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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大纲 

IV. 父母的角色  

A. 父母是管教者  

1. 不合乎圣经的管教 

2. 合乎圣经的管教 

a. 是有爱心的 

b. 有智慧的 

智慧的规则是： 

i. 合理的 

ii. 可确定的 

iii. 有用的 

(a)奖赏 

(b)后果 
 
 
  



父母是管教者 48 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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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课 

父母是管教者 

选择部分家庭作业，回顾上次所学课程。 

 

回顾第 4课“父母的角色” 

I. 父母的优先次序  

II. 父母的目标  

III. 父母的挑战  

IV. 父母的角色  
A. 父母是管教者  

1. 不合乎圣经的管教  
a. 过分地控制孩子 
b. 带着怒气的管教 
c. 只是因为孩子带来麻烦而管教 
d. 缺乏鼓励的管教 
e. 认为管教会阻碍创造力和潜能 
f. 认为管教会扭曲孩子的性格 
g. 没有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 
h. 不忍用杖 

 
2. 合乎圣经的管教  

效仿神的榜样：  
a. 是有爱心的……为孩子设定有益的限制： 

 (i) 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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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建立秩序  
(iii) 保护孩子  
(iv) 帮助孩子准备面对人生的局限 
(v) 显示孩子需要教导  
(vi) 表明孩子没有能力保持标准，因此他需要一位救主 

 
本课我们继续讨论父母作为管教者的角色，看看合乎圣经的管教的另一个方面。它同样效仿

神的榜样： 
 

b. 是 智慧 的  
 
智慧的规则是： 

 
(i) 合理的（不是负担） 

 
人们很容易消极（就像一个活的负号），常常没有道理地说“不”。 

 
• 考虑一下孩子的能力和理解力：他们与你是不同的。你能做到的他不一定能做

到。 
 

• 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做你所要求的事（根据年龄和成熟度）。一个 3岁孩子整

理床铺所花的时间肯定要比 12岁孩子所花的时间长。 

 
只给予孩子能够明白的指导……比如“请自己叠被，穿鞋，梳头，吃早餐。”

这对一个 8岁的孩子来说没有问题，但对于一个 3岁的孩子来说就太难了。 

 
要耐心地激发孩子的勤奋精神和责任感。与要完成的任务相比，要更多地注重

孩子的努力和态度（西 3:23；传 9:10）。这有助于你对孩子有合理的期望。 
 
智慧的规则是合理的，也是…… 

 
(ii) 明确的  

 
给予清楚的指示。父母和孩子都必须清楚地明白要求（以及后果）。 

 
• 你是在下达命令，还是在提出建议？这一点要搞清楚。你必须有效地与孩子沟

通各项要求。你的孩子必须学会如何留心听你的指示（箴 4:20-22）。（下一课

会涉及沟通技巧。） 

 

• 比如，“收拾你的房间。”（你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更加具体地定义这个命

令）是除尘，整理床铺，用吸尘器吸尘，还是整理抽屉？  

 

规则明确的一个好处是，它们是可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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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助于让孩子重复你所给出的指示，避免产生误解。 
 
合乎圣经的管教是智慧的。智慧的规则是合理的，明确的，也是…… 

 
(iii) 有用的  

 
我们作为管教者，必须像孩子证明顺服的福分和悖逆的严重后果。爱是顺服的最高

动机（林后 5:9），但是圣经并没有忽视或否定因果原则，以它为工具来激励顺服和

阻止悖逆。 
 
你可以在圣经中发现因果原则（比如，种什么就收什么）。 

 
• 因果原则强调我们选择的 结果（林前 9:24-27；加 6:7）。 

 
o …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箴 13:13-15） 

 
o …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箴 15:19）在平坦的大道上更容易行驶。 

 
所以我们要问孩子：“你想要选择哪条路？” 

 
• 因果原则 说明 了离弃愚妄的生活、追求巧妙生活和智慧生活的益处（箴 15:5；

箴 10:8）。 
 

但愿我们的孩子有朝一日离开家后，不会面对那么痛苦的教训。在他们年

幼时，我们必须要用爱心教育他们，又要严格要求他们。 

 
• 因果原则能够使人 悔改。 

 
神能够使用一个孩子愚蠢的选择所产生的后果，使他悔改。 

 
• 因果原则展示了一个 对比（申 27，28）。 

 
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以后，六个支派的人站在基利心山上宣布顺服所带

来的祝福。在山谷对面，其他六个支派的人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悖逆所带来的

咒诅。这是神给以色列民上的非常形象的一课，说明他们不同的选择会产生截

然不同的结果。同样地，在家里对孩子也要赏罚分明，使他们谨慎考虑他们的

选择。父母要让孩子知道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祝福”或与之相对的“咒诅”。 
 

o “你想要这个，还是……这个？” 
 

o “你是想要我表扬你，还是……管教你？” 
 
