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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孩子負擔傳遞 

2011 母親節 

禱告：主耶穌，我們何等地謝謝祢，天地萬物可以改變，祢永遠不改變，祢對我們的愛也是永遠堅

定。不管我們怎樣，我們的家怎樣，祢仍舊是要施恩祝福。主啊，幫助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 不管

是已經做父母，還是將要做父母的 — 回到祢的心意裡，讓我們的下一代在祢面前得到最大的祝

福，不因為我們的疏忽，也不因為這個世代的邪惡，更不因為仇敵的蒙蔽，使他們受到虧損。主

啊，把祢的愛，把同心賜給我們。謝謝祢，祝福我們底下這段的時間。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于弟兄 ：教會對服事下一代的異象是什麼？ 

回到聖經，回到起初，回到身體裡 

我和于師母今天為什麼有這樣的一個負擔，請所有的父母，兒童老師，青少年輔導, 及將要為人父母

者聚在一起，因為我們在這個時代是共同面臨了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就是現在養育孩子比從前困難

很多，一代比一代困難。在我成長的年代裡，頂多只是所謂的代溝，是由不同的年齡和人生經驗造

成的。而現在呢，不只是一個代溝的問題而已，許多孩子會把自己隔離 (isolation) ，在情感上跟父母

缺少親密的聯結，甚至跟朋友，跟教會的關係都是這樣。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一起交通，就是希

望我們像一個屬靈的大家庭，不是單獨地在應付我們自己的孩子。 

一方面，我們要回到聖經（Back to the Bible）, 回到起初（Back to the beginning），

看 神命定我們應該怎樣養育我們的孩子，我們要回到聖經。另外一方面，回到身體(Back to the 

body)，希望大家群策群力，從同一個方向把我們的力量聚合起來，才不會各做各的，父母親有自

己的一套帶法，主日學老師（小班，中班，大班）又各有各的帶法，然後教會又有另外一個方向，

這樣力量分散，效果不彰，孩子們也會很困惑。 

藉用聖經的話，論到養孩子，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快手筆，都有自己的一套。我們也不是要把我們帶

孩子的方法給你們，因為我們自己也都在學，也有很多虧欠之處，尤其是我做父親的，覺得我做的

很不夠。但是下一代的問題已經是全面性的，而且是越來越惡化。例如：我們與孩子們之間的溝

通，相信我們在座的父母很可能都碰到這個困難，需要幫助。對下一代的教育，如果要講的話，真

的是有很多話要講，只能長話短說。 

我們一起先來讀這一節聖經：「我載種了，亞波羅澆灌了，唯有  神教它生長，可見栽種的算

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它生長的  神。」這句話是幫助我們先知道一件

事：生命是  神所賜的，生命也在  神的手中，所以教養孩子的時候，我們有自己澆灌的方法，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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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這個好，給他那個好，但是他的成長絕對不只是外面知識的成長、情感的成長、事業的成長，

有一個成長是影響到永世的，就是他們屬靈生命的成長。這是我們一定要重視的，不然的話，已經

聽到太多的家庭在收這個結果，而懊悔不已。聖經上的話講得清清楚楚的，「我們種的是什麼，

收的就是什麼」。我們今天已經在收的東西常常是因為我們過去這麼種，所以，不要都去怪  神，

不要都去怪這個世代，我們一定要謹慎教養孩子。 

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就先用主的話和聖經的原則培養他，你就會發現他屬靈的生命長得很好，將來

進到大學裡去的時候，你就放心很多。  神把孩子交在我們手邊真正大概只有 18 年。18 年以後他就

出去了，出去以後，他跟父母的關係，就不像從前那樣。這 18 年裡如果沒有預備好，就把他放到大

學，就好像你從來沒有教過一個孩子游過泳，突然把他丟到大海裡，然後你轉身就走，再也不知道

他怎麼過生活，能不能生存，碰到怎樣的掙扎，他很可能就被這個世界、，被罪淹沒了！所以，我

們這段的時間希望孩子還在父母身邊，還有這麼些主日學老師，還有輔導們，還有教會的牧者、領

袖在教會帶領他們的時候，不要把孩子的教育跟教會屬靈的帶領分開來。同樣的，兒童主日學各

班，我也希望你們的教導是能配合整個教會的方向，大家一起來，回到聖經，回到起初，回到身體

裡面。 

教會整體對下一代的方向 

關於教會整體對下一代的方向，我在這裡只提三個非常重要點，因為若寫太多，我們會記不起來： 

第一件事，與  神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God) ，這是我們培養孩子第一個重要的方向。 

