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

第十六课 父母心，子女情
论父母子女

第十六课…
第十六课
…

今天的社会很喜欢谈教育，但道德愈来愈堕落，
 校园霸凌、社会暴力愈来愈严重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暴戾之气愈来愈强烈

父母心，子女情

当许多人想把责任归究给学校老师时，或许先扪心自问 ─
孩子性格养成的摇篮是从家庭开始，
孩子性格养成的摇篮是从家庭开始
从婴孩开始，父母就是孩子第一对老师；
父母如何教养 对孩子 生影响非常深远
父母如何教养，对孩子一生影响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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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箴言归纳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十九18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廿九15 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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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对子女 ─ 管教的意义

管教，是上帝给父母的权柄，
也就是执行上帝托付父母神圣的使命，
申八5

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儿子 样。
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管教也是爱的表现 ─ 爱之深、责之切。
上帝会管教他的儿女，
父母管教儿女 就是效法上帝管教他子民的做法
父母管教儿女，就是效法上帝管教他子民的做法…


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 ─
来十二10b 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敬畏上帝父母对儿女的管教，
带出来的意义也是造就、生命正面的益处

儿童心理专家约翰罗斯门，从事美国宾州亚米许 Amish 研究…
 门诺会的一个派别，
门诺会的 个派别
祖先十八世纪初从荷兰移民到美国
 直到今天还过着不用电、不开汽车、
简朴单纯的生活
 教育方式很简单 ─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廿二6
廿

每对亚米许夫妇平均生七个孩子，
 但在教养上遇到的麻烦，
比平均生两个孩子的美国家庭还单纯许多
 从他们的孩子当中，找不到注意力缺乏症、
童年期躁郁症的病例

约翰罗斯门做了一个结论：
上帝的教诲是教导孩子走向他成人后当行的正路，
上帝的教诲是教导孩子走向他成人后当行的正路
而当一个人根据上帝的教诲来行事时，
任务就会变得相对简单。
任务就会变得相对简单
尽管并不一直都很轻松、不费力，
但当人们愿意相信上帝的话 遵行上帝的教诲时
但当人们愿意相信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教诲时，
上帝的大能就会帮助父母，完成上帝交代他们的任务。
他不会把当父母这件事过度的复杂化 但我们人类却会！
他不会把当父母这件事过度的复杂化，但我们人类却会！
以致当我们愈是不遵守上帝某部份的生活计划时，
那部份的生活就会变得愈复杂 愈困难。
那部份的生活就会变得愈复杂、愈困难。
所以亚米许管教儿女的方式很简单 ─
从孩子小的时候，
就以上帝的道教导、引导他们，
到老都不偏离，一直行在正路上。

管教通常让人想到体罚…；箴言提到的杖打与责备，


并不是施虐性的体罚或羞辱，跟发疯式的乱鞭毒打不同
并不是施虐性的体罚或羞辱
跟发疯式的乱鞭毒打不同
 是出于理智性的教导、纪律上的训练，
 目的为了矫正子女，不致于长歪发斜
的为了矫正子女
致于长歪发斜
 好比修剪枝叶，为让他们生命能开花、结果

园艺世界有一门学问 ─ 矫正与修剪树木，
为让树木能长得好，需要一段时间绑在固定的线来整姿，
定期修剪枝叶，使它发得有形美丽。

教育子女也是如此 ─
子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我们好比是管理产业的园丁
园丁，
，
必须根据不同的树木来矫正它发展的姿态，
必须根据不同的树木来矫正它发展的姿态
 年幼时，就针对他们性格、品德，予以正确教导
 即使不是 IQ 很高的孩子，但能成为
很高的孩子 但能成为 EQ 很好的孩子，
很好的孩子
这会对他未来的发展，带来正面积极的贡献

