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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1/30~ 2/5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詩歌見證聚會               10:5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王艾東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閔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下午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2 月 26 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

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家訊信息】2011年全教會行事曆 
月 日 時間 項目 

1 2 主日 10:45-12:15 感恩見證聚會   

1 30 主日 10:45-12:15 福音詩歌見證聚會 

2 19 週六晚上 6:30-9:30 兒童服事培訓聚會 

2 26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3 12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3 19 週六晚上 6:30-9:30 兒童服事培訓聚會 

4 10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4 16 週六晚上 6:30-9:30 兒童服事培訓聚會 

5 14 週六晚上 6:30-9:30 兒童服事培訓聚會 

5 28~30  福音營 

6 25 週六晚上 6:30-9:30 兒童服事培訓聚會 

7 4 週一 11:00-3:30 烤肉相調活動 

9 10 週六晚上 6:30-9:30 愛筵特別交通聚會 

10 22 週六晚上 6:30-9:30 兒童服事培訓聚會 

10 29 週六晚上 6:30-9:30 福音愛筵聚會 

11 26~27  感恩節特別聚會  

12 25 主日 10:45-12:15 感恩見證聚會 

【家訊信息】培育兒女 
到底我的孩子屬於誰？是我還是主？當然對基督徒父母來說這

應該不成問題。我們應該知道，甚至孩子還沒有出生以前，就已

經「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詩一二七 3）因此當他們一進入這個

世界，我們的第一項責任就是為神照顧他們，並將他們獻給神。 

一位母親若牢記這個事實，這就是訓練孩子的最好原則。就是

因著基督徒父母常常忘記他們的孩子屬於誰，以致在訓練他們時

造成很大的錯誤。因此我要對你們作母親的說，要記清楚你的孩

子屬於神，而不屬於你，你只是神的管家，替神看顧和訓練他

們。 

作母親的，無論多麼貧窮，沒有學問或忙碌，只要有神的恩

典，又肯付代價，就能盡到責任。一個受到正確訓練的小孩子，

對父母會有毫不懷疑的信心，對這個孩子來說，父母所說的話有

爭辯的餘地，也不需要進一步的證據。這種影響力，若智慧地運

用，將形成一種氣氛，護衛並塑造他一生的品格。 

有時我和一些作父母的談話，他們說他們十二至十六歲的孩子

變得那麼難管，父母再不能影響他們。我們這個時代最可怕的特

徵之一，就是孩子似乎對父母不太尊重，許許多多十二歲至十六

歲的男、女孩子，父母幾乎完全管不了。這種情形是怎麼來的？

難道這些孩子是一下子從父母的影響和權威之中跳出來了嗎？

哦，不是的，乃是多年來的不順服並缺少適當管教而逐漸演變出

來的，也就是父母的影響力逐漸消失，直到有一天孩子把它完全

棄絕，立志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因而我們常會看到年輕人有墮

落、非法和反抗等可怕的表現。 

我想有的母親會說：「我知道自己有責任，也很想訓練孩子走

當行的路，可是──怎麼做啊？」 

首先，我們來看看「訓練」是什麼意思。它不只是教導而已。

有的父母似乎覺得訓練孩子的正確方法就是教導他們。所以他們

就將一大堆的宗教理論、聖經、詩歌等等裝到孩子的腦子裡，這

些都非常好，但父母或許在這樣教導孩子時，仍然沒有符合神的

要求和孩子需要的真實訓練。不但如此，這種填鴨式教育引不起

孩子心裡的興趣，也沒有影響他們的心，所以常常就會驅使他們

遠離神和良善、恨惡一切與基督有關的事。 

婚後最初幾年，我常常隨著親愛的丈夫出遠門。很多次我會到

一些基督徒家庭住上三、四個禮拜。我也常常想：「為什麼這些

孩子比不信主家庭的孩子更不喜歡信仰的事情？」經過不斷的觀

察之後我找到了原因，就是因為這些父母只教育孩子的頭腦，而

沒有訓練他們的心。他們所教的有時候自己不去行，也不管孩子

有沒有去實行。於是孩子就看透了這些空洞的理論，因而不尊重

父母和父母的信仰。 

作母親的啊！如果你真的想訓練孩子，你必頇自己實行口中所

說的，也教導他們去實行，你必頇付上代價留意你的孩子，一定

要他去實行才可以。 

舉個例子來說，如果你有一棵葡萄樹，而這棵樹有理性、意志

和道德觀。你對栽培這棵樹的人說：「我要你訓練那棵樹。」

（意思就是讓它長成特別的樣子，好結出最多的果子。）假如這

個人每天早上去跟葡萄樹說：「你必頇讓那條枝子朝這邊長，那

邊那條枝子朝另一個方向長。你不應該在這裡長出嫩枝，也不應

該在那邊長出那麼多捲鬚。你不應該浪費樹液在太多葉子上。」

講完之後就不再管它而任憑它長。 

這就是許多人對待孩子的方法。但是看哪！這棵樹還是照自己

的意思生長（光是理論無法改變本性），話語不會限制它的自由

生長，也不能改變枝子的方向。栽培葡萄樹的人應該做一些比空

談更有用的事情。他應該把那根枝子綁起來，使它能朝他所希望

的方向生長。他必頇把看為多餘的東西砍掉。如果這棵樹為了美

觀或多結果實而受栽培，他就應該修剪並整理它。母親也該這

樣，如果你想為神和公義訓練你的孩子，你就必頇修剪、約束、

指教並引導他走當行的路。 

但是有的母親會說：「多麻煩啊！」喔！這就是許多父母失敗

的原因，因為他們怕麻煩。史托太太說：「要是你不在孩子小的

時候花工夫訓練他，他長大之後就會給你更多的麻煩。」太多愚

笨的母親為了怕麻煩就任憑孩子，而「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

愧。」（箴二十九 15）許多父母拿對的理論教導孩子，但是因著

疏忽和漠不關心，就任憑孩子朝不對的方向生長。 

試想母親急著要完成某項重要的工作，她那三個小孩子在她旁

邊玩。一個在看圖畫書，一個在玩馬和馬車，而嬰孩在玩她的洋

娃娃。那是星期一下午，而昨天她剛教導他們要彼此相愛，親切

待人。那是教導，現在訓練的機會來了。不久，哥哥不想再看那

些圖畫書，於是問也不問就把弟弟的馬和馬車搶走了。弟弟大叫

一聲接著就打起來了。母親沒有放下工作，去把東西歸還主人，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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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跟老大說搶弟弟的玩具是不公平、不親切的行為。她也沒有

