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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慕智慧的使父親喜樂，
與妓女結交的卻浪費錢財。
杖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
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
管教你的兒子，他就使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心裏喜樂。
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
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
─箴言29：3，15，17；13：24
在二十一世紀要作一對好父母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時代迅速地在改變，這
對子女，對父母都是極大的挑戰！譬
如，時間就是一項挑戰。對百分之九十
的美國人來說，作父母的無法有足夠的
時間與他們的年輕子女們在一起。這對
上班族的母親來說，更是一項挑戰。
另外，世界潮流、生活的壓力，對
未來的恐懼等壓力，也使子女與父母間
在溝通上增添了許多阻攔。百分之四十
七的美國人承認，只有極少的父母親真
正了解他們青少年的孩子在作些什麼。
新聞週刊曾登載過一篇文章叫「青少

年的秘密生活」。過去數十年，性、毒
品和「重金屬」電子搖滾樂曾使作父母
的為子女擔憂。而現在，網路、電視遊
戲，及一些不受任何限制的放縱音樂，
則造成一些使許多父母想進都進不去的
世界，這不是極大的挑戰麼？你有多少
了解你的兒女呢？
有誰不願意作一對好父母？靠主盡
上責任管教子女走當行之道的必蒙福也
是神的應許。要作一對好父母就必須在
日常生活上靠主盡上責任作以下三方面
的操練：第一，肯花時間管教子女；第
二，願用神的話管教子女；第三，願學

習在愛中管教子女。

壹、身為父母要肯花時間管教子女
箴 言 29章 3， 15節 ： 「 愛 慕 智 慧 的
使父親喜樂，與妓女結交的卻浪費錢
財。」「杖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放縱
的兒子使母親羞愧。」這是一個箴言教
養性的經文單元，在結構上具有以下的
特點：
第一，箴言29：3-15這段經文單元
是用「父親」（29：3上）與「母親」
（29：15下）兩詞框出。將父親與母親
連在一起提及，在聖經中並不多見（另

見箴1：8；10：1），是出於特意的安
排，而單獨提到母親，在箴言中也是很
特殊的。
第二，這以父母為首尾的經文單
元，若加上另一句有關「兒子」的經
文，如箴言29章17節，則形成一個完整
家庭的箴言教養單元。「兒子」在箴言
中共出現有56次之多，它反應出箴言當
時的文化背景─ 當時人在乎有兒子，
也在乎兒子的管教，為的是希望他們能
過一個快樂、富庶的生活。
第三，箴言29：3-15，17這段經文
單元，若再加上箴言13章24節就更能將
父母和子女的關係顯得完全。因為「杖
打和責備」（箴29：15），或「管教你
的兒子」（箴29：17上），兩者是相等
的；並且也與箴言13章
節的「杖打兒
子」、「兒子的……管教」平行。針對
這個新釋經單元─箴言29：3-15，17；
13：24，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去思想，
父母花時間管教子女的必要及攔阻。
一、花時間管教的必要
時間對近代人來說是最有價值的資
源。因此，時間正可用來衡量父母有否
向子女表達愛的一項指標，因為時間是
不能用金錢或物質所取代的。愛子女的
父母一定肯將這寶貴的資源用在子女身
上。但許多時候，我們肯花時間愛兒
女，卻不肯花時間管教兒女，因為擔心
他們會對我們起反感。
究竟什麼是聖經上所謂的「管教」
呢？「管教」（箴29：17）就是訓練或
教育，其方式可藉話語，行為或環境來
進行。目的在使人漸趨向成熟，這也是
希伯來書12章「管教」的目標。
管教不等於懲罰。管教是一種藝
術，不是危機處理，而是幫助兒女成長
的過程。真正的管教有以下幾方面的特
性（註1，69-71頁）：
。管教是發生在事前，而懲罰則在
事後（如果表現不當的話）。
。管教使家庭有秩序地發揮功能，
是促使兒女朝正面目標前進的工具。管
教等於規矩加原則。
管教等於籬笆（或界限），這過程
包括兩方面：第一，定下界限（牆）；
第二，解釋界限（處罰）。
當 箴 言 談 到 以 「 杖 打 」 （ 箴 29：
17；13：24）為一種管教方式時，它可
以是比喻之詞，也可以是非比喻，即字

面的用法。後者指一種嚴重的體罰（箴
23：13-14）加在少年人（譬如十一、二
歲 以 下 ） 適 當 的 位 置 （ 臀 部 ） （ 註1，
62頁），來淨除他的愚蠢行為，並且防
止 重 犯 。 箴 言 23： 13-14中 的 「 不 至 於
死」不是指身體的死，如病死等，而是
指因鞭打，為的是使少年人不致永遠與
神賜的豐盛生命隔絕（註2）。但淨化的
杖使用時，要等待其他方式的管教都已
用過或無效時才使用，父母到時仍必須
本著愛心管教，持著溫暖、親切和尊重
的態度去執行。
為什麼管教是必要的？因為：第
一，管教者的杖能帶給父母「安息」，
「喜樂」與「尊貴」；不懂得使用則會
給帶給父母「羞愧」。若比較箴言29章
15節及箴29章17節，我們可看出這兩節
的對應之處，見表一：

