

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羊群强弱快慢各不相同，儿女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引导，
特别是青少年风暴期 更需要视情况而调整指引儿女
特别是青少年风暴期，更需要视情况而调整指引儿女，
把握机会因势利导，趁拥有机会随时指引诱导。

四、喂养子女
父亲主持 计划 安排家庭礼拜 就是最好的喂养之道
父亲主持、计划、安排家庭礼拜，就是最好的喂养之道，
 就像教会的牧师，每主日传讲讯息、按时分粮、
做神奥秘事的管家，喂养群羊
神奥 事 管家
养群羊
 可以有多重的目的 ─
 为全家敬拜赞美主、向主献上感恩、
能够分享、分担、沟通
 一家大小亲密的团契、享受高品质相处的时间，
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祈祷
 做教导、喂养灵命、做见证、操练事奉，
建立合乎圣经家庭传统跟气氛、
合乎圣经的生活方式
时间、地点可以依据各家实际情况而定，
就是空出一段时间来做为家庭礼拜之用。

引导儿女的时候身教胜于言教，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
举凡认罪悔改 信
举凡认罪悔改、信心、爱心、谦卑、
爱
谦卑
忠心、奉献、顺服、热心服事，
都必须父亲走在前面 儿女跟在后
都必须父亲走在前面、儿女跟在后面，
由父亲带领引导他的子女。
 父亲也要付出代价、花时间跟儿女在一起，
才可能产生引导的效果
 父亲一面引导儿女，
一面自己紧紧的跟随主、接受神的引导，
跟儿女一起来成长
没有一位父亲自然而然就能成为人父、胜任父职，
随着儿女年龄的成长，父亲面对不同的挑战，
自己也必须跟着学习成长，才能够有效的引导小羊
行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

参加家庭礼拜的人，在心态上要预备、培养敬虔、诚实、
喜乐 轻松愉快
喜乐、轻松愉快、坦白谦卑、安息的心态。
白谦卑 安息的 态
活动的内容形式，随着儿女年龄差异而调适，
包括 诗 演奏 读
包括唱诗、演奏、读经、背经、祷告、分享、
背
祷告
享
勉励、游戏、短剧、感恩见证、竞赛、报告、
脑力激荡、集体创作，各式各样的活动，
各 各样 活动
借着这些来教导神的话语。
家庭礼拜之前要有所预备，
 让儿女事先知道，预备心、排出时间来
，
 预备合适的教具、工具、材料
 事后立即给予具体而正面的鼓励，
事后立即给予具体而 面的鼓励，
按儿女的喜好给予合适的茶点、小礼物、奖品


家庭礼拜主要在于持之有恒、细水长流，
家庭礼拜主要在于持之有恒
细水长流
长久了以后必看到很好的果效。

五、为儿女守望祷告：
求天父赐下属灵的保护 祷告要恒切 具体 仔细
求天父赐下属灵的保护，祷告要恒切、具体、仔细，
如果不了解儿女，就不可能具体、仔细的为他祷告，
 这些都是有关连的 ─ 跟儿女沟通、关系怎样，
沟
关系怎样
都在祷告里面可以表达出来
 祷告蒙神垂听，就要一起跟儿女献上感恩，
祷 蒙神垂
让儿女知道神垂听我的祷告
父亲当以主耶稣基督为好牧者的榜样，
 生命在性格上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爱 ─ 牺牲舍己，
训练门徒、用榜样来带领、谦卑的服事，
祂 智慧、
祂的智慧、差派、赋予责任，
、赋予责 ，
鼓励、安慰、顺服天父、祷告
 为儿女守望时，想到耶稣基督怎样
为门徒守望、表达流露出好牧人的生命

七、认识子女的发展过程
不同年龄、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发展任务…
同年龄
同的需要
同的发展任务
1. 幼儿期：观察力很敏锐，藉观察、模仿、参与，
反复练 来学
反复练习来学习，把握机会给予背诵圣经的训练
把握机会给予背诵圣经的训练
2. 青少年阶段：要从儿童转变成成年人，
 生理发展有很多苦闷、烦恼
 智力开始发展抽象思考能力
 自我意识、自我身份认同 ─ 我到底是谁？…
 犯罪问题、道德价值、灵性与信仰渐渐发展起来
 想要自己做决定，就给予他一些做决定的自由，
教导相对性的，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慢慢放手，释放权力、自由、责任，渐渐成长独立
发展心理学还谈到人生各阶段的发展
发展心理学还谈到人生各阶段的发展，
在父母对儿女来讲，儿童期、青少年期要把握住。

