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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敬虔的後代 

--摘自江秀琴牧師 2013 年 5 月 12 日主日信息 

出 20:6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孩子在我們看來，覺得他朽木不可雕，但在神看來，他是發光的金子。陳彬

的孩子本來注意力沒辦法集中，但是他現在變得這麼好，大家都來問他為什麼。

我們的神就是這麼棒！我們做父母的要常常用神的眼光來看孩子。因為我們看到

的孩子只是外表，但是，神造他是有目的。 

 見證一：兩個孩子，兩種命定 

一位姊妹帶著兩個孩子來我們沐豐先知團隊，同工就為這兩個孩子禱告 ，團

隊的同工為其中一個孩子禱告說：「你喜歡探索，你不喜歡循規蹈矩的生活，你

不喜歡每天的生活都一樣，你喜歡挖掘一些不尋常的東西。神把這個探索的渴望

放在你的裡面，神要你探索神，你會喜歡彈吉他，你藉著彈吉他、唱詩歌 你會

發現神很有趣，你會專注在敬拜和讀經的上面，會探索聖經去了解神的情感。你

就會發現，神是怎麼樣的神。神藉著你告訴周圍的人，神很有趣，祂並不枯燥。」 

我們華人的父母不喜歡孩子不循規蹈矩，他們會給父母帶來許多的麻煩 。但

這是神把一個探索的性格放在孩子的裡面，藉著孩子的探索來發掘、認識神，但

我們從分別善惡的眼光去看他，就討厭他。但是，神在他身上有特別的心意。 

同工為另外的孩子禱告：他看到一條小溪，這個孩子背着書包，從一塊石頭

上，跳到另外一個石頭上。同工禱告說：「你是一個不在意的人！神喜悅你快樂，

無憂無鬱。因此，你不要失去這樣的特性，世界要把你塑造成學識淵博、技巧精

湛的人，讓你喜歡變成一個很酷的樣子。仇敵想用擔心掛慮把你壓倒。神希望你

持守無憂無慮。你就像約拿單，他雖然本來是要繼承王位，但是他很謙卑，卻去

扶持大衛。他很勇敢，是領袖，曾經帶著一個人，就敢衝入敵軍。在你的裡面有

這樣的勇敢，你有這樣的恩膏和潛能，可以成為領袖。神有時讓你成為一個幫助

者，但是有時，祂會讓你征服敵人的陣營。所以，你不要害怕地躲起來，在你裡

面有一顆征服的心，會克服許多的困難。當你面對困境，就是神要來幫助你的時

候，祂給你恩典，所以，你不要放棄。你好像是一個機械師，神讓你非常擅長用

手來做事情。 」 

這個母親發現，這個孩子的確手巧，在家裡很會修理東西。神造每個孩子有

不同的特點，如果你沒有神的眼光，就會被他的缺點抓住。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許多人常常找不出孩子有什麼優點，其實神要我們做父母的要來幫助孩子的優

點，如果我們常常去禱告問神，我們就知道神造他的心意是什麼。神不會創造一

個朽木，因為神創造的人，是照着祂的形象所創造的，有祂的 DNA。 

 神給你的是金子，不是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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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偉大的神，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祂把祂的 DNA 放在孩子身上，而

每一個孩子在他不同的特長裡面去發揮出來，那麼，神國度的豐盛、榮耀就會彰

顯。而我們做父母的，要去發掘、培育、幫助他們。當然，這很在乎的是：我們

要愛神，守祂的誡命。 

如果我們不是因為愛神，就不會有神的眼光，就跟世界上的人沒什麼兩樣，

而世人的眼光就是乖、安靜、聽話、不要吵、成績好、考好學校、各種技能要好、

贏過別人、不要落在後面，要跑到前面，贏過許多人，這樣，父母就覺得很有面

子。孩子讀的科係要是很熱門的，是賺很多錢的，是不是很多父母的價值觀都是

這樣？所以，我們把好多金子都變成了朽木。 

神說：“我給你的是鑽石、是金子。”你說：“沒有，我怎麼看都是朽木，

一點用處都沒有。”但是，你真的愛神，守神的誡命，神說：“我就會向你發慈

愛，就會讓你的眼光明亮起來，你開始看的就不一樣了。” 

