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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27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路八：1 – 十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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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八：1 至十一：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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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基督徒的婚姻］ 

(3) 多二：4-5 
 
兩人一組複習。 
(3) 愛與順服。多二：4-5。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夫，愛兒女，謹守，貞潔，料理家務，待人有恩，順服自己的

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毀謗。 
 

4 
講授 （85 分鐘）                                          ［建立教會的事工］ 

在基督化家庭訓練兒女 
 

引言。這一課講授在基督化家庭訓練兒女。我們會學習有關基督徒父母訓練兒女的責任的聖經教導。“訓練”

是指給你的兒女在智能、體能、道德和屬靈上的教導和鍛煉。此外，參看手册 7，附錄 9“父母管教兒女的責

任”。 
 
當父母讀到聖經中這一切原則的時候，可能會感到灰心。他們可能覺得自己不是好父母，或感到自己總是無法

把這一切聖經原則實踐出來。這訓練的目的，不是要令父母感到灰心，而是給父母一個關於如何教導和訓練兒

女的指引。世上沒有完美的父母。大多數父母只是在他們第一個孩子出生後才開始思想如何養育和訓練自己的

兒女。大多數父母開始教導和訓練兒女的時候，都是缺乏經驗的。 
 

不要等到你認為自己是完美的父母時才開始教導和訓練你的兒女。神把兒女賜給父母，也是為了培養（訓練）

父母，把這種經驗賜給他們。神也給父母賜下恩典去養育兒女，並且訓練、鼓勵和管教他們。因此，要選擇你

想要在哪一個範疇訓練兒女，然後集中精力在那個範疇，直到你認為你的兒女已經學會了，才轉到另一個範

疇。要持續依靠神的恩典去養育你的兒女！ 
 

箴二十二：6 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養”一詞的意思是把兒女獻給

神要他走的道路。這是指教導兒女，然後訓練他把這教導實踐出來。對父母來說，“教導”和“訓練”是不同

的。對兒女來說，“聆聽”和“學習”也不一樣！ 
 

栽培葡萄的人並不是透過告訴葡萄該如何生長來訓練它。大自然的力量太強大了，不可單單停留在理論層面！

栽培的人必須修剪和約束葡萄樹，指導和引領它應有的生長方向。他在葡萄樹之間豎立杆子和拉起鐵絲，引導

它們應有的生長方向。他每年都要把枯枝和野草剪去，好使健康的枝子結出佳美的果子。同樣，父母要制定教

導和訓練兒女的計劃，並且給他們設下界線，引導他們應有的成長方向。有時候，他們要修剪和約束他們、懲

罰他們，或透過健康的任務、練習，尤其是鼓勵，來刺激他們成長。 
 

A. 訓練方法 
 

閱讀林前十一：1；弗三：20；弗六：4；西三：21（留意這幾個詞：惹兒女的氣、警誡和養育）。加六：4-
5；箴十：17。 
教導。以下是訓練兒女的四種實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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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樹立榜樣，為兒女禱告。  
 

父母試圖把自己也沒有實踐的真理教導給兒女，這是徒勞無功的！這種虛偽的做法只會惹兒女的氣！最好的習

慣不是簡單地由父母的“教導”得來的，而是由兒女透過觀察良好的榜樣和一起實踐而“捕捉”到的！因此，

父母需要訓練自己，才能訓練他們的兒女。由於父母意識到他們在這方面極需要神的幫助，他們藉着禱告來表

達對神的依靠。神應許祂所成就的，必超過父母所求所想的（弗三：20）！ 
 

2. 按照聖經指導兒女。 
 

訓練始於對真理的良好教導。兒女必須認識聖經所啟示的真理。聖經中的真理包括最重要的信仰、信念、價值

觀和規範。父母必須用聖經來教導兒女，並且用聖經來回答兒女所提出的問題。給兒女表明聖經給生命中所有

的重要問題都提供了答案。 
 

兒女必須明白何謂真理（這智識）。他必須洞悉什麼是重要的，以及它為什麼重要。他必須學會有智慧去做正

確的事：何時做、對何人做，以及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因此，父母應當用聖經來教導真理，激勵兒女順服，以

