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02/13/2011 

經文：路加 2:40﹔52  （以弗所書）6:4 

題目：父母之道 

主旨：因聖經給我們一些耶穌的成長，故此作為基督徒父母要盡力幫助孩子 

  們像耶穌成長 

引言： 

最近幾個月，大概也包括了去年的時間，特別下半年，我們看電視的 talk 

show，看新聞，看雜志，在中國、美國的網站，我們都聽到說：中國人的母親

是世界上最棒的。當然，你知道這些的來源，都是因為 Amy Chua 寫的一本書，

書名叫做《虎媽的進行曲》 “The Battle Hymn of Tiger Mother”，我想虎媽，這

對華人來說，大家都聽過或看過他的書。他在書裡面，他提到他父親怎麼樣養大

他，他也怎麼養大他的孩子？他說：在她的原生家庭，和他自己的家庭，是不能

接受低過 A 的成績。當她有一個對長輩不尊敬的行為的時候，或她的女兒對長

輩不尊敬的時候，她的爸爸或她自己都稱那個孩子垃圾。因著她寫的書，所引起

的很多很多的爭論，我相信你看中文網站的話，你會看見有很多評論，或者一些

的博客，有的說這是東方人的羞恥，但也有人說我們應該向他學的一個榜樣。 

 

我很喜歡在時代周刊的一個結論：Nancy Gibbs 說：我們在西方做父母的，

就像一個直升飛機，我們做父母的，我們所沉迷的就怕我們的孩子失敗，所以呢，

我們就在他們的上面轉來轉去，盡我們所能的不叫他們遇見失敗。這個直升飛機

式的父母，看孩子是好寶貝的東西，在一個玻璃的屋裡把他們養大，如果他們的

成績不好，責任是誰呢？一定是學校的老師沒有教好。在北歐，有叫做 Curling

的父母，為了幫助你明白，什麼叫做 Curling，請你們看這個短短的影片，你看

這一人在推球，兩個人在前面，有兩個人在球的前面，清除一切的障礙物，好讓

這個球能順利的打到目標。講到北歐的父母型，總跑到孩子的前面，將任何攔阻

他們成功的把它除掉。那虎型的父母呢？一天到晚所想的都是成功，因此在他們

的家裡，有很嚴謹的紀律，虎媽型的，看孩子是很剛強的，能夠受得起苦，受得

起話語的虐待。如果成績不好的話，是誰的責任呢？一定是孩子的責任。然後 

Nancy Gibbs 說：在這一些討論的核心，就是你要你的孩子成為怎樣的人，然後

如何達到你的目標？或者我們說: 我們要的是什麼呢？然後就決定我們如何拿

到我們想要的。這好像是，如何做父母的一個觀念。 

今天早上，我想和你回到聖經裡，從神的話語，來看一下做父母的所要的是

什麼？，我們的責任是什麼？ 然後如何達到？當然我知道在書店，在網上有許

許多多的書和資料，我想你們去找大概都能找得到。但我覺得在今天早上，在教



會裡面，我們應該回到神的話語，從神的話語來看一看做父母的責任是什麼，我

們如何達到這個責任？在過去的兩個禮拜，我們談到被聖靈充滿的時候，就是當

我們的生命被聖靈所控制的時候，就會影響到我們生命的每一部分，我們在教會

的敬拜，我們與弟兄姊妹的關系，我們妻子和丈夫的關系，父母和兒女的關系，

雇主和雇員的關系，在上兩次，我們看到做丈夫的責任，然後上個禮拜我們看到

做妻子的責任，今日我們要看的，是當聖靈在那掌管我們的時候，怎麼樣影響我

們做父母和兒女的關系？ 

 

I. 為人父母，要幫助孩子發展均衡的生命 

 

身為父母的我們，那一個目標和目的在哪裡？首先來看一下，耶穌成長的特特色。 

 

