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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大纲 

I. 父母的目标 

A. 神对人的看法 

1. 人性非本善。 

2. 人性本恶。 

B. 神对父母的指示 

1. 神指示的实质 

2. 执行神的指示 

a. 教训（paideia） 

b. 警戒（nouth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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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父母的目标 

回顾上一周的家庭作业 

 

 

 

 

 

 

 

 

 

 

 

 

 

 

 

 

除了父母的优先次序，我们还需要讨论—— 

I. 父母的目标  

神借助圣经的原则和圣灵的能力，使基督徒父母们能够达成所有信徒们在生活中尽力追求

的主要目标，包括家庭方面的——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林前 10:31）。 
 

• 彼后 1:2-4 说，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 
 

回顾第 1课“父母的优先次序” 

I. 父母的优先次序 The Parent’s Priorities 

A. 委身主耶稣基督，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顺服他的主权 
B. 委身于配偶，包括委身于你们的关系和角色 
C. 委身于家庭，成为一个管家和门徒 

• 教会整体的力量依赖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的力量。 
• 教会领袖是从那些始终如一、有效、圣洁的家庭领袖中挑选出来的。 
• 家庭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基督在父母心中的位置，以及父母在孩子面前正直的基督

徒生活。 

• 家庭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基督在父母心中的位置，以及父母在孩子面前正直的基督

徒生活。 
如果我们（教会）忽视了圣经关于家庭的教导，教会就没有担负起它首要的一项

责任。 
D. 委身于其他，包括在教会和世界中的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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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所说的认识，可以藉着明白圣经中的真理而获得（诗 19:7-9）。 
 

基督徒父母想要以敬虔方式养育孩子所需的一切知识，都能够在圣经中找到。 
 

• 提后 3:16-17，（阅读）圣经能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虽然圣经能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但是我们有能力行出来吗？ 

 
• 腓 2:13 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未得救赎之人不为荣耀神而活（罗 1:18-23）。他们在神的普遍恩典下，因着遵循圣经

关于家庭的原则，只能表面上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只有那些因信他儿子属神的人，才能明

白、实现并且蒙恩操练圣经原则的转变大能。 

 
• 林前 2:14 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

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讨论如何能够得救） 
 
因此，当我们在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家庭中，遵守并实践学到的所有原则，将产生极有果效的

结果。 
 
• 在这样的家中，丈夫/父亲是主要的供应者和带领者（林前 11:3；提前 5:8），妻子/母亲优

先考虑的是她的家和家人（多 2:4-5）。 
 
人们都愿意将正确的教义运用到家庭生活中，但是当父母没有扮演好神所设立的家庭角色并

承担各自的责任时，家庭将失去许多圣经的应许和祝福。 
 
• 我们基督徒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荣耀神（林后 5:9）。 

 
• 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我们教养的目标是什么呢？ 

 

教养的目标是： 

成为神手中忠心的器皿，积极地按照圣经的原则教养子女。 
 

• 目标是成为一个忠心的器皿（管家）。 

 
• 这个目标基于两个因素：神对人的看法和神对父母的指示。 

 

A. 神对人的看法  

1. 人性 非本善 。这也包括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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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们看看三位知名的心理学家的观点： 

 

弗洛伊德说， 

• 人是受本能支配的，人主要的本能有两种：爱和恨。 

• 不要反对孩子基本的冲动，来扭曲他们的个性。 

 
史金纳说， 

• 人出生时是一张白板。 

• 环境会影响这张白板。 

• 家长只需要改变环境，就能造就孩子。 

 
罗杰斯说， 

• 人是一朵花，如果他拥有“自我实现”的机会，就能绽放。 

• 孩子天生良善，能够自我激励。 

• 人基本上具有一些神性。 

• 如果我们让孩子自由体会他的感受，使其能够实现自我，他

必定“如花盛开”。 

 

这些观点与圣经关于人罪性的教导并不相符。事实上，心理学没有正确认识到人真正

的问题在于有罪的心，所以难以给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人的目标是为了对自己有良好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做得更好（自尊运动）。这种非

圣经观点已经渗入了教会，欺骗了众多信徒。 
 

推荐阅读：约翰·麦克阿瑟著《聖經輔導入門--輔導原則與實踐的基本指南》第五章 
 
与之相反，神对人的看法是：人不是良善的，而是—— 

 
2. 人性本恶。 

  
孩子也同样如此！ 

 
• 圣经有清楚的证据表明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罗 3:10-11 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罪会影响全人。（提多书 1:15）（阅读一些精选的经文） 