第三，管教是愛的表現。它不是懲
罰的工具，而是表達對子女之愛的證
據，能幫他們長大成熟。為人父母者的
則認識「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你的
心不可任他死亡。」（箴19：18）
管教既是必要的，為何在今天肯管
教子女的父母何其少呢？因為有難處。
二、花時間管教的攔阻
我們可以將管教的攔阻分為二類：
第一，是時間上優先次序的問題；第
二，是父母親自己本身的問題。
第一，太忙碌─不肯花時間。
一般的父母為了自己的事業，娛
樂，嗜好等忙碌不已，因此對子女只

能作被動式的應變。另一些父母在教
會的事奉太多，影響到自己的家庭時
間，這成為攔阻花時間好好管教子女
的一個主因。
第二，父母自己的
表一：比較律
問題─父母沒有「公
箴29：15
箴29：17
義治理」的權柄
「杖打和責備」
══ 「管教」
如果作父母的本身
動詞：「他將給」：「智慧」
≈
「他將給」：「喜樂」
就不是個有紀律勤奮
上表動詞的相互對應，不僅加強修 的人，又如何能有智慧好好地管教子女
辭 上 的 功 夫 ； 而 且 指 出 「 管 教 兒 子 」 呢？另外許多作父母的在管教子女上意
是 當 時 的 生 活 形 態 ， 同 時 這 兩 節 經 文 見不一致，婚姻有難處，也使得自己在
顯 示 出 其 間 的 因 果 律 ： 「 杖 打 和 責 家中失去「公義治理」的智慧與權柄，
備 」 與 「管教」「就使你（父母）得安 好比君王沒有公義統治的智慧，就無法
息」（箴29：17上），並「使你心裏喜 使國堅定（箴29：4，12）。
由此看來，管教子女乃是父母必須
樂」（箴29：17下）；相反的，不管教
執行的責任，正如神的管教，目的在改
的「使母親羞愧」（箴29：15）。
第二，管教不只是一種行動而已， 正並教導我們─神有時甚至用苦難與
逼迫為訓練的工具，使我們靈命得以長
也是一種心態。
父母如缺乏管教的心態或家中缺乏 大，證明我們是祂的兒女。
父母不但要肯花時間管教子女，還
管教的氣氛─ 即表明父母自己不是
一 位 追 求 公 義 的 人 ， 同 時 也 可 能 不 是 要肯用神的話管教子女。
個守紀律的人。若是如此，他們的管
教也不可能發生果效。因此管教與管
教者本身有關，父母管理家庭與一個
王管理國家一樣，必須憑「公義治理」
（29：4上「王藉公平使國堅定」）。見
表二。
根據相對律來觀察以上經文單元中
的鑰字：「管教」與「不管教」以及
「公義」與「不公義」，我們可得到以
下結論：父母對子女的公義管教可以使
家庭得到「安息」（箴29：17上），正
如「王藉公平使國堅定」（箴29：4上）
及「君王憑誠實判斷……他的國位必永
遠堅立。」（箴29：14）一樣。

貳、身為父母要用神的話管教子女
箴言29章15節：「杖打和責備能加
增智慧，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箴
言22章6節：「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父母的管
教可以在子女身上產生兩種果效：「能
加增智慧」和「走當行的道」，也就是
產生「智慧」與「公義」的果子。這兩
項品格的塑造需要源自神話語的供應。
所以我們為人父母者不但需要管教兒
女，我們管教的方式與準繩更為重要，
我們要用神的話來管教他們。這會帶出
至少兩方面的好處：

表二：相對律
管教

不管教

因：公義

→果

因：不公義

→果

子：「愛慕智慧」

→「喜樂」
（箴29：3上）

子：「與妓女結交」

→「浪費錢財」
（箴29：3下）＝「敗亡」（箴28：28）

王：「公平」

→「國堅立」
（箴29：4上）

王：「索要賄賂」

→「國傾敗」
（箴29：4下）

君王：「聽謊言」

→「臣僕都是奸惡」
（箴29：12下）=> 敗亡

子：「放縱的兒子」

→「母親羞愧」
（箴29：15下）

君王：「誠實」

→「國位……堅立」
（箴29：14）

父母：「杖打和責備」

→「加增智慧」
（箴29：15上）

父母：「管教」

→「喜樂」
（箴29：17）

一、用神的話管教的好處之一：
「能加增智慧」
1. 當如何管教？
我們父母不是照社會或自己的標
準，而是神的標準─ 祂的話來管教。
箴言4章11節：「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
道，引導你行正直的路。」「正直的
路」等於正確的道路，也就是「義路」
（詩23：3），或公義。父母為何需要用
神的話來管教呢？按照我們釋經單元中
箴言29章3及15節的上下文，我們可以
比較以下兩段經文：1)箴言29章3-4節與
箴言29章13-14節（見表二），以及2)箴
29章15節上與箴29章17節（見表三），
得到以下的結論：