第二件事，與基督身體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the Body of Christ) 

第三件事，像基督的品格 (Christ-like Characters)。 

非常簡單背，十字架，直的是跟  神的關係，橫的是和基督身體的關係，然後是像主。這是我們整

個教會，包括兒童主日學、青少年聚會，以及所有大人的聚會，基本上都是朝著這三個重要的方向

去。 

一.  與  神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God) 

這個點，大家都認為理所當然最重要，可是我們都得承認我們做得不夠。孩子必須建立起跟  神

第一手真實的關係，先不要講他膚淺不膚淺，至少要真的。很多的孩子都蠻知道察言觀色的，他

們在我們面前會背聖經，會禱告，會有一些很聽話的表現，但是他的真實情形不見得是這樣。我

相信我的孩子也會這樣。我也聽過很多的主日學老師背後也跟我講，不只在這個教會，在我從前

的教會，在我去服事的教會，很多的孩子在父母面前表現的跟父母不在的時候差距太大，是幾乎

要不認得的人。我們千萬不要有一個迷思，覺得我的孩子很好，原諒我這麼講，似乎很殘忍。孩

子們在我們面前的表現跟他們真實的情形中間一定有差距，但是這個差距到多大，我們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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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要小心，要很謙卑，因為我們真的不知道我們孩子真正的情形怎樣。有時輔導們和主日

學老師可能知道的比我們父母還多一些。 

我們聽到現在美國大學裡可怕的情形，連我這次到英國，聽說劍橋大學有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已經

犯過淫亂。學生進到這麼高級的學府，但是他們生活的那麼糜爛，吸毒、酗酒、性泛濫，隨便的

生活是沒有辦法想像的。這些學生都是過五關，斬八將，不止斬六將擠進去的。前一陣子我在東

岸的時候，有一些父母跟我講，他說不敢上孩子的 Facebook，因為上去看了以後就「非死不

可」，因為才曉得孩子原來是這樣。 

今天孩子生在我們中間，生在在座的家裡面，我覺得是  神的恩典。我們就絕不要無可奈何的與

這個世代的邪惡妥協，我們需要起來爭戰，一起爭戰， 像一個大家庭一樣，一起把這個牆築起

來。也許你的家很好，像一個很好的鵝卵石，但是我們需要聖靈，需要主的話，好像水泥一樣把

我們連接起來，讓它是一道堅固的牆，而不是狐狸上來就會倒的牆。這需要所有在座的父母配

合。我們一起要著重孩子們跟  神有真正的關係，不要光聽他會禱告，會背聖經就以為可以放

心。他是不是真得救了，他做錯事，裡面會不會有光照？沒有的話很危險，表示他的信仰是表面

的。 

 

二.  與基督身體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the body of Christ) 

