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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教师及作家爱主音·罗杰斯 (Pastor Adrian 

Rogers)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了耶稣基督

的爱，并以如此简单的方式传讲深奥的圣经真

理，甚至“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明白，而同时在

对50岁的人讲”，以此影响了无数的生命。      

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始于1987年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的广播事工，至今仍然 

是他全面教学的唯一资源。 我们希望通过书

籍、录像和录音、数字内容及其它媒体资源，

将他简单明了的、永恒的属灵智慧与大家分

享，希望不仅以耶稣的希望来帮助非基督徒，

并同时加强和鼓励日常基督徒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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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 《如何养育敬虔的儿女》 (#1714），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products/how-to-raise-godly-children-1714

lwf.org/products/fortifying-your-family

值得分享的真理

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中留给我们的
最后指示，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设计了值得分享的真理汇编以用于你
个人的成长，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于给你

的任务：“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神可以用你，以你所有的，于你所在
之处。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https://www.lwf.org/products/how-to-raise-godly-children-1714
https://www.lwf.org/products/fortifying-your-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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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养育敬虔的儿女
儿女是神的恩赐。 不幸的是，他们没有附带说明。 我们可以
从许多地方寻求有关养育子女的建议，但没有比神的话语
更好的了。 圣经教导我们，天父爱我们，并称我们为他的孩
子。 圣经包含了敬虔父母的好榜样。 圣经给予我们如何做
父母的直接指导，其中包含了许多在我们努力成为可以成
为的最佳父母时可应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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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母亲的榜样
让我们通过查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来开始讨论如何养育
敬虔的孩子。 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读到哈拿迫切想
要孩子，只是无法怀孕。 她呼求神，求神赐她孩子，并承诺
神若应允她的请求，她会把孩子献给神来侍奉他。 神恩准
了她的祈求，并赐她一个男婴，他将成为伟大的先知撒母
耳。 哈拿对养育孩子有着正确的认识。 以她为榜样，我们
可以学到一些深刻的真理。

n 优先的力量
哈拿知道养育子女是崇高的使命，孩子是神的恩赐，是
应该渴望的。 哈拿最想要个孩子。 如今有个令人担忧
的趋势，即父母不想要孩子。 孩子通常被视为不便和麻
烦的根源, 或不必要的开支。 我们看到这种态度以几种
不同的形式表现：一些父母选择不生孩子; 其他的有孩
子，但不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养育他们； 还有些人
虐待和/或忽视孩子； 最后，还有些人采取极端措施，在
母腹里致死这些不想要的婴孩。 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
应该是母腹和家，但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最危险之地。 
当我们将孩子视为负担而不是祝福时，就有些根本的
错误。 我们忘了做父母的优先和祝福。

n 祷告的力量
哈拿也知道，没有神的帮助，她不可能为母。 你知道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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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时候开始养育敬虔的孩子吗？ 在他们出生之前。 在
哈拿怀孕之前，她跪下祷告，她的祷告是绝望的。 她
求神赐她孩子，神回答了她的祷告。 撒母耳因她的祷
告出生。 我们需要更多因祷告出生的孩子，我们需要
更多藉着祷告的力量成长的孩子。

n 目的的力量

哈拿认识到神对她和儿子有目的。 她对神说，如果神
赐她孩子，她会献给神，她这样做了。 每个孩子都是
神的恩赐，因此是要还给神的恩赐。 许多父母未能
养育敬虔的孩子，因为他们不知道目的的力量。 你
对孩子的目的或抱负是什么？ 是健康、成功、人气、
名声还是财富？ 最大的抱负直接来自神的话语 ：“我
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
大的。”（约翰三书第4节）愿我们的孩子爱主耶稣，
按真理而行，并为神使用； 这是养育敬虔孩子的敬虔
目的 。 

n 坚持的力量

哈拿继续祷告。 她没有只祷告一次就不再祷告了。 她
坚持祷告。 她如此热切地祷告以至祭司以为她喝醉
了。 她是祷告之士，她知道如何等候神。 很多时候，好
心的父母因疲倦而失去争战。 有时你会感到疲倦，
以为你失败了，但圣经鼓励我们要坚持。 以赛亚书
40:31前说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诗
篇37:7前告诫我们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
候他。” 没有可得的事实、也没有可吸取的方法能取
代坚持。 没有廉价的、简单的、懒惰的办法来养育敬
虔的孩子; 但却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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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说服的力量

最后，哈拿明白她对儿子影响的重要性。 虽然她将撒
母耳交还给神来侍奉他，但她还是认真对待自己作为
母亲的角色。 她在孩子的可塑之年爱他并养育了他，
因为她知道，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这女人实际改
变了历史进程。 撒母耳被立为主的先知，这始于他母亲
的心。 她陪伴他、摇他、爱他、唱歌给他听。 她尽一切可
能将爱倾注于他，她为主影响了这个孩子。 我们绝不能
低估对孩子的影响。 神把你放在你孩子的生命中来影
响和塑造他们。  



如今呢？ 

哈拿和撒母耳的故事是给我们做榜样的。 撒母耳成为
神大能的先知，大大地被神使用，而如今呢？ 我国的家
庭正处于危机之中。 是站起来，成为神所希望我们成为
的敬虔父母的时候了。 