則應是：教養和公義的治理並行。
第二，認定神。箴3章6節提到：「都
要認定他」，什麼叫「認定神」？「認
定」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以神為審判
主，常想到神；其次是依靠神行事。
。要常想到神
─
祂在我旁邊時，我會如何
作？
─從祂的角度看我應如何作？
─神的話教導我如何作？
。依靠神行事
─
忠 誠樂意的心事事奉祂（代
下28：9）
二、用神的話管教的好處之二：
「走當行的道」

表三：比較法
父母的管教子女

君王的治理國度

好管教 =>「加增智慧」（箴29：15上）以及得享
「安息」與「喜樂」（箴29：17）

公義 => 「公平」（箴29：4上）與
「誠實」（箴29：14上）

總結：父母的管教與君王公義的治理相似，教養與公義相輔相成，恩威並用。

用神的話管教子女能使他們「加增
智慧」，把孩子帶到神面前是作父母一
生能作的最好一件事。唐崇榮牧師的母
親一生守寡養大八個小孩，就是用神的
話管教他們，結果六位作了傳道人，榮
耀神的名。
2. 當如何帶領？
聖經是神賜給人的運作手冊，藉著
它我們可以認識神也認識自己。聖經
說：「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
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3：6）作
父母的應在兩方面帶領子女：
第一，身教。聖經說：「在你一切
所行的事上」（箴3：6上），這也包括
父母的生活在內，舉凡父母「一切所行
的事上」都要以神為中心，以身作則帶
領子女。「身教勝於言教」這句話在管
教子女上是非常真實的！父母管教的原

比較箴言29章15節及箴言29章3節這
兩節經文，我們得到以下的結論（見表
四）：用神的話管教子女會使他們有智
慧並走上義路。
什麼是「智慧」？「智慧」是箴言
的鑰字，共出現四十一次，是指日常生
活所需的技巧：如何跟隨神的計畫，好
避開失德犯罪的陷阱。箴言勉勵人要得
智慧（箴4：5），因為它的價值勝過金
銀（箴3：13-14）（註3）。
父母肯用神的話語管教子女能使他
們得到好處：不但幫助他們走上當行的

道，而且智慧得以加增。父母管教時除
了用神的話之外，另外一個不可或缺的
態度就是要在愛中管教子女。

參、身為父母當在愛中管教子女
—使家庭融合喜樂
箴言13章24節：「不忍用杖打兒子
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
父母親管教子女應當是出於「疼愛」子
女的心，這樣的管教會帶來第三項好
處：使家庭融合喜樂。這就是以愛為出
發點的管教所帶出的特徵，因為「恨能
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箴
10：12）那麼作父母的當如何在愛中管
教子女呢？
一、父母當學神在愛中管教
希伯來書12章5-7節：「『我兒，你
不可輕看主的管教……因為主所愛的，
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
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
的呢？」這裏說出神管教我們的動機是
愛，因此神管教祂兒女的方式應該是基
督徒父母管教子女的楷模！什麼又是神
在愛中管教我們的特徵呢？
神的管教有兩方面的特徵：第一，
神在「無條件的愛」中對我們施行管
教；第二，神在與我們所建立的「永恆
關係」下管教。讓我們去模仿這兩個特
徵！但要注意，人是有限的，不可能滿
足這些特徵，因此這兩項特徵要給予新
的定義。
第一，向子女表明無條件的愛

表四：比較法（箴29：15 與箴29：3）
箴29：15

「杖打和責備」（＝管教）=>「加增智慧」=>不會「使母親羞愧」
「走當行的道」

比較箴29：3，15「加增智慧」＝「愛慕智慧」=>「使父親喜樂」=> 不會「浪費（敗亡）錢財」
箴29：15

箴29：3

（下接第6頁）

按牧感言
感謝神的選召與恩典，弟於 1992 年畢業自新加坡神學院
後，隨即加入了更新傳道會，負責成立新加坡分會，至今已經
是十六個年頭了。透過在更新傳道會的事奉，弟有機會將事工
發展到緬甸、蒙古、中國及中東杜拜。這是神垂聽了十六年前
一個禱告的結果，當時弟剛踏入全職事奉，便向神祈求，使
我：一、不忘記神過去的恩典以致能面對事奉中更大的挑戰與
困難；二、加深我對手中事工的負擔，好叫我的熱誠不退減；
三、賜下異象引導我曉得事奉的路該如何往前走。
在新加坡本地，弟的事奉主要是推展門徒訓練的事工，同
時也為了裝備年長的樂齡信徒投入樂齡福音事工，於2000年成
立了迦勒門訓中心，今年已是第九屆了。
至於在海外宣教工場上，弟透過當地同工進行開荒佈道、
建立教會、學校、學生中心、孤兒院、及培訓中心；同時也為
了滿足宣教工場的全人需要，而發展以下事工，諸如：種茶、
橡膠園、養豬場、語言中心及電腦班等扶貧工程。
除以上事工發展之外，弟也經常在新加坡本地教會及各地
宣教工場中講道、教導聖經及進行門徒訓練。此外，弟亦曾擔
任教會青年事工義務導師（前後四年），及目前仍然是淡申律
浸信教會夕陽崇拜的義務顧問（至今已是第九年）。這一切都
是神的恩典在我軟弱的身上所彰顯的作為，一切的榮耀都歸