及培養兒女的實踐習慣。 
 

3. 訓練兒女（透過實踐）養成良好習慣。 
 

訓練是養成良好習慣所必需的。兒女必須學會在自己的生活中遵行或應用真理。 
學習應用可分為三個階段： 
• 首先，兒女透過父母的榜樣，以及與父母一起去做來學習。 
• 然後，他學習在父母的監督之下自己把真理行出來。 
• 最後，他學習在沒有人監督之下去作為自己的習慣把真理行出來。 

 

兒女需要他的父母作他的指導者或導師，也需要極多的指導和鼓勵。他的父母應當督促他堅持不懈，直到達成

目標為止。在習慣的實踐方面，父母和兒女必須意識到真正的“自由”是有界限的。因此，父母應當避免讓他

們的兒女在同一時間面對太多的選擇。在習慣的訓練方面，父母不應拿兒女和別人作比較，因為神造每一個孩

子都是不同的。比較會使人感到十分沮喪。父母反而要稱讚兒女本身的進步，並且給予一些事先沒有承諾過的

獎勵來激勵他們。 
 

4. 當兒女走錯路時，要糾正和管教（懲罰）他。 
 

訓練還包括糾正和管教（懲罰）。這有助兒女走應當走的路。參看附錄 9。關於懲罰，父母必須分辨以下兩種

情況： 
• 兒女需要得到保證，肯定父母對自己的愛 
• 兒女反抗父母的權威。 

箴十：17 說：“謹守訓誨的，乃在生命的道上；違棄責備的，便失迷了路”。 
 

B. 最重要的訓練範疇 
  

引言。在路二：52 中，我們讀到：“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這節經文指出，神看重以下各方面： 
• “智慧”是指知識方面，以及在人生中的各種處境把知識應用出來。 
• “身量”是指身體發展方面。 
• “神喜愛他的心”是指屬靈方面。 
• “人喜愛他的心”是指社交方面。 

 

情感方面並沒有特別提及，但它與其他各方面密不可分。路二：52 中所提到的各方面範圍十分廣泛，無法在

本研習中逐一討論。我們會學習幾個非常重要的範疇，如順服、尊重、與神同行、節制和責任感。這幾方面對

孩子的發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1. 訓練兒女順服。 
 

閱讀弗六：1。 
探索和討論。為什麼訓練兒女順服、聽從正確的事如此重要？ 
筆記。訓練的其中一個重要範疇，是訓練兒女聽從父母。弗六：1 命令：“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

母，這是理所當然的。”這是父母應當教導兒女的首要真理！這是訓練兒女聽從其他人的關鍵（特別是：神/
基督、他的老師、政府、他的雇主，以及教會的長老）！聽從是養育兒女的關鍵。這段經文命令基督徒兒女要

聽從他們的父母，不是因為父母是基督徒（“在主裏”），而是因為兒女是基督徒（“在主裏”）。不管父母

是不是基督徒，兒女也聽從父母，這是神所喜悅的。因此，訓練兒女聽從父母是“主眼中看為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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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兒女學會在任何正確和良善的事上聽從他的父母，他就能夠學到訓練中的其他重要範疇。他日後大概也會順