2. 父母对子女 ─ 管教要从小开始
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到老都不偏离，
意味父母是带着远见在教养儿女，而不是走一步算一步...
 用功读书、进入名校、拥有一份好的工作，
都只是人生一个阶段、过程
 人格发展、情绪训练，会影响孩子一生之久
用永恒的眼光、再推回来思想 ─我现在如何教育我的子女？

管教原文是指纪律与训练，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
从出生到三岁，脑细胞、神经丛，生长最为快速，
 所组成的网路，
所组成的网路
是将来学习、谈话、创意能力的基础
 决定孩子神经丛长得繁密、稀疏的关键人物，
决定孩子神经丛长得繁密 稀疏的关键人物
往往就是他的父母！
十九18

教会历史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母亲叫苏姗娜…
她的丈夫撒母
她的丈夫撒母耳卫斯理牧师常年在外服事，
斯理牧师常年在外服事
廿年婚姻中生了十九个孩子，有九个夭折，
她得负责十个儿女的教育、家庭生计…
她教育的秘诀 ─
从孩子还小，就培养他们过纪律的生活，
 每天都帮孩子安排生活作息
都帮
 每周一次单独跟每个孩子说话、祷告，持续廿年

苏姗娜认为，人的肉体很顽强，
认为 人的肉体很顽强
必须从小就治服，否则长大后就很难胜过。
「孩子的意志一旦驯服了，就懂得尊敬听从父母，
许多不成熟幼稚的行径就会逐一消失，
他们就能学习敬虔度日。」

1.两餐之间不淮吃零食。
2.晚上八时要上床。
3.服药不得发怨言。
4.孩子一定要听话，否则无可救药。
孩子一开始学话，就要学祷告。
开始学话，就要学祷告。
5 孩子
5.孩子
孩子一开始学话
就要学祷告
6.家庭崇拜时要一律安静不淮说话。
哭闹无效，只有礼貌地
7.哭闹无效，只有礼貌地
请求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请求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请求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请求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错而能认能改，可免惩罚，
8.错而能认能改，可免惩罚，
这样就免去说谎的陋习。
这样就免去说谎的陋习。

09.犯罪的事，总要处理，甚至惩诫。
10.一件错事，不应处罚两次。
11.赞扬及报偿好的行为。
12.只要有心做好，虽然表现出来
不甚理想 都值得赞扬
不甚理想，都值得赞扬。
13.不要拿别人的东西，即使是
最小的物件，也不能占为己有。
14 答应了就 定要履行
14.答应了就一定要履行。
15.女儿未学好读书，不要勉强做家事。
16.教导孩子对管教的杖怀有敬意。

苏姗娜教导出两名属灵人物…
约翰 斯理 ─ 复
约翰卫斯理
复兴运动重要的传道人
动重要 传道
 查理卫斯理 ─ 十八世纪最著名的古典圣诗作者
长大后与母亲保持通信，请教属灵的指导与意见。


苏姗娜掌握关键性的原则 ─ 儿女还小的时候，
该修剪、矫正，可以陶塑的阶段就开始，
该修剪
矫正 可以陶塑的阶段就开始
训练成有纪律的人，这就是「管教」，也是「训诲」

放纵的另一个极端是严厉，
过于严厉的教导 带给孩子情绪伤害、压抑、反弹，都是不好
带给孩子情绪伤害 压抑 反弹 都是不好
 太严厉，会损子女自尊、让他们缺乏自信、拙于与人沟通，
人生活得毫无主见 既想摆脱父母 但又无法独立
人生活得毫无主见，既想摆脱父母，但又无法独立
 子女性别倾向、社会适应力，都跟原生家庭生活息息相关


3. 父母对子女 ─ 管教要有智慧

箴言没有教父母如何训练出资优生，
但教导父母教化子女成为一个人格成熟的健康人。
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使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廿九17

