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6/17/2012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2:11—12 
題目：重視兒女的父親 
主旨：我們要以天父的模式養育我們的兒女 
引言： 
 
在講道的開始，我想冒一個險，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你有孩子的話，孩子或還

小，或已經長大離家了。你可以想一下你的那一個家庭，如果這一個爸爸要去外面

出差三個禮拜，那這個做母親的要一個人看孩子，因著爸爸的不在，那要增加給母

親的工作量多少呢？想一想。如果你今天出差，你增加你太太的工作量多少呢？想

一想給我一下答案。有人說會增加 3 倍﹔有人說會減少﹔也有人說不

變••••••當然在母親節，都喜歡和父親開玩笑，但你從沒有在母親節，和母

親開玩笑的。 
 
在上個星期的時代周刊，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專欄，這個專欄寫的那個人叫 Joel 
Stein, 他在上一期就講到關系， 人際關系， 男女/夫妻的關系。然后他和他的太太

有一個孩子，有一次他們在談話的時候， 說到：如果他們的關系破裂的時候，這

個太太就擔心她自己一個人要照顧孩子了。她的工作量會增加 10%。那就是這個

做爸爸沒有多照顧孩子，所以他做的只有百分之十（10%）而已。當然我們在父親

節，這些的話語對我們多少有些提醒。 
 
 
最近的年日裡，我們也看見越來越來的父親，他們開始對做父親、作爸爸的責任開

始越來越來慎重的處理，所以我們經常的聽見有人為了我家人的緣故、因為我孩子

的緣故，所以我不能來到這裡，不能做那樣的事。這些都反映出一種新的趨勢，在

不同的社區和群體中發生。當然有時候發展了一種極端，以孩子們作為借口，因為

有孩子，因為我要在家照顧孩子，所以我不能來參加教會，不能來團契。無論我們

怎麼想多做一個好父親的時候，我們還是需要一些的指點。因為在今天的世界裡，

有時真的不知道你應該怎麼樣做一個父親？如果你看前一期的時代周刊，就講到那

些 （detach）脫離的父親.  也講到 (attach) 的父親, 那你都不知道哪一個是好的，哪

一個是正確的，因此在不同的教會裡也會有一些現象，一些做父親的會說為什麼教

會不多講一些更加實用的信息，比如說如何做一個更好的父親，因此在一些教會的

傳單裡，會說未來的六個星期會教你如何做一個更好的父親？為什麼教會裡不多說

一些，首先我自己感受到聖經不是一本百科全書，你把它翻到做父親的那一章，然

後它就告訴你十個做父親的秘訣。聖經不是這樣的一本書，但是當你看翻聖經的時

候，你在不同的經文裡，你會按照一些的觀念, 一些的原則，暗示和指示你怎樣做

一個父親？ 
 
父親是兒女的擁有者 
 
今天我們所看的經文是《帖撒羅尼迦前書》的 2 章 11—12 節， "你們也曉得我們

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要叫你們



行事對得起那召你們進他國得他榮耀的 神。”   這一段的經文我稍微將和合本與

新譯本調整一下，我覺得這樣能將意思帶出來。在這一封信裡，保羅寫給帖撒羅尼

迦的教會，他先后用了兩個圖案來描寫他與教會的弟兄姊妹得關系。在 11、12 節

之前，他用的圖案是一個母親，他說我待你們好像母親育養子女一樣，在 11 節，

他說我待你們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他用母親與父親這兩個圖案描寫 當他

在帖撒羅尼迦羅的時候如何與他們來往、如何與他們相處。 
 

1. 照料他們 
 
在今天的經文裡，我們來看一下，他說我待你們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我們

來看一下父親如何待自己兒女的？首先，我們來看經文的第一句：父親待自己的兒

女一樣，這裡用的是自己，在新譯本沒有自己，但意思是一樣的。父親的兒女是屬

於父親的，一個做父親的不僅僅和太太生一個孩子就可以了，而且這個孩子是屬於

他的，如果是屬於他的，他會怎樣對待這個孩子呢？你還記得當你擁有第一部車、

第一個房子的時候，第一個的事業, 你是這怎麼樣的心態呢？你會很小心的照顧

它，為什麼我們經常教導大人和小孩要有公德心呢? 特別在華人的當中，我們有一

種傾向，如果這個東西不是我的話，我不需要好好的照顧它。因為這一個教堂, 這
個設備不是我的，我可以讓他髒一些﹔我可以讓孩子在地毯上、牆壁上畫畫。因為