很簡單的講，就是要叫孩子學會在乎基督的身體。這不光是世界上所謂的團隊精神。剛剛我說過

這個世代的特點是孤立（isolation）。去年在「更新婚約」的典禮上，我說婚姻最大的殺手，還

不是我們個性不合，興趣不合，看法不合，而是孤立、隔絕。現在的孩子常常是 self-sufficient

（自足）的，他在很多的事情上，例如：網路、手機、音樂，都可以找到發泄和滿足。但是人生

最重要的事情，例如：跟父母之間的關係、兄弟之間的關係、團隊之間的關係、教會的關係、跟  

神的關係，統統都在他們生活裡面排行很低的。所以他們不容易有屬靈的胃口，來到  神家多半

是被父母帶來的，頂多就是朋友可以享受在一起的時間，可是他們缺少屬靈的胃口。所以父母今

天把他帶到  神家裡面來，是希望他在身體的保護裡面學習成長，而且在身體裡面，你最容易看

出你的孩子到底怎麼樣。比如，當教會說有一個整潔活動，你應該主動去問孩子的輔導或老師，

到底我的孩子有沒有參與？我好幾次到廚房去看，常常在廚房只有一兩個，甚至剛得救的福音朋

友。前天，我就看到 William 帶著剛剛才從中國來沒有多久的 Jonathan 在廚房洗洗弄弄，所有其

他的孩子在那邊打手機，玩，聊天。你要了解你的孩子是不是一個 team player，他在一個團體裡

是不是一個肯犧牲、肯順服的，有沒有身體的概念在他裡面。大家千萬不要小看這些事，這些事

情不光是影響他將來怎麼跟人相處，也影響了  神家的未來。雖然自我中心是人的本性，但也很

容易被父母驕縱而愈來愈擴大，因為父母在家保護得太厲害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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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南加州 Saddleback Church 聽說有人曾經對好幾千個父母做過的一個調查，如果讓你重新再做

父母一次，你會在哪些點上希望改進。他列了幾個東西讓人家挑，有點像我們今天的問卷。排行

榜第一名的就是希望他們少幫孩子做一點事情，不要這麼保護他們，讓孩子能更多的獨立。你看

看我們中國的父母親，對孩子簡直是除了學業，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為他做。他們不需要洗

碗，不需要疊被，不需要做這個，不需要做那個。我不是說每一個父母，在座有的父母做得很

好，但是我們中國人一般來說，過於寵愛孩子。我們不可以輕看孩子的教會生活。 

大人也一樣。當我們今天在這裡帶領孩子的時候，我自己是不是活在身體裡面？我自己有沒有團

隊的精神？當教會有一些活動的時候，我來不來參加，帶不帶孩子來參加，孩子們都在看的。主

把我們擺在教會，我們一起在這裡成長，一起在這裡愛我們的孩子，一起幫助我們的孩子。我曾

經跟同工們講，如果看見一個小孩子在外面亂衝亂跑，不需要對他大凶，但是應該叫他停下來，

免得他撞到人。我這次在歐洲就是發生這樣子的事情，一位年長的師母在機場被小孩撞到，無法

參加聚會，馬上送回香港，發現肋骨斷了兩根。你不要覺得說那是別人的孩子，我不敢管。我們

是在愛裡面管大家，能不能像一個家一樣一起來愛我們的孩子，愛這個教會，幫助我們的孩子過

有約束的團隊生活？而父母們一定要自己率先帶領做榜樣。 

 

三.  像基督的品格 (Christ-like Characters) 

那個 Christ-like（像基督）絕對不能拿掉。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也都很希望孩子有好的品格

(characters) ， 這些都是很好的父母。有些父母根本不在乎孩子的品格。在中國大陸現在有一大堆

這種品格教育的講習班，那是我們要小心分辨的，因為我們一定要回到聖經，是 Christ-like 

characters，是像主的，是主的性格。 

所有孩子的個性，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順服，請你們相信我。順服不光是要他順服父母，而是培