剛才我們讀了《路加福音》的第 2 章第 40 節和 52 節，40 節是在那裡總括耶穌

生下來之后到十二歲的事，同樣的話語在第 52 節又出現，那就是當耶穌去了耶

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住了幾天，父母又回去尋找他，找他之后又和父母生活在一

起，然后 52 節又做了一個簡單的結論。我稍微把次序從安排一下，看到耶穌不

斷的在增長，哪些方面在增長呢？一個是他的智慧和身量，另外是神對他的喜

愛，最后人對他的喜愛，這就是耶穌的成長，這也是我們一個朝向的一個目標。

當然我還沒有說完，你可能心中已經有了回應，你說怎麼可能？我們不是耶穌，

耶穌是不一樣的，我們怎麼像他一樣呢？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我們就好像最近

一個新的電視節目，叫做《不平凡的家庭》，講到這一個家庭經過一個海上的意

外，他們每一個人都得到很神奇的力量，有其中家庭成員可以跑得很快，另一個

家庭成員可以知道別人在想什麼，也可以在那裡預防一些事的發生。有時候我們

覺得耶穌就是這樣，他是不需要上學的，他一生下來沒多久，關於神呢，關於希

伯來文，希臘文他都知道，你有沒有想過，耶穌上學了。對有些人來說：怎麼可

能耶穌上學，他是神呀！我們沒有想過這一些，耶穌的爸爸約瑟有沒有教他做一

張凳子呢？耶穌根本都不需要學的，他就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不錯，他是神，但

從路加所寫的，他也像人一樣在那裡成長。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想象力，他的爸爸

在教他敲釘子的時候，如果一不小心他打到他的手指的話，耶穌會不會馬上說：

贊美神，還是他會叫一聲，然后又講了幾個字。這是你我會的，這些好像都不能

想象的，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他是神，也是完全的人。在路加所寫的這一句話裡，

就表示他與其他孩子一樣的成長，他要學怎麼樣走路，當他兩歲的時候，他大概

不知道羅馬帝國的首都在哪裡﹔當他四歲的時候，他大概不知道怎樣去解決一些

數學的題目。從路加簡單的結論，耶穌成長的方面，包括了他的身量，就是他的



身體，包括了他的智力，他與神的關系，他與人的關系，他在一個很平衡的樣式

成長，我稍微仔細看一下。 

 

1. 身量和智慧 

首先，我們看一下他的身量和智慧，我想我們當中做父母的，在孩子的身量

方面，我們都做得很好，我也不需要多講。最近兒童事工的人和我說：當他們把

零食發下去的，第一件事要做的事，有一兩個孩子把袋子轉過來，看一下營養成

分，當然有些孩子不能夠吃花生，看一看有沒有花生，但有些孩子看鹽有多少，

糖有多少，我們本來以為這是我們老人會看的，但小孩子就看了，我想都是我們

的父母教得很好，叫他們不要隨便吃那些零食。我們中國人的父母會好小心的照

顧孩子，當他們病的時候，找最好的醫生，把他們帶到最好的醫院。我們也會強

調孩子的智力，智商方面的。他的學習，他的知識，我們會讓他進最好的學校，

你看一些好一點的學校，小學也好，中學也好，好多學生都是中國人，印度人。

好注重孩子的教育，你去那些補習班，你一看的時候，你看的都是中國孩子，印

度孩子，我們好照顧他們知識的成長。但是當我們來看耶穌的成長，他有兩方面

是一樣的重要，往往是我們做父母所忽略的。 

 

2. 與神的關系 

 

路加告訴我們，神對耶穌的喜愛不斷的在增長，這裡所說的是講到他和神的

關系不停地在那裡成長，不錯，耶穌道成肉身，但是他也是一個完整的人。在這

裡我們看到他與神的關系不斷的在增長。我有一兩個簡單的建議，首先，我們在

孩子小的時候，要幫他們培養一個聖經的世界觀，要幫助他們，要通過神的眼睛

來看這個世界。 

 