意志 约 8:34；罗 7:14-24；弗 2:1-3；彼后 2:19 

思想和悟性 创 6:5；罗 8:7；林前 1:21；弗 4:17 

感情和情绪 罗 1:24-27；提前 6:10；提后 3:4 

外在的言行 可 7:21；加 5:19-21；雅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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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没有哪个地方或者哪个方面不受到罪的污染，也就是说，人是完全的堕落。 

 
不是所有罪人都同样的邪恶，但是所有人都完全无法从罪疚感中挣脱出来，

并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罪疚不仅是一种情感，还是一个处境，这个处境由做

了或没做什么而确定。 

 
• 孩子就在这种罪恶的条件下进入了世界。孩子对于如何撒谎、如何自私或

做错事无师自通。这些事情是从一颗有罪的心里自然生发出来的。 
 

• 诗 58:3 说，大卫丝毫不怀疑人堕落开始的时间。 

 

人甚至在母胎中，就与神疏远、分离。当婴孩一出母胎，他就与神疏远，

从某种程度上显明了罪恶、弯曲悖逆的心。 

 

诗 51:5：这节经文不是表示性交是罪，因为圣经赞扬婚姻里的亲密关系。

（来 13:4；箴 5:15-20）经文的意思是人的生命刚刚被孕育的时刻，本质上

就已经有罪了。  
 
当婴孩在母腹中发育的时候，他的身体和思想也在发育，使其能够实现

心中罪恶的意念。 

 

• 孩子有时在思想、说话或者行为方面会表现良好的事实（路 11:13；罗 2:14），
不能证明他不是完全堕落的。因为这些“好”不能达到完全、终身的公义

和完美的圣洁，让他能够凭此在神面前站立。（赛 64:6） 
 

每个孩子都是完全的堕落，因此完全需要救赎，所以必须教导他有关神

的事，包括他的属性，他的律法，他的爱和饶恕。通过圣经让他知晓他在

罪中的状况，以及他的罪在眼下和永恒里的可怕后果，没有任何外在的作

为或行为能为他赚取救恩。（弗 2:8-9） 
 

必须教导他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约 3:16；徒

16:30-31） 
 

因为所有的孩子都生来有罪并需要救赎，所以你必须关注他们的内心。关于人

心，圣经是如何教导的呢？ 

 
• 圣经教导，人的心灵是生活的控制中心。 

 
• 在创 8:21，神宣告“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 罪恶的根在心里，我们常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雅 1:14、15） 

 
• 箴 4:23 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可 7:21；耶 17:9）参阅附录 III：

心之图 



父母的目标 18 第 2课  

按照圣经教养子女 本文简体字版权由 IRC 所有。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ChinaMuZhe.com 
Parenting for Life   Grace Community Church, All Rights Reserved 

 
因此，教养子女主要事关内在，要解决孩子内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他行为上

的问题。 
     

• 父母应该关注如何帮助孩子明白他的罪（通过教导神的律法），以及律法

如何揭示人心是诡诈的，并且坏到极处。（耶 17:9） 

 
• 孩子必须明白罪恶给今生带来的悲惨结果，以及将来在地狱里的刑罚。（罗

6:23）教导要指向基督的十字架，并且强调人需要救主以及救主的作为。

（林后 5:15；彼前 2:21-25） 

 
• 一旦得救，人仍旧需要寻求解决内心的问题。他要心存谦卑，不断从罪中

悔改，顺服神的话语，逐渐成圣（变得越来越像基督）。 

 
因此，教养子女必须定睛于基督，这有关于孩子的救赎和成圣。父母需要不断

地带领孩子面对自己的罪，并且藉着相信耶稣流出宝血并且复活，回转归向耶稣，

这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林前 15:3-5） 
 

• 只有在基督里，确信有罪的孩子才能寻找到盼望、饶恕、救赎和活出讨神

喜悦生活的能力。只有经历重生以后，内住的圣灵才会塑造孩子，彰显灵

性的美德，结出圣灵真正的果子（弗 2:1-10） 

 
• 因为基督徒教养不仅关乎孩子的行为，而是关乎救赎和成圣，那么圣经告

诉我们要走哪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呢？ 

 
我们必须明白神对人的看法，然后我们必须看—— 

B. 神对父母的指示  

弗 6:4 说：“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 这条指示将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合乎圣经要求的父母。 