告訴小的說忍耐比大叫和打架更好。她只是繼續工作，對老大說

他「非常頑皮」。說了這麼一句普通的話以後，她覺得自己的孩

子實在很麻煩。 

要是母親這時不嫌麻煩地去幫助他們明白、承認自己的錯，並

主動地和好，這在孩子們身上所產生的效果將何等不同啊！要是

她那時肯花這半個小時，收穫豈不是比她手中的工作（不管如何

重要）更多嗎？母親們哪！若你真的希望孩子能走上當行的路，

你不但應該教導他們，還應該不嫌麻煩地去訓練他們。 

可是怎麼訓練法呢？第一要緊的就是要求他們順服。順服在上

的權威是一切美好道德的根基。這個原則不但適用於幼年時期，

也適用於成年時期。近代有這麼多違背神、對不起人的事情，原

因就是這些人在小的時候沒有學會順服父母的權威。現在縱使你

很清楚地告訴他們說順服神是他們的責任，也是他們的幸福，但

他們那從未受過拘束、未曾被征服的意志，根本不習慣順服任何

人。這就好像要馴服一匹年老的野馬一般。先知問得好：「古實

人豈能改變皮膚呢？豹豈能改變斑點呢？若能，你們這習慣作惡

的，便能行善了。」（耶十三 23） 

神將這項工作交給父母，他們有責任在孩子幼年時期使他們的

意志順服。為了幫助我們作這項工作，他使所有孩子都有順服的

本能。你仔細觀察任何一個小的孩子，就會發現多半他的天性傾

向都是順服的。他偶而不順服是例外。 

所以在正確的訓練當中，利用這種順服的本能是很重要的。無

論如何不要因著鼓勵偶而的反抗而削弱了這種本能。為了作好這

一點，你應該夠早開始。許多母親失敗的原因就在於開始得太

晚。大多數孩子在五歲以前，因著被母親無知的放縱，個性成形

而被慣壞。 

有時候人會問我，「你覺得訓練成功的秘訣是什麼？」我會

說，夠早開始，不讓撒但比我們早開始。」這就是成功的秘訣。

母親們會說：「哦！可是要處罰一個嬰孩真不容易啊！」當母親

早開始，又有智慧，就很少需要處罰孩子。有一種口氣和待法不

會違背愛心和溫柔，卻能教他明白不能對母親隨便。雖然母親愛

他、抱他，但一定要順服她。一個受這種訓練的孩子都不會故意

反抗。也許有時他會想胡鬧，但這時母親就應該顯出她的權威

來。 

但你會說：「這多難啊！」任憑孩子所帶來的結果會更難受。

因為當孩子發現母親不好欺負時，他自然會低頭。我想我已經在

幾個意志非常強的孩子身上證實了這一點。在他們幾個月大的時

候，我就征服了他們。從那時候起，我很少需要面對正面的反

抗。我有一個兒子，現在是傳道人，使我感到非常喜樂。我和他

之間唯一的大爭執是在他十個月大的時候，我不是說從那時候起

他從來沒有違背過我。他有時會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而不聽話。但

我敢說我從不記得他在幼年時期曾經用過意志正面地敵擋我。那

次的大爭執很痛苦，但付出代價所得的結果豈不是幾千倍值得

嗎？ 

哦，母親們，如果你愛孩子的話，就得趁早開始強迫他們順

服。若需要處罰，就去處罰。你所受的痛苦，所流的眼淚將會換

來安慰、尊貴和榮耀。然而也許有的母親會說：「現在我明白

了，但已經太遲了。我的孩子已經太大了。」對這種人，我說遲

作總比不作好，現在就開始盡你所能的去作。或許你永遠無法拿

掉所有的頑皮，但一部份總是可以的。要叫你的孩子來到身邊，

承認過去沒有忠心地盡到管教的責任。要和他們一起跪在主的面

前，告訴他你沒有好好地訓練孩子，求他幫助你以後能做好管教

的工作。然後馬上開始強迫他們順服。要明智並有耐心，記著他

們這些不順服的習慣是從你自己的愚昧所造成的。若情況許可，

盡量用溫柔的方法。但無論需要付多少的代價，一定要叫他們順

服，絕不要再讓你的命令成為孩子的耳邊風。現在就是你的機

會，若要再等幾年就來不及了。 