余達富／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於祂。
有鑒於弟這十六年來的事奉，在更新傳道會國際主任李定
武牧師提議，及新加坡董事會的贊同之下，決定為弟按立領受
牧師聖職。弟心存敬畏的心，恭敬地從主領受牧師職分。弟深
信按立牧師的職分能幫助我在靈命的成長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提後 1 ： 6 ， 7 ），也必會進一步提升我在新加坡本地及各宣
教工場事奉的層面。我以禱告期待著牧師的職分能擴張我的生
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弟的按牧典禮於今年四月五日下午四時半，假淡申律浸信
教會舉行。董事會委任張人鹽牧師為按牧團主席，並有新加坡
神學院陳世協院長用主的話給予弟訓勉。參與按牧團的除以上
兩位牧長外，另有藍欽強、張寶華、黃克明、李柄新、張治
福、蔡金德、何錦榮和李定武諸位牧師，他們都在弟多年的服
事上有著重要的影響和榜樣。這按牧禮是弟事奉里程中重要的
一刻，因為這不單是承受更大的職分責任，也是面對更大的期
望。我只求有更多主內肢體的代禱與扶持，叫我一生事奉的路
上不會感到孤單、冷落，乃是得著所需要的鼓勵。尤有甚者，
對我個人來說，這按牧禮更不是外表的一個儀式而已，而是我
個人出自內心對神在十六年前對我呼召的一個進一步的委身，
我願靠著神的幫助好好走完這條路，打完這場戰。

研經之路

讓我們學習作好父母
默想 來12：12-13
1. 身為父母，我們要留意改正孩子身上一些不討神喜悅的行為。我們每個人都有「發酸的腿」，「下垂的手」及「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試列出一些在你的生命當中不討神喜悅的行為。(若需要幫助，請看出20章；箴6：16-19；西3：5-9；提後3：1-5。)
2. 我們的兒女有某些行為可能並非不討神喜悅，只是令我們生氣（倒翻牛奶就是一例）。你還可以想出其他的例子嗎？你為這些錯誤懲罰
他，公平嗎？
3. 求神指示你及你的配偶，你們每個孩子身上最不討神喜悅的習慣是什麼？然後求祂教你怎樣面對付它。
4. 說謊或說髒話的習慣就是孩子們生命中「歪腳」的因素。根據來12：13的經文，為何父母在這方面堅決的矯正是非常重要的？
5. 來12：13告訴我們：「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為何不但單單要改正孩子的錯誤行為，也要訓練他有正當的行為更是重要？
6. 在以下的情況中，你要怎樣教導你的孩子？ (記著，你不單要制止他走錯路，也要教他走正確的道路。)
1）你的孩子將你派給他做的事，做得草率馬虎。例如：收拾床鋪。
2）你的孩子幾乎把他空餘的時間都花在看無謂的電視節目上。
3）你聽到你的孩子在嘲笑，並惡意對待自己的弟弟。

我的呼召與事奉
―使萬民作主門徒
弟十三歲接受主耶穌為個人救主之後，即有全時間事奉主
的心願。也在不少於四次的公開聚會中，回應過講員對全時間
事奉的呼召。這樣的心志從未改變過。
1978年我進入新加坡的義安理工學院，在查經組長的建議
之下，我開始參加校園的導航會聚會，也開始對主的大使命略
有認識，並且願意委身於使萬民作主門徒的事工。
1989年在我進入新加坡神學院進一步接受裝備之前，神已
讓我得著許多的機會，在義安理工學院的導航會及新加坡本地
的教會中實踐以門徒訓練回應大使命的要求。從投入門徒訓練
的事工中，我領悟到宣教事工不單要有廣度，也要有深度，這
樣宣教事工才能延綿不絕地繼續下去。
在我當時的兩次短宣經歷中，實在也印證了門徒訓練對宣
教事工的重要性：1993年我到了泰北一個少數民族的村子，村
民原先大部分是基督徒；但就在我到達那裏之前不久，原本每
個主日坐滿人的教堂，卻變得出席人數不到一半。原因是在不
久前，村子裏來了一位回教宣教士，並在村子裏建了一所回教
清真寺，任何人只要到那裏聚會，散會時都會獲贈一斤牛肉，結
果超過一半的村民轉信回教。這令我想起「信耶穌得水牛」的喻
道故事，村民竟然要水牛不要永生！
另一次的經歷發生在1994年我第一
次前往大陸培訓的時候，我去的是一個
在七年內從一個信徒增長到兩萬個信徒
的
村子。然而就在我到達那裏之前幾週，
教會中有一半的信徒都被異端擄走了。
教會領袖七年來馬不停蹄耕耘才有的成
果，假師傅只需一個星期的傳播異端教
訓，就攻陷了教會一半的江山，還留
下了許多的傷痛與疑惑，當時真叫我
感慨萬千：宣教的果效焉能像浮萍一
般？宣教不但要有廣度，更要有深度