 
• 父母不是永远正确的，但他们是神赐给孩子的首要权柄和教养的来源（箴

4:1-4）。这是一贯的模式。 

 
《以弗所书》6章 4节明确告诉我们该如何养育子女。今天我们就从仔细查考这节经

文开始。 

1. 神指示的实质   

弗 6:4 中的钥节是，“养育他们”(ektrepho)。 
 

这句话的意思是抚养、使其成熟、供给和支持。弗 6:4 的含义是，通过提供孩子长大成

熟所需用的，来体贴关心孩子。换言之，孩子需要的就是教训和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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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原文中，这是一个主动语态，“你们做父母的要养育他们”。 
 

• 而不是一个被动语态，像“你们这些被养育的孩子们”（被环境，如主日学

等）。 
 

• 也不是一个中性语态，“孩子们，养育你们自己吧”（箴 22:6 也是以一个主

动语态说“教养孩童”）。 
 

世人自视过高，拒绝承认孩子的堕落，在教养孩子方面比较被动，他们认为很多事

情都不需要做。即使我们基督徒相信孩子的堕落，也没有在教养方面体现出来。 

 
但是圣经没有教导说孩子是无罪的，也没有说他取悦自己、我行我素的愿望是无罪

的。他是有罪的（罗 3:10-18）。因此，这就更需要父母在“养育他们”上付出努力。 

 
基督徒不要想成为一个被动的家长。一个被动的家长缺少智慧，不去研读神的话，

也不按着教训祷告（箴 1:1-7；雅 1:5）。 
 
这种被动的教养方式导致许多借口，比如： 

 
• 这个阶段会过去的，孩子将会长大成熟 

• 怪罪于环境，等一段时间，环境总会改变 

• 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不可能听话 

• 魔鬼无处不在 

• 一些“综合征”或“失调” 

     
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和错误的想法，我们变得被动： 

 
• 我们不想付诸努力，我们懒惰。 

• 我们总是忙于其他事情，想在自已感兴趣的事上，甚至在“事工”上获得

成功。 

• 拒绝相信事实。“我的孩子怎能做这样的事情？”毕竟，我们是一个基督

化家庭。（这在主日学或教会学校经常可以看到）。 

• 我们十分惊讶，太过于震惊而无法回应。 

• 我们原谅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认为这很“可爱”。 

• 我们认为他们太小，无法学会。 

 
不要受骗：在其他生活领域的成功（比如做生意），不能保证教养子女也能获得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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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大卫是一个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而他却是一个被动的、对孩子不上心的

父亲。《撒母耳记》记载了他的三种景况以及三个不一样的儿子。大卫被公认为一

位伟大的君王，军事家和音乐家，然而却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o 撒下 13:1-39：暗嫩强奸他玛，大卫无所作为，因此押沙龙杀死了暗嫩。 
 

o 撒下 15-19：押沙龙想要篡权，大卫因他的罪，承受了更多的苦果。 
 

o 王上 1:5-31：亚多尼雅称自己必要作王，大卫没有责备他。 
 
我们必须主动承担养育孩子的任务，特别是父亲，当然不是说母亲的角色不重要（参

箴 1:8；箴 31）。实际情况来说，她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但是有时父亲需要特别

的鼓励来参与教养子女。 
 

为什么？ 
 

• 父亲倾向于忽略他们的责任 

• 父亲在这个方面倾向于胆怯……放弃角色 

• 由于神让父亲在家中作头，父亲要直接向神负责。（林前 11；提前 3） 

• 父亲倾向于认为当他们回到家，他们的工作就结束了。 

一些父亲需要在门上放一个提醒标志：“现在你正踏入宣教禾场！” 