養他順服的性格。如果沒有順服的性格，他就不會順服  神。我們從小就要讓孩子先學會順服，

他學會順服以後對他這一生是一個極大的祝福。我看到很多孩子小的時候都好可愛，好乖，沒有

多久以後在教會是小霸王，吃飯的時候，父母親沒有辦法安靜坐下來吃飯，孩子都用喊的，我要

這個，我要那個，媽媽，你為什麼不給我那個，為什麼我都統統沒有…，全部都用喊的。但是父

母親好像就忙於應付他的需要，不管教。我在想，為什麼好好的一個孩子被你搞成這個樣子！

你為什麼不可以跟他講說不可以這樣講話，你要什麼東西安安靜靜對我講，不可以用喊的，不可

以這樣凶的，不可以這樣賴皮的！ 

弟兄姊妹，孩子是我們塑造他，不是他塑造我們。所以是我們訓練他，不是他訓練我們。今天父

母都被訓練得好乖啊，孩子要什麼就要什麼，他要怎樣就怎樣，他要發脾氣就發脾氣，他要睡到

幾點鐘你就幾點鐘才來聚會，誰告訴你可以這樣子養孩子的？我到外地去，看見他們教會同工有

人還沒有來，一問才知道因為孩子還沒有醒。基督教到底怎麼了（What＇s wrong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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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ty）?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為什麼孩子是中心呢？父母要培養孩子睡覺的習慣，他

應該學習，從小就知道有  神，而且敬畏  神。如果我們自己裡面對  神沒有這樣子基本的、真實

的敬畏，我們跟孩子說再多沒有用。我記不清前一陣子在收音機上聽到還是在書上看到的，一個

美國牧師講到一個年輕的孩子跟他講的話，他的父親是教會執事會主席，在家叫他要讀經，要他

好好愛主。這年輕人說，「我沒有辦法，因為我從來沒有看過父親在家讀聖經，而且常常跟媽媽

搞不合，下了班就坐在電視機前面一看就看兩三個小時，可是當他來到教會的時候，牧師若請他

上台帶領禱告或分享的時候，他永遠可以來上一段，說要尊主為大，要好好愛主，然後可以帶大

家禱告。我心裡面每次看到我父親這樣子，我裡面本能的就一個詞出來：「假冒偽善」這是一個

孩子對牧師講的話。弟兄姊妹，當然你可能沒有這麼嚴重，但是如果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子不敬

虔的生活，是一個沒有  神的生活，你要叫我們的孩子從那裡學愛主，學正直，學敬畏  神？有

次有個弟兄來我們教會交通，他說他們教會有的孩子看到父母親在教會跟人握手，問候“你還好

嗎？＂結果一上了車以後，夫妻兩個就在批評剛才問候的那個人。所以孩子心裡面馬上就有一個

印象，原來基督徒可以是兩面人，在教會是一樣，上了車是另外一種。弟兄姊妹，其實我們都在

說話，你不要以為你說話孩子不聽，其實我們藉著我們生活每一件事情都在跟孩子講話。他們都

在看，孩子的眼睛太雪亮了。所以我請求在座的，尤其是父親，一定要在家裡面站在弟兄該站的

位置，起來為家禱告，要為著自己的不屬靈向  神禱告，要自己在主的面前先要有見証，才可能

幫助孩子建立像基督的性格（Christ-like characters）。不是高壓叫孩子順服，不是徒然惹孩子的

氣。 

結論 

我希望我們教會兒童和青少年的聚會，所有的服事、所有的帶領、所有的教材、所有的上課的內

容，都記得這三件事情，並且在每一年（或更頻繁）來評估一下： 

• 第一個就講到跟  神的關係 

• 第二個要帶他們要認識基督的身體，要活在教會的生活裡面 

• 第三件要培養他 Christ-like characters, 要在乎他裡面的生命是真的。他能夠真正被主改變，真

正看見是基督的美德，而不是只是天生的一些有好有壞的性格而已。 

父母親的配合就是： 

• 我們自己要有敬虔的榜樣 

• 要一起多為孩子禱告。這不是老生常談，也不是官樣文章。我們一起為孩子揚聲禱告，在家

在教會我們都這樣禱告, 你要看見在這個教會的孩子被真正保護了，很不一樣的。 

• 要注重剛剛題的三個方向，在家裡面就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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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于師母也交通一些，然後我們底下再有一些的禱告。 

 

于楊念慈師母：我們的孩子需要教會 

孩子是耶和華所託付的產業 

弟兄姊妹們，平安。我們在教會裡真是一同做父母的。我相信這裡還有很多現在還不是父母，或是

已經做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我們若做了父母，一輩子都是父母，對不對？就算我們的孩子到了

