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波羅教會家訊 主後 2011 年 2 月 6 日───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書二十四 15】 

 1 

【本週聚會】2011 年 2/6~ 2/12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李勇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李景译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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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 月 19 日(週六晚上 6:30 PM，曹波姊妹家 ) 兒童服事培訓聚

會筵聚會。 

二、 2 月 26 日(週六晚上 6: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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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三、 下週主日第三堂【聖經知多少】──提摩太後書特點和鑰義 

 

 

 

 

 
 

【家訊信息】按照聖經原則委身(上) 

禱 告： 天父，我們要感謝祢，如果不是祢的恩典，我們真不知道自

己今天在哪裡。謝謝祢從千萬人中把我們揀選出來，讓我們不但認

識祢，並且能夠享受許多的恩典和祝福。但願當我們一同來到祢面

前，思想如何教養我們儿女的時候，祢能再一次幫助我們，讓我們

裡面的人能夠甦醒，從聖經裡面看見祢的心意是如何，也讓我們按

照祢的話生活。  

我們深深地相信祢在聖經裡給我們的應許，祢說凡遵照祢話語行

的就必蒙祢賜福。願主保守我們，賜福每一位到祢面前來的兒女。

求祢垂聽我們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一、建立觀念  

這個專題是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按照聖經作父母》專題的延續。

在學習管教兒女之前，我們要學怎麼作父母，學會了怎樣活在神的

面前，才有資格來管教兒女。很多做父母的，講到管教兒女就是怎

樣叫他聽話、讓他有出息、讓他不要給我們麻煩。卻很少思想我們

這一生在兒女身上的付出和在兒女身上的服事，將來見主的時候，

主耶穌是怎樣的一個評價。是有榮耀呢？還是那時候才發現以為自

己做的很多對的事，見了主面都站不住。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所以去年花了六堂課從聖經裡面來看做父母的應該注意的事。如果