如你所见，教导因果原则的管教包括这两个基本的要素：奖励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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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奖励  

 
无愧的良心、父母的称赞和特权，都是孩子因为顺服而得到的奖励。然

而，有时父母想要更具体地奖励孩子（比如增加一项特权，授予新的特权，

购买孩子早已中意的东西）。比如，父母可能会： 
 

• 因为孩子完成一项挑战（家庭作业等）而给予一个特别的奖励 

 
• 因为孩子额外的努力而给予一个奖励 

 
• 因为孩子在艰难的争战中得胜而给予一个奖励 

 
(b) 惩罚  

 
惩罚包含着痛苦……要么是身体的不适（打屁股），要么是特权被剥夺。

失去的特权可能包括： 
 
正常的上床时间（被要求提前上床睡觉），特别的零食或点心，与家人

在一起的时间，或者娱乐消遣（骑自行车，玩玩具，体育运动，电脑时间，

看望朋友等）。特权的剥夺要因人而异，因为孩子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当惩

罚让孩子付出代价的时候，是最有效的。 
 
记住，神是生活中所有特权的来源。我们要教导孩子为一切感谢神。如

此，失去某种特权就可以帮助孩子理解播种与收获的道理。一个对生活的任

何特权都怀着朴素的感恩之情的孩子，是容易明白这些道理的，而不知感恩

的孩子却难以从中得到教训。 

 
为了更有果效，惩罚…… 

 
• 必须要实施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

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 6:7，8） 
 
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他所说的，他必定成就。孩子必须明白，神希望

他们顺服父母（弗 6:1；西 3:20）。不顺服必定会遭受后果。 

 
• 必须不允许孩子延迟顺服  

 
当父母给孩子指令时，要求孩子立即服从。如果孩子总是要等父母叫两

遍、提高音量或数到 3 才能服从的话，这就会成为你将来一贯的模式。只说

一遍，需要很强的原则性。设立“只说一遍就听”的规则真的不比“数到 3”困
难多少，但能节约时间，省却麻烦。（The Things You'll See: Notes to My 
Children on How They Were Raised by Lawrence R. Lucas, pag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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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母允许孩子不顺服的行为时，其实是在破坏神的期待。 
 

o 例如，父母也许会对孩子说：“请到这里来”，然后就开始慢

慢地数数“1……2……3……”。 

 
o 父母这样做是在教导一种错误的、难以实施的标准，而且在容

忍孩子天生的叛逆倾向。父母不应这么做，而是要向孩子说明

当你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马上过来……并且不能一边数数

一边等他们过来。如果他们不听话，要实施一贯的惩罚。延迟

的顺服、部分的顺服和外表顺服而内心不服，其实都是不顺服。

神要求的是完全的、毫无怨言的顺服。 
 
例如，在创 22:1-15 中，亚伯拉罕表现出了这种讨神喜悦的顺服。 

 
父母不要接受孩子这样的回答：“我必须得做吗？”，“马上吗？”，或者

“凭什么要我做？”这些都是不顺服的表达。 
 

给孩子讲解规则很重要，而且要经常讲解。多数规则设立的理由是，孩

子没有智慧在无规则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我们给孩子讲解规则设

立的原因，孩子就会渐渐有智慧和鉴察力，为他以后离开家或不再生活在规

则之下做准备。同时，不论父母每次是否给出理由，孩子都要服从父母的指

示。如果孩子要求父母给出理由，你首先要做的是，帮助他建立服从的意愿。 
 
孩子可能会问起你制定的某个规则的理由。虽然你应当对所制定的每一

条规则都有充足的理由（即使某条规则只是你个人的喜好，例如不要在房间

里大喊大叫），但孩子的反应必须先是服从。 
 
在你还不清楚孩子的内心是否顺服时，先不要急于给他们解释理由。只

有你清楚孩子愿意服从时，才可以选择给他们解释。没有明确的反应，就没

有解释的空间。“讲道理是为了教导孩子，而不是为了换取他们的服从。”
（The Things You'll See: Notes to My Children on How They Were Raised by 

Lawrence R. Lucas, page 26.） 
 
 

• 一定要前后一致  
 
 “如果你再那么做，就要被打屁股了。”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你曾经

向孩子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却没有贯彻到底呢？你给孩子的指示是好的

吗？孩子听到并且明白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坚持到底。否则你将导致

孩子形成断断续续的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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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诚实  
 