50 歲，我們如果還活著，我們還是他們的父母。今天我們要講的還不只是我們自己家的孩子，而是

在教會中的下一代。 

以前我在講道的時候給你們講過，我們家有一個不受管教的狗帶給我們許多麻煩跟很沒面子，我們

都不喜歡帶它上街，因為不想在別人面前暴露我們對它沒有管教。昨天因為我們十個月沒有跟牠在

一起，下午我跟于弟兄說天氣這麼好，我們不要老埋首在那預備聚會，帶狗出去走走。牠現在若換

算成人的年齡大概是七十多歲了，但是出去的時候，于弟兄很受苦，牠不是往前比我們走得快，就

是走得比我們慢，很少能走在旁邊的。後來只好換我牽牠。我們常常得當街就教訓它。我們看到別

的狗主人，有的還帶兩隻狗，他們很享受，慢慢走，狗就跟在他們的旁邊。而我們兩個人好像狼狽

不堪，好不容易我們兩個出去散個步，回來的時候一肚子氣，又丟臉。我在回來的路上牽著這個

狗，生出一個感觸，這跟養孩子相似，你說我們愛不愛牠？愛，不然不會帶牠出去，可是我們享不

享受牠？不享受牠，而且很痛苦。本來我們養狗是為了享受的。我相信  神把孩子給我們也是希望

我們來享受這個關係。可是我們，就像剛才于弟兄講的，好好的孩子怎麼被我們搞成這個樣子！當

然不是說我們今天父母都要負完全的責任，但是我想  神把孩子做為產業交給我們，我們要把他管

好。這是我們做父母所受的一個托付，也是我們回應  神，祂把東西交給我管，我理當要把他管

好。 

真的只是因為荷爾蒙嗎？ 

有很多青少年的父母非常的苦惱。我們也不要太誇大，說孩子們到了青少年就不得了，他們的荷爾

蒙一定會造成逆反心態，也不都是這樣。我們都經歷過青少年，我不覺得現在的青少年他們荷爾蒙

的變化跟我們當青少年的時候不一樣，還是一樣的人，對不對？我們那年代青少年的過程大部分都

還算好。現在的父母就很恐懼，孩子才八、九歲，有一點點逆反心，就說，他的青少年期是不是已

經開始了？我們不要太過於恐懼，孩子的成長絕大部分在乎我們怎麼去教養他們。前幾天我送了一

個電郵給大家，是關於小小孩的父母該怎麼來管教孩子。有一個爸爸很有意思，他孩子都已經 20 幾

歲了，回信給我：「這文章太棒了。我希望在 20 多年前就有人把這篇文章傳給我。」說老實話，今

天許多孩子大了的父母在我們孩子小的時候，都是滿頭包的這樣過來，沒有什麼人教我們帶小孩。

懷孕要懂什麼沒有教我們，生出來也沒有人教我們，喂奶也沒有人教我們，小孩子不吃飯也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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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們，大便拉不出也沒有人教我們。現在的書多得不得了。而且還很多很多的講座，到處都可以