服神，並順服在其上的權威（羅十三：1-2）。然而，如果兒女無法學會順服，他就受不到任何訓練，只學會

行邪惡和愚蠢的事情。順服是培養良好習慣和生活方式的關鍵，這必討神喜悅、孝敬父母，也為國家作出貢

獻！ 
 

如果父母未能訓練兒女順服，那麼，遲了開始總比不開始好。父母應當告訴他們的兒女，他們未能訓練他順

服，他們應當禱告，向神承認自己未能做到。神必赦免父母，給他們新的智慧去訓練他們的兒女。然後，父母

應當立即開始訓練他們的兒女順服。如果父母縱容兒女不順服和悖逆，他們實際上是訓練他不順服、悖逆，最

終走上犯罪的路！ 
 

父母應當幫助他們的兒女參與美好和有益的活動，不然他必定惹事生非，日後甚至犯法。要求他在家中和家庭

事務上承擔一些責任，並期望他順服，藉此訓練他。要稱讚他，鼓勵他即時順服。如果他沒有即時順服，可給

兒女兩個選擇，但必須作出行動，否則就是縱容他不順服了。然而，如果兒女因感到不安或恐懼而卻步，不做

應當做的事，那麼，父母就要鼓勵他，幫助他去做，直到他有充分的信心自己去做為止。 
 

2. 訓練兒女尊敬父母（和其他人）。 
 

閱讀弗六：2-3。 
探索和討論。兒女如何能夠以實際的方式去孝敬他的父母呢？ 
筆記。訓練的第二個重要範疇，是訓練兒女尊敬父母（和其他人），並且尊重他們。“尊敬”的意思是重視、

體諒和愛父母，而且是甘心的、無私的、無懼的。兒女應當透過三種方式來學習尊敬父母： 
 

 (1) 兒女不與父母爭論或打架，藉此尊敬父母。 
兒女不要爭吵，反而應當學會用溫和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然後讓神以祂所最喜悅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

樣，兒女就表明他相信神的主權。兒女也不應說父母或別人的閒話。閒言閒語只會使人蒙羞！（箴十七：9） 
 

 (2) 兒女以認真的態度接納父母的建議和忠告，藉此尊敬父母。 
聖經說兒女應當從他的父母那裏獲得真理、智慧、管教和聰明（箴二十三：23）。每當父母提出建議或給予忠

告時，兒女都應當認真地考慮他們所說的話。當兒女有機會的時候就應當從父母多年的經驗和累積的智慧中學

習。 
 

 (3) 兒女讓父母參與自己的實際生活，藉此尊敬父母。 
林後六：11-13 教導基督徒彼此“心是寬宏的”。兒女應當學會主動與父母傾談，並且學會向他們提問。他應

當學會與他們談論自己的各樣活動。他應當學會告訴他們他在學校或工作中的情況，他和朋友一起做什麼，以

及他在教會的情況。他應當學會與他們談論他的人際關係：他的朋友是誰，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他也應

當學會與他們談論他的信仰、他的想法、感受和計劃。同樣，基督徒父母也應當在這方面樹立榜樣。如果基督

徒父母沒有向兒女敞開心扉，他們又怎能期望兒女向自己敞開心扉呢？ 
 

3. 訓練兒女與神同行。 
 

探索和討論。父母如何能夠以實際的方式去訓練他們的兒女與神同行呢？ 
 

 (1) 閱讀申六：6-9；三十二：46。 
神教導父母要將神的命令“存在”兒女的心裏和生命中。祂說：“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

都要談論。”父母和兒女應當讓神的話語來掌管他們手所做的、他們心裏所想的，以及他們家中的氣氛和活

動！神教導父母說：“我今日所警教你們的，你們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們的子孫謹守遵行這律法上的

話。” 
 

 (2) 閱讀羅十三：1-5；徒五：29；彼前二：19。 
神給予父母責任去訓練他們的兒女認識神和順服神，世上沒有任何政權有權禁止父母這樣做！這是因為神親自

設立政權，以及他們的具體責任和權限。如果一個政府採取極權管治，試圖強迫基督徒做神所禁止的事，或禁

止基督徒做神所命令的事，那麼，基督徒在這事上應當以溫和的方式與政府對抗。最終，所有政府都要向那位

在聖經中啟示自己的神負責和交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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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閱讀提後一：5；三：15-17。  
聖經是兒女一生中最重要並應當研讀的書。聖經讓人認識救恩。聖經把真理教導給他們，並且訓練他們如何過