 見證二：過動兒的變化 

有一位媽媽，她的孩子自從來兒童主日學、幼稚園起，總是去抓傷人，推人，

打人…..這位媽媽感覺很痛苦。孩子在幼稚園的時候總是接到校長、老師的約談

和電話：“現在就把你孩子接回去！” 

這位媽媽是懷孕之後才來到教會信主，她也把孩子獻給神，但是對這個孩子

就是沒辦法。孩子 5 歲的時候醫生檢查：“你的孩子如果不是過動兒，也是第一

名或第二名的接近過動兒。”這個孩子的屁股就是沒辦法坐住，總是抓人、咬人…
這個媽媽需要常去跟別的父母道歉，因為把別人孩子的臉抓傷。媽媽很沮喪，可

是這位媽媽愛神，一直追求神，一直操練過內在生活。 

她的先生沒有信主。這孩子一出生，先生就不太喜歡他，又加上這個孩子是

個過動兒，惹那麼多麻煩，爸爸就很不喜歡這個孩子，對孩子要不就是罵，要不

就是和他保持距離。這位媽媽想：我還是自己來帶這個孩子，讓他少跟他爸爸接

觸，免得他受更多的傷害。 

但是兒子是需要父親的愛和管教，需要父親的榜樣，需要跟父親建立關係。

如果只有母親，對這個兒子會有很多的虧損。所以這個媽媽就跟神禱告：“主啊，

這是你的孩子，我現在願意放手，多讓父親來帶他。”她還跟丈夫一直溝通，讓

他怎樣來帶這個孩子。 

同時，這個媽媽一方面跟神禱告，一方面就是照著《如何教養孩童》的《愛

篇》、《管教篇》的方法帶這個孩子，一直在相信神。在在孩子 5 歲時，媽媽就

帶孩子去學校，看看孩子對什麼有興趣。學校有個西洋棋俱樂部，她發現孩子對

這個有興趣，就讓孩子開始學西洋棋。 

感謝主，神真的垂聽禱告！這孩子專注在西洋棋，一下就是一、兩個小時。

下西洋棋就幫助他能夠專心。西洋棋老師就跟孩子們說：“Think before you 
move！（行動之前，你要先想）！”好動兒就是不喜歡思想，只喜歡動手，可

是他對西洋棋有興趣，老師講的，他就聽進去了，就開始不毛毛躁躁地一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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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先安靜下來想。 