六、花时间和子女相处、约会
约十3-5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牧羊人花时间陪伴羊群，才能建立孰悉、信任、亲密关系
牧羊人花时间陪伴羊群
才能建立孰悉 信任 亲密关系
 父亲也要花时间跟儿女相处 ─
常忙于外面的工作 忽略了跟儿女的相处与约会
常忙于外面的工作，忽略了跟儿女的相处与约会，
当能有亲子约会，特别能建立亲密的关系


今天双职的父母亲很多 都非常需要抽时间出来
今天双职的父母亲很多，都非常需要抽时间出来
单独、个别跟儿女相处，才能有美好的沟通，
才能建立更亲密、更信任的关系。

八、认识学习言语
采用 同的方式 栽培教育儿女 帮助儿女生命的成长
采用不同的方式，栽培教育儿女、帮助儿女生命的成长
1. 藉感官学习，五官、眼睛、耳朵、碰触：
当跟儿女拥抱时，让他知道我们爱他
2. 亲子陪读：上床之前读故事给他听，
让他知道从书本上可以找到这样的故事，
培养他一生爱阅读的习惯
3. 藉信任学习：父母亲讲话有信用，
安全感就会建立起来
感
来
4. 藉模仿学习：言行榜样，守主日崇拜、
情绪管 、饮食生活习惯，
情绪管理、饮食生活习惯，
给他们成为榜样
5. 藉关系学习：花时间陪伴、建立关系，教导会更有效果，
「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要有好的关系

6. 藉实践学习：
言行 致 带领 起 作 借着好榜样
言行一致，带领一起工作，借着好榜样。
有一个父亲带儿子去钓鱼，
春天的某 个礼拜 政府就放 些鲈鱼到河里
春天的某一个礼拜，政府就放一些鲈鱼到河里，
凌晨十二点开始才可以钓，十二点之前他们就开始钓，
是练习、钓了就要放回去。
儿子钓到很大的鱼，不想放回去，父亲说不行法律规定...
可是又没有带照相机来，照下来也好，
父亲就坚持一定要放回去，最后放回去了，
回家告诉家人，没有人相信。
但是他一生记住这个功课，
但是他
生记住这个功课，
在纽约成为很有名的律师，写下这篇文章 ─
年幼时他的父亲坚持诚实的原则 成为他一生
年幼时他的父亲坚持诚实的原则，成为他
生
做人处事的榜样，留下深刻的印象。

十、当尽力而为仍然失败或失去机会怎么办？不要灰心！
1. 儿女已经长大父母才信主，没有机会在他们年幼时
给他们好的影响，不要觉得太迟了、也不要放弃，
宁可迟迟的开始、胜于永远不开始，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的神是大有怜悯的神！
2. 父亲过去在无知中如果留下错误的痕迹，
可以向神认罪悔改、甚至向儿女认罪悔改，求神给予
机会重新开始，父亲诚挚的祷告必蒙天父垂听，
神够用的恩典会使浪子回头、浪女回归，
，
你我在神的眼中不也是浪子回头吗？
3 当儿女已经长大或失去机会时，也不要放弃，
3.
 当神没有放弃前、绝不放弃，继续为儿女祷告
 好牧人为羊舍命，真正爱自己的儿女
好牧人为羊舍命 真正爱自己的儿女 ─
去保护、引导、教导、守望、喂养

九、父母要认识自己跟儿女的差异
 我跟他的世代成长背景、原生家庭、
我跟他的世代成长背景 原生家庭
兴趣、人格特质、特长弱点不同，
个 自我
个人自我观、信仰生命的差异，都要了解
命 差异 都 了解
 儿女跟我们不能画等号，神给他们不同的生命
在教导他们、成为他们好牧人的时候，要想一想
好牧
─
我自己成为今天的我，是因为我的文化、
世代、原生家庭，造成今天的我，
 我们很大年纪才开始使用电脑，
现在小孩从小学就开始学电脑
 他们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在教导他们的时候要去了解
我们之间的差异，站在他们的立场，
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