公義的生活。聖經使不成熟的基督徒和孩子變得成熟，並且裝備他們履行生命中的任務。因此，父母應當訓練

他們的兒女研讀聖經，尤其要遵從聖經而行。 
 

父母可以運用各樣的方法。舉例說，他們可以安排一個家庭讀經時間，由父親朗讀一段經文。然後他們可以一

起討論。他們也可以一起背誦經文。父母應當在兒女成長的不同階段向兒女講解福音，如果他之前還未接受耶

穌基督進入他的生命，可給他機會作這決定！ 
 

當兒女年紀大一點，父母可以教他們自己每天靈修。一家人也可以在他們的社區裏一起事奉耶穌基督（雅二：

15-17）。兒女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得着跟他父母一樣的無偽信心。父母應當訓練他們的兒女在信心上長進，不

要否定他必須學會信靠神的各種經歷。父母也要把自己與神相交的經歷告訴兒女。 
 

4. 訓練兒女要有節制。 
 

閱讀彼後一：5-6；箴十：19；十五：1；弗四：26。 
探索和討論。父母如何能夠訓練兒女有節制呢？ 
筆記。“節制”是指克制自己的慾望和言行的能力。父母應當訓練兒女克制自己的慾望和言行。舉例說，父母

不應讓兒女為了得到他想要的東西而不斷嘮叨。如果兒女得逞，他們就會利用這種方法來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箴十五：1 說：“（父母的）回答柔和，使（兒女的）怒消退；（父母的）言語暴戾，觸動（兒女的）怒

氣。”箴十：19 節說：“（父母）多言多語（父母）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父母應當樹立榜樣，

以平和安靜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兒女。父母應當訓練兒女也同樣使用平和安靜的方式與人交談，尤其是當他們生

氣或心煩的時候更要如此。 
 

有些孩子以不受控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怒氣，例如帶有暴力的憤怒，這會破壞東西；或帶有侮辱的憤怒，這會

使人傷心、羞怯和毀壞聲譽。明智的父母會讓兒女表達自己的怒氣，但他們也要幫助兒女在表達憤怒時學會自

制。“憤怒階梯”展示了表達憤怒的方式，從底部最壞的方式，到頂部最好的方式（參看手册 4，附錄 17，基

督徒的品格：憤怒）。父母應當訓練兒女學會自制。每當他發怒時，他要練習以一種更積極的方式來表達自己

的怒氣。舉例說，如果他習慣用暴力行為來表達自己的怒氣，就要學習不以暴力來表達自己的怒氣。當兒女在

表達憤怒的方式上取得進展時，父母應當加以鼓勵或獎勵。 
 

父母應當使用五種可行的方式來訓練兒女表達自制： 
• 要慢慢的動怒，也就是說，不要因每個錯誤而生氣，也不要把每個冒犯都當成是人身攻擊（雅一：19）。 
• 不要含怒到日落（弗四：26）。 
• 與容易生氣和可能對你的兒女造成影響的孩子保持距離（箴二十二：24-25）。 
• 不要壓抑、否定或忽視自己的怒氣，要專注於那個令他憤怒的人的正面特質（羅十二：10）。 
• 不計算別人對他所做的惡事（林前十三：5）。 

 

5. 訓練兒女培養責任感。 
 

閱讀哀三：27。 
探索和討論。父母如何能夠以實際的方式去培養兒女的責任感？ 
筆記。讓兒女在幼年負軛，其中一方面是給他承擔特定的責任，叫他對這些責任負責。父母應當逐漸增加兒女

在家中和外面的責任。舉例說，訓練他保持生活作息的地方整潔乾淨。讓他分擔家庭的責任，包括在家裏、工

場、商店或工廠。訓練兒女善用金錢和財物。訓練他出外。訓練他與各種各樣的人和文化接觸往來。教導他如

何以合宜的態度與異性相處。此外，也訓練他在教會中承擔責任。 
 

C. 訓練的階段 
 

講授。有關訓練兒女的聖經教導必須在實際環境中應用出來。訓練孩子可分為不同的階段：經驗告訴我們，孩

子個性形成的時期是零至五歲，其次是六至十一歲。下面有一個簡明的概要，指出訓練孩子直到十一歲的四個

階段。謹記，這可能因應環境、文化、孩子的性別和個性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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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個訓練階段大約直至兩歲。 
 