才行。
這兩次的經歷，更叫我感到「使人作主門徒」的重要性！
大使命的目標給我看出，主耶穌不要我們的信仰只停留在初信
的階段，乃是生命的委身，作祂的門徒！因此，我從主那裏領
受了這樣的一個信念：若要使萬民作主門徒，就必須在萬民中
執行門徒訓練！
我的異像是透過門徒訓練倍增主的門徒來完成大使命。感
謝主，當我於1992年畢業自新加坡神學院的道學學士班，隨即
就被有同樣心志的福音機構―「美國更新傳道會」所招募，
成立新加坡分會。藉著「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的事奉，讓我得以
按心裏的負擔，逐步實踐所領受的異象。這一切都是神的帶領。
經過幾年的事奉之後，我將「新加坡更新傳道會」定位
為：一個華人差會以新加坡作為宣教的基地，向有華人的地區
進軍，以當地華人為對象，也以他們作為跨越種族宣教的媒介
要想達成此目標，我們就必須透過門徒訓練來裝備當地華人信
徒，使之成為能夠承載大使命託付的基督精兵，再透過他們作
當地跨越種族的宣教事工。
感謝主，透過這樣的策略，「新加坡更新傳道會」如今有
機會在緬甸（1997年）、蒙古國（2001年）、中國（2007年）
發展宣教事工。
2005年神又在我的心中看見新的宣教挑戰，就是回應神託
付給中國教會「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宣教使命，我要如何
為二十一世紀的宣教巨人―中國教會建立在中東宣教的工作
平臺？感謝主，當我憑信心回應了神的感動之後，經過了幾年
的等待，看見神終於為我們行動了，祂賜給我們合適的工人來
實踐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使命。今年2008年，我們正式開展中
東的事工，為迎接中國的宣教事工鋪路，亦是向著耶路撒冷邁
開步伐。
在接下來的日子，我仍然會持守著當初的異象，沿著以海
外當地華人為對象，亦以他們為跨越種族宣教的媒介這樣的策
略，逐步擴展宣教的幔子，也同時與中國教會攜手展開邁向耶
路撒冷的宣教步伐，站在神所託付的崗位上，期待使萬民作主
門徒的大使命早日完成。
求神使用新加坡更新傳道會所專注的宣教事工與異象，也
求神使我不負祂當初對我的呼召，給我更多的同工團隊，能一
同完成主耶穌的大使命。

（上接第3頁）
所謂無條件愛的定義乃是：不論孩
子長相如何；長處、短處有多少；行為
舉止是否中規中矩，作父母的都要能打
從心底地能完全接納他。甘貝爾（Ross
Campbell）說：「無條件的愛是與青少
年孩子建立關係的基礎」（註5，第4546頁）。對孩子來說，他心中最重要的
問題是「你愛我嗎？」作父母的有責任
無條件地給他這個保證！
第二，和子女建立持久的關係
箴言13章24節說出了門徒訓練最基
本的一項原則：「疼愛兒子的隨時管
教」。在門訓者與被栽培者沒有建立穩
定的關係前，是很難作訓戒或勸勉的操
練的，因為關係不夠！管教子女也是如
此，要想恩威並進的管教，就必須肯先
花時間與兒女建立關係。
要記得孩子們有感情上的需要，因
此每個孩子都有一個感情的油缸（註5，
第45-46頁）。油缸是否滿足決定他的感
受，也就因此影響他的行為。為人父母
的應該盡全力去裝滿子女感情的油缸。
你我作父母的就好比「加油站」，要盡
力想辦法保持子女們回來加油！關係的
建立是需要時間的，而且是恩威並進
的。那麼作父母的可以供應那種油呢？
我們可以提供很多種油，諸如：愛，了
解，管教，鼓勵，勸勉等。
好父母如何學神在愛中管教子女？
如果我們真的「疼愛兒子」的話，應付
上代價操練以下三方面的功課：
第一，付上禱告的代價。奧古斯
丁，這位影響西方世界的文化及基督教
思想的屬靈偉人，能如此被神使用，必
須歸功於他的母親莫尼加（Monica）。
莫尼加稱她這個兒子為「那個常使我
流淚的兒子」。但她卻不灰心，為兒
子代禱，禁食，徹夜不眠，流淚哀哭
禱告。在即將離世的時候，莫尼加對
奧古斯丁說：「兒子啊，我的心願已
經完成了……看到你作了天國之子，
神又呼召你奉獻事奉祂，我在此世別
無所求了。」莫尼加含笑瞑目，只有
五十五歲。
第二，管教配合愛心的行動。這包
括雙項行動：首先，建立管教的牆—
施展權威；其次，維護牆內之工— 施
恩「洗腳」的行動（約13：1-17），用恩
威並行的建立管教的牆。超越牆的時候
要懲罰。但事後要學神，要有寬恕的恩