聽。每個月「基督徒生活論壇」講教養孩子，聽到我們都不想聽了。但是，令人困惑的，為什麼同

樣的歷史一再的重演！ 

我們很盼望在教會這個大家庭裡面有人曾經學過的功課，下一批人可以不必再重蹈覆轍，因為我們

是一起來為  神養孩子的。可是我發現這個很困難。于弟兄說，每個人都有自己教孩子的一套，不

太願意聽取我們的勸誡，所以同樣的故事一再發生，甚至越演越烈。有很多比較年長的父母，就看

不慣年輕的父母教孩子，也看不過去。還抱在手上的小孩子可以隨手一個巴掌打他的媽媽，媽媽還

要哄著他。我覺得如果我的孩子這樣對待我，怎麼可能呢？我們從小對孩子並沒有那麼呵護，也沒

有覺得他心靈受了傷害；對他大聲講話多少次，也沒聽說他需要內在醫治；有父母害怕孩子若沒有

睡好覺，腦子的發育就不好，或者脾氣就不好，所以一定得讓他睡到自然醒，在我們孩子小的時

候，都是他們跟著我們的時間走。在很多鄉下的地方，他們很多的孩子教得非常的敬虔，父母們都

沒有這些世上的知識。其實，我們能夠效法的對象，就是我們的  神；我們能夠倚靠的原則，只有  

神的原則，就是聖經的原則。 

神賦予我們長大成熟的能力 

我們的  神是我們的父親，也是我們的母親。他愛我們真是沒有話講。我們沒有一個父母愛我們的

孩子像天父愛我們一樣，像耶穌愛我們一樣。可是為了我們的好，祂的愛裡面有管教的行動。而今

天我們看到很多的父母不管教孩子，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危機。不僅是你們家庭的危機，而且是我

們教會的危機，甚至是將來整個  神的國度、整個基督教的危機。孩子要從什麼時候管教？孩子其

實一生出來就可以管教。只是要隨著孩子的年齡有不同的管教方式。 

我們不能對我們的孩子一直當他們是孩子。  神在帶領我們的過程，是培養我們具備成熟的能力

（empower us toward maturity），祂要幫助我們長大成熟。但是，特別我們中國的父母，我們的孩子

即使長到了幾十歲，還是把他當孩子，而不是成熟的個人，糟糕的是我們還可以縱容他們有孩子的

行為，而不覺得不正常。很多的父母，兒女都已經結婚了，還到他家裡去管東管西的。我不久前還

聽到傳道人說一個輔導的案例：一個母親在他兒子洞房花燭夜的晚上還去幫他蓋被子。 

我們為  神養孩子，是希望他成熟，而不是希望他永遠都只是我的孩子；我們希望他成熟能夠被  神

來使用。這個希望他要成熟的心態必須從他一生出來，甚至從一懷孕，就在我們心裡萌芽或被調

整。你希望你的孩子長大，你不希望他永遠是孩子，所以他的判斷力，他的思想，他處理危機的度

量，他跟  神的關係，他跟人的關係，全部都在這個成熟度的裡面。許多父母往往忘記了這個目

標，沒有想到我們應該讓他們成熟，能夠成為一個健全的人，成為一個敬虔的人，成為一個好的丈

夫、好的父親，成為一個好的母親、好的妻子。現在很多的女孩子都不會也不願做家事，男孩子什

麼都不懂，擔不起責任。年輕人常常來我們家，教會裡面也常常有活動，好不好我們回家後告訴我

們的孩子，你到別人家去吃完飯以後要洗碗，你在教會吃完飯以後要去打掃。我這次要帶十三個年

輕人到中國去短宣。我在他們買機票之前，特別跟他們講，我說你們好好考慮一下，能不能夠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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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了壓力，因為我會對你們有要求。這不是一個觀光團，如果我們都四手不動，等人家來服事的

話，我們沒有辦法去服事別人，沒有辦法被  神來使用。他們每一個人都回答說，願意去，願意被

訓練。但是如果他在家裡面從來都沒有受過訓練，他很可能沒辦法承受這樣子的要求。 

聖經裡面有一句話，“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 ，“杖打和責備能夠加增智慧＂。當然我們的責備

