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与神的關係和夫妻關係如何影響兒女的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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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有本書”新的一代怎麼想基督教?” 作者報導美國社會愈
來愈多的負面看基督教 (2012 年沒有宗教信仰的已高達 20%,
基督教新教徒比例已少過 50%), 許多過去在教會中成長後來
成為非信徒的, 在當中煽風助長是很重要原因, 而美國的非信徒,
尤其是年青一代的非信徒(30 歲以下的年青人有 1/3 是無宗教
信仰), 當中有許多是在教會長大或以前去過教會後來又離開的
人, 這個現象在歐洲早就出現, 像德國這個歐洲最富裕的國家,
也是幾百年前新教改革的大本營, 父母是基督徒的年青人, 如今
只有少數仍信奉基督, 大多數都不去教會。再來看我們中國人,
在美國華人第二代基督徒的流失率, 猜猜多少? 根据紐約左永
昌牧師近期在紐約信心聖經神學院舉行的美東基督教教育大
會上的教告, 是 96%, 高得嚇人, 我知道很高, 但沒想到這麼高!
德州華人教會的青少年牧師傳道們, 非常憂心基督徒青少年進
入大學後的嚴重流失情況, 和年青華人信徒大學畢業後進入職
場, 再去教會的比率逐年下降, 最近幾年開始, 每年都定期開會,
積極的一起研商對策, 什麼原因造成許多基督徒的兒女不再跟
隨父母信靠神? 中外的各方研究都歸納出共同的結論: 基督徒
的家庭出了問題, 基督徒父母要負最大責位, 這不是說教會沒
有責任, 牧師傳道人沒有責任, 年青人本身沒有責任, 學校社會
沒有影響, 都有, 都不能脫責, 但值得我們正視不能再忽略的是:
家庭的影響最大, 父母要負最大責任。教會只能澆灌施肥, 但
信仰的扎根落實在家庭
我們都愛自己的兒女, 都想把最好的給他們, 都想他們能健康的
長大成人, 盡所能的給他們吃好的, 用好的, 穿好的, 為他們有個
好的生長環境和將來可以上最好的學校, 省吃節用多存錢, 搬到
有好學區房价貴的住宅區, 夫婦平日工作, 理家, 學習己經夠忙,
下班後和週末還帶他們東跑西跑學這學那, 補這補那, 真的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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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們做出許多犧牲, 不但如此, 從小就把他們帶到教會, 知道教
會的環境、教導對兒女好, (甚至一些非信徒都願意把小孩送到
教會), 希望他們認識相信自己信靠的耶穌基督, 成為神的兒女,
不但有永生, 而且可以放心, 他們一生有神的同在, 看顧, 保守,
和帶領。應該沒有那個父母希望看到信主的兒女, 長大離家後
就離開神, 更沒有愛兒女的父母 intentionally 做出讓兒女後來
離開神的行為, 現在說基督徒父母在家庭裡沒有好好教養兒女,
要為兒女後來離開神負最大責位, 我相信做父母的心中一定難
過痛心, 我們辛苦努力, 天啦! 到底那裡疏忽了, 那些地方做錯
了!