那不要緊，因為那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家，我不會這樣讓我的孩子畫的。所以我

們往往一種傾向，因為這不是我的，所以不需要好好的照顧。你也知道是一個租的

車子，不是你自己的，你開車子時，你會比較隨便，你加速度、剎車時，都不像你

自己車小心﹔所以我們往往買舊車，都不要買租的車，因為你不知道開車的人對它

怎麼樣？因為不是我的，我可以隨便開，如果是我的，我就要好好的照顧。所以，

這裡首先講到，這個孩子是父親的，所以要好好照顧。 
 
     2.愛護他們 
 
在約翰福音 13 章的 1 節，約翰說他(耶穌)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

底。屬於他的，耶穌怎麼樣對待？耶穌就愛他們到底。是一個完全、持久的一個

愛，對他來說，屬於他的人，我們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固定的、不停地在那裡愛我

們﹔他的愛總是可靠地，當我們屬於他的時候，我們感覺到一種的重要性﹔當我們

屬於他的時候，我們會感覺到一種的安全。 
 
有個投資銀行的總裁，名字叫做 Dan Case, 他是 AOL 老闆的兄弟.  有一次他為了要

參加孩子的畢業典禮，他要取消與約旦王的約會。當然我們很難想象為了這一個小

孩的畢業典禮，居然要取消與國王的約會，但是他說了一句話，如果生命中沒有平

衡的話，那有再多的錢，有再高的地位，又有什麼意義呢？我想我們當中沒有許多

的人為了一個小孩子，要取消與君王的約會. 
 
但是我們都需要知道的，孩子是屬於我們的，是很重要的，我們要愛護他們，保護

他們，為著他們的福利來著想, 我們要和他們在一起做一些他們認為重要的事。 
 



有個故事講有一個父親和他的孩子有一天出去釣魚，釣了一天。然后回到家后，這

個父親子日記本上寫上一句話，浪費了一天，然後有人看見在他兒子在日記上寫上

了這樣的一句話:今天是我最有意義的一天。要和孩子做他們喜歡的事，讓他們感

覺到他們在我們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是佔著首要位置的。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是我們可以做的是不是。當我們的手機調至振動時，有人打電話進來，我們都不會

看的，是不是？如果你看見是你的孩子，那你一定會看的，就算我再忙的話，我也

會接孩子這個電話，因為他們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父親是鼓勵者 
 
下面的這一句話是講到勸勉，勸勉的意思是鼓勵。從解經的角度來看，勸勉是鼓勵

和安慰，這兩個字往往是互相交換的，不需要太過的執著把它們分開。今天我會稍

微來分開一下，勸勉就是指鼓勵。 
 
在早期的教會有一個時候，提摩太感覺到對他的服事非常的灰心。那時候，他大概

40 歲左右，在當時文化裏面，40 歲是比較年輕的。他可能被一些的長輩, 比他大的

人看不起，而導致他對事奉的灰心，他可能也想放棄.  因此保羅寫了這樣的一封信

給他。如果你是保羅，你會寫些什麼呢？你會寫提摩太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你

怎麼可以沒有恆心持續下去呢？你看我花了多少的時間在你的身上，你就這樣停止

了嗎？你為什麼不能剛強一些，站起來，做一個大男人？我對你好失望。有時候，

我們有這種的傾向說這些話。但是在《提摩太前書》的 4 章 12 節，保羅說：“不

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要做信徒的榜

樣。”  保羅在那裡鼓勵他，在那裡告訴他，你是蠻失望的，但不可讓他們看不起

你，你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做他們的榜樣，你可以帶領他們

的，你可以以身作則的來帶領他們的。 
 
當我們的孩子什麼時候感覺到需要鼓勵呢，是不是當他們的事情不合自己的心意，

他們對自我的懷疑所遮蓋住了，或不停地被人的批評。他們感覺到不能再往前走

了，感覺到走不下去了，或也不知道自己前面的方向，書念完了，但是工作卻沒有

頭緒。那個時候，他們會感覺到灰心，在那些的時刻，我們會不會講了這些話， 
你為什麼到現在還事這樣的呢!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做父母花了多少的錢，幫助你, 
讓你念完大學，為什麼你連這點的挫折 你都不能夠處理呢？你怎麼能這樣呢？你