這個媽媽也一直在為這個孩子禱告，孩子很蒙恩，西洋棋學得很快，而且參

加比賽就進入全美孩童比賽前一百名。爸爸也開始願意陪孩子去參加西洋棋比

賽，爸爸跟孩子之間關係就越來越好，兩個人常常有說有笑地探討西洋棋，甚至

爸爸請假陪孩子去參加西洋棋比賽。孩子現在已經 8 歲，已經進到全美國第 50
名了。 

 神祝福後代的條件：愛神，守祂的誡命 

我就發現，神真的是照著祂的話成就，“愛我、守我誡命的，我要向他發慈

愛直到千代。”弟兄姊妹，你的每一個孩子、孫子都是神預定要祝福的！神要對

你的孩子、孫子發慈愛，可是有一個條件：愛我、守我誡命。你如果不是愛神，

而是愛自己的面子，讓孩子為你爭光，讓孩子能夠帶得出去，在乎他在眾人當中

是否被讚美，在乎你去到學校感覺很風光，把你未完成的夢想要落實在孩子的身

上。過去，你沒有當醫生、教授，現在，你要孩子好好讀書，因你過去沒有被好

好栽培，你就是要孩子功成名就、賺大錢、前途無慮。這是愛自己，不是愛孩子！ 

你要愛神，守神的誡命，神就要向你發慈愛。如果你愛自己，照著自己的方

法去教孩子，你就會勞苦愁煩，轉眼成空。也許你的孩子真的當了醫生、教授，

但是他跟你的關係很糟，可能很恨你。有位媽媽是教授，兒子也是教授，但他兒

子很恨媽媽。媽媽住院開刀，兒子都不來醫院看媽媽，因為恨她。 

 將神的一切都傳給後代 

我們不將這些事向他們的子孫隱瞞．要將耶和華的美德和祂的能力、並祂奇妙

的作為、述說給後代聽。  因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設律法、是他

吩咐我們祖宗、要傳給子孫的．使將要生的後代子孫、可以曉得．他們也要起

來告訴他們的子孫．好叫他們仰望神、不忘記神的作為．惟要守祂的命令．（詩

78:4-7） 

這裡講到，我們要把神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為都要訴說給後代聽，然後，

後代繼續再傳給子孫，好叫他們凡事學習仰望神，不忘記神的作為，唯要守祂的

誡命，因為神的每一條命令都是充滿了慈愛，都為著要叫我們得益處，叫我們得

祝福。 

神的話語是何等真實，我們需要對祂的話認真，神說：“我設立婚姻，是給

你們後代的子孫，為著要你們照著我的心意去養育他們，以至於他們成為敬虔的

後代，使這全地都充滿了像神的兒女。”所以，養孩子是為了神要得著子孫，延

綿年日，一直的一代一代都像神。 

今天，我們每一位做父母的，在這個母親節要特別去思想，神給我的孩子多

麼的寶貴，我該怎樣養育他？讓神讓這個金子、鑽石可以發出光來。這很在乎我

們是不是一直把神的美德、神的能力、神奇妙的作為訴說給他們聽。如果你常常

這樣做，你的孩子就會不一樣。而不是你常常對他嘮嘮叨叨，嫌他這個，罵他那

個，你要多多去告訴他神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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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三：敬虔的孩子、特別的殊榮 

我們教會有一對夫婦，他們的女兒得了科學獎，是從一千九百個高中生裡面

選出四十位，要去華盛頓首府進入最後的決賽。這個孩子看看其他三十九名的資

歷，就自己只是作陪襯而已，她是不可能進到前十名的，前十名會給得到非常優

厚的獎金，那是一個很高的殊榮。 

這位媽媽是去年的一、二月來到這邊，那時候，我正在講《神悅納的日子》，

神造我們何等的尊貴榮耀，我們是神的兒子，神藉著我們要做大事，藉著我們發

出光來。孩子三月就要去參加比賽，如果是以前，媽媽就會跟孩子說：“前四十

名已經很不錯了，沒關係啦！你就去看看吧！” 

但這次，媽媽聽到講台講什麼，就去告訴孩子：“你知道嗎？你是神的女兒，

是大君王的女兒，你要代表神去那個地方，去榮耀神的名。勝敗不重要，但是，

你要為著神的名興起發光！”這個話就進到女兒的裡面，女兒態度就開始改變，

她不再覺得四十名也不錯，去做個陪襯等，而是要代表神，要榮耀神，不在乎勝

敗，但要與神同行，為主興起發光。 

於是，她帶著與神同行、為主發光的心態去比賽，結果，神就讓她得了第八

名。有三家中文報社記者來採訪她，要將這個新聞報道出來。當記者們就問她：

“你上課已經很忙了，怎麼還有這麼多的時間去做科學研究呢？”孩子回答說：

“如果你認識神，跟神有一個好的關係，你就常有平安，就可以做很多的事。” 

記者再問她：“你得獎最感謝的人是誰？”前十名的孩子幾乎每個最感謝的

都是老師。而這個孩子卻說：“我最感謝的是我的父母，因為從我的父母對生命

充滿了熱情，有愛和生命的活力。”記者繼續問她：“你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她回答：“我人生的目標就是：我要研究上帝所造的宇宙的奧秘，要傳遞，要使

人認識這個奧秘！” 

這位神在這個孩子的裡面是很真實的！她的同學都好喜歡她，很喜歡跟她在

一起，因為她的世界觀跟其他人很不一樣。當這個世界發生一些殘忍或者很奇怪

的事，你都有從神來的眼光和價值觀，會讓別人對你很有興趣，你的價值觀會提

升別人，使人很喜歡跟你在一起。你之所以那麼特別，是因為別人發現你有上帝，

而且上帝是在你生命中是第一優先。  

女兒的朋友也說：“我從一認識你，我就很驚訝，你怎麼能夠這麼快樂！”

現在很多的學生都不快樂。這個女兒也對她的媽媽說：“你都不像我們其他同學

的媽媽們，我去同學家，常常聽到他們的父母常把他們的成績跟別人比較，嫌他

們不夠好，常常罵他們，而我的媽媽是個快樂的媽媽。” 