1. 這個包括了在小的時候就教導他們神的存在，小孩子小的時候，很容易

就接受有上帝，上帝創造了天地，但是他們在學校越久，就聽到越多的教導為什

麼沒有上帝，他們的老師，就在那裡教導他們，透過一個唯物主義，透過進化來

看這個世界。所以我們做基督徒父母的，有一個責任要在這方面好好的教我們的

孩子，我們要向孩子們解釋進化論的証據和它的可靠性，千萬不要說進化論都是

不對的，不要相信，這是不正確的教導。我們要告訴他們進化論有他的一些的証

據，但是進化論的理論有些是推測的，沒有証據的。我們要幫助他們分辨，同時

我們也要幫助他們認識《創世紀》的第一章，在翻到到生命的來源，我們要注意

的，在《創世紀》第一章神說了什麼，神說的東西，比如說他創造了一切，他說



的地方，我們要深深地堅持住，也有些東西他沒有說，他是蠻沉默的，因此我們

可以用科學去尋找，去發現，因為有些地方他沒有說，我們可以好好的討論，我

們甚至可以用很多不同意的地方。 

2. 然后另一方面不單指有一位神的存在，我們也幫助孩子了解這位神不是

沉默的神，他在聖經裡面對人說了話，他用人明白的話語對人說了話，因此我們

能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在學校教的都是無價值的倫理，和聖經講的是

違背的，但是我們做父母的，了解要幫助孩子在生命的每一部分都要順服神。我

記得有一次當仙霞帶了我們的一個孩子去買東西，那時候我們住的對面就是商

店。回來的時候發現這個孩子口袋裡有糖，就問他：這些糖是從哪裡來的？他說：

剛才在哪裡我拿了，一拿也蠻自然的。當然我們做父母的，可以說：這是不對的，

既然已經拿回來了，但下次就不要拿了。但仙霞沒有這樣做，不但告訴他這是不

對的，而且還帶著他去道歉，把糖還給他。 

3. 在基督徒的世界觀，我們要教我們的孩子從小就要教他們，人都是帶著

神的形象，因此每一個人無論你是誰，在神的眼中，都是很有價值的，是有尊嚴，

是非常寶貴的。但因為罪的緣故，我們有時候做一些神不喜悅的事，當我們來到

神的面前，當我們認識了神，靠著聖靈的幫助，我們在生活中每一方面都要順服

神，使我們越來越像耶穌基督。我們當中有許多的人，包括我自己，信了主之后，

上了大學之后，才開始體會到人帶有神的形象，才慢慢守住了生命的尊嚴這個真

理。在我的心中，多麼希望孩子在小的時候都能認識到每一人都是神創造的，都

帶著神的形象，因此無論對任何人我們要以尊重來對待，要有生命的尊嚴，從小

就開始，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4. 然后我們也要幫助孩子，認識在生命裡真正重要的是什麼？好的成績固

然重要，有好的工作也重要，當然什麼是好的工作，每一個家庭有每一個家庭的

見解。有一個家庭有一個年輕對我說：我的爸爸很希望我進醫學院，我也真的嘗

試想就醫，但這幾年下來，我越來越發現我不想唸，然后我問他你最近決定了什

麼？他說我決定去參軍，我說你參加軍隊的那一部門，他說我要參加陸軍的 

Green Beret，那我說你的身體健康嗎？他說可以沒問題﹔我要做 Green Beret 裡

面的 Medic。那個醫療人士， 我說，你怎麼可能做這一個，打仗的時候好殘酷

的，看見那些受傷的，他說：我想做這，那你的爸爸覺得怎麼樣？ 我爸說：“只

要你喜歡，你就去做，要做得好。” 

 

我們教導兒女，要告訴他們生命真的重要的，不是你賺了多少錢，不是你做

了哪個公司的一個總裁，神所看中的是愛神愛人的一個人，這是我們要教導孩子

的。 



3. 與人的關系 

 