我們自己沒有做好，談什麼把兒女教好只是自欺罷了。  

不知道在你的教會有沒有這樣的朋友？有一些人，他們不信耶穌，

但是把他的孩子送來教會，他想我們教會會幫他把他的孩子管教得

比較聽話一點。這樣的想法是失去了一個做父母的應負的責任，也

使自己失去了許多和孩子一起成長的寶貴機會。 

我們去年學習聖經裡怎麼做父母的經節，今天我們繼續下去，學

習聖經對教養兒女是什麼樣的觀念，對教養兒女有什麼清楚的指

示。觀念支配行事為人。觀念對了行事為人就容易對。我自己在撫

養兩個孩子的過程裡，在神的面前犯過很大的錯誤。神把孩子託付

我以後，我應該按照神的心意來教養他們，但我當時的觀念是，我

爸爸媽媽怎麼教養我，我就怎麼教養他們，從來沒有想過神希望我

怎麼教養我的孩子。  

我們孩子小時候身體都不好，又吵又鬧又哭又生病，搞的晚上不

能睡覺，實在好辛苦。那時候心裡是個什麼想法呢，就是孩子長大

了就好了，大了就沒有事了。但是那些孩子已經在青少年期的父母

告訴我們，孩子小的時候不算累，真正要你命的是他到了青少年期

啊。我們一聽覺得養孩子真可怕，到那時不知道怎麼辦哪，覺得養

育孩子真是苦差事。  

有一本管教兒女的書，第一句話是：「老天爺阿，我現在做父母

啦！」然後是一個粗體字：「救命啊！」  

好像做父母都說：「哎呀，教養兒女真是苦差事，真沒有辦法

啊，身體苦心靈苦各樣都苦。」  

1. 神賜我們儿女是把祝福加給我們  

養育兒女是一個很痛苦的事，這個想法合不合聖經？詩篇 127

篇，第 3 節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

賞賜。」  

兒女不是我們的麻煩，不是神給我們的一個苦差事！這是一個很

重要的觀念，兒女是神給的賞賜。而且，神給的東西沒有不好的。

雅各書告訴我們，一切美善的事，從上頭來一切美善的，從神來的

都是美善的。  

神給我們儿女，神的動機、神的希望是要把祝福加給我們，不是

要叫我們受苦、受氣、受累的。而且，神要我們做的事，不會只說

你去做這個事而不教我們怎麼做，也不給我們能力怎麼做。  

為什麼今天我們作父母的經常真的覺得累啊氣啊？每次有人生了孩

子別人說：「恭喜恭喜啊，你真有福氣啊！」如果聽過徐華弟兄以

前講道的，就知道一句回答是：「有沒有福不知道，氣肯定會很

多。」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難道神讓我們養孩子就是為了被他累被他氣

嗎？應該不是的。  

2.  教養兒女不要離棄神  

當你來思想這個問題的時候，會發覺，原來是因為我們在養育兒

女的過程離棄了耶和華。我們沒有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方法來教養

我們的孩子，我們是按照世界的方法。我們在管教孩子有困難時去

找誰？我們找心理醫生，找世上各式各樣人所想出來的方法，卻不

到神的面前來，好好地花一點時間看看聖經是怎麼教導我們養育孩

子的。  

我認識這個真理以後，帶孩子的觀念整個改變了，以前覺得這是

好苦的差事，現在發覺這是一個好美的、好喜樂的差事。弟兄姊

妹，如果你按照神的方法，用神所給你的力量管教兒女，是神讓我

們這一生在地上所享受的一個經歷，不是忍受的一個經歷。  

有一個享受的心情來養育你的兒女，這要信心。因為憑眼見你當

然沒有享受，他哭的時候你怎麼享受？所以要憑信心來享受。藉著

神給我們的信心，領受從神那裡來的愛和力量，你才可以享受。當

你能夠按照神的方法來養育兒女，你回頭看的時候，真會感謝神，

真會從心裡的深處感謝神說：「神啊，我感謝你給了我兒女。」  

我認識一些弟兄姊妹，我真的同情他們，因為他們不懂得這個，他

們老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來養育兒女，結果到一個地步，

我聽了做母親的對她的兒女怎麼講呢，「去死了吧。」她怎麼會這

樣說呢？因為她離開了神。她沒有按照神的方法，沒有按照神的力

量來做神要她做的事。  

但願我們這堂課一開始弟兄姊妹在觀念上就能夠轉變過來。  

3.作父母的整個生活樣式就是在教養兒女  

第二個我們需要轉變的觀念，就是有些弟兄姊妹認為教養兒女是

一件工作，一個任務。但是我們看申命記六章第 6 節到第 9 節：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係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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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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為記號，帶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

門上。」  

這節經文前面是神對他的兒女有許多應許，然後有一個要求說：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神把應許、命令講完了以後講了這段話，