我就問她：“你是怎麼教孩子的？怎麼會教得這麼好？”她說：“江姐，我

這個孩子就是我操練過內在生活所結出來的果子。”其實，她的孩子在四年級的

時候，就變得不太講話，她很內向，變得跟父母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父母也蠻

難過的。在孩子五年級的時候，他們夫婦開始聽到內在生活的信息，然後來到我

們教會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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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家很遠，要開車一個半小時來到這裡聚會，夫婦很認真，聽到的信息，

就很認真操練，他們分別都有自己的等候神、親近神的時間。有一天，這個媽媽

在親近神的時候，神就光照她：“在孩子三歲的時候，你在怒氣中推了她一把，

你傷害了她！” 

於是，她就去跟孩子認罪：“孩子，對不起，你三歲的時候，媽媽生氣推你

一把！”這個孩子說她不記得了，但媽媽跟孩子認錯悔改，她們之間關係重建的

旅程就有了新的開始。藉著媽媽操練過內在生活，等候神，一方面她感受到神的

同在，享受甜蜜；另一方面，她常在神的光中被光照，每次她被光照，就跟孩子

認錯。 

在孩子七年級的時候，她寫了一個卡片給媽媽，成了媽媽很棒的生日禮物。

她說：“媽媽，我現在不再覺得生命是黑暗的，而是我開始充滿希望和光明。”

其實，孩子為什麼都不講話，是因為這個孩子喜歡讀文作品。而世界上很多的文

學的書中都充滿作者的灰色思想。例如，自殺的文學家海明威等。孩子讀很多這

樣的書，漸漸就會覺得生命是黑暗的。再加上可能小孩子被傷害，或者看到父母

吵架等等，就覺得人生是黑暗的。 

現在，孩子看到爸爸、媽媽不再一樣。爸爸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是等候

神，親近神，讀聖經。他就問神：“神哪，你看我女兒都不講話，到底是怎麼回

事呢？”神也跟她的爸爸講：“你要多去擁抱你的女兒。”這個爸爸就去做，就

開始多跟女兒談心，女兒就越來越喜樂。 

在八年級的時候，女兒忽然對科學產生興趣，就用課余的時間去做科學研究，

還去修數學，並研究天文學，在高中常常得很多的獎，她每一次得到的獎金，她

就十一奉獻，因為爸媽在家裡跟她講在教會所聽到的：“十一奉獻是神祝福我們

的管道。”。 

內在生活就是基督內住，就是我們跟著內住的基督連上線，而且越來越緊密。

於是，我們就有從神來的智慧、聰明、耐心、愛心，知道怎麼來帶我們的孩子，

也會知道孩子的問題在哪裡，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什麼，我該怎麼樣幫助他，引

導他。 

這對夫婦操練內在生活，聽到讚美的信息，每一次在家裡謝飯的時候，全家

就開口讚美神，宣告：“主耶穌，你是我們的高台，你是我們的避難所，你是我

們的拯救！”父母和孩子一起宣告神的救恩，全家一個一個的禱告，禱告完，他

們才吃飯。另外，全家只要有人生病，大家都會去禱告，他們家就有許多神醫治

的見証，孩子就真的知道，我們的神是很真實的！ 

這個孩子有時候去找媽媽，進到房間的時候，看見媽媽正在等候神、親近神，

媽媽問：“你不要來親近神？”剛開始的時候，安靜等候神對孩子很不容易，使

好動的孩子很不習慣，媽媽就叫孩子從一分鐘開始。女兒到高中的時候，功課壓

力好大。媽媽就跟她講：“女兒，你要不要試著去親近神，把你的重擔去卸給神。” 

於是，這個女兒真的就開始去親近神，然後，她的壓力就不見了，她就開始

喜歡親近神，自己就連上神了。這個孩子在申請大學的時候填表，裡面有一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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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課外活動：“你參加哪些課外活動？按著順序，把你所參加課外活動中最重