我們談到耶穌和神的關系不停地增長。下面我們來他和人的關系，我想這是

叫著情緒智商 EQ，最近的國際日報有一半在講這個題目。在這裡我們注意到，

當耶穌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人越來越喜歡他，這不是經常發生的事情。當孩子

還小的時候，兩三歲我們會說這孩子好可愛，人見人愛﹔但是你曾幾何時聽到一

個人對十二，三歲的孩子說你好可愛，你很少對一個十二，三歲說：你是人見人

愛。當你進入青少年期的時候，就不一定這麼可愛了，因為你裡面的一些不好的

東西就出來了。我相信我們做父母的還記得那一天，你看你的青少年，在那裡抓

頭，你說怎麼搞的？怎麼我現在的孩子怎麼變成一個怪物了？我看見他都要怕幾

分的。跟以前的那一個不一樣了，當然一方面他在成長，另一方面他有一些的不

好的習慣慢慢的出來了。有些孩子是比較早一點，有些孩子晚一些。我還清楚的

記得在我大兒子過十二歲生日那一天，整個世界變了，不是他的世界，是我們做

父母的世界變了，怎麼我們的孩子變成這個樣子了。我時常感覺到當孩子還小的

時候，讓我們的父母的，來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人際關系，往往我們忽略了這一

點。所以我們看見整個時代的人，在工作上是非常的優秀，我們這裡大部分人都

是，但都是缺少人際關系的技巧。我有幾個建議： 

 

當孩子還在成長的時候，幫助他們學習自我控制，我們要幫助他們認識自己

的一些的情緒，他們開心，他們不高興，他們很困擾，他們很憂傷。市面上有很

多的工具來幫助我們幫孩子怎麼樣來處理他們的情緒，要他們好好的學習表達他

們的情緒，不要隨便的發泄出來，敲東西，打人，滾在地上，大吵大鬧，幫助他

們要有約束。很多的研究調查表明，當孩子在小的時候沒有約束的話，長大了之

后有一個傾向會有暴力的。 

另外的一方面就是尊重別人，這也是十誡后面的六條誡命，是不是。在那提

醒我們：要尊重別人的生命，尊重別人的名聲，尊重別人的財產，所屬於他的東

西，包括別人的家人，這一點中國人做的不是很好是不是。我不多在講道的時候

會講這些，因為可能過去我不敢講，但現在越來越感覺到需要講，這就是我們所

講的公德心。我們很多人都是從台灣來的，還記得 70 年代，在台大唸書的美國

宣教士，他寫了一篇文章，講到中國人的公德心，引起了台灣青年的那一個社區

好大的風波，這是一個美國人寫的，用中文寫的，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做得不好。

我們要幫助孩子，在教會也好，在公眾場合也好，這些的牆壁不是我們畫圖的地

方，有黑板你可以去畫，地毯不是用媽媽的口紅去畫的一個地方，當我們看見的

時候要向孩子解釋，幫助孩子尊重別人的東西﹔當我們看見孩子有這些行為的時



候，我心裡會說：孩子終究是孩子，但是我就想父母有沒有教，孩子是不是在家

也是隨便在牆壁上圖畫，在學校也是嗎？當然大概不是。我們教他們，我們要講

十誡后面的六條在小時候就深深地刻在他們的心理，當然我們有很多的時間去討

論這個題目，現在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這些都是做父母的責任，然后我們要問

的怎麼做？ 

 

II. 為人父母，要以溫柔的愛幫助孩子成長 

 

在《以弗所書》的第 6 章第 4 節，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激怒兒女，卻要照著主

