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兒女盡快成為獨立人 
** 開始的話 

 
** 讀經：創 26:1-5 
 
1. 養育兒女的終極目標= 使兒女獨立, 離開父母, 加倍發展   

 1) 創 2:24 離開父母, 與妻子聯合, 二人成為一體 

  - 以撒· 雅各· 約瑟人生的轉捩點= 離開父母, 獨立的經歷神 

  - 神養育自己的子民以色列的整個過程裏, 我們會發現如何養育我們的兒女 

  - 以色列他們在歷史中的失敗, 就是前代傳授後代上的失敗 

 2) 耶穌基督培養門徒的目的 

  - <太 4:19>叫你們得人如同得魚一樣→ <太 28:18-20>你要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   

  - 藉著保羅培養門徒 <提后 2:1-8> 我所教訓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3) 以“獨立＂為兒女教育的目標, 則... 

  - 父母的動機· 內容· 方法· 重點, 都又正確又清楚  

  - 兒女的學習能力· 成長速度· 實際應用· 創見發展, 也都卓越不同 

 4) 應該培養那些方面的獨立人?  

   <路 2:52> 耶穌的智慧和身量, 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 都一齊增長 

 - 信仰上: 獨立地遇見神· 掌握如何與神交通· 與神同行, 也能傳授給自己的後代    

  - 生活上: 使兒女發現“禱告中心· 蒙恩時程表· 有原則規律· 平衡· 好習慣＂的好

處而享受     

  - 學業上: 賦與學習動機, 使兒女喜愛學習, 也教導“多得效果的治學法＂, 並使

他們發展創見 

  - 社會上: 教導“鄰居＂的重要性· 自己角色· 如何相親相愛相助· 以肢體為中心

發展人際關係 

  - 經濟上: 使兒女經歷神按時候的供應, 教導如何知足· 管理· 分享..  

  

2. 兒女教育失敗的百態 

1) 使兒女盲從: 兒女不知道“自己正在作什麼＂ 

  - 未供應“開始· 過程· 末了＂的圖畫· 學習動機和意義· 時程表, 因為父母自己也

不知道... 

  - 養成“愚昧· 糊塗· 盲從· 無能＂兒女的最大原因      

 

2) 使兒女被動: 父母主動牽引, 兒女被動跟從 

  - 按父母的動機和目標, 父母自己安排一切, 使兒女跟從/ 無法兒女生命裏的潛力

被拿出來發展 

 3) 只求“萬能＂· “狀元＂, 不量兒女的能力· 條件· 興趣 

  - 人多, 狀元卻只是一個, 人世一切矛盾從此而來 

  - 每一個人都是按神的形像被造的, 也都是從一個人而來的同類, 每一個生命, 都

是極其尊貴的, 也擁有獨特價值和角色的; 當一人在神裏面找到自己被安排的崗

位, 與人配合配搭時, 回復最完美的榮耀, 也能得著最大的冠冕/ 凡蒙恩的神民, 

都是已經完全成功的, 他們人生的目標不在於成功, 乃在於用成功的生命來榮神

益人建國的 

 4) 只看重結果, 不重視過程 

  - 旅行的真諦不在於“終站＂, 乃在於“過程＂= 人生就是一次的旅行  

  - 一生的冠冕不單在於達到的地點上, 更是在於每一個腳步裏 

 5) 只要選安全第一, 不懂“在問題裏隱藏無限的祝福＂  

  - 神將無限的恩惠和冠冕隱藏在問題裏, 作父母的卻將那使兒女蒙恩的機會都除

掉.. 

 6) 只望“更好＂, 不教“如何滿足· 感恩· 分享＂ 

  - 滿足所生的產品, 是幸福; 感恩所得的獎賞, 是祝福; 分享所結的果子, 就是“萬

福＂ 

 

3. 使兒女盡快獨立的教育上, 幾個關鍵性的因素   

  * 在養育子民· 培養門徒上, 父神· 基督· 聖靈所重視的, 應該成為蒙恩的父母養育

蒙恩兒女的智慧和方法...  

 1) 父母不可失去信心: 神繼續為兒女作工 

  * 聖經每本書開頭的共通強調點/ 耶穌基督認識門徒的蒙召是一切培訓的根據<

太 4:19, 16:17> 

  - 以“個別· 獨特的生命＂來認識兒女/ 確信兒女的蒙召蒙恩(神的兒女)/ 尋找神

的計劃和作為 

  - “正確認識兒女＂, 在兒女教育上, 使父母得著完全的自由和能力· 從天而來的

智慧· 有根有基的證據· 繼續不斷看見神的作為和時間表  

 2) 以“信仰生活的獨立＂為重點 

  * 神使以撒· 雅各· 約瑟得著獨立信仰/ 耶穌基督各別揀選門徒, 並給他們介紹父

神是誰... 

  - “信仰生活上的獨立＂, 就是決定後面“學業· 生活· 社會· 經濟獨立＂的最重要

因素 

  - 努力教導: 神是怎樣的一位· 如何遇見神· 如何交通· 如何同行 



  - 特別要使兒女發現: 宗教與福音的不同· 非有福音不可的理由· 非禱告不可的理

由 

  - 作見證並使兒女經歷: 在基督裏的自由· 得勝· 平安· 喜樂· 慈愛· 聖潔· 豐盛· 榮

耀· 盼望 ＝〉努力要打破兒女生命裏生來帶來的一些蒙騙· 盲點· 誤解 

 

 3) 繼續尋求“調動兒女主動＂的智慧 

  * 神帶領亞伯拉罕· 以撒· 雅各· 約瑟的方法/ 耶穌基督的門徒的眼光· 問答· 實習

訓練 <太 9:35-38, 10:1-43, 12:28-29, 43-45> 

  - 引發學習動機—幫助兒女畫出未來的異象和展望/ 多說明: 掌握之後, 更能享受

能力和效果 

  - 在教導上, 多導引兒女的思想和討論/ 問答式的教育 

  - 幫助兒女經驗實驗而發現問題 

 

 4) 按條件· 年齡而帶領 

  * 神帶領每一個聖徒的途徑都不一樣/ 耶穌基督的按人教導<可 10:17-22, 太

8:18-22> 

  - 不能按著死板的原則帶領兒女, 每一個兒女的條件都不一樣, 按條件和年齡尋

找“使他們盡快主動· 獨立的方法＂/ 按著兒女的性格· 興趣· 恩賜· 條件· 情況... 

  - 嬰兒期· 兒童期· 學童期· 青少年期· 青年期· 壯年期···  

 

 5) 不怕矛盾· 問題的出現, 因為問題卻成為加速兒女時間表的動力 

  - 神將揀選的工人放在矛盾裏(摩西·大衛·但以理)/ 耶穌基督對西門說<路 22:31-34, 

約 21:18>  

  - 跟著聖靈的帶領, 順從主的原則而全然交托主, 繼續為兒女代禱, 則將必兒女蒙

恩時刻來臨 

  - 兒女沒有經歷流淚的夜晚, 也無法蒙受“突破· 成熟＂的恩典..  

 

 

** 結束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