所以這一段話告訴我們什麼呢？養育兒女不是生命中「一件」特殊

的事，是我們「整個」生活的綜合表現。  

把這段聖經簡化來說，就是無論你在做什麼：炒菜、洗碗、擦地、

上班、讀經、禱告、聚會……都是在教養你的兒女。所謂教養兒女

不是我們特地教他們什麼，是他們被我們熏染什麼，是我們整個人

生樣式擺在兒女旁邊。  

你不論在做什麼、說什麼都會影響你的兒女。開車會影響你的兒

女，如果別人從你旁邊超車，不打方向燈就一下跑到你的前面，你

怎麼樣？要緊急剎車了，不然就撞上去，以後你會怎麼樣呢……這

人怎麼搞的，會不會開車啊？你生氣了，再然後呢？問題就出在這

裡了。你是可以生氣，聖經沒有說我們不可以生氣，如果主耶穌說

你們不可以生氣，我們就完了，憋死了。神很憐憫我們。以弗所書

說，生氣不可以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但你然後的反應，就是在

教你的孩子別人做錯事的時候怎麼對他。也許就在你開車的時候正

在教育你的兒女說，孩子啊，對人要寬厚，要原諒別人的錯；不要

說謊話，不要說罵人的話。但弟兄姊妹，自己一件失控的行為大過

跟孩子講一百遍道理。  

千萬不要把管教兒女當作是一件工作，好像到學校教書、公司上

班，跟自己生活是分開的，不是的。弟兄姊妹，當神把兒女賞給我

們的時候，我們跟兒女的生命就交織在一起。不要說希望他怎麼樣

而你有另外一個生活和生命。管教兒女不是另外來做的一件事，是

你生活的全部。  

  4.省察自己在神前的承諾  

一個基督徒，如果知道管教兒女是從生活裡面出來，我們就要認真

的再看一看，我們的生活，在神的面前討不討神的喜歡。  

弟兄姊妹，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們都委身於神，但到底我們

的承諾在哪裡？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必須重新檢驗自己。如果你說希

望能夠按照聖經養育兒女，希望將來有一天見主面的時候能夠對主

說，主，我是一個忠於你給我託付的一個僕人，我忠於你的託付，

盡了我的力按照你的啟示教養你交給我的孩子。若有這個希望，就

要先省察我們在神面前的承諾。  

  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一直不能、不肯(不知

道為什麼這麼難哪)說，我單單地按照聖經的原則來教養我的孩子。

很多弟兄姊妹教養孩子的時候，用的方法、采的標準都是世界的。

我常常想，知不知道這樣做多麼得罪神，而且，這樣做實在是害了

你的孩子，以為在愛他實在害他。  

所以我們一定要重新回到神面前，我們對著耶穌基督的承諾一定要

搞清楚。出埃及記二十章 1-17 節那裡講了十誡，十誡裡前面四誡講

到我們跟神的關係，後六誡講到我們跟人的關係。前面四誡講到我

們跟神的關係時候，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是不可以拜偶像。弟兄姊

妹，什麼叫偶像呢？很多基督徒說，我沒有到廟裡面去拜偶像。但

是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真的沒有偶像嗎？我們今天活在地

上，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活？是像昨天晚上的講員講的，像雅各一樣

是二度空間的人，只要地上的東西嗎？還是我們有屬天的眼光，以

神為我們的滿足，以神為我們的喜樂呢？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要問自

己的問題。  

馬太福音二十二章 37-40 節那裡，也是我們剛才所讀的申命記那裡

講到，你要盡心盡力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

盡心盡力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你說希望給我兒女在永恆裡面最好

的，是在騙自己。因為你沒有盡心盡力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你就

不可能真正遵照聖經來養育你的孩子。不知道怎麼做，也沒有能力

做。  

世上好多管教兒女的書，也有合聖經的，但是就是那些合聖經

的，讀了還是做不到，你沒辦法。因此該明白這個承諾多麼重要，

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把自己委身給耶穌基督，盡心盡力

盡性愛主你的神。 聖經裡面好多節這樣的經文：「凡我所吩咐你的

都要遵行。」如果說要按照聖經管教兒女，就要先問自己，凡聖經

裡面所吩咐我的，我是不是都願意遵行？提摩太后書三章 16、17

節：「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管教兒女是不是一件善事？是善事，這是美善之事，是神要我們

作的好事。我們靠什麼呢，靠聖經。我們必須單單地靠聖經，不要

倚靠自己的聰明，箴言裡面說：「你們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要倚

靠自己的聰明。」  

很多作父母的就是不聽聖經的教訓，依靠自己的聰明，要看今世

的風俗，世界上的人怎麼講就去怎麼學，不肯在神的面前說，神

哪，你幫助我，讓我單單地聽你的話，單單地根據你的話來做。詩

篇一百十九篇 7--9 節：「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

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

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

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這裡告訴我們神的律法全備，什麼叫全備？就是說，在我們生活

裡面，沒有一個範圍他忘記了沒有告訴我們。神已經把我們所需要

知道的，在我們生活裡面能夠過敬虔日子需要的，都在聖經裡面給

我們了。彼得後書第一章 3 節說：「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

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

主。」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神都已經賜給我們了。我們必須

知道說，在他的話語裡面，在主耶穌基督裡，神把一切虔敬的事，

關於神的事，我們生活裡面要能夠討神喜歡的事，都已經給我們，

我們不要到外面去找，不要去用其它的東西代替神。  

舊約聖經有一句話，以別的代替耶和華的，這人的愁苦必然加

增。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很多父母，兒女真是給他痛苦。他自己還不

明白，他怪神，他禱告，神啊，你怎麼給我這樣子的孩子。我想，

如果神回答，他一定大吃一驚，神跟他說，我給你的孩子不是這樣

子的，是你把他養成這樣子的。神說你沒有按照我給你的方法去教

他，你還怪我。但願神幫助我們，我們對著神的承諾，對著神的委

身，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林後書五章 9 節說：「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

向，要得主的喜悅。」弟兄姊妹，我的負擔就是希望我們這一個專

題，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們都立下這個心志。我們說，主，無論在

身內或在身外，無論我們作什麼事，無論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事

奉，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兒女，無論哪一件事，我們有一個心願，

我們希望得主的喜悅。我們盼望我們養育兒女的時候，把兒女帶大

教大的時候，我們的方式是主所喜歡的。──按照圣经教导子女 

【路加福音第十章】 
內容：路加福音十章 1~24 節記載主差遣七十人後所發生的一些事

件。在 26~37 節記載了一個律法師提出問題，連帶引出了好撒瑪利

亞人的比喻。在 38~42 節記載主耶穌到馬大和馬利亞家裡。馬利亞

在主腳前聽道，而馬大因為事物繁多內心忙亂而要求主差派其妹妹

來幫忙。然而主稱讚馬利亞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