不要怕運用你的權柄，我從一些父母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們覺

得自己一點兒管孩子的權柄都沒有。所以他們只敢跟孩子理論、

勸告並巧言誘哄。沒有命令、不絕對、沒有決定、沒有權威。孩

子如同動物一般能看透父母的這種心理，人類對馴服訓練動物比

馴服訓練自己的兒子更有辦法，因此動物比兒子更會順服。 

以利在這方面所表現的行為和結局與亞伯拉罕多麼不同啊！耶

和華說：「我眷顧他，為要叫他咐吩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

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了。」

（創十八 19）他不只是像以利那樣告誡、勸導而已，乃是吩咐。

他會站在神這一邊來運用權柄。而結果，主應許說「他們會遵守

我的道」。 

另一個訓練孩子走當行的路的重要方法就是要訓練他們作誠實

和正直的人。有人說人類的本性「從出生就走錯了路，說謊

話！」毫無疑問，不誠實是最糾纏人，最盛行的罪之一。因此消

滅這種傾向並建立誠實和誠懇的習慣，應該是我們訓練的首要目

標之一。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父母要小心，免得掩飾或寬容孩子

身上這種撒謊的傾向。沒有比這件事更叫我驚訝的了。我親眼看

見母親對孩子企圖欺騙父母和掩飾過失所用的小聰明一笑置之，

並差不多稱贊起來了。難怪這樣的父母無法讓孩子完全明白不誠

實的可怕。而誠實是長大以後，維護美德的來源之一。 

作母親的無法使孩子恨惡罪惡超過自己恨惡罪惡的程度。孩子

最會看透人的心理，他們能很快地憑著本能偵察出一切的偽善。

他們不是憑我們口中的話來判斷，乃是憑我們的感覺來判斷。舉

例來說，有人來拜訪你，你的孩子知道你一向不尊重也不喜歡那

個人所屬的團體，可是你滿臉微笑，嘴巴很甜，好像她的光臨使

你非常快樂。有什麼能夠比這樣作更能教導你那困惑的孩子學會

欺騙和口是心非呢？然而這種事情在許多家庭中是很普遍的。一

個孩子碰到桌子很痛，母親就打桌子說：「哦！壞桌子，你把寶

寶弄痛了。」但以後這個孩子很快會知道犯錯不在桌子，這時他

就會對說這樣話的母親產生不信任的感覺。 

作母親的，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作誠實、誠懇的人，你不但應

該教導，還應該作他們的榜樣，要留意看孩子有沒有確實做到你

所教導的。你不應該因為他是你的孩子就假裝沒有看見或遮掩他

身上說謊和欺騙的行為。在你所愛所看顧的人身上的罪，應該更

叫你覺得可怕才是。 

哦！作母親的啊！不要再受騙了。如果你希望孩子長大以後屬

於主。如果你希望你的兒子經得起將來未知的試探（如果你希望

他長成公義、正直而高尚的男人），不向世界的不誠實、欺詐和

殘暴屈服，你就必頇訓練他以清潔的良心和神的喜悅為喜樂，而

將萬事都看為糞土。如果你希望你女兒長成一個真實的女人，樂

意為真理、人類和其它高貴的利益而犧牲並受苦，你必頇現在就

激起她輕視俗氣的事物，就是許多女人用生命及靈魂所追求的虛

假事物。你必頇教導他應該為永恆而活。當日子一天天過去時，

你必頇努力喚醒孩子們的靈魂，讓他們瞭解他們是屬於神的，讓

他們知道神將他們帶來這個世界，不是要他們追求自己狹窄的利

益，乃是要奉獻自己來幫助神達成他的心意。這們做時，他們 

會找到快樂、本身的價值和榮耀。── 王秀麗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