的教訓和勸誡養育他們。這裡我們要特別看的養育這兩個字，這兩個字原來的意

義就是說做父親的，當然包括父母，要用溫柔的愛來帶大我們的孩子。另外一個

時代的英國的傳道人馬丁鐘馬田牧，他這樣的說：溫柔的愛就是我們待我們的孩

子就像我們組裡對待家庭裡的花，就像我們家的蘭花，架裡小動物，貓呀，狗呀。

要用這樣的來對待我們的孩子，你養蘭花的你知道，要放准位置，到時到后你要

拿到去晒太陽，你不這樣的做，蘭花活不久，你要去澆水，多也不行，少也不行，

要剛剛好。如果你要學習怎麼樣養蘭花，你就去找林牧師。聖經這裡是說，你要

好像養這些東西一樣來養大你的孩子，一個溫柔的愛。當我想到那些虎媽的時

候，他在家裡面有這個演奏的鋼琴，我不知道他對待他的女兒是不是好像他對待

鋼琴一樣的，如果你家裡有演奏的琴的話，我去你家，我們站在那裡談話，你給

了我一杯熱茶，我隨手把他放在鋼琴上，你會怎麼樣？你會不要緊，就放在這裡

就好了，我相信你會馬上拿一塊布，馬上拿一個碟子給我，你會不給我講話，先

去把鋼琴上的水擦干淨，然后你說牧師你把這個茶杯放在碟子上，放在那邊的茶

幾上，你好小心的保護。我們做父母的對孩子是不是這樣，我們怎麼樣養育，怎

麼樣有這樣的一個愛？我想有三方面： 

 

1. 多用時間相處 

 

一，是用時間和他們在一起，我已經在一兩禮拜前都講過了，孩子怎麼認識

愛的呢？時間，你跟他們在一起，他們感覺你是愛他們的，我承認這方面我做的

不好，特別是大的兩個孩子小的時候，他們在成長的時候，他們說爸爸讓我們去

打乒乓球，在那些日子，在我們的地下室有一張卓球，後來改裝了乒乓球的卓，

他們說我們去玩，我說我好累呀，或者我說，我現在不想去，等一等好不好？我

有時候就在想：孩子在我后面講話，甚至一兩次在我前面講我的時候，他們說你

總是說你就好累，你有沒有這樣，孩子要跟你玩，我說好累呀，我現在沒有時間，



等我有時間的時候我跟你玩。但是我們當中做父母的，當你有時間的時候，你的

孩子也不需要你跟他玩，是不是，你說當退休的時候，我有很多的時間，每天和

你一起打乒乓球，和你一起看棒球，這只不過是幻想。真的到了那個年齡時候，

你真的累了，沒有體力了，就算你一天到晚在家，你的孩子都不會在家的，所以

讓我們好好的當你的孩子還跟你在一起的時候，用時間和他們在一起，當我們和

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好好的認識他。 

 

2. 認識我們的兒女 

 

我們很熟悉《箴言》的 22 章 6 節，教養孩童走他當走的路，就是到老他也

不會偏離，很熟悉的一句話，但有時候我們把它當作神的應許。我們今天不來討

論這是不是應許，我們來討論教養孩童走他該走的路。現在很多的聖經學者，很

同意這句話的意思，走他當行的路，意思就是說依著孩子的個性來教他，把神的

話語教導給他。 

 

十年前，在這裡我跟大家分享過一個故事，是一本小說，書名叫做《巨人》講到

一個德州的一個農場的主人，因為他三歲的孩子不喜歡馬，他非常的憤怒，當他

把孩子放在馬背上，孩子在那哭著要下來，然后父親說：我還沒有學會走路，就

學會騎馬了﹔太太說：很好，那是你，這是另外一個人，可能他就不喜歡馬﹔爸

爸說：因為他的名字 Benidict，那是父親的名字，不管他喜不喜歡，就算把他綁

在馬上，我也要把他變成一個騎馬的人，然后母親說：有太長的時間，你在孩子

的生命裡扮演上帝，你以為你在管理整個世界，然后爸爸說我只不過在管理屬於

我的那一部分﹔媽媽說：他不是你的，是你的也是我的，不是我們的，是屬於他

們自己的。你有沒有講過這種話，因為我是姓薛的，所以我不應許家裡發生這樣

的事﹔因為我是姓張的，你就一定要學醫，你要學樂器，有沒有聽過，你自己有

沒有講過。但要我們記住：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會拿 A 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