要的擺在第一個”媽媽發現，女兒最重要的課外活動不是科學研究和成就，而是

去教會參加青少年團契。第二欄問：“你在這個課外活動擔任什麼職位？你有什

麼成就？”女兒將這一欄是空白，因為他們家離這裡教會遠，孩子沒有辦法在青

少年團契有什麼服事的成就、或者服事的職稱。  

媽媽問女兒：“女兒，你這樣填，不怕不被錄取嗎？”。女兒回答說：“如

果他們覺得我很聰明，可是我的聰明跟我的神沒什麼相關的話，那麼這樣的學校

我也不想去念！”神在這個孩子的心中是多麼重要啊！她的意思是說：“如果那

個學校覺的我最重要的課外活動只是去教會，而且在教會也沒有什麼職位，也沒

有什麼成就，這怎麼把它算為你最重要的課外活動呢？如果他們因此而不錄取我

這種學校也不值得我去念，因為他們不尊重我的神，也不尊重我的信仰。”結果，

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斯坦福大學全部照著這個孩子的信心錄取了她，真的

把榮耀歸給神！ 

每一個高中生都渴望進入一個好學校，會不計一切代價擠進名牌大學。但這

個孩子卻是：“我的神要得著尊榮，我要尊榮我的神！”她就是這麼有信心地去

填寫大學申請書，這三個名牌大學都錄取她，而且給她很高的獎學金。我們的神

多奇妙！後來，她就選擇了斯坦福大學。  

一天，她住的宿舍門口要貼一個小海報，要介紹最想邀請進入你 PARTY 的

人是誰？她就寫“耶穌”，耶穌是她最想邀請進入她的 PARTY 的那一位。“你

藉著你的生命，想對世界有什麼貢獻？”她寫道：“我要告訴全世界的人們，耶

穌愛你們每一位。”她把這些寫在她的門口，就有許多同學常來跟她探討科學與

信仰等問題。親愛的弟兄姊妹，神要向你的兒女、子孫發慈愛，可是很在乎你是

否敬畏祂。 

 敬畏神，你的兒女就有避難所！ 

箴言 14:26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你敬畏神，

你的兒女有避難所。 

在這樣一個世風日下、彎曲悖謬的世代，我們的下一代在學校很不容易。整

個環境都是積非成是，但是，如果你敬畏神、愛神超過愛你的孩子，超過愛你的

面子，你會發現，神會把多大的恩寵傾倒在你的身上。你怎麼樣愛神？就是你要

來跟神建立親密的關係，要更多認識什麼是神在乎的，什麼是神看為卑賤或尊貴

的。“神啊，你看重的，就是我看重的；你看為卑賤的，就是我看為卑賤的！雖

然世人都說這個很棒，但你輕看這些，我就輕看這些！” 

這一對夫婦都發現，要幫助孩子裡面的靈人長大、健康、茁壯，是他們首要

目的，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這個媽媽說：“因為基督內住在我們的裡面，一切

的豐盛都在基督裡面。如果我們的孩子裡面的靈人連上了基督，愛上了基督，也

認識耶穌對她的心意，對她的愛，這個孩子就會前途無量，神的恩寵就會一直在

她身上彰顯出來。” 

當記者來問這對夫妻：“你們是怎樣教育孩子呢？”媽媽回答：“我們是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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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孩子認識上帝！因為當他們認識上帝，就知道自己是誰，就會知道自己該做什