 
除了是主动语态以外，“养育他们”是一般现在时态，表示持续的动作，即持续不断地养

育他们。坚持，不要停。 
 

• 教养子女是工作。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做，是可以做好的，但如果等到“以

后”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或者认为我们的孩子“准备好”的时候，

需要处理的问题将如排山倒海而来。 

 
• 举例：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些孩子不能自己系鞋带，不

会打开午餐盒，不会自己上洗手间，不能整齐地排列自己的名字，老师与

他们说话他们也不会回答，休息时间不会找事情做，或者无法保持上课安

静。这些本来是在家中一点点学会的，现在却一股脑地交给了老师。 

 
• 举例：更可悲的例子是，父母担心上初中的孩子面临同辈压力，然而，多

年来他们却没有忠心地教导孩子关于敬畏和信靠神、独自对抗罪的重要性。 

 
渐渐地，父母要么努力地成为神手中忠心的器皿，按照圣经的原则养育

他们的孩子（像申 6 中的榜样）， 
 

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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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忽视了这个责任（阅读箴 24:30-34，懒惰人的田地）。被动（懒惰）

在圣经中是被定罪的。 
 

“养育他们”是一个主动的，持续的行为，也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选择。 
 

这不是一个友情提示或者建议……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如果心理学书

籍认为父母应该……或者如果爷爷奶奶同意……或者如果我是你……或者如果

方便或容易的话……或者如果是所谓专家所说。 

 
神命令父母养育孩子：他给予我们权柄。我们不需要其他人的许可。 

 
我们要主动地、持续地、带着权柄养育他们。 

2. 执行神的指示   

为了遵行神的指示，在弗 6:4 中两个钥词我们必须明白：教训（管教）和警戒。 
 

a. 教训  (paideia) 
 

这个词在希腊语中不止一种用法。在弗 6:4 的背景下，最好可以解释为

训练的通用说法。 
 
父母要系统地训练孩子。为了实现训练的意图，可以使用的方法或者工

具包括：规则，指南，限制，奖赏，纠正和规矩。 

 
这种训练能够建立一个框架，帮助孩子养成智慧生活的好习惯。为了帮

助孩子懂得哪些行为是智慧的选择，父母必须察看孩子生活的各个领域，比

如他的日常规律、时间的运用、人际关系和责任。 

 
孩子堕落本性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是他的愚蒙（箴 1:4）、无知（箴 7:7）、

容易受骗（箴 15:5），很多时候鲁莽地冲向罪恶（箴 22:3），不知道如何智

慧地使用时间。因此，孩子需要父母“养育他们”，也就是训练他们如何明智

地生活。 
 
为了帮助训练他们的孩子，家长需要建立家规。但是没有一套规则、指

南和限制适用于所有的家庭。神赐给父母他的话语来带领他们。根据从圣经

原则而来的智慧，父母按着良心建立（并调整）他们的家规。在顺服父母的

训练中，孩子需要学习听从权柄，圣经上说孩子这样做是主所喜悦的（西

3:20）。 

 
一个需谨记的要点： 

 
教训不单单为了塑造孩子的行为，也是父母向孩子指明他需要耶稣的方

法。当孩子违反了父母教导的标准时，正是给他解释他需要救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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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附录 IV：教养子女和旧约律法 
 
有关训练子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纠正。这意味着惩罚错误行为。

父母的纠正帮助孩子学习非常重要的课程，即选择是有后果的。这就是撒种

和收割的原则。 
 
纠正包括杖的使用，但不限于此。 
 
注意这些经文：箴 13:24，19:18，23:13-14，29:15 
 
虽然那些不爱神和他话语的人说，杖责是一套过于老旧或残忍的方法，

但是基督徒父母必须在这个方面顺服。我们能把这些经文从圣经中去掉吗？

当然，神恨恶虐待儿童，基督徒父母也是如此。但是合乎圣经的纠正与虐待

儿童毫不相干。以圣经的方式，慈爱地使用杖责实际上证明你爱你的孩子（箴

13:24）。 
 
虽然许多父母逃避他们的这部分责任，但是有时他们一定要反对孩子，

这种冲突是有目的的。 

  
正如圣经所示，甚至像大卫、以利等先贤都失败于此（撒上 2:29，3:13；

王上 1:6）。 

 
你也许忍不住要放弃这部分训练，因为事实证明这个过程令人很不愉快。

一些父母不想要任何麻烦和反抗，或者他们害怕伤害孩子的感情或创造力。 

 
o 也许父母曾经读过一些调查，试图将打屁股和暴力倾向联系起来。 

o 也许他们自己的父母从来没有运用圣经原则惩罚孩子。 

o 也许其他的父母曾经说过此方法对他们来说没有效果。 

 