典。更新傳道會出版的《密室》作者彭
柯麗（註5，57頁）說：「神將我們的罪
丟在深海中，並且豎個牌子，『不准垂
釣』。」這是我們每個作父母應效法的
榜樣。
第三，操練耐心與信心。依靠神盡
上責任管教子女；相信神耐心等待全權
之神作工。作父母的如能耐心學神在愛
中管教子女，神獎賞的因果律必帶出融
合、喜樂的家庭！
二、好管教使家庭融合喜樂
好管教不但教出智慧的子女，而且
帶進家庭的融合及喜樂。從箴言29章3節
內在相反平行的結構（見表五），我們
得到以下的結論：有智慧的子女增進父
母的關係，並能負責處理家產。
表五：因果律與相對律：箴29：3（

do的高中屠殺案，也就是第八次的最為
可怕。在一個三萬五千人的小鎮，居然
造成十三位死亡，十六位受傷，此事震
驚全國，甚至全世界。時報雜社的作者
這樣問：「父母親到哪裏去了？」
這些父母難道沒注意到他們孩子們
心中的怒火嗎？他們難道不知道自己子
女重覆地在看「天生殺手」這類的電影
嗎？為什麼他們讓自己的子女玩這種像
「死亡」（Doom）之類的強暴電腦遊戲
呢？兇手Harris的家庭難道不知道自己的
兒子，將他們的車房變作水管炸彈的製
造庫嗎？連同一條街上一個十歲小孩都
知道！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作一對好父母？
答案至少有三，而且全在聖經裏：身為

相反平行）

因
（箴29：3上）

「愛慕智慧的」

（箴29：3下）

「與妓女結交的」

果
「使父親喜樂」
「卻」

「浪費錢財」

使父母悲傷

（敗亡）

筆者將更新傳道會出版的《少年十
五二十時— 管教的藝術》（第五冊）
中論及好管教的四項因素提供在下作為
參考：
。恩威並重的管教
。以管教治家
。以信任治家
。裝備子女照管自己
二十一世紀後現代潮流下衝擊的家
庭，許多基督徒父母都得上班。作為上
班族的父母們應謹記在心的是：他們的
首要工作，不是賺大錢；而是投資在自
己的子女上，「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
的道」（箴22：6上）。這項重任不能
僅靠教會主日學來教導孩子們屬靈的功
課，那是父母的責任。
聖經說：「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
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箴
13：24）不管教子女的肯定是失敗的父
母。但聖經沒這麼說，卻指出未受到管
教 的 兒 女 會 給 母 親 帶 來 羞 愧 （ 箴 29：
15），而且這樣的家庭得不到安息與喜
樂！實際上，不只是一個家庭，甚至有
可能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寧。
美國自1997年開始在學校中就發生
了一連串可怕的，連鎖槍殺案件。其中
以1999年四月22日在Littleton，Colora-

父母要肯花時間管教子女；身為父母要
用神的話管教子女；身為父母當在愛中
管教子女。我們當靠主盡上責任管教，
走當行之道的必蒙神賜福。（武）
本文作者慎重推介更新傳道會出版的《少
年十五二十時》(Handbook of parents & Teenagers) 共七冊，誠為每
位作父母的最好管教子女的一套手冊，其
中第1，3&5冊見註。
註1：解‧凱思樂編（Jay Kesler），
甘張梅君譯《少年十五二十時：管
教的藝術》第5冊，更新傳道會，
1999年。
註2：Bruce K. Waltke, The Book
of Pro箴erbs, Eerdmans,
Grand Rapids, MI, 2005。
註3：《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更新傳道
會，1996年。
註4：解‧凱思樂編（Jay Kesler），
甘張梅君譯《少年十五二十時：難為
天下父母心》第1冊，更新傳道會，
1993年。
註5：解‧凱思樂編（Jay Kesler），
甘張梅君譯《少年十五二十時：家
庭的合一》第3冊，更新傳道會，
1994年。

[傳道事工]
◆更新北美總會的傳道同工，呂允智、
李定武牧師，在新澤西州百花齊放的春
天季節裏，每個週末都忙碌地進出機
場，在各地奔波服事。感謝神，祂使用
更新傳道會，差同工們出去供應各地的
講台。呂牧師在四月第三個週末去了德
州奧斯汀教會，向該教會參與主日學
教學的四、五十位同工們，傳講兩個
專題：《靈命塑造》及《歸納式查經
法》，並製作了精美的兩個 Power Point
投影片，以提高學員興趣，相信聽者都
受益匪淺。李定武牧師則在各地帶領培
靈會，先是北卡州夏樂市李志堅牧師帶
領的浸信會，接著去了德州黃禮和牧師
事奉的科林郡恩友堂領同工退修會，以
及美中堪薩斯州大堪城華人基督教會的
培靈會。感謝神，祂在各地興起許多從
國內來的同工們，看到他們積極投入服
事，高舉基督的名，這真是神的恩典。
◆更新每年四月最後一個週末舉行的姊
妹讀經營，已圓滿結束。感謝主，這次
有來自大紐約區、新澤西州，賓州、馬
利 蘭 州 等 20間 不 同 的 教 會 姊 妹 共 80餘
人，大家同聚一堂，一同查考使徒行傳
中的聖靈作為，同時有講員莊劉真光師
母 五 堂 的 講 解 ， 加 上 在9位 小 組 長 帶 領
下的分組查經。大家不但領受講員的循
循教導，而且分組時學習用歸納法查經
方式，一同研讀神的話，其樂也融融。
這個姊妹讀經營的特色是，參加之姊妹
的回歸率頗高，有的已連續參加了五、
六年，感謝主！住在北卡專門從事更新
門訓的全時間義工周德威，其妻子許珊
珊，這次也不辭勞苦，坐了兩天的火車
前來參加。美東的姊妹們，不論你有否
參加過更新一年一度的姊妹讀經營，我
們都歡迎你們明年來相見！
[宣教與培訓事工]
◆感謝主，更新傳道會的蔡宣教士已於
三月底赴阿拉伯酋長國的杜拜城，藉著
開創「更新語言中心」，在回教人當中
作工，其家人盼能在一年內遷往杜拜團
聚，請代禱。另外更新還有一位宣教士
也將前往協助，求神保守他們平安，在
事工上蒙神賜福。你若對此事工有負
擔，也請在禱告及金錢上支持。
◆李定武牧師在今年四月初去香港，特
別與一位更新香港董事，針對更新分會