华人社会有时过度看重课业表现，就轻看儿女品格的培养，
华人社会有时过度看重课
表现，就轻看儿女品格的培养，
所以，华人界曾发生 ─
 国立大学研究生因争风吃醋而情杀情敌，
还能镇静的拿化学溶剂毁容弃尸
 因与教授不和，竟然
因与教授不和，竟然一枪将教授毙命...
枪将教授毙命...
日常生活不乏看到年轻人因课业上的高压，
情绪出现违反正常人格的反应
情绪出现违反正常人格的反应，
导致人际失调、选择自杀一途。

1. 子女对父母 ─ 敬重
十九26

孩子长大了之后，父母年纪渐长、体能衰弱、
孩子长大了之后
父母年纪渐长 体能衰弱
心中缺乏安全感、比较倚赖子女，
反引起不肖子女轻看 侵占父母财产 遗弃他们。
反引起不肖子女轻看、侵占父母财产、遗弃他们。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们作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西三21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们作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弗六4

天下没有完全的父母，管教过程不掺杂个人的感觉是不太可能，
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
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来十二10a

父母若是敬畏上帝，即使智慧、教养儿女经验不足，
父母若是敬畏上帝
即使智慧、教养儿女经验不足
还是可以跟主求智慧 ─ 按着神的旨意来教导孩子。

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贻羞致辱之子。

「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 「阿们 」
百姓都要说：「阿们！」

申廿七16

上帝非常憎恶当父母年老、子女却不孝的人。
廿20
廿八24

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
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
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父母年老、财产子女还觊觎，
父母年老
财产子女还觊觎
这样的子女，形同强盗一般。

2. 子女对父母 ─ 听父母的话
廿三22
廿三25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
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儿女小时，父母照顾、安慰、鼓励，
走过跌跌撞撞的时期
 儿女长大成人，父母变老了，
也需要被照顾、呵护、安慰、鼓励，
正是考验我们，如何回报父母亲恩的时候


这个过程，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儿女也都看在眼里，
这个过程
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 儿女也都看在眼里
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会经历上帝赐给他的应许 ─
他做在父母身上的 有天他的子女也会做在他的身上
他做在父母身上的，有天他的子女也会做在他的身上。
孝敬父母的人，心存感恩与回报的心，
不仅让父母的心得安慰 也会获得儿女的敬重
不仅让父母的心得安慰，也会获得儿女的敬重、
家庭关系和谐，而且蒙上帝赐恩 ─ 这是主的应许。

了解 ─ 父母在养育儿女过程中付出的辛苦
怜悯 ─ 父母年纪老迈、衰残、记忆力退化，
父母年纪老迈 衰残 记忆力退化
身体病痛造成心态上的影响，
罹患了老人忧郁症 大小便失禁
罹患了老人忧郁症、大小便失禁，
行动不方便、三天两头打电话给我们
有 天我们也会老 需要儿女的扶持帮助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需要儿女的扶持帮助，
儿女照顾我们时，能保留我们一份自尊...

饶恕 ─ 在父母威权时代长大的儿女，或多或少
在父母威权时代长大的儿女 或多或少
都经历过父母严厉的方式管教、犀利言语刺激，
子女要学习靠主恩典饶恕父母，
子女要学习靠主恩典饶恕父母
特别是在父母生命不长的日子中，
学习用正面的言语 鼓励 安慰 积极的对待他们
学习用正面的言语，鼓励、安慰、积极的对待他们...
廿三24

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

愿我们都领受主的恩典，成为有智慧的父母、有孝心的子女。

一个女孩跟父母吵架，跑到外面去晃荡...
因为肚子饿 就 直流连在 个面摊旁边
因为肚子饿，就一直流连在一个面摊旁边，
老板看女孩可怜，就下了碗面款待女孩。
女孩吃了之后连连道谢，于是老板说：
「我才请你吃一次免费的面，
你就这么感激我，
那你母亲帮妳煮了廿几年的饭，
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你的母亲呢？」
有些儿女把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
有些儿女把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
伸手拿钱、买房、买车...
但很少想到，如何用实际行动
去回报父母的亲恩、
尊荣我们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