需要能夠有  神的樣子，才能加增他的智慧，不然只會讓他喪失志氣。我們今天大家一起來做父

母，希望大家一起有這個共識，如果我們不管教我們的孩子，將來這些孩子可能使我們受苦，他們

也會使別人受苦。這個管教要越早越好，現在孩子太聰明了，一歲的時候你就把他放在電視面前，

他受電視的影響比受你的影響還多。我們一定要管教我們的孩子，絕對不能放縱他們，要賦予他們

長大成熟的能力。 

不同的孩子在不同的年紀，你要用不同的管教方式，從「告訴」他怎麼做 (tell)，到「教導」他怎麼

做 (teach)，然後你「賦予他責任，分派他工作」 (delegate)。父母的控制 (control)是需要隨著孩子的成

熟度逐漸的放鬆；而對他們心理、情感的扶持 (support)，則要隨著他們的成熟度越來越增加。我們

正好很多時候是相反。孩子很小的時候我們放縱不管，等到他大的時候我們縮緊我們的緊箍咒，什

麼都要管。小的時候，天天贊美他，天天“好漂亮啊＂，“這麼乖啊＂，“好棒啊＂，其實他不需

要，他需要管教，他的“己＂需要受約束，甚至破碎，不要一直擴大他的“己＂的生命。但是，等

到他在人生的路上遇到挫折，遇到拒絕，很需要扶持的時候，我們反而回過頭來罵他、指責他。所

以很多時候我們在做父母的原則上正好相反，讓我們的下一代也吃了很多的苦頭。而他們的日子比

我們年輕的時候是越來越不容易。所以我們需要有更多從  神那裡來的智慧來對待我們的下一代。 

 

孩子需要過教會生活 

我們每一個人都不完全，今天很多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是非常有權威的，所以這些孩子只聽父母

的。我一直都對自己沒有這個自信，因為我覺得我是非常不完全的父母，我需要別人來幫助我一起

來養育我的孩子。非洲有個諺語，“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整個村

子）。所以，我們在一個  神的大家庭的裡，很希望我們的孩子們也從別人那裡受益。他不要只從

我這個罪人，雖然是蒙恩，但是我是罪人，只從我這一個人身上來得幫助。我需要他從學校的老

師，從教會的叔叔阿姨，從教會的輔導，從教會的牧者、長執、領袖，這些常常在他面前出入的，

我想要我的孩子從他們身上得幫助。所以，孩子活在教會裡面是非常非常重要。 

• 養孩子不能驕傲 

我們養孩子有兩個點，我也常常提，一個就是我們養孩子不能驕傲，絕對不能夠驕傲。為什

麼我常常提呢？因為我們做父母的最容易驕傲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孩子。可是在基督裡面做

父母的，我們要很小心的一個點，就是我們在養育孩子的事情上千萬不要驕傲。五歲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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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你不知道他十五歲好不好；十五歲很好的孩子，你不知道他二十五歲怎麼樣；二十

五歲的孩子你不知道他五十歲怎麼樣。 

我前幾年到香港，有一批年輕弟兄姊妹非常的好，他們照著教會的傳統辦暑期聖經班 

（VBS），花了好多的錢，這些大學生，高中生甚至請假為了要教教會的小朋友。他們的老

師大概有二十個人，結果他們教會報名的孩子大概十個人。他們教會很大，比我們人多。這

些年輕人就很喪氣，跟我講這件事情。我說為什麼孩子們不來，他說他們太忙了。父母安排

暑假活動的時候，把這些小孩子時間排得滿滿的，參加這種夏令營，參加那種夏令營，去鼓

樂隊，游泳隊，還要學英文，學數學，各種的技能，甚至到國外去學；教會的 VBS，則無人

問津。我當時還很  神氣，說我們教會 VBS 很好，弟兄姊妹的孩子們統統都來。今年因為沒

有人要辦 VBS，我就一時衝動說我來擔這個責任，開始去了解一下細節，才知道去年我們教

會的 VBS 自己弟兄姊妹報名人不到一半。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什麼原因，是 VBS 辦

得不好呢，還是真的就是像香港的弟兄姊妹一樣，因為孩子們時間都排得滿滿的，已經沒有

餘地來參加教會的 VBS 了。 

教會的 VBS 其實就是教會孩子的夏令營。如果辦得不好，我們應該一起來，讓孩子們一年一

次能夠跟所有的小孩子整天都在一起的時間成為他們成長中很重要的一環。他們平常都在學

校，你可能說禮拜天已經夠了，可他沒有這樣完整的跟小朋友在一起，好好的過教會生活。

我覺得在 VBS，聖經的知識是第二目的，過教會生活是第一目的。而且他一年只有這麼一個

機會能認識大哥哥，大姐姐。 有一次在高中生的家長會裡，有個家長跟我說，她不能想像她

那個高中生兒子常常下了學以後，自己走到 David 的銀行，跟他一起吃飯，他們差 5 年，怎

麼會認識的呢？我說，就是因為你兒子參加 VBS，大小孩才有機會跟小小孩在一起。你的小

孩子是不是只跟同年紀的小孩子在一起？你信不信，跟他同一代的，比我們有辦法。我們今

天教他們唱歌就不如這些青少年教他們唱歌。他們的注意力都在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身

