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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25 课 
 

1 
祷告 
 

 

组长。祷告并将你的小组和这个有关建立基督教会的课程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路一：1 – 四：30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路一：1 至四：30）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基督徒的婚姻］ 

(1) 创二：24 
 
第七个要背诵的经文系列（G）是关于“基督徒的婚姻”。五段背诵经文的标题是： 
(1) 离开与联合。创二：24。 
(2) 爱与领导。弗五：23,25。 
(3) 爱与顺服。多二：4-5。 
(4) 解决冲突。太五：23-24。  
(5) 保持忠诚。箴三：3-4。 
 

两人一组默想、背诵和复习。 
(1) 离开与联合。创二：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4 
讲授 （85 分钟）                                          ［建立教会的事工］ 

在基督化家庭养育儿女 
 

引言。这一课讲授在基督化家庭养育儿女。我们会学习有关基督徒父母养育儿女的责任的圣经教导。我们会特

别集中于榜样和爱。根据赛四十三：7，儿女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因此，根据诗一二七：3，儿女是属于
神的。神托付父母代祂养育儿女！ 
 

在撒上一：11,28，我们读到哈拿将她的孩子献给神。她向神求一个孩子，神便赐她一个孩子。于是哈拿将孩

子归与神，使他终身事奉神。虽然神要求基督徒教养儿女，使他们敬畏神，但祂并没有要求他们将儿女献给教

会、机构或献身作全职事奉。那是儿女长大后自己决定的事。神对大多数基督徒的呼召，是透过在社会里的日

常生活事奉祂。然而，神吩咐所有父母代祂养育儿女，并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养育他们。 
 

神给父母三个重大的责任： 
• 给儿女树立榜样 
• 爱儿女 
• 教育和训练儿女（也参看第 27 课） 

 

A. 给儿女树立榜样的责任 
 

1. 父母树立的两种榜样。 
 

探索和讨论。父母可以给儿女树立什么好榜样或坏榜样呢？ 
 (1) 圣经对父母的坏榜样发出警告。 
阅读王上二十二：51-53；代下二十五：2,14-20；代下二十六：4,16-19。 
笔记。以色列王亚哈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效法他邪恶的父母亚哈和耶洗别，使以色列人陷在罪

里。他们都拜偶像，因此他也拜偶像。 
 

亚玛谢王没有专心事奉耶和华。他变得心高气傲。他的儿子乌西雅王效法他，也变得心高气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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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圣经也展示父母的好榜样所带来的影响。 
阅读箴三十一：10-31。 
笔记。箴三十一中的母亲带来良好的影响，以致她的儿女和丈夫都起来称赞她，因为她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祝

福！父母在以下五方面都要树立榜样：顺服、信实（诚实）、尊敬、智慧和爱心，这是十分重要的。 
 

 (3) 虽然基督徒父母已经得救（称义）了，但他们有时仍会犯罪（约壹一：8 - 二：2）。 
阅读太五：23-24；箴三：33。 
笔记。父母并不是完美的，他们仍会犯错，有时会在某方面对儿女造成不良影响（例如他们表达愤怒的方

式）。然而，这正是父母请求儿女原谅，以及与儿女和好的时候。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

（箴三：33）！ 
 

2. 父母履行神所赋予的责任的榜样。  
 

探索和讨论。女儿长大后通常像谁？儿子长大后通常像谁？像他们的父母！儿女学习爱、领导、尊重和顺服的

最佳途径，是观察父母日常的行为！ 
 

 (1) 神赋予母亲的责任。 
阅读创三：16；多二：4-5。 
笔记。神赋予母亲的责任是要爱、尊重和顺服儿女的父亲。多二：4 教导少年妇人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

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和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 
 

虽然在神眼中女人和男人同样宝贵，但神赋予女人不同的职责： 
• 生理上，要生养儿女 
• 社会上，要进入婚姻和建立家庭 
• 属灵上，要在教会里履行职务。  

在世上，即使人们拒绝履行这些神所赋予的各样职责，但在神国里，女人不可把它们废掉！特别是当儿女还是

年幼的时候，他们需要母亲在家里爱护他们、教导他们，并鼓励他们成长。至于母亲应否工作的问题，必须从

两方面来衡量，一方面考虑妻子对物质生活和个人独立的渴求，另一方面考虑儿女在情感上、社会上、物质上

和属灵上的益处。 
 

 (2) 神赋予父亲的责任。 
阅读创三：17-19；弗五：22-25；六：4；林前十三：4-8。 
笔记。神赋予父亲的责任，是透过爱和领导儿女的母亲来服侍她。但神赋予父亲不同的职责： 
• 要爱儿女的母亲，正如基督爱信徒那样 
• 要领导儿女的母亲，正如基督领导教会那样 
• 要工作赚钱供养家庭 
• 要按主的教训和指示教养儿女。 