已經是大人了, 不是小孩子, 你看隔壁鄰居的孩子，他跟你一樣，你怎麼不像他們學

習呢？這些不是鼓勵的話，這些是責備的話。 
 
反而我們做父親的要學習鼓勵他們的話，我知道你處在一個困苦的處境裡，但是我

相信你可以改變的，我相信你可以做的好的，你可以做的好的, 你不要放棄, 你看你

這一次只差三分就績格，你下一次會更好的，只差三分, 再努力一點就好了。 
 
父親是一個安慰者 
 



一個做爸爸的是要做一個鼓勵者，除了做一個鼓勵者，也要做一個安慰的人。我覺

得我們今天的世界的確是一個很復雜的世界，當我看見你們所生活的方式，所遇到

的問題，在你們育養孩子所遇到的問題，我和我太太會說，幸虧我們是 60 年代長

大的，今天的社會真的很復雜，那時的社會好像蠻簡單，至少我們認為是很簡單

的，也許那個時候也很復雜，只是自己不知道、幼稚而已。我們的孩子在很小的時

候遇到我們從沒有在小的時候所面對的問題，比如說：藥品，性, 然后一些不道德

的行為.  他們要面對社會裡那個價值與自己家庭的價值很不一樣的價值觀。他們所

遇見的和教會和自己家裡面所講的不一樣，既然這麼多人都在做的話，怎麼可能是

錯的呢？ 
 
在這種的生活處境裡面，我們可以想象到他們的困難，當他們感覺到困擾的時候，

當他們感覺到周圍的壓力，有點承受不住的時候，或當他們受傷時，他們轉向誰？

他們會不會跑到電腦裡, 在(Face book) 面書裏 和很多人的講話，卻不來到你我做父

母的面前來講話。是不是(Face book) 成為了安慰他的工具呢!  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我家的老二到北京去工作，很興奮，去了之后一個禮拜，由於一些的培訓，我也來

到了北京。我禮拜二到的，禮拜三見面的，當我看到我的兒子,看見他的不愉快的

時候，他去了一個禮拜, 但感覺到非常大的壓力(Stress out). 我不曉得他能不能撐下

去，我不完全的能了解。然后兩天之后，我要去另一個城裡，這是第一次。在那裡

做第一禮拜培訓的時候，我發現每一個鐘頭和他有 email 的來往，當學生休息的時

候，我就會打開手機和他聊天。在裡面，他提到他的困擾，他對環境的不習慣，他

的上司對他的不了解，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他認為是他同組的同事結果發現被人

在背后捅了他一刀，然后又發現人在他后面寫了一些的郵件對他造成的傷害，他說

他不明白。然后我們用電子郵件的來往，我巴不得我能夠在他的身邊，與他談談。

然后在郵件裡，我體會到我只能做的只有鼓勵他，安慰他，我發現我用的許多的字

句，比如，在這樣的一個工作的壞境裡，一定是很難的,又是你完全不孰識的一個

文化••••••當別人在你背后說你時，你一定很難受的, 好痛的, 你一定感覺到

被人錯待, 你一定感到不被人了解, 但是, 我也跟他說, 你千往不要報復, 你報仇的話, 
你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他們的話, 你不過是把你自己降到他們的那一個程度, 我只能夠

說: 我在那裏為你禱告, 我只能夠在那裏鼓勵他, 能夠求神幫助他做一個好的決定. 
哪怕我有一個試探，告訴他你要怎麼做，但我知道那是我不該說的。旁邊的鼓勵, 
旁邊的安慰, 幫助他, 使他能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我能夠做的是一個聆聽者. 我們做父