上。大哥哥，大姐姐怎麼過生活，他們怎麼樣經過他們的青澀時期，怎麼樣跟他們的父母相

處，怎麼在教會裡事奉，這些小孩子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很盼望今天要像一個家一

樣，一起來養育我們的孩子，不要驕傲，不要以為只要憑我自己一個人就可以了。我們沒有

一個人是完全的父母，也不夠應付我們自己孩子的需要。雖然我們是負最主要的責任。 

• 養孩子不要灰心 

昨天我們在遛狗的時候，即使牠老太太已經七十幾歲了，我們還在想要訓練牠，因為我們不

灰心。今天不管你的孩子多大，為他禱告，不要灰心，我們行善不可喪志，時候到了，就要

收成。重點在於，作為一個父母，我希望在  神面前能夠無愧。如果我們已經盡了我們做父

母的責任，在  神面前，已經照著我們從  神那裡領受的恩典，盡了我們的本分，我們的孩子

還是冥頑不靈，這時，就跟牧養教會一樣，把他交給主，不要灰心，時候到了，必要收成。

我相信我們的  神是信實的，祂一定會聽我們的禱告。每一個父母都有遺憾，包括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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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我們都希望“早知道就好了＂。如果今天在座有一些的父母，正在受苦，即使我們

很遺憾，也不要對  神失去信心。“奇異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可以被  神改變，後來成

為一個非常好的器皿。耶穌基督的救恩，是為著每一人的，他可以救每一個人，我相信我們

的孩子也能夠被  神改變。「我載種了，亞波羅澆灌了，唯有  神教它生長，可見栽種

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它生長的  神。栽種的和澆灌的，都

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林前 3：6-8） 

 

于弟兄：總結 

 

我們很難在這麼短的時間裡面講得完整，我們只是想把一個負擔傳遞出來。然後整個  神家一起

來。我們身為牧者，不管兒童主日學，青少年，青年，各個聚會的方向尋求，教材訂定，只要我們

時間跟力量許可，都會盡量願意來扶持或給予指導。同工們一定要同心。不要各做各的。剛才三個

大方向我們簡單復習一下。第一件事，與  神的關係。第二件事，與基督身體的關係。 第三件事，

像基督的品格。 

我們一起禱告，禱告以前我也特別謝謝我們在座的所有的老師們，輔導們，他們花了很多的代價，

但是我希望我們鬥拳不是打空氣，奔跑不是無定向。今天發的調查表，一定要交。 

 

禱告： 

主啊，我們做父母的，做老師的，都一起謙卑的來到祢的寶座前，為著祢給我們的孩子，我們感謝

祢。也為著我們在祢面前常常覺得失去了力量，失去了方向，或是不知道怎麼樣帶領他們，求祢來

幫助我們。有許多當盡的本分，我們有愧職守，也求祢赦免我們。主啊，幫助這個教會裡面所有的

孩子，都能在祢的愛中，在祢的話中，在祢的教會中得到健康的成長。不只各個家庭蒙福，袮讓整

個教會能夠在一起來蒙恩。當我們在這裡高舉基督，傳揚基督的時候，所有福音朋友只從孩子的身

上，就讓他們羨慕來到  神的家中，知道在這裡是不一樣。主啊，我們把我們的下一代特別的交在

祢的手裡，當我們做不來，顧不到，看不見，聽不見的時候，主啊，祢是他們的主，求祢幫助他

們，保護他們，不叫他們遇見凶惡，幫助他們勝過試探，讓他們一生懂得敬畏祢。為著在座所有的

父母，祖父母，老師，輔導，特別獻上感恩，求祝福我們。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