在香港地區的事奉有美好的交通。如主
許可，更新將於2009年春天在香港舉辦
「釋經講道研習會」。根據這位董事，
類似這種性質的研習會，尤其是專門針
對傳道人的服事，自1994年華福香港區
委會與更新傳道會香港分會舉辦過一次
「講道研習會」後（滕近輝牧師與李定
武牧師主講，3/28-29/94），迄今未曾舉
辦過。針對許多新一代的傳道人，尤其
來自國內在講台服事的弟兄們，更新有
此負擔，請代禱，求神繼續開路。
[文字事工]
◆更新傳道會希望能開始在簡體字的文
字事工上有進一步的發展，目前正在與
美國的有關出版社簽訂合約，考慮動手
製作以下兩本書：第一本是「古塔奇
緣」，此書類似 C. S. Lewis 的納尼亞童
話集─ 「獅子、女巫、魔衣櫥」，是
以寓言表達神國故事；第二本是「少年
十五二十時」（Handbook of Parents and
Teenagers），準備以套書方式出版，
好幫助華人父母進一步了解自己的青少
年，並學習如何突破傳統，以符合二十
一世紀需要的方式教養他們，請為此出
版事工代禱。
[門徒訓練與栽培事工]
◆周德威弟兄已在四月第一個週末完成
了在北卡州 Chapel Hill 地區的《豐盛生
命 》 初 信 栽 培 。 隨 後 ， 他 將 在 今 暑8月
23日到11月18日之間，前往德國萊比錫
地區從事門徒訓練，請為他在德國的住
宿、身體與所有的服事代禱。目前在美
東也有一些教會準備全力投入門訓事
工，感謝主。其中有一間教會，所有長
老已經開始在教會中作一對一的訓練，
他們都對初步的結果感到十分鼓舞！另
外，荷蘭華人基督教會的門徒訓練事工
也在積極進展中，請繼續為更新在門訓
方面的推展和負擔代禱，希望這些努力
能為神國結出好果子來！
[同工消息]
◆更新台灣同工王麗華姊妹的令堂，長
期受癌症所困，已於四月中平安被主接
去，求主安慰她的家人。
◆ 正在台灣基隆暖暖地區的「門徒訓
練學院」進修的緬甸更新同工李德芳
姊妹，即將在六月畢業，修完其學士學

位。更新同工特此恭賀她，求主繼續帶
領她前面的腳步。
[同工腳蹤]
北美同工
◇李定武牧師
五月
2-4日 俄亥俄州克利夫蘭中國教會培靈會
11日 新澤西州華人福音會
18日 新澤西州主恩堂
23-26日 2008 Lynchburg Conference
六月
1日 新澤西州主恩堂
5-8日 加州三藩市灣區培靈會
15日 新澤西州主恩堂
22日 新澤西州華人福音會
25-29日 加州芳泉谷華人浸信會家庭夏令會
◇呂允智牧師
五月
4日 紐約大使命聖經教會
11日 新澤西州中宣會迦恩堂
24-26日 紐約愛鄰團契福音營
六月
1日 新澤西州中宣會迦恩堂
8日 新澤西州主恩堂
13-14日 新澤西州貝郡證主教會分區團契
15日 紐約基督徒會堂
22日 新澤西州若歌教會福音班
29日 新澤西州紐瓦克基督徒聚會
新加坡同工
◇余達富牧師
五月
11日 宣道福音堂，伯大尼播道會
17日 聖公會善牧堂樂齡聚會
18日 基督教錫安堂，宏茂橋福音堂，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5日 親鄰基督教會，加東福音堂
六月
1日 聖經教會，播道會伯大尼堂
8-14日 大陸行
15日 聖經長老會摩利亞堂，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18-21日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復興營
22日 馬來亞基督教會
29日 聖道基督教會