在世上，即使人们拒绝履行这些神所赋予的各样职责，但在神国里，基督徒父亲不可把它们废掉！特别是当儿

女进入青少年时期，他们需要父亲的关注、友谊、建议和鼓励。1 
 

 (3) 父母在家里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阅读加六：7-8；结十六：44。 
笔记。当父亲像基督那样去爱和领导，就不难叫母亲爱他，在家中顺服他的领导了！儿女会观察到这一点，并

且学习如何以实际的方式去爱、领导、尊重和顺服权威。当父母竭力履行神所赋予的责任时，儿女会观察得

到，并且学习在神的国里作父亲或母亲到底是如何的。正如结十六：44 所说：“母亲如何，女儿也如何”、

“父亲如何，儿子也如何！” 
 

 (4) 以上原因说明了为什么每个孩子都需要父母。 
阅读玛二：13-16；路十四：12-14；雅一：27。 
笔记。神厌恶离婚，其中一个原因是离婚会对儿女造成无法估计的伤害！神使用基督徒的婚姻和家庭来养育虔

诚的后裔（儿女）！若有父母过世或离异的家庭，主内的弟兄姊妹应当对鳏寡或单亲的孩子加倍关心。他们应

当常常邀请这些孩子或孤儿到他们家里，这样他们也可以学习重要的属灵真理。 
 

                                                           
1 无论是谁供养家庭，神赋予丈夫和妻子的责任仍然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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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父母待人处事的榜样。 
 

探索和讨论。在哪些情况下父母可能对儿女造成影响？ 
父母待人处事的态度对儿女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待难于处理的人和事的态度。 
 

 (1) 跟随父母的好榜样。 
阅读帖前一：3；五：14；罗八：28。  
笔记。面对难于处理的人和处境，是父母树立榜样的好时机，让他们展示面对难相处的人要有爱心，面对挑战

要有信心，在困境中要有盼望。当父母警告懒惰的人、鼓励胆怯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并且向众人忍耐时，儿

女会钦佩他们。这样，儿女学习以父母为榜样，并且做同样的事！当儿女看到父母如何在困境中信靠神，并且

顺服神的旨意，他们长大成人后往往会跟随父母的好榜样。 
 

 (2) 跟随父母的坏榜样。 
阅读加六：7-8；彼前二：23。 
笔记。可是，儿女不但往往会跟随父母的好榜样，也会跟随他们的坏榜样。如果父母爱批评、论断或说长道

短、针对某群体散播仇恨（种族歧视、宗教仇恨）、向侮辱自己的人报复、报仇（荣誉处决），并威胁使自己

受苦的人，儿女长大成人后往往会跟随父母的坏榜样。 
 

4. 父母与神建立关系的榜样。  
 

 (1) 基督在基督徒家庭中的位置。 
探索和讨论。神或基督在基督徒家庭中应当处什么位置？ 
阅读申六：5-6。 
笔记。父母应当在与神建立关系方面给儿女树立榜样。例如，每天在家中读经祷告。在申六：5-6，神吩咐父

母先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父母应当让神的诫命在他们心里作主，引导他们行事为人。神

在父母的生命中应当居首位，在基督徒家庭中也应当居首位！ 
 

 (2) 儿女和事工在基督徒家庭中的位置。 
探索和讨论。儿女或事工在基督徒家庭中不应处什么位置？ 
阅读太十：37；提前三：4-5。 
笔记。在太十：37 耶稣教导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因此，父母应当防备受试探让儿
女成为家庭的中心，因为这会使儿女变得自私，也会宠坏儿女！相反，父母应当帮助儿女成长，培养他们的责