盼望透過一系列”如何為人父母”的探討, 讓我們在繁忙的生活
中停下來照照鏡子, 看到自己的缺失盲點, 而且幫助兒女還在身
旁, 還有機會改正, do something 的父母, 1) 清楚如何按神的心
意、托付, 計劃做父母, 2) 認識如何按聖經的觀念, 教訓, 原則,
和方式來教養兒女, 以致在兒女健康成長和信靠跟隨神上, 帶
領的方向不致迷失走岔, 擺上的犧牲和努力不會徒然, 這是做
父母向神負責的地方。對於已經空巢的父母, 不能因為兒女長
大離家, 說”學習如何為人父母己經晚了”, “ 感嘆若真犯了錯,
要改也遲了!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李商隱的詩錦
瑟 ), 不是的! 做父母是一輩子的事, 孩子小做父母, 孩子大還是
做父母, 而且要做祖父母, 仍然有學習, 只是學習的科目不同, 神
仍給機會我們去影響關心兒女,只是面對的挑戰不同, 所以我們
給空巢父母的弟兄姐妹在這段時間安排的內容不一樣, 但目標
都一樣: 做合神心意的父母, 榮耀神, 並賜福兒女成為他們的榮
耀。今晚我想先從做父母的兩方面, 來檢視一下我們在家庭中
對兒女造成的影響 : 一是我們和神的關係, 一是我們夫婦的關
係, 這兩種關係是前後影響的, 這兩種關係構建成的家庭, 健不
健康? 榮不榮耀神? 基本上已經決定兒女將來是否幸福? 是否
信靠跟隨神? 重要性不可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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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單身女士聽到牧師在講道中說”你与你父母的關係, 特別是
与父親的關係, 深深影響你如何去理解神。” 會後就請教牧師
在屬靈追求上的一些困擾, 特別題到”上帝差衪獨生愛子到世上
為我們死”, 她不懂為什麼上帝這麼對待衪的兒子? 不是太殘酷
了嗎? 為什麼她這麼想? 因為她有個自私的父親, 為了与其他女
人鬼混, 不顧家遺棄她和母親, 不單沒有保護他的女兒, 且傷害
她, 更糟的是他父親是基督徒, 常引用聖經, 甚至引用錯了聖經
的話來教訓人, 所以她理解神兒子的死, 是由於自私的天父上
帝說”把我的兒子拿去, 不要找我。” (而不理解這是天父最高的
犧牲) 因為她的父親就是這麼做! 她很羡慕教會中那些有美滿
婚姻的人, 但又害怕結婚, 因為她父母(都是基督徒)的婚姻破裂,
承認自我形象低, 不容易相信人, 缺乏安全感, 不認為有人愛她,
不覺得自己是可愛的, 可以被人愛的, 因為她是在一個”不信任,
不被愛, 不被重視”的家庭裡養育長大! 這位女士在家庭中經歷
到的”父母和神的關係”和”父母婚姻中的關係”, 對她的健康成
長, 不但沒有幫助, 而且帶來嚴重的傷害, 她要信靠神, 困難! 要
有幸福的婚姻和与人相處有健康的人際關係, 很不容易, 這位女
士是典型基督徒父母在家庭裡沒有盡責教養兒女下的受害
者。類似的故事很多, 情結雖不一定相同, 但都与父母有關, 兒
女的未來幸福受到家庭中父母与神的關係和彼此的關係的直
接影響。做父母必須要有清楚的認知, 不能糊塗無知!!
先來看在家庭中父母和神的關係對兒女的影響,
神對基督徒父母, 在兒女屬靈的教養上, 有清楚的託付 (申 6:6-9,
詩 78:1-8), 就是激發兒女對基督的信靠並培養兒女敬虔的品格。
要完成這個託付, 父母在家中是從三方面教養兒女:
一. 教導正確的信仰 – 不能只靠教會, 兒童主日學老師, 青少年
pastor/輔導;
A. 幫助兒女認識神: 不管事奉如何忠心, 有多輝煌成就,
孩子不識主, 在神眼中是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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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最重要的事(不是學業功課, 不是學技藝)關乎永
恒, 決定將來一起的永恒去處;
2. 聖經說蒙神賜福的家庭是指有敬虔後代, 兒女不識神,
那來敬虔後代, 也對神無法交帳, 因兒女是神賜的產
業, 托管後要交給神;
3. 不能放任不管兒女的信仰, 任他們自個選擇, 漂流逛
蕩, 你不會任兒女隨便去不去上學, 吃不吃飯, 睡不睡
覺, 做不做功課; 5-6 歲接受主的可能性 32%, 青少年/
成人是 4%-6%, 幼年帶信主多重要
4. 不能光嘴巴講(言教), 在家中要活出自己相信的真理
和信仰(身教), 兒女要看榜樣, 不是光聽教訓;
5. 神在兒女中的形象, 与父親在他們心中的形象掛鉤的,
若霸道自私, 神就霸道自私, 若關係疏遠若即若離, 神
就捉摸不定; 若出爾反爾, 就不可靠; 若挑剔, 神就專
挑人毛病, 若神是挑剔, 霸道自私, 捉摸不定難取悅,
不可靠,不管聖經怎麼說神是愛, 信實可靠, 孩子難信
B. 用神的道教導兒女: 幫助兒女認識神是開端, 不能做有
名無實的信徒, 要兒女在人生的抉擇上, 以神的話為依歸,
尋求神的旨意和引導, 即幫助兒女建立屬靈根基。
1. 孩子年幼時, 在床前講聖經故事, 父母有時間給兒女
嗎?