麼。”意思就是說，他知道他是誰，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什麼，他活著是

要去完成神的心意。 

 過內在生活：在主的光中下寶座 

當你過內在生活，神會給你一個很大的恩典，就是在祂的光中得以見光。內

在生活不只是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很甘甜，如果你沒有被光照，還是選擇自己要

什麼，不要什麼，常常是我是最大、我是王，不是這位天國的王在我裡面成為王，

這就不是過內在生活。過內在生活是我下寶座，耶穌登上我心的聖寶座，讓祂在

我的心上掌權作王。 

不是“我覺的”、“我認為”，不是我要來教育這個孩子，而是神在這個孩

子身上的心意是什麼，我該怎麼帶他？這就是要我們放下私人的野心和夢想，這

不太容易，但是如果你真的愛神也就不難。因為神不會留下一樣好處不給我們，

愛神守神誡命的，神要發慈愛，神給他恩寵是很大的，是超過你能夠想像的。 

這對夫婦說，我們雖然每次來聚會路上要開一個半小時，回去要一個半小時，

但是我們很真實地操練過內在生活。我們一蒙光照就跟孩子認錯，孩子就發現，

神很真實，父母的生命也很真實，是一個敬畏神，聽從神的，而且是可以認錯的

人，是照著神的裡面去愛孩子。 

當孩子看到父母都很喜樂，天國的價值觀在他們裡面，神在他們家中是非常

的真實，孩子就會自動自發地效法。有一些父母問他們：“我孩子是怎麼樣不聽

話，我該怎麼教他呢？你是怎麼教的？”等那些父母離開以後，女兒就跟媽媽說：

“媽媽，你要讓她自己先改變嘛，她的孩子就改變了。”就是做父母的要先把自

己管好，不要一直想著怎麼管孩子，怎麼讓孩子改變，而是父母自己要先改變。 

孩子很聰明，都看得清楚。如果你看著孩子一直搖頭嘆氣，你要先跟神講：

“神哪，他就是我的鏡子，你藉著孩子在告訴我什麼呢？”你真實地要神的光照，

神就給你開出路。所有不好的、悲哀、痛苦的都會變成好的，變成祝福和發光的。 

 給孩子自由，照著神造他的樣式去鼓勵他 

剛才程彬姊妹的見証中說，她的孩子小時候是好動兒，功課不好，注意力不

集中，反而到了青少年的時候卻沒有青少年問題，這不是太奇妙了嗎？許多青少

年在小時候，在父母大聲吆喝中都是乖乖的，但是到了青少年就變樣了，他長的

又比你高，你也打不動他了，也管不動了。他每天都是臭著臉，很叛逆。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照著神的心意照看你的孩子。你不知道神怎麼看你的孩子，你要用神

的眼光來看你孩子的尊貴和榮耀，照著他的尊榮去對待他。 

許多父母覺得自己的孩子沒有責任感，讓父母覺得很頭痛，他們沒有獨立的

能力，不會獨立自主。其實這樣的孩子都是父母幫孩子做事做得太多了，把他照

顧得太周到了。 

像剛才那個孩子的父母，每次在飯桌上就會說：“營養的均衡很重要，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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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餐營養均衡的午餐好有意思，很好玩，你們要不要做做看？”結果兩個孩子都

