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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           第 22 課 
 

1 禱告 

 

 

求神藉着祂的靈指引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把這一課有關門徒訓練的教導交給主。 

 

2 分享（20分鐘）                                                    ［靈修］ 

羅五至八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羅五至八）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 

 

3 背誦經文（20分鐘）                                ［在基督裏的新生命］ 

見證︰太十：32 
 

A. 默想 
 

 (5) 見證︰太十：32   

把以下的背誦經文寫

在白板或黑板上，如

下：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太十：32 

  

太十：32 

 

當耶穌吩咐十二門徒出去傳揚神國的信息時，祂對門徒說了這些話（太十：5-10）。雖然耶穌的門徒將會遭到

人們反對他們所傳的信息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們必須坦然無懼地傳揚福音。耶穌指出人可以坦然無懼地

為祂作見證的四個理由。 
 

1. 你可以坦然無懼地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因為你的敵人無法避免將會在眾人面前蒙羞，你卻得以平反。 
 

閱讀太十：26-27。敵人反對、逼迫和殺害基督徒，他們的邪惡行為無可避免終有一天必在眾人面前被揭露！

在最後審判的日子，這些敵擋基督和基督徒的人必在所有曾活在世上的人面前蒙羞。聖經說：人所作的事，連

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傳十二：14）。 
 

敵人也無法避免門徒終有一天必在眾人面前得以平反。在最後審判的日子，基督和祂的門徒必在所有曾活在世

上的人面前得榮耀。聖經說︰基督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太十六：27）。 
 

因此，耶穌基督的門徒必不怕在眾人面前坦然無懼地傳揚神國的信息（福音）。 
 

2. 你可以坦然無懼地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因為你的敵人只能殺你的身體，不能殺你的靈魂。 
 

閱讀太十：28。不管敵擋基督和基督徒的人想要作什麼，但有一件事他們無法做到！他們無法殺你的靈魂！你

的身體是你生命中屬物質和看得見的部分，你的靈魂卻是非物質和看不見的部分。 
 

3. 你可以坦然無懼地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因為你的敵人無法攔阻神的旨意，也無法攔阻祂對你的眷顧。 
 

閱讀太十：29-31。事實上，你好像一隻麻雀，終有死亡的一天。雖然麻雀不值一文，但神尚且看顧每一隻麻

雀，你們比麻雀貴重得多，神豈不更眷顧你們嗎？ 

神應許祂會以特別的方式眷顧你們的生活和工作。每一件發生在你身上的事神都察看，這些事情發生，是因為

神定意它們必須發生，或是神容許發生的。“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

召的人”（羅八：28）。 



© 2016 “空中門訓”門徒訓練手冊 2                第 22課：基督徒與父母和子女的關係 2 

4. 你可以坦然無懼地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因為你若在人面前認耶穌，耶穌也必認你。  
 

閱讀太十：32-33。“認”是指公開承認耶穌基督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這意味着你總不會在世人甚或你的

敵人面前以耶穌基督為恥（可八：34-38）。在最後審判的日子，耶穌也必公開在所有曾活在世上的人面前認

你（太二十五：34-36）。 
 

 

B. 背誦經文和複習 
  

1. 寫下。把經文寫在一張空白卡片上，或寫在小筆記簿的一頁上。  

2. 背誦。以正確的方式背誦經文。（5）作見證。太十：32。 

3. 複習。二人一組，互相檢查對方上次背誦的經文。 

 

4 研經（70分鐘）                                             ﹝人際關係﹞ 

基督徒與父母和兒女的關係：弗六：1-4 
 

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弗六：1-4。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弗六：1-4。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以下是組員分享他們的探索結果的一些例子。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不一定是以

下的分享） 
 

六：1 

探索 1. 基督徒兒女應當順從父母。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有些人認為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父母是“在主裏

的”，換句話說，如果他們的父母是基督徒，兒女才需要順從他們。但是這說法並不正確。這誡命指出兒女應

當絕對順從自己的父母，不是因為父母是基督徒，而是因為兒女是基督徒。許多非基督徒兒女不順從他們的父

母，但是基督徒兒女應當順從他們的父母，因為這是基督對基督徒的吩咐。基督徒兒女應當順從父母，即使他

們的父母不是基督徒、不體諒人，或偏待人。 
 

 