親的看見兒女們在那裡灰心，受傷時，往往很容易透過我們的眼睛來看他們的世

界，但是你不要忘記，我們的那個眼睛所看的比他們所看的差距二三十年，雖然我

們的動機是很好的，是要去安慰，去鼓勵，但往往從我們嘴裡出來的言語是犀利

的，苛刻的，對他們不敏銳的. 我們會問：你怎麼可以這樣做，你怎麼可以讓人家

這樣對待你呀？ 
 
但是我時常要學習的，當我們的孩子有痛苦，灰心失望來到我們這裡的時候，學習

透過他們的眼睛來看他們的世界，透過他們的皮膚來感覺到他們的傷痛。當你能這

樣看待他們的時候，你就開始發現從口裡說出的話會更加的謹慎，當你這些的話語

出來的時候，他們會更加感受到你在那裡關心他，愛他。經過一年的時間，孩子有



一次在孩子之間的談話，孩子說：當我在那一段的時間裡，能經常和爸爸用電子郵

件來溝通，是一個莫大的鼓勵和安慰，真好，那一段時間爸爸在國內，我們可以這

樣的談話。當我們這樣對待他們，他們感覺到他們被鼓勵了，得到了安慰，我們看

到做父親的要做那一個鼓勵者，做那一個安慰者。 
 
父親是督促者 
 
現在來看下面一句話，囑咐你們，或是叮囑你們，他是一個教導、指導者，他在那

裡要帶領孩子，特別在這裡你要教導那個目的是什麼呢？當我給一些年輕人做婚前

輔導時，幫助他們准備他們婚姻時，要填一個表格。裡面就提到你父母對你的期望

是什麼，在這些年來，看到重復的期望，我的父母希望我的書讀得很好﹔父母希望

我能夠賺很多錢﹔能夠拿到綠卡，能夠在美國安居下來，開始一個家庭﹔父母希望

我能夠快快樂樂的生活，我想這些都是做父母所希望的。當你看見你的的孩子在找

工作找的不是很順利，或找了一份工作，待遇不是很好，你可能不會講話，但你心

裡面說：你怎麼不像那一個人，一畢業就能賺五六萬一年，為什麼你要做這一份工

作呢，這一份工作有時還會虧本。錢對於我們來說，還是蠻重要的，但是我們不一

定要講出來，在我們的心裡有這種的聲音，這是我們都很希望他們在這一方面，但

這不是什麼不對的。但保羅是怎麼樣說的呢？他說：我對待你們像父親對待孩子一

樣，我勸勉你們，我安慰你們，我教導你們，但我的目的是什麼，是叫你們的行事

能夠對得起那召你們進他的國，得他榮耀的神。我教你們的這一切，就是希望你們

的行事為人能夠反映出神的榮耀，反映神的愛，反映出神的完美。那這豈不就是耶

穌說的話嗎？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一個做爸爸的在教導他們的兒女

們，最要緊的是要幫助他們培養他們生命的品格和他們生活的方式，能夠反映出神

的美麗和神的榮耀，做父親的優先次序是幫助孩子能夠成為神要成為的那一位，是

一位在他們的生命裡能彰顯出聖靈的果子，是越來越像耶穌基督的一個孩子，在他

們的生命裡面是有那一個誠信，是一個愛神和愛人的孩子，這是一個做父親的要教

的。但是你也知道不是我們教，他們就能那樣做，因為有一天他們會做他們自己的

那一選擇，他們生命的方向是什麼。但當他們和我們一起住的時候，我們要幫助他

們，帶領他們。 
 
   我記得在很久以前，我應該和大家分享這樣的一個故事，我的一位教授在上課的

時候，提到他的那個青少的那個女兒，他讀書讀得很殷勤，也讀得很好，他的成績

都是 A 的，但有一個學期，他的爸爸注意到他的女兒忽略了他與別人的關系，他

的一些的朋友，這個做爸爸的和他的女兒說，下學期我不希望看到你拿到的是

Straight A (每課是 A)，我希望你用更多的時間和你的朋友在一起。因為這些的關

系是非常重要的。對我們當中許多人的來說，包括我在內，這是不是一句很容易講

出來的話，是不是。看見他拿的全是 A，你說他繼續拿全 A，一直到中學畢業，可

以拿全免獎學金，一直持續到大學。如果當我們說這樣的話時，是不是反映出我們

生命裡的優先次序，這位老師我看到他知道生命裡的那個優先次序，就是愛神愛

人。 
 
 