2. 確定孩子參加教會聚會, 孩子長大會有不想來的時
候, 不會讓其挑食, 不讓孩子自行決定參加教會聚
會。父母是否固定參加聚會?
3. 要求有靈修習慣: 父母在家中培養孩子正確的人生
觀, 價值觀, 不与金錢, 名利, 物質追求的屬世觀念看
齊, 如何与世界抗衡? 靠神的話, 在兒女年幼時候打
下讀經基礎, 光靠主日崇拜不夠, 要每天靈修親近神,
但做父母每天靈修讀經親近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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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孩子禱告, 帶兒女禱告 – 父母自己常不常禱告?
1. 為孩子認識神, 靈性成長, 明白真理, 凡事信靠
神, 有神的同在, 保守, 和帶領禱告
2. 做父母是否凡事禱告? 常不常禱告?
二. 建立孩子良好的品格: 反應出神的榮耀, 不要被罵沒家教
孩子在家中習慣的養成, 相當塑造了他未來的品格, 品格
又決定、影響一個人將來的行事為人, 与人相處, 和人生
前途, 父母在孩子品格的培養上, 負完全的責任, 不能掉以
輕心, 否則害兒女一輩子。好的品德(不自私替別人著想,
誠實守信, 有愛心幫助人, 謙卑有禮貌不驕傲, 自省不与人
比較, 不講髒話咒罵人, 勤勞不懶惰等), 德行是与人的罪
性相反的, 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 父母需要時刻刻, 有耐心,
不厭其煩, 很紀律的, 勤奮的, 幫助兒女養成好習慣, 一點
點把屬神的美德、品格打造培養出來, 兒女將來感激你一
輩子。
但建造兒女品格不是今天在飯桌上開講”誠實守信入門”,
明天在開車時教” 謙卑忍耐訣竅”, 這种教導方式效果有限,
在乎父母每天生活, 怎麼跟兒女相處, 与他們互動, 才是實
際訓練最好方式, 當你遇到困難, 挫折, 不如意, 或感到心
煩如何面對處理? 是暴跳如雷, 破口大罵, 怨天尤人? 還是
安靜到神面前禱告交託? 兒女時刻在看, 在學, 不是你說什
麼, 乃是作做什麼, 耶穌与門徒在一起, 是”把神的名顯明
給他們” (約 17:6) 是把神的榮耀, 神的品格性情活出來, 給門
徒看!
建立孩子良好的品格是非常艱難, 花心力的工作, 很容易
忽略, 放棄, 放鬆, 更緊要的做父母都沒有從神來來品格,
或不知道什麼是敬虔的品德(聖靈的果子 – 仁愛, 喜樂, 和
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實, 溫柔, 節制, 加拉太 5:22), 或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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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重兒女品格的培養, 如何在這麼重要的兒女教養盡到
責任? 這与父母和神的關係習習相關!
三. 指示清楚的人生目的:
每個人需要清楚知道人生真正的目的, 活在世上才有意義,
不會迷失方向, 荒費人生, 創造且救贖人的天父上帝已經
把人生目的在聖經中清楚顯明 – 透過敬畏神, 遵行神的命
令旨意, 事奉敬拜神, 彰顯神的榮耀。做父母不把人生真
正的目的, 清楚的指示給兒女, 而任由他們摸索, 這個世界,
撒旦會非常樂意, 積極的替你做這件事, 把一個錯誤, 混淆
的人生目的告訴你的兒女, 把他們帶向離開神滅亡的道路
上去, 如果你不希望看到所愛的兒女走向滅亡而不自知,
在他們年幼時就把當行的道路, 當持守的人生目的指示告
訴他們。我要問的是: 做父母的清楚人生真正的目的嗎?
父母是走向這個目的道路上嗎? 這又与父母和神的關係
習習相關!