這是訓練兒女順服的重要時期。在身體方面，兒女應當在飲食習慣、活動技能和說話等方面接受訓練。 
 

2. 第二個訓練階段大約是在兩至三歲之間。  
 

在這個時期，大多數孩子都會測試他們的父母，看看他們行事可以到什麼限度，以及做某事而不受責備的限

度。在這個培養意志的時期，紀律訓練是十分重要的。父母必須定下清楚明確的界線，當兒女越過這些界線時

要貫徹一致地懲罰他，當他遵守這些界線時要貫徹一致地稱讚他，藉此給他安全感。在情緒方面，要訓練兒女

的反應，尤其是自制。在這個時期，他極需要安全感和愛，通常較喜歡與母親在一起。 
 

3. 第三個訓練階段大約是在三至五歲之間。 
 

 (1) 在身體方面。開始訓練兒女保持身體清潔等等。 
 

 (2) 在智力方面。孩子會不停地問“為什麼？”，父母應當花時間回答孩子的問題。透過向兒女指出有

關生命、植物、動物等事物來培養兒女的學習態度。給他讀一些好書，教他唱一些好歌。跟他一起去做！ 
 

 (3) 在社交方面。這也開始訓練兒女社交技巧的一個重要時期，例如與人見面，跟同齡的孩子交朋友。 
 

 (4) 在個性方面。開始訓練他的責任感。例如，訓練他執拾玩具、做家務等等。繼續訓練他在表達情緒

的時候要自制，特別是要以正確的方式來表達憤怒。 
  

 (5) 在屬靈方面。這是訓練兒女與神同行的一個重要時期。向他講解福音，給他讀許多聖經故事，教他

背誦經文、禱告和唱詩。 
 

4. 第四個訓練階段大約是在六至十一歲之間。 
 

 (1) 在身體方面。這是訓練兒女家居技能、音樂、遊戲和運動的最佳時期。教導兒女有關性方面的健康

知識，並且訓練他有責任地善用金錢。 
 

 (2) 在智力方面。在這個時期，孩子喜歡閱讀、收集和旅行。因此，要鼓勵他多讀好書，也鼓勵他收集

有趣的東西。要抽時間和兒女一起去不同的地方。 
 

 (3) 在社交方面。這是發展一些聯繫家庭的傳統家庭活動的最佳時期。定期舉行家庭聚會，讓一家人一

起玩樂或一起探訪。定期召開家庭會議來一起決策和計劃也是一個好主意。這些會議有助兒女明白如何做決

定，讓兒女參與決策和計劃是好的，尤其是那些會影響到兒女決策和計劃。你幫助別人的時候也是讓你的兒女

參與的最佳時期。 
 

 (4) 在個性方面。孩子對情感和情緒的表達變得越來越強烈，也越來越複雜。父母必須表示接納。父母

要與兒女建立一種了解和愛的緊密聯繫，這是很重要的。 
 

 (5) 在屬靈方面。這是幫助兒女與基督建立關係，並與其他在主內的孩子相交（在基督徒青年會、基督

徒營會或會議）的一個重要時期。一家人要一起研讀和討論聖經，也要一起禱告。父母要開始為他們的兒女與

不信的孩子往來作好準備。最後，父母要訓練兒女認識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父母必須恆常為兒女禱

告，求神賜恩給他們，使基督信仰的信念、誡命、價值觀和生活準則成為他們個人的信念。 
 
 

5 
禱告（8 分鐘）                                                       ［回應］ 

  以禱告回應神的話語 
 

在小組中輪流作簡短禱告，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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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備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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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在基督化家庭訓練兒女”。如果你有兒女，要開始按照聖經所記

載神國的原則來訓練他。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路十一：29 至十四：35 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2）解決衝突。太五：23-24。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約十二。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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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