六：4 

探索 2.  基督徒父親不應使兒女失了志氣。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兒女有責任順從自己的父母，父母也有責任鼓勵自己的兒女。西三：21

也有這節經文：“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當你總是指出兒女的錯處，總不告

訴他們做對了的事，他們便被你激怒了。我自己有兒女，我要不斷鼓勵他們，這一點對我很重要。雖然他們並

不完美，但是我不應該故意令他們感到煩擾，或傷害他們的心靈。因此，我決意要成為一個鼓勵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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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弗六：1-4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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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 

問題 1.  兒女到了什麼年齡仍該順從他們的父母？ 
 

筆記。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涉及世上所有文化的核心。在某些文化中，兒女被教導在任何情況下

都要終身順從父母！只要父母在世，他們對自己的兒女都有絕對的權威。在這種文化中，人們必須順服政府的

絕對權威；學生必須順服老師的絕對權威；兒女必須順服父母的絕對權威！這些文化的要求並不合乎聖經！ 
 

首先，讓我們思想一下主耶穌的榜樣。當耶穌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時，祂順從地上的父母（路二：41-

52）。然而，當耶穌長大成人，忙於履行祂的人生使命，祂不再順從祂的父母或遵循他們的意願（可三：31-

35）。祂是一個擁有自己的人生使命的成年人。 
 

因此，聖經並沒有教導基督徒要終身或者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順從父母。相反，聖經教導基督徒，只要他們還是
孩子，即未成年、未成熟，而且仍然依賴父母，便應當順從父母。成年階段在以下情況開始︰ 

• 當基督徒離開父母的家 

• 當他們不再依賴父母 

• 或者當他們結婚的時候。 

因此，順服父母是有時限的！兒女應當順從他們的父母，直到他們長大成人。 
 

 

六：2 

問題 2.   孝敬父母有什麼重要的實際途徑？ 
 

筆記。雖然兒女還未成年的時候必須順從父母，但是當他們長大成人後也總要常常孝敬父母！“孝敬”是指重

視、體貼，以及甘心情願地去愛父母，而不是出於自私的動機或出於恐懼。以下有五個實際的例子給每一個與

自己的父母、配偶的父母，以及天父建立關係的人參考。我們有五個方法去孝敬或不孝敬自己的父母、配偶的

父母和天父。 
 

（1）透過不與父母爭論來孝敬父母。  

當你跟父母爭論任何沒有真正屬靈意義的事物，你就沒有孝敬父母了。舉例說，不要與他們爭論穿哪些衣服才

合適、觀看哪個電視節目，或是誰應該做某些家庭雜務。爭論會令你的父母感到自己的觀點是荒謬的。 
 

你如何以積極的方式去孝敬父母？要以溫和的態度說出你的觀點，然後讓神以合祂心意的方法去成就。這顯示

出你相信神掌管每一個境況，祂能夠成就最適合你的一切事情。 
 

（2）透過慎重考慮父母的建議和意見來孝敬父母。 
 

當你根本還沒有考慮父母的意見便一口拒絕，你就是不孝敬父母了。 
 

你如何以積極的方式去孝敬父母？每當你的父母提出建議或意見，你要向他們學習。你要把握機會從他們經年

累月的經驗和智慧學習，尤其向他們的優點、才幹、技能、知識和訣竅學習。 
 

（3）透過讓父母進入你的現實生活來孝敬父母。 

當你不讓父母知道你的想法、感受，以及正在做的事情，你就沒有孝敬父母了。有些兒女回答父母的問題時只

會說：“好吧”、“好的”或者“一如既往”。當你不讓父母知道你有什麼計劃，或不讓他們有機會影響你的

計劃，你就沒有孝敬父母了。當你不讓父母分享你的歡樂或分擔你的艱苦，不讓他們分享你的喜悅或分擔你的

傷痛，你就沒有孝敬父母了。不讓父母參與你的現實生活和決定會令他們感到自己無關緊要！ 
 

你如何以積極的方式去孝敬父母？要跟你的父母交談。有時候，這是很難做到的，但這仍是其中一個孝敬父母

的最佳途徑。要主動與父母交談。跟他們談論你的活動︰你在學校或工作的情況、你與朋友的活動、你在教會

的活動等。跟父母談論你的信念︰你對神、人和世界的看法。跟他們談論你的基督信仰。跟他們談論你的想

法、感受和計劃。你也可以透過讓父母參與你的計劃和決定來孝敬他們。要重視你父母的智慧和經驗，也要諮

詢他們的意見。即使你最終的決定與他們的願望相違，但你讓他們感到你曾聆聽和慎重考慮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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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透過服事父母來孝敬父母。 