但是作为一个合乎圣经要求的父母，按神的方法教养意味着，我们必须

乐意信靠神的话并且顺服。 

 
b. 警戒  (nouthesia) 

 
与“教训”更宽泛的含义不同，“警戒”这个词则更加地具体。从字面上看，

它表示“放进头脑里”，通常翻译为警告。 
 
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选择这个词来表达教导孩子的重要性。通过

口头警告、鼓励、建议和警告，我们教导孩子神的本性和作为，以及他对他

们的要求。 

 
注意：箴 1:7 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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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语是他赐给我们教养子女的工具，当他们偏离正道时，可以引他

们回来。这就使子女教养成为完全属主的。当我们的孩子有足够理解力，我

们教导他们神的伟大属性和我们回应神的正确方式。当他们处于试炼、难和

悖逆的光景时，我们也必须将他话语的真理带给他们。圣经是大有能力的宝

剑，它能剖开一个人的最深处——“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来 4:12）。 

 

在教养孩子时，教训和警戒要有适当的平衡。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责任的

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孩子越小，他需要越多的指导和规矩。孩子越大，

父母能教导他越多的圣经真理。如果靠着神的恩典，孩子能够具有得救的信

心，他从父母受到的教导能够让他有知错的心，这将帮助他自己作出负责任

的选择。 

 
看附录 V：亲子关系（描绘教训和警戒平衡关系的图表） 

 
总结 

 
在本课中，我们学习了父母的目标——按照圣经原则，忠心、主动地抚养我们的孩子来取悦

神。 
 
这个目标基于神看所有人都是罪人，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目标建立在神对父母的指示上：

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 

 
一个要反复思想的观念： 

 
我们教训和警戒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让孩子遵守某些外在的行为标准。 
 
换言之，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不是只简单地希望看到孩子循规蹈矩。我们永远不要过

于看重孩子的行为，或者设想智慧的行为等同于与基督建立了关系。 
 
（关于父母如何通过教训和警戒向孩子传讲福音，我们将在以后的课程中讨论。） 

 
下一课：第 3 课 父母的挑战 
 
问题 
 

默想原则 

1. 回顾所学课程，包括附录和圣经经文。写下与本课内容有关的问题。 
 

2. 假如你的非基督徒邻居，看到你的家庭与他们的不一样，向你求问一些教养子女的建议，你

根据本课的学习，会如何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会那样回答？ 
 

3. 父母的正确目标是什么？用自己的话说。你的目标合乎圣经吗？请写下你的目标，并且祷告

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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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仔细观察附录 III（心之图）和包含的经文。当你的孩子成熟以后，耶 17:9、箴 4:23、可 7:20-23

和来 4:12 中所含的真理如何影响你对孩子的教训和警戒？  
 

5. 复习本课中有关弗 6:4 关于神对父母的指示。 
 
你常常会： 
 

• 有智慧地牧养你的孩子，还是粗暴地操控他们？ 
 

• 更主动还是被动地承担父母的责任？ 
 

• 随时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成长情况，增加新的教养的内容? 
 

• 假设适当的角色本身就是权柄，意识到养育子女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种选择？ 
 

根据以上的特点，思考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你需要在什么地方

改进？你要采取什么步骤进行彻底地改变？ 
 

6. 当我们想到教训这个词的时候，常常出现在脑海里就是纠正的想法。回顾本课讨论训练的部

分。看附录 V，亲子关系。记住极端的表现。没有规矩使孩子误以为他掌管一切，在各样的

事情上反抗父母的指示。 
 

例如，一个 8 岁大的孩子回家就打开电视，不用征得家长的同意，也没有观看时间的限

制。一个小时之后，父母让孩子去做家务或者练钢琴。可是，孩子却不听。为什么？过度地

放宽孩子选择的自由，会让孩子觉得凡事他都可以自己决定，因此不尊重父母。 
 
另外，太多的规矩会令孩子感到受挫，因为他看不到与父母的沟通之道。这让他很生气。

他需要成长的机会，从他自己的选择中去学习。 
 
每个家庭的平衡点是不一样的，有时孩子与孩子也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教养

子女给了我们一个信靠神寻求智慧的绝佳机会，让我们记住，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他甚至

会使用我们的错误、失败和罪去成就他的目的。（罗 8:28；腓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