閱讀各期更新月刊文章，歡迎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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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孩子是件很有趣的事，因為其中酸
甜苦辣各種滋味都有，而且那些滋味不足與
外人道盡也！
不僅如此，教養孩子也是我們作父母
的學習撐開自己宰相肚中那條船的好機會
（嘻！嘻！）。
比方說，我們孩子小的時候，非常愛
我這個作媽媽的，常會對我說：「媽咪，
我愛你，長大後我要娶你。」（能生出這麼
可愛的孩子，你還有何求呢？難怪我放下可
能發展的事業潛力，專心回報她們的愛！）
到了十幾歲的風雨時期，同儕們取代了原來
左右她們的父母的角色，荷爾蒙所帶來的種
種令父母頭痛的問題，使我不禁自問，所有
的犧牲值得嗎？（主啊！求你原諒我這個罪
人，因為從孩子的身上我看見自己那悖逆你
的罪性！）但好日子終於來了，孩子自己竟
然開始作起媽媽來了（哈！），她們也終於
開始發現自己母親的偉大。懷孕期間，她們
會問：「媽咪，你當年是怎麼教養我們的
呢？」（親愛的孩子，好辛苦喔！需要好多
智慧喲！）更好的是她們必須經過生產之
痛，做月子時，竟然開始認罪：「媽咪，我
當年也有這麼可怕嗎？每夜你得起來兩三
次？餵奶原來這麼痛苦！」（是呀！你有時
候生病我還得徹夜不眠地照顧你呢……主
啊，原諒我的誇大其詞！）
感謝神，給我們當中一些女人作母親的
機會。然而，沒有一個母親能單獨承擔教養
兒女的重擔。按照神的心意，教養兒女本是
父母共同的責任。事實上，沒有一種母親比
單親母親更辛苦的了。然而可悲的是，在二
十一世紀的社會中，單親母親越來越多，雖
然中國教會所面對的單親問題遠比美國教會

為少，然而這事實的存在卻是不能否認的。
我們牧會期間，特為教會成立了一個單親團
契，一開始還遭到同工會主席的反對，他以
為我是要成立婚姻介紹所！由此可見華人教
會對單親母親的不了解。
我們華人教會需要注意到單親母親這群
「隱形人」的存在，也需要教導信徒以團契
為單位，兩個兩個地出去幫助及照顧單親母
親。講台與主日學可餵養她們靈裏的需要，
但各個團契則應當學習照顧她們生活上的難
處。你曾想過單親母親萬一孩子長年生病，
被解雇的可能性要比有雙親的家庭大很多
嗎？因為她沒有丈夫可以輪流請假在家看孩
子。我在美國開車四十多年，從來不需要親
自加一次機油，或為車子的問題頭痛，因有
丈夫代勞。一般單親母親則不行，換機油還
是小事，車子一旦拋錨或進了車廠修理，連
上班都成了問題。單親母親經濟一定拮据，
她也有渡假的需要，錢從哪裏來呢？我們當
年成立的單親團契中有些姊妹不是單親，但
對幫助單親母親有負擔，她們愛心的表現令
我難忘。有的提供自己的渡假屋給一群單親
姊妹一同去渡假；有時我們一起去觀光地點
辦個週末的單親退修會，大家一起敬拜，一
起讀經，一起禱告，一起談談生活上的難
處，一起大吃一個週末，一起觀光，最後大
家一起盡興而返。再面對下半年艱難的日子
時，神也使日子變得好過多了。當年單親團
契的成員們，在我們不牧會近十年後，盡管
分居各地，大家卻仍是好朋友，這是多麼好
的一種團契生活！
基督徒團體不但要在照顧單親母親及
孤兒、寡婦的事上顯出我們與世人有別來，
我們更必須積極強調正確教養孩子的重要。

最近從電台廣播中，我聽到一位母親在回答
別人的訪問，她為何願意花這麼多時間在
孩子身上時，她的回答實在發人深省，她
說：「我在世上不論有多成功，什麼都帶不
走。最後離世時，惟一能帶去天堂的是我
的孩子！」
教會不僅要談教養孩子的重要，更重
要的是我們需要不斷強調健康家庭的重要，
特別是在中國人圈中這個強調事業成功、金
錢掛帥的社會裏。我們該如何培養老夫老妻
間的感情呢？如何使自己的婚姻可以維持到
老死才分離呢？父母之間有好的感情對一個
孩子的成長是很重要的，因為不知不覺間我
們已經教導了孩子該如何處理自己未來的婚
姻，和教養他們自己孩子的方式。
不僅如此，父母之間的彼此尊重也一
樣重要，究竟家中誰是頭呢？中國究竟是個
女性社會，但我們基督徒家庭是否也是如此
呢？作基督徒的爸爸們肯執行神所賜他教養
兒女的權柄嗎？還是也按著傳統，一心追求
事業成功，把所有教養的責任都推給了母
親？今天流行的電視節目或電視廣告，總把
男人或作父親的描述得很愚昧，連如何選擇
咳嗽藥水也比太太差（結果太太咳嗽還是全
夜可以安睡，他就倒楣的失眠！但這是太太
應有的態度嗎？這是我們要傳遞給女兒的心
態嗎？）如果為父者還不反潮流的努力培養
親子關係，按聖經原則教養自己的兒女，只
是一味專心追求自己的事業發展，你能肯定
社會的價值觀不會影響到我們孩子對自己父
親的形象與定位嗎？
求神幫助我們作「異鄉中的屬靈人」，
甘心努力作一對不一樣的父母。（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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