當你只是在父母提出要求的時候才服事他們，你就沒有孝敬父母了。你指望父母採取主動。如果父母沒有提出

要求，你便不作出任何行動。 
 

你如何以積極的方式去孝敬父母？要操練自己去觀察你可以服事的地方，以及誰需要你的幫助，看看你是否可

以做一些別人不願意做或無法做到的事情。要主動去服事和幫助父母，不要等他們提出要求。 
 

（5）藉着愛父母來孝敬父母。 
 

當你只是按照你的文化所要求的方式去向父母表達愛，例如探望他們、饋送禮物或按照他們的意願而行，你就

沒有孝敬父母了。 
 

你如何能以積極的方式孝敬父母？基督徒的真愛遠遠超越文化所要求的孝道！基督徒的真愛是忍耐他們的缺

點、原諒他們的冒犯。當你成為基督徒的時候，父母普遍會擔心你順服耶穌基督會對你造成負面影響。他們擔

心你的學業成績不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沒有成就、收入減少、無法在財政上支援父母。他們擔心你會失去

你自己的文化和羞辱他們的宗教。你要靈巧地向他們解釋你的基督信仰，並且給他們證明你已經因耶穌基督為

你所成就的一切而變成一個更有責任感和更有愛心的人了。 
 

 

六：4 

問題 3.   父親可以怎樣鼓勵自己的兒女？ 
 

筆記。有些父親激怒自己的兒女。“激怒”的意思是使人氣餒。父親可以透過許多方式使兒女氣餒。你可以透

過觀察兒女對父母的反應而知道什麼東西使兒女氣餒。舉例說，有些兒女對父母感到生氣、忿怒、沮喪、想離

開或放棄他們。這些反應表明父親應該改變他對待兒女的態度。 
 

父親可以怎樣表達對兒女的尊重？我認為父親要讓兒女做以下三件事︰培養責任感、建立自己的信念，以及發

展成熟的關係。 
 

（1）讓你的兒女培養責任感。  

如果你的目標只是要討兒女的喜悅，那麼你的兒女長大後可能會成為一個被寵壞、自私自利和自我放縱的人。

可是，如果你訓練兒女在生活各方面承擔更多責任，他們長大後會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  
 

培養責任感的四個階段： 

• 在第一階段，父母為兒女作出所有決定。兒女必須學會順從！如果你的兒女拒絕接受某一個你為他們所作

的選擇，便給他們另一個選擇。然而，兒女必須學會選擇！當你的兒女還年幼的時候，你需要這樣做。兒

女從你的決定和選擇中學習對與錯。但是當兒女慢慢長大，你應當給他們更多責任。 

• 在第二階段，父母和兒女一同作出決定和選擇，並且一同執行。當你的兒女進入小學階段，你尤其需要這

樣做。你要給他們樹立好榜樣，也要定立標準和家庭規則。考慮以不同的方式去獎勵他們。 

• 在第三階段，兒女自己作出決定和選擇，但是他們仍要得到父母的准許，也要接受父母監督。當你的兒女

進入高中階段，你尤其需要這樣做。他們有了更多自由，便需要承擔更多責任，也更加需要向你負責。一

些需要培養責任感的重要領域包括︰他們學業或工作、家庭關係、自制力、處理金錢、獨自旅遊、交友，

以及與神建立關係。 

• 在最後階段，一切事情都由兒女自己做。當兒女長大成人後便進入這個階段。一個成年人要向神和其他掌

權者負責（如政府、警察、醫生、雇主和所屬教會的長老）。當兒女提出要求時，父母仍要提出意見和幫

助。父母的責任是愛兒女，為他們禱告，並且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不斷幫助他們！ 
 

（2）讓你的兒女建立自己的信念。 

你若要求你的兒女隨從你的個人信念和觀點，他們總不會建立他們自己的信念和觀點。因此，不要要求你的兒

女絕對跟隨你的信念、信仰、價值觀和人生優先次序，而是鼓勵和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信念、信仰、價值觀和

