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幫助兒女走當行的道



父神賦予父母親的責任

『生育』、『養育』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創世記：一28a）



父神賦予父母親的責任

『生育』、『養育』、『教育』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二十二6）



幫助兒女走當行的道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Direct your children onto the right path,  
and when they are older, they will not leave it. 

（箴言：二十二6, NLT） 



『有幫助』的管教



『有幫助』的管教

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 
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  

Those who spare the rod of discipline  
hate their children.   

Those who love their children  
care enough to discipline them. 

（箴言：十三24, NLT） 



『有幫助』的管教

『道德的淪喪』？ 

『是非的混亂』？ 

『價值的扭曲』？ 

『人性的本惡』？ 



『有幫助』的管教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 
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Discipline your children while there is hope.  
Otherwise you will ruin their lives. 

（箴言：十九18, NLT） 



『有幫助』的管教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 
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 
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My child, don’t reject the Lord’s discipline,  
and don’t be upset when he corrects you.   

For the Lord corrects those he loves,  
just as a father corrects a child  

in whom he delights. 

（箴言：三11-12, NLT）



『有愛心』的管教



『有愛心』的管教

『罵小孩、打小孩、管小孩』 
vs. 

『管教小孩』？ 
 

『情緒化、Emotional』？ 

『控制慾、Controlsive』?



『有愛心』的管教

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 
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或作指教〕。 

My child, listen when your father corrects you.  
Don’t neglect your mother’s instruction. 

（箴言：一8, NLT） 



『有愛心』的管教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Train up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depart from it. 

（箴言：二十二6, NKJV） 



『有愛心』的管教

『有愛心的管教、Loving Discipline』 
 

『指導、Instruction』 

『訓練、Training』 

『更正、Correction』



『有愛心』的管教

杖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 

To discipline a child produces wisdom. 

（箴言：二十九15a, NLT） 



『有愛心』的管教

行為純正的義人， 
他的子孫、是有福的。 

The godly walk with integrity;  
blessed are their children who follow them. 

（箴言：二十7, NLT） 



『有愛心』的管教

Each day of our lives we make deposits  
into the memory banks of our children. 

在每天的生活中， 
我們都在儲存某些事物， 
在自己小孩的記憶庫中。 

— by Charles Swindoll 



『有智慧』的管教



『有智慧』的管教

能按不同的『階段、Stages』 
不同的『需要、Needs』 

 
來傳授、 

『神的心意、God’s Will』 



『有智慧』的管教

『管教』真正的目的是在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箴言：二十二6, NKJV） 

是幫助他們走在神 
『普世性的旨意－神的智慧』、 

與『特殊性的旨意－神的計畫』裡⋯。



『有智慧』的管教

神的智慧、 
包括了神眼中『正確』的 

『是非觀、價值觀、人生觀』⋯。 

神的計劃、 
包括了人生中『適合』的 

『專業路、家庭路、事奉路』⋯。 



『有智慧』的管教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 
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Children born to a young man 
are like arrows in a warrior’s hands. 

（詩篇：一百二十七4, NLT） 



『有智慧』的管教

『箭頭』 
磨練穩定的個性 

『箭身』 
雕塑正直的品格 

『箭尾』 
培養平衡的能力



『有智慧』的管教

『拉弓』 
激勵兒女、儲備人生的動力 

『瞄準』 
幫助兒女、看到人生的目標 

『射出』 
放手兒女、奔跑人生的道路



『有智慧』的管教

管教的杖不一定是指體罰， 
求神給我們智慧，按不同需要與階段、

給予適當的管教⋯。 

Discipline without a good relationship  
only will trigger anger and rebellion. 

 
若沒有一個好的關係， 

『管教』只會觸發『怒氣』與『叛逆』。 
 

— by Josh McDowell



幫助兒女走當行的道



幫助兒女走當行的道

無論小孩的『天性、Nature』為何⋯ 

我們是否願意按神心意給予 
『有智慧、有愛心的管教、Nurture』⋯ 

並接受他們的『選擇、Choice』⋯ 

為他們一生的道路來『代禱、Pray』！



幫助兒女走當行的道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Direct your children onto the right path,  
and when they are older, they will not leave it. 

（箴言：二十二6, N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