父母教導兒女正確的信仰, 按聖經教導建立孩子良好的品格和
指示清楚的人生目的, 不是一步登天, 一促可及, 需要時間在生
活中一點點連起來, 而且有意的(intentional), 不是無意的
(accidential), 持續的去做, 因為不是百米短跑, 是持久的馬拉松,
父母需要在神面前有委身、有使命的去做, 所以与神有親蜜的
關係很重要, 隨時依靠仰望神, 得力量, 智慧, 愛心, 忍耐去做,
因為單靠自己的立志努力, 單打獨鬥, 支持不了多久, 弟兄姐妹
相互鼓勵分享一起學習, 扶持更是需要。
基督徒父母, 在兒女屬靈的教養上, 帶給兒女最大的困擾, 引起
他們對信仰產生懷疑, 甚至到後來離開神不去教會, 就是父母
很少或不在家教導他們屬靈的事, 兒女認識神和神的話, 聖經
的教導都是從教會而來, 回到家与基督徒的父母相處, 從他們
身上看到的, 聽到的; 被父母教導的; 父母要自己看重, 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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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追求的; 鞭策自己去參加的, 去學習的, 都跟在教會學習
的, 聖經教導的矛盾, 背道而馳, 兒女看不到父母把信仰活在生
活中, 看不到父母對信仰認真追求, 只是外表的基督徒, 在教會
裡幾個小時的基督徒, 這種裡外不一, 人前人後兩個樣的假冒
為善的信仰, 讓他們非常困惑, 這種信仰是真的嗎? 值得他們追
隨嗎? 我們的兒女離家外出求學工作, 不再去教會, 不再跟隨神,
誰的責任? 基督徒父母在兒女屬靈的教養上, 要扎根有果效, 必
須先從自己与神的關係更新開始!
再來看夫妻關係對兒女健康成長的影響
父母教養兒女之先, 必須給兒女一個健全的家庭, 如果夫
妻沒有美好關係, 孩子看不到美滿家庭: 爸爸常常不見人,
媽媽見了爸爸就嘮叨埋怨吵架, 家中不見安寧, 沒有溫暖,
家中人不能在一起, 如果夫婦有外遇傷害更大, 不管父母
用什麼方式教養兒女, 都是紙上談兵, 對孩子沒幫助, 就像
父母告訴兒女神的愛是如何如何, 但孩子看不到父母相愛,
只有爭吵打鬧; 告訴兒女神是如何溫柔寬恕, 但孩子看不
到父母這樣相處, 也不這樣待他們, 只有吼叫責罵沒耐心,
等兒女到分辨黑白的年齡, 就自然不把父母的話當真。父
母有責任為兒女佈置一個幸福美滿家庭的環境, 讓他們健
康成長。
婚姻家庭是神設立的, 聖經中記載了神設計的幸福美滿家
庭的藍圖, 其核心和基礎建立在兩人成為一体的夫妻關係
上, 但因為第一對夫妻犯罪, 罪入了世界, 破壞家庭的和協
美滿, 當然影響兒女健康成長, 像該隱殺亞伯, 但耶穌來,
神人和好, 人和人和好, 讓原本地獄般的家庭狀況, 重新回
到神當初設計的美好, 今天基督徒夫妻能否信靠神, 按神
設計的藍圖, 恢復夫婦關係中的彼此相愛順服, 相互尊重
信任扶持, 來建立幸福美滿家庭給兒女? 夫妻恩愛不單榮
耀神, 自己享受, 更是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讓兒女蒙福,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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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子的安全感, 歸屬感主要從夫婦恩愛的關係中來的,
並且也是替兒女們將來有一個美滿的婚姻家庭鋪路! 父母
要好好經營培育夫婦關係! 千萬不能因為忙, 工作, 兒女,
服事而忽略!
教養孩子的關鍵人物是父母, 不是牧師, 更不是老師;
孩子信仰的生根落實是在家庭, 不是教會, 學校;
父母不僅要忠心做好言傳, 更重要的是身教, 所以父母和神有
親蜜關係和爸媽恩恩愛愛, 是在兒女面前, 把自己的信仰, 活出
來的一個榮耀神的榜樣, 以致孩子能在和睦, 充滿愛溫暖, 有虔
誠生活的家庭氛圍中耳濡目染、健康成長, 兒女接受的信仰不
是空中樓閣, 離開家就不見了, 父母的神會終身成為兒女的神,
像像拿娥米的神成為路得的神一般!
建立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 是教會七個核心价值, 更是我心中
對 NLGC 弟兄姐妹很大的負擔, 而家庭事工是來推動落實這個
核心价值的工具. 下面我請麗梅傳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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