健全的觀點，並且幫助他們把這一切建基於聖經！這樣，他們將會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成年人。 
 

建立信念的三個步驟 ︰ 

• 第一步，讓你的兒女自己從聖經中尋求真理。（路 十：25-26） 

• 第二步，讓你的兒女選擇自己的方式去應用真理。 

• 第三步，一同討論他的應用方式所帶來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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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對於衣著的問題，聖經提供了兩個原則︰ 

• 衣著要合乎道德標準，換句話說，不可引人犯罪（太十八：7）； 

• 衣著要適合當地文化和場合（林前十：23-24）。 

這兩個原則設定了作決定的界線。你的兒女可以在這些界線之內自由作出選擇。你的兒女自己作出選擇或決

定。然後你跟他討論他的選擇所帶來的後果，以及他的選擇給別人和自己造成的影響。 
 

（3）讓你的兒女發展成熟的關係。 
 

你的目標不應該是培養兒女獨立，而且培養健康的互相依賴。聖經把每個信徒放置在一個特定的家庭、一個特

定的社會，以及一個特定的教會群體裏。聖經的價值觀並不在於個人各自按自己的方式而行，而是個人在家

庭、個人在教會，以及個人在社會裏的方式。聖經的價值觀指出，我們每個人都彼此需要，彼此作出獨特的貢

獻。因此，你要幫助你的兒女（青少年和年輕的成年人）去結交良友，與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背景的人（窮

人、文盲、外國人、殘疾人士等）交往，並且與異性建立健康的關係。 
 

 

六：4 

問題 4.  基督徒父母應該如何養育兒女？ 
 

筆記。父親的兩個主要責任是愛兒女的母親和養育兒女！ 

• 要照着主的“教訓”1養育兒女，這是指伴隨着訓練、糾正和管教的教訓。 

• 要照着主的“警戒”2養育兒女，這是指透過教訓、勸勉和警告把真理銘刻在心中。 

• “在主裏”是指要教導兒女認識和遵守聖經真理。 

培養包括不斷鼓勵，有時候需要作出管教或懲罰。 
 

要在兩個重要領域培養兒女。 
 

（1）培養你的兒女在世上成為良好公民。 

在兒女個人生命中幾方面培養他們在世上成為良好公民︰ 

• 培養兒女在智力、身體、情緒、靈命和社交上成熟起來（路二：52）。 

• 培養兒女成為有智慧的人（箴二十三：22-25）。 

• 培養兒女去愛（約 十五：12）。 

健全的家庭建立健全的國家！ 
 

（2） 培養你的兒女成為神國的良好公民。 

• 培養兒女完全順服那位在聖經中把自己顯明出來的神。 

• 培養兒女在任何境況下都相信神。 

• 培養兒女無條件地順服神。 

• 培養兒女過聖潔、公義的生活。 

• 最重要的是，培養兒女去愛神、愛人和接納自己。 
 

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弗六：1-4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弗六：1-4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六：1. 給年幼兒女的應用。除非你的父母要求你做一些違背神命令和聖經教訓的事情，否則凡事都要順從你

的父母。 

六：2. 給每個人的應用。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孝敬自己的父母、配偶的父母和天父。選擇一個實際層面去孝敬

他們，並且花一段時間在這方面操練。 

六：4. 給父親的應用。不管兒女是年幼還是已經長大成人，不要惹兒女的氣或使他們失了志氣。 

六：4. 給那些有年幼兒女的父親的應用。要按照聖經真理養育兒女，教導他們實踐真理。 
 

                                                           
1 希臘文︰paideia 
2 希臘文︰nouth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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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弗六：1-4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特別需要養成習慣去詢問父母的意見，學習他們的生活智慧。我會自己作出決定和選擇，但是我要慎重考慮

父母的意見，藉此孝敬他們。 
 

我特別需要鼓勵我的兒女，要鼓勵他們承擔責任、建立自己的信念、發展成熟的人際關係，以及有節制地表達

自己的情緒。我明白到這是神交託給我作為家長的一個重大使命。 
 

第 5 步。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弗六：1-4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5 禱告（8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成兩至三個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世人禱告。 

 

6 準備（2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傳講、教導或研習弗六：1-4的研經。 

2.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羅九至十二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見證。太十：32。每天複習前五節已背誦的經文。 

4.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5. 更新你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經文筆記、研經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