不要使用你不能或者不愿意实施的惩罚来威胁你的孩子。圣经上说，我

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言行不一，就是假冒伪善。比如，

你们正在度假的时候，你对孩子说：“你再不停止，我们就回家了。”你不

会真的那么做；如果你真那么做了，就是在惩罚全家人。 
 

o “如果你不上车，我们就扔下你了。” 

 

o “如果你再这样，我就让你禁足一年。” 

 

有效的惩罚必须实施，而且…… 

 
• 必须要立刻执行   

 
传 8:11 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立刻执行的惩罚所带来的不适，非常有助于年幼的孩子将过错与痛苦的

后果联系起来。 
 

另外，立刻执行的惩罚明确树立了神所赋予你的权柄。让小孩子清楚父

母的权柄可以避免日后的许多问题。出于这个原因，孩子越小，被打屁股的

次数越多。（同样地，当孩子日渐长大，会有一天打屁股不再管用，而其他

的惩罚会变得更加有效。） 

 
当实施惩罚时，不要因为口舌之争（“那不公平”）或互相推诿（“他先

做的”）而偏离主题。箴 26:4 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

与他一样。”当我们容忍孩子的愚味，而不立刻施以惩罚，会使我们的智慧

和权柄受损。 
 

• 必须基于孩子的年龄和成熟度 
 

然而，当孩子的理解力不断增强，也许要留存减轻惩罚的空间。 
 
孩子大一些时，聆听他的想法对你来说大有益处。这不但证明你关注他

的想法，而且他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后，更容易谦卑受教。更重要的是，

这给了父母机会聆听孩子的心声，让孩子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显露出内

心的问题，也为解决问题打开了大门。(The Things You'll See: Notes to My 
Children on How They Were Raised by Lawrence R. Lucas, page 48.） 

 
比如，父母在决定惩罚之前，可以给孩子一些自我反省和认罪的时间。

给较大的孩子一个机会来讨论事情所涉及的原则，可能会十分有益。 

 

比如，由于孩子对自己的失败虚心认错，父母可选择减轻或者取消惩罚，

以彰显神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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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必须要实施，要基于孩子的年龄和成熟度，还要…… 

 
• 必须基于过错的本质 

 
努力分辨悖逆（不仅是外在行为上，还有内心态度的表达上）与坏习惯

或者懒散的习惯的区别。最强的惩罚应该留着对付叛逆。 
 
不要借口要用“有创意”的方式纠正孩子，而不打他的屁股。你应该（几

乎总是）因为孩子各种悖逆的行为而打他屁股，包括顶嘴、不尊重、撒谎、

不道德的行为，以及其他必须改变的严重罪恶行为。谎言的背后往往隐藏着

其他罪。要迅速并严肃地对待撒谎的问题，绝对不能姑息。当孩子的“过错”
更多在于懒散的习惯而不是悖逆，其他惩罚方式比打屁股能更有效地纠正和

警戒孩子（比如，当一个孩子没有完成指定的任务，或者做事粗心大意，可

以让他干更多的活儿）。 
 
许多时候打屁股是最仁慈的惩罚方式。因为整件事已有定论……了结

了，过去了。当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时间与所犯的过错相当，剥夺一些

权利是有用的。但是，漫长的纠正方式可能会产生相反的作用。随着时间的

推移，那样的惩罚对孩子不再有影响。 

 
• 必须有爱心和节制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个问题，让我再重复一遍：神看重你管教孩子的

动机和态度。你管教孩子，是出于对神、对孩子爱，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怒气

和沮丧。 

 
o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箴 15:1） 

 
o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

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 6:1） 
 

• 应（尽可能地）提早说明 
 

这有助于避免父母因为怒气产生过激反应，导致不公正的“惊奇”。 

 
 
看附录 VI：用杖的建议 
 
看附录 VII：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简单原则 
 
当你管教孩子的时候： 
 

• 强调你会根据孩子的选择而给予奖励或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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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不只是你，神也同样关注他的行为。 
 

• 反复教导行为源自于内心。 
 

• 给孩子忠告：惩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改变他的行为。最终是为了让他明白他没有能

力达到神的标准，他惟一的盼望在于神的赦免，并且只有靠着基督，他才能够改变。 
 
总之， 
 

要多多劝勉：孩子必须知道他的父母和神都喜悦或讨厌的某些行为和态度。 
 
要多多祷告：你需要神的帮助（箴 3:5，6） 
 
不必对每个问题都大惊小怪：孩子的失败不表示世界末日的来临。不要放弃；你要走的路还

很长。事实上，孩子的失败（和伴随而来的认罪和内疚感）恰恰是你教训和劝诫他的良机。你可

以借此强调他没有盼望的处境，他对于救恩的需要，和单单从基督而来的力量。 
 
对问题的反复要有心理准备。孩子和我们的一样，可能会重复犯罪和恢复坏习惯。惩罚不能

根除我们的罪的本性。并且，坏习惯可能会因为父母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放松警惕而再次出现。