結語 
 
多年前，在新聞周刊裡有一篇文章，是講到 Jimmy Lee，我想你今天 google 的話還

是能找到這個故事。他工作一天是 17 個小時，身邊帶著六個手機，不停地在響。

在 1999 年的時候，他的年薪是 2000 萬，他有三個孩子，一個 18 歲，高中要畢業

的，一個 16 歲，一個 9 歲。他每天要五點起床，要做火車到曼哈頓上班，回到家

是晚上十點鐘，他一般是第一個到公司，最后一個離開。照顧三個孩子的責任全部

在太太的身上，如我們剛才說的，如果他出差三個禮拜的話，絕對不會影響到他太

太照顧孩子的工作量，有人會說是零，因為一直是太太在照顧孩子。用今天的話，

也就如周刊上說的，就是那個典型的“脫節的父親”。 
 
但是，有一天有件事發生了，他在談事的時候，一個電話響了，是他女兒打來的，

他非常的緊張，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結果是一個蠻好的事，他女兒被錄取進一個

好的學校。但是，這個電話喚醒了他，他說：“當我女兒有這麼好的一個消息的時

候，我卻沒有在她身邊。”這個意念帶出很多其他的思想，一些的回憶，他開始記

得他孩子的老師和家長的會議，他沒有參加過一次，他連孩子的老師的名字一個都

叫不出來。他當然沒有看見孩子走的第一步路，講的第一句話。這樣的一個體會，

導致他生命裡面的改變，從那個時候他參加了孩子老師的每一個會議，他帶孩子參

觀學校的藝術展覽，這是他第一次進入女兒的學校。他依然上班很早，但他都盡量

的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飯。在工作的地方，他依然是一個被驅使(driven)的一個

人，但是他說：“我現在學習將我放在工作裡的那些精力，把其中的大部分轉移到

我的家庭裡，生活裡。”他開始看到做父親的重要性，然后自己做那些的調整。 
 
我感覺我們中間有很多的父親都充滿了這個能量。在公司裡面你是在被一種力量在

推動你，因此，你們的工作、事業都很有成就，在美國今天的社會裡。但是，我也

很高興看見有一些的父親，也能體會到自己做爸爸的重要性，也開始講這些的驅動

力轉移到家庭裡面來。當然，也希望你能早一點將你的力量轉移到家庭。如果你說

等你年紀再大一點，你就有時間和家人在一起的話，這是謊言。當你年紀大一點，

你說我可以有時間在家，我可以告訴你兩件事，第一，當你回到家你就沒有力氣

了，你回到家就會說累死了。雖然在回去之前你想過回去和孩子做 1•••，

2••••。但是你一進家門就會說累死了。在回家之前想的事沒有一件會實現。

另外一個，當你年紀大了，孩子也大了，你說我跟他們多在一起，他們也不要你在

他們身邊了。小的時候你們去購物場，小孩子要拉著你的手，當孩子大了，他會說

我跟你走，但不要拉我。再大一點的時候，他會說爸爸，兩個鐘頭后我們在這裡見

面，因為在這兩個鐘頭他和他的朋友到處的走，兩個鐘頭后回來。當有車了，更加

不得了，到哪裡跟朋友，要不要我去，不要了。就趁早一點把你的精力轉移到家

庭，但是同時要注意的，你和他們在一起做什麼。是不是就單單和他們玩呢？ 
 
我知道今天做父親的說：我願意更多的時間跟孩子在一起，所以不能做這不能做

那，往往我覺得我們將這變成一個借口了，作為不來參加教會的服侍、團契聚會的

一個原因。為什麼不來，因為要和孩子在一起。當你看看在家裡和孩子做什麼的時



候，這就是不成理由的結果。當我們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真的要在那裡教育

他們，鼓勵他們，要安慰他們教導他們。要他們注意到他們的生命真正重要的是能

夠反映出神的美麗的一個人。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我們就好像我們天上的父親，

怎麼樣的在愛我們，寶貴我們，鼓勵我們，在那裡安慰和教導我們。當我們的孩子

經歷我們對他們的愛和關懷的時候，他們慢慢長大，就能夠更容易的幫助他們慢慢

了解、慢慢欣賞他們在天上的父親是如何的愛他們，如何的愛他們到底，如何再生

命的路上一直鼓勵他們，安慰和指點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