任感和品格。 
 

同样，基督徒也不应让事工成为家庭的中心，因为这会令儿女感到被忽视，以致对父母感到失望。相反，基督

徒家庭应当以主耶稣基督和祂的教导为中心！这样，在父母和儿女的各种责任和优先事项之间就能取得最适当

的平衡。 
 

B. 父母爱儿女的责任 
 

1. 按照林前十三章的原则去爱。 
 

探索和讨论。基督徒父母应当如何以实际的方式去爱他们的儿女？ 
阅读林前十三：4-8。 
笔记。父母应当根据圣经原则去爱儿女，而不是感情用事或溺爱儿女。“恒久忍耐”是能等待的爱。爱不是把

恩慈强加在儿女身上，而是等待向儿女展示恩慈的时刻。“恩慈”是一种友善和给予帮助的爱，并把握每个让

儿女得益处的机会。真正对儿女有益的，并不取决于儿女的意愿或唠叨，而是神的话语和父母的经验。“不嫉

妒”是慷慨地给予儿女应得的赞赏、表扬和荣誉。“不自夸”是对自己的优点和成就表现谦虚，想要在儿女面

前炫耀。“不张狂”是存着谦卑的心对待自己在与儿女的关系上的优点和缺点。儿女很快可以看出父母是否自

负或持双重标准。“不作害羞的事”是对儿女表现得有礼得体。“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无私地求儿女的益处，

而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是谦和地忍耐儿女有时会引起的伤害。 
 

2. 全心全意地去爱。 
 

探索和讨论。基督徒父母应当如何以实际的方式关心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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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心全意。 
阅读加六：7-8。 
笔记。父母要全心全意地关心他们的儿女，否则当儿女进入青少年期，就不会再关心父母了！父母在儿女童年

时期所播下的种子，在他们进入青少年期的时候就收成了！ 
 

 (2) 全心全意地聆听。 
阅读箴十八：13。 
笔记。父母应当学会在儿女发问和说话的时候全心全意地聆听。父母不应选择性地倾听，对儿女所说的话作出

任何假设。他们也应当耐心聆听，直到儿女说完为止。他们应当认真地对待儿女所说的话，让儿女感到被接纳

（罗十五：7）。若儿女感到父母批评自己所说的话，或取笑他们，那么，他们不但认为父母不接纳他们所说

的话，也会认为父母不接纳他们！假如儿女不听父母的话，或许是因为父母从不聆听他们说话！ 
 

 (3) 不受打扰的共聚时刻。  
阅读可三：13-14。 
笔记。耶稣希望祂的门徒“与祂同在”。祂只有与他们同在才能影响他们和训练他们。父母应当有计划地定期

与儿女共度不受打扰的共聚时刻。一起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例如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出外游玩、一起创作

音乐、给他们讲故事等。“与他们在一起”做重要的事！不要让别的事情打扰你和儿女在一起的时刻！2 
 

 (4) 为儿女费财费力。 
阅读林后十二：14-15。 
笔记。保罗说父母该为儿女积财。他说他也甘心乐意为属灵的儿女费财。父母应当甘心乐意把可用的金钱花在
儿女真正的需要上。他们应当在家中，或透过学校、体育学校的课程给儿女良好的训练，透过青年会给他们最

好的属灵训练。即使父母可能要因此削减一些其他开支，或双方在儿女不在家时都出外工作赚钱，但也应当愿

意这样做。日后，父母也尽可能不要成为儿女的经济负担。 
 

保罗也说他甘心乐意为属灵儿女的灵魂费力。即使越发少得儿女的爱，但父母也应当越发爱儿女。不要束缚儿

女，要让他们连于基督。再者，基督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可

十：45）。当然，父母要分辨他们到底是为满足儿女（在情感、智力、身体、社会和属灵上）的真正需要而作

出牺牲，抑或只是对他们有求必应而宠坏他们！ 
 

3. 透过培养儿女成熟的品格和建立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去爱。 
 

引言。有些孩子变得完全独立，不理会一切权威和控制。这些孩子可能会变成罪犯或暴徒。有些孩子完全依赖

父母或其他人。这些孩子长大后可能仍然不成熟，并发展互相依赖的人际关系。完全独立和完全依赖的关系都

是不健康的。 
 

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成熟的基督徒既是彼此需要，也要彼此服事（林前十二：21；彼前四：10）。因此，

孩子需要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学会一定程度的健康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圣经禁止基督徒以任何方式成为别

人的奴仆（耶十七：5-8；加一：10）。因此，孩子需要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培养一定程度的健康的独立自
主。 
 