我们开始给予“警告”和“提醒”，而不是坚持一贯的惩罚和不断地为孩子、为得智慧而祷告。 

 

要信靠主，他是信实的。他甚至会使用我们的错误来成就美事。不要忧虑；如果你认为这次

没有处理好某件事，还可以有另外的机会！ 

 
问题 
 
看附录 VIII：育儿的简单计划 
 
我们下一节课要讨论“父母是老师” 
 
 

默想原则 

1. 回顾所学课程，包括附录和圣经经文。 
  
2. 你在家中为每一个孩子设定了哪些规则（包括家规）、指导、限制等等？它们公平合理吗？

评价这个规矩的是否合适。你如何依据每个孩子的年龄和责任程度来作出调整？这个规矩需

要经常审查。考虑定期召开家庭会议。这是一个表扬孩子优点的良机，他们对你的要求有什

么不解，也可以借此机会澄清。他们的想法和建议有助于在家里营造充满爱的、团结的氛围，

还可以在智慧领导力上为你提供宝贵的见解。 
 

3. 本课说明奖励和惩罚有助于孩子明白因果原则，或者播种与收获的原则（箴 13:13，18；加

6:6，7）。因此，你的教养工作大多要致力于帮助孩子学习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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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选择会形成习惯，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如果一个孩子经常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听从圣经智慧的忠告，他更可能在

将来每一个决定上继续选择自己的道路（箴 14:12；传 8:11）。惩罚是一个工具，用来帮助

孩子认真思考他的选择是智慧的还是愚蠢的。 
 

另一方面，当孩子开始选择神的道路，而非他自己的道路时，能够在将来的决定中明白

这样做的益处。无愧的良心、父母的劝勉、其他人的敬虔的榜样和（某些情况里的）奖励会

帮助孩子学习选择神的道路的智慧（箴 9:9；来 11）。 
 
4. 惩罚应与过错相当。尽可能提前申明惩罚也会有帮助。 
 

例如，应该教导孩子如果他们不殷勤工作（西 3:23），那么他们除了需要完成最初的任

务之外，还会被分配到更多的工作（受到更加严密的监督）。 
 

a. 当惩罚与过错直接相关时，对于教导孩子通常是最有益的。要尽可能避免你的直接反应

造成的专断的惩罚，相反要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如何才能使孩子得益处（来 12:6-11）。 
 

b. 当孩子没有完成任务时，要避免不断地“提醒”他。这时需要的是惩罚。惩罚对于帮助

孩子学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非常重要。不断的“提醒”实际上会抑制孩子的学习，当然

也会令父母感到沮丧。 

 
c. 孩子越小，就越要向他们经常地、清楚地解释惩罚。孩子越大，越能更好地明白原则。 

 
d. 评价一下你家中惩罚的实施情况。它们是否尽可能地与过错相当？ 

  

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  
 
我的道路  
 

我的道路  
 

选择？  
 

神的道路 
 

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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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何时决定纠正你的孩子？举例来说，如果你有两个不能和睦相处的孩子，当你听到他们尖

叫时，你会干预吗？你是等到他们开始骂人和叫喊，还是等到有人受伤后才开始干预？你越

早地对付罪，越容易解决明显的行为问题和与之相应的内心的问题。你让孩子沉溺于罪中的

时间越长，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越多。愚妄若不经制止，通常会导致更多的罪（传 8:11）。 
 

心   =>  尖叫声    =>  骂人/叫喊    =>  受伤 

根起因 

 
如图所示，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处理，要比叫喊和造成伤害之后处理少花费许多时间（箴

4:23）。 
 
因为你的被动或拖延，在你孩子的生命中有哪些问题正在恶化？ 

 
6. 评价你家中用杖的情况。 
  

• 你何时使用？ 
  

• 如果你已结婚，对于如何用杖你们能达成一致吗？孩子是否看到你们二人为了他们的

益处而团结合作？ 
 

• 你的孩子明白纠正的意义，并能从中成长吗？ 
 
7. 看完附录 VII——《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简单原则》后，回答下列问题： 
 

• 你的孩子有哪些习惯需要改变？当不需要用杖时，你常常忽视问题吗？ 
 

• 有没有你一直用杖，但是却应该用其他惩罚来处理的问题？ 
 

• 有没有你应该用杖，而不用其他惩罚来处理的问题？ 
 

在本周借着祷告制定一个计划，帮助你的孩子改掉坏习惯，培养好习惯。经常提示圣经

经文来引导他的思想。 
 
8. 确定神希望你使用的其他的应用原则，做一个行道者，而不仅仅是听道者（雅 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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