會自己做午餐帶去學校。如果全家要去旅行，媽媽從來不會幫孩子整理行禮，讓

孩子自己去裝，裝完了再來讓她看。所以，孩子會自動自發，自己會照顧自己，

不是什麼都需要父母弄得周周到到的，然後又怪他什麼都不會，其實是你害的。

你說是因為你愛孩子，但這是沒有智慧的愛。 

這對夫妻說，他們培育孩子的裡面的靈人要長大，健康茁壯，這是他們教育

孩子最重要的目標。雖然知識技能也很重要，但如果父母太逼著他們、壓著他們

往知識技能去發展，以至於他們在這方面的重擔大到一個地步，裡面的靈人就被

壓傷了，就本末倒置，把最重要的與次要的顛倒過來了。你要告訴孩子們，他們

跟神的關係最重要，就是活在神的面前。 

你不是一直跟在孩子後面盯他，看他有沒有做這個，有沒有做那個，看到他

什麼都沒有做，就把他罵一頓，然後自己去幫他做。你要讓他知道：“你是神的

王子”，“你是神的公主”，“神的能力在你的裡面，神的聰明在你的身上，神

的恩寵在你身上，你可以做這個，而且會做得很好！”當你常常這樣鼓勵他，孩

子就知道他自己是誰。 

我最感動的不是這個孩子得了全美國的科學獎第八名，而是父母所帶出來的

孩子，神在她身上是那麼真實、那麼重要。如果孩子對某一方面有興趣，你可以

幫助他往這方面發展，但不要在乎成就、名次，一直要他拼命唸書，使他沒有時

間、沒有精力去認識神，這會本末倒置。 

最重要的是，父母要真實地活在神的面前，都是帶著孩子一起讚美、等候神，

孩子也看到父母被光照改變，看到父母照著神的心意在活，父母的每個選擇都是

在選擇神，神的祝福就會臨到，孩子就會發現，神真實而且充滿慈愛，充滿能力。 

這個爸爸媽媽常常藉著周遭所發生的事，例如孩子讀文學作品，裡面色彩比

較灰暗，爸爸都不是說：“你不要讀了。”而是問：“這個作者的理念是什麼，

他為什麼會這樣想？”女兒就會說：“他的想法跟我們所認識的這位神的想法不

一樣。”女兒就會去探索神是怎麼看這件事，神的想法怎麼樣。他就藉著開啟的

方法，引導孩子進入神國的價值觀，去認識這位神是怎麼樣的一位神，祂怎麼看

世界，神的心意是什麼，為什麼神這樣看這件事的發生。 

他們還有一個兒子，學鋼琴學到六年級，就不喜歡學了。媽媽說：“沒關係，

你不喜歡就不要學。”但是，孩子喜歡聽音樂，父母就陪他一起欣賞音樂。爸爸

就會跟孩子分享：“孩子，我有一天在聽到貓王唱到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我禁不住地深深愛上你）我在聽首歌的時候，我就仿佛聽見神對我這

句話。 

有一天，孩子聽到鋼琴演奏這首歌的時候，孩子好喜歡聽，因為爸爸跟他這

樣講過。於是，爸爸繼續鼓勵說：“你要不上網，看看有沒有譜，你就去買，就

可以學彈了。”結果，孩子真的上網買譜，就自學這條新的鋼琴變奏曲，就彈得

好棒。他好幾年不摸鋼琴了，但爸爸媽媽很有智慧地鼓勵他，他就再去摸琴了。

父母就說：“爸爸媽媽以你為榮。”而且他在彈這首歌的時候，都是一直想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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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慕我們，神愛上我們。 

 結語：將你所領受的，傳給你的後代 

神給你的產業是極寶貴的，祂命定要祝福你的產業，一路上要向他發慈愛，

也要向你發慈愛。可是，你需要真實地把你的心歸向神，敬畏祂，多多認識神的

美德、神的能力、神奇妙的作為，而且你所經歷的，都要跟後代子孫分享，你在

教會所聽的信息，你所有讀經所領受的神的話，在親近神所得的開啟，神所對你

所說的話，你都要跟你的孩子們分享。這個會引導你的孩子一直更認識神。 

當你的孩子愛上神的時候，神對他們的恩寵是遠大過你們的，因為神定意要

祝福你的後代子孫，因著你們信主，他們是義人的後代，神加倍的恩寵要臨到他

們的身上。所以你要禱告，“主，開我的眼，讓我認識明白，你造我的孩子心意

為何？你對他有什麼樣的命定？”神就會一直的開啟你，你還要學習用天國的尊

榮文化與你的配偶、孩子相處，以至於極大的恩寵臨到孩子的身上，他會在這個

世代，在青年人當中大大發出光來。 

過去如果你覺得很失敗，2013 年的母親節是個轉淚點，你要成為滿口喜笑，

滿舌歡呼的母親，神要向你發慈愛，要藉著你，神極大的祝福要臨到你的孩子身

上。只要你向著神歸正，一切都來得及，所有末後的祝福要大過先前。 

 問題討論： 

1. 你是怎麼看自己的孩子？是朽木或是金子？（若沒有孩子，可以想一位你所

帶領的人包括屬靈的孩子，或是一位你所親愛的人）可否分享一下你孩子的優點，

特色或神對他們的心意？你有做什麽幫助他們去發揮神創造他們的特長嗎？請

分享你的見證。 

2。詩篇 78：4～7 提到“我們要將耶和華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為告訴子孫，

使他們仰望神，遵受神的命令。” 

你有沒有在你的生活/家庭/工作場所中，將耶和華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為告

訴你的孩子/家人/同事或朋友，使他們因此改變而更認識神？可否分享你的做法

及見證？ 

3. 信息中提到一對夫妻女兒得到全美科學獎第八名的見證，你從其中學到什

麽？ 這對父母在培育他們女兒的過程有什麽關鍵的行動？你也有類似的經驗

嗎？可否分享你的見證，或者你會採取什麽效仿的行動？ 

 蒙福行動： 

本週花時間親近神，讓神將你孩子（或屬靈的孩子）的特色，優點，及神創造他

們的心意向你開啟。也仰望神，賜你智慧知道如何幫助他們發揮他們的特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