成為科學家，都能成為一個律師，一個醫生，一個工程師，讓我們不要將我們的

期望硬放在孩子的身上，這樣只不過會導致他們的憤怒。 

 

所以我們做父母的，讓我們用時間和他們在一起，好好的認識他們。我相信我們

做父母的最害怕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孩子對我們說，你不認識我，你從來

沒有嘗試去了解我，做父母的好怕的就是聽到這句話。 

 

3. 不偏愛 



最后一點，我稍微的提一下，避免任何的偏愛。聖經的故事，利百迦和以撒，是

一個負面的故事，利百迦愛雅各，以撒愛以掃，造成家庭的混亂，導致哥哥發誓

要殺我的弟弟，然后弟弟說我要跑，然后媽媽就幫助他逃跑。你知道嗎？幫助弟

弟逃跑的那一母親，當孩子離家的那一次也是母親最后看見他的一次，偏愛的后

果。 

 

我們對神給我們的孩子一樣的愛，身體健康的，不健康的，智商正常的，不正常

的，都一樣，毫無差別的，無條件的愛他們。當然我們有很多的時間繼續的討論，

怎麼樣去愛我們的孩子，怎麼樣的幫助他們？ 

 

今天的目的就是稍微帶回到神的話語裡面。 

 

結語 

 

這一個的虎媽他要的是孩子達到那個目的，然后通過嚴謹的紀律，直升飛機的父

母讓孩子千萬不能失敗，好讓他們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北歐的那一個父母也要孩

子不能失敗，幫助除掉一切的困難。 

 

但是身為基督徒的父母，我們首要的責任：幫助我們的孩子在身量，在智慧，在

心靈，在關系上平衡的成長。 

 

怎麼做呢？有時候，我們會像虎媽一樣的，另外的時候，我們會像直升機那樣，

也有些時候，我們會像北歐的父母那樣。但是在任何的情況之下，用我們溫柔的

愛來孕養我們的孩子。有時候，我不能想象當一個孩子在家裡沒有得到一個溫柔

愛的時候，他到了社會裡，他從哪裡得到滿足，我們看到的青少年，特別是女孩

子，因為在家裡面沒有經歷到溫柔的愛，所以他們碰見給他溫柔愛的男人，就把

自己給了他，這是好可惜的事。一個人用溫柔愛對你，並不是代表他愛你。做父

母的知道，男人要得到這個女孩子，他什麼都能做，你要談話嗎？我跟你談話﹔

你喜歡逛公司嗎？我陪你逛﹔你喜歡玫瑰花，沒關系，我一定買玫瑰花給你，明

天情人節，我就去買最貴的玫瑰花給你。為了得到你，你要什麼我都給你，但是

女孩子因為我覺得你愛我，我都會給你一切。 

 

當我們講完這一切，我知道我們當中做父母的，你已經盡了你的力量，在那裡孕

養你的孩子，當他們長大了之后，他們可能離開了你所傳遞給他們的價值，因為



我們要記得不管你怎麼養育，孩子大了，要自己做選擇。最后以這個故事做結束。

我們教會裡面有一個年輕人，他和我們分享，從他們小的時候，每個禮拜六他們

的父母中午，都會禁食為他們的兩個孩子禱告，我不說每個做父母的都要，但你

要愛他們，為他們禱告，到他們長大之后。如剛才一個弟兄跟我說：他們在十八

歲之前在我家的時候，我愛他，我教導他，十八歲的時候，我把他交給上帝，讓

上帝帶領他前面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