探索和讨论。圣经怎样论到基督徒父母如何帮助他们的儿女培养成熟的品格和建立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 
 

 (1) 让儿女负轭，履行特定的任务和责任。 
阅读哀三：27。 
笔记。父母要让儿女负轭，履行特定的任务和责任，藉此帮助他们培养成熟的品格和建立健康的相互依赖关

系。3 哀三：27 说：“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当孩子有太多空闲时间，他们会感到无聊而作出各种各

样的恶作剧、反社会行为，甚至犯法。可是，当孩子忙于各种健康的活动和责任，他们成大后便会成为一个成

熟和有责任感的人。他们在家中受保护的圈子里学习这些任务和责任，日后他们在社会上不受保护的圈子里也

能够做同样的事情！ 
 

                                                           
2 把你的手机关掉！ 
3 轭是套在两头一起犁地的牛的颈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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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导儿女要知足和感恩。 
阅读腓四：11-12；提前六：6-10。 
笔记。父母要教导儿女知足和感恩，藉此帮助他们培养成熟的品格和建立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若父母真的爱

他们的儿女，就不会对他们有求必应。对儿女有求必应只会宠坏他们。然而，当他学习在事与愿违的情况下仍

然知足，他便学会创新和主动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例如，找一份兼职工作，进修或在社区中心做义工。 
 

 (3) 不要过分保护儿女。 
阅读赛四十三：2。 
笔记。父母不要过分保护儿女，藉此帮助他们培养成熟的品格和建立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孩子必须学会在这

个充满危险、试探、挫折和失望的世界里生活和工作。在赛四十三：2，神应许祂的儿女：“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想一想过红海的时候）；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

你身上（想一想但以理的朋友在烈火的窑中）！”若父母试图保护他们的儿女免受各种的危险或恶事影响，儿

女总不学会如何面对危险或抵挡邪恶！当他必须经历重重困难或面对难以抵抗的试探时，也总不晓得如何信靠

神，相信神必帮助他。 
 

诚然，父母在他们认为有需要的时候仍要保护儿女。然而，他们也应当让儿女有机会自己去面对试探、困难和

危险。唯有这样，儿女才能得着聪明和智慧，学会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并且信靠神在圣经中的应许。

要站在儿女身旁，与他们讨论在世上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其后果，鼓励他们跌倒时要重新站起来，给他们有智慧

的劝诫，并且为他们祷告，这样，儿女就不致被困难压倒。但千万不要从儿女身上拿走这些困难，夺去让他们

学习的机会！ 
 

 (4) 不要占有（苛求）儿女。 
阅读诗一二七：3。 
笔记。父母不要占有（苛求）儿女，藉此帮助他们培养成熟的品格和建立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儿女必须知

道，他们不是父母所拥有的，而是属神的！他们的父母不是“老板”，但基督是主！儿女是神托付给父母，在

某段时间内代神养育的。当母亲要求必须知道儿女一切的想法和行为、试图控制儿女的行为，或试图透过令儿

女依赖她的照顾和帮助而在情感上紧握着儿女时，就表现出“占有的爱”。当父亲试图为儿女作那些本该由儿

女自己去作的决定和选择时，就表现出“占有的爱”。如果父母对儿女有“占有的爱”，儿女也会变得有强烈

的占有欲！他们变得自我中心、自私、贪婪或吝啬、深藏不露或自高自大。相反，父母应当致力于教导儿女一

些重要的品格，如舍己、愿意分享和服事。 
总结。父母有责任帮助他们的儿女培养成熟的品格和建立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然而，儿女也深受他们的朋

友、学校的老师、体育教练和课程、大众传媒、他们的智能手机、电子游戏、电视和他们所读的书籍影响。因

此，如果父母已凭良心尽力养育儿女，但儿女长大后并没有成为成熟和有责任感的人，父母也不要责怪自己。 
 

最终，每个孩子都要对自己的行事为人负责！传十一：9；十二：1,13-14 说：“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

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

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

主……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

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5 
祷告（8 分钟）                                                       ［回应］ 

  以祷告回应神的话语 
 

在小组中轮流作简短祷告，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并建立基督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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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在基督化家庭养育儿女”。确保你是以圣经原则作为养育儿女的

基础。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路四：31 至七：50 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2）爱与领导。弗五：23,25。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约十一。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 
6.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7. 更新你关于建立基督的教会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