我们为未遵循神话语中有关家庭、特别是养育子女
的指示而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们的社会正在付出代价，
我们的社区正在付出代价，我们的家庭正在付出代价，
不幸的是，我们的孩子正在付出代价。 我们看周围，看
到孩子们遇到麻烦。 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孩子在监狱
里。 许多孩子，若不是多数，生活在破碎的家庭里。 美
国有无数的孩子需要心理帮助。 太多的女孩怀了孕，许
多决定堕胎。 毒品泛滥。 年轻人的自杀率令人震惊。 读
这些令人沮丧，但有两个问题迫在眉睫：原因是什么？ 
我们能做些什么？  

有许多责任可以推卸。 我们可以指向政府、学校、
教会、电视、电影和其它各种影响。 但神把教导他原则
和戒律的主要职责交给了谁？ 不是教会，不是学校，而
是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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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
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
起来，都要谈论。（申命记 6:6-7）

 
社会的崩溃始于家庭的崩溃。 我们远离了神。 有未

能为家庭提供稳定、领导、品质和力量的父亲。 有忙于
事业、体育、性——所有之一切，除了养育孩子的父亲。 
但不仅有失责的父亲，我们还有受误导的母亲——这
些母亲的标准和优先与过去的母亲不同。 圣经在箴言
29:15中明确警告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 放纵的
儿子使母亲羞愧。” 然而美国的孩子们却以惊人的速度
被放纵。 许多人只受同龄人的影响。 

说到此，我知道这很难接受。 这确实是一负面的画
面。 本册的目的不是要抨击父母或责怪他们, 甚至不是
为了专注于问题，而是要寻找解决方案。 我知道许多父
母都在努力成为美好而敬虔的父母，但在一个充满危险
影响和陷阱的世界里，这是不容易的。 本册的其余部分
将写给那些想要成为敬虔父母并正在战壕里的父母。 
如今，孩子们所承受的压力很大，我们最好确保他们有
些内在的东西。 父母应该继续爱、继续教导、继续为我
们的孩子而战。 可幸的是，神在他的手册中给了我们一
些有关看顾和养育孩子的指导方针。 我们要查看这些
圣经的解释、原则和指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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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儿女的恩赐 

你知道你的孩子可以成为有恩赐的孩子吗？ 我们要讨
论一些你可以给予孩子的恩赐——事实上是你为孩子
制作的恩赐。 不断地、始终如一地给他们这四样恩赐，
你就会有一个有恩赐的孩子。 

n 爱：最大的恩赐

应该不用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 正如在哈拿的例子
中所看到的，我们应该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开始爱他们，
这种纽带只应从此成长，永不停止。 箴言 4:1-4 说：

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 因我
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
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父
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
令，便得存活。”

我们需要有对孩子温柔的爱，绝对无条件的爱。 
当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时，就会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引
导。 此外，当孩子得不到爱时，他们很难知道如何给予
爱。 他们必须被教导。 我们需要有一代人来带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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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受到过父母无条件爱的人。 我们需要打破这个循
环。 

无条件的爱并不意味着给予孩子他想要的一切。 
那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不是给他们想要
的，而是给他们所需要的。 必须要有无条件的接受，无
论孩子有什么不端行为。 我们可能不接受他们的所作
所为，但我们必须接受他们。 他们需要知道，即使他们
闯祸了，仍然可以来找我们。

虽然无条件的爱比纯粹的言语意味更深。 但必须
说出来，也要表达。 孩子需要在身体上感受到爱。 不幸
的是，我们如今一代的孩子把身体的接触和两性的亲
密关系联系在一起。 他们需要超越这一点。 他们需要
体验适当的拥抱和亲情。 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不会感
受到你的真爱。 我们需要拥抱孩子，亲切而温柔地拥抱
他们，甚至嬉戏。 让这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自然的一部
分。 你十几岁的男孩可能表现得好像他太大了，但是照
样做。 这是合乎圣经的。 路加福音15:20说，当浪子回
家时，他父亲看见，就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
嘴。 这个故事不仅是为了表达天父对我们的爱，也是我
们跟随的榜样，来无条件地爱我们的孩子并要表达。 

爱是你能给孩子最好的恩赐，但养育儿女不仅仅是爱
你的孩子。 作为父母，爱应该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但爱
引导我们为他们做更多的，同时给予他们其它的恩赐。

n 沟通的恩赐

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所以应该努力与他们沟通。 这
看似自然，但这是我们需要刻意去做的。 与他们沟通是
开始以主的道教导孩子的最佳方式。 

尽早开始——首先要记住的是尽早开始。 那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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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就立即开始与他建立关系并与他交流。 几乎不可
能宠坏一岁前的孩子。 那孩子必须被爱，被爱，再被爱。 
从一开始就通过话语和身体的联系向他传达你的爱。 然
后很快，开始向他传达神的爱，并开始教导他。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以满足孩子独特需
求的方式与他交流。 没有另一个像你的孩子一样。 当
圣经在箴言22:6中说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
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道一词的希伯来语，从字面上可
追溯到弯弓的意思。 意思是你的孩子带着弯，或倾向、
性格、气质来到世上。 神以独特的方式把你孩子的基因
和染色体组合在一起，因此孩子就有了特别的、他当行
的道。 你养育一个孩子的方式不是你养育另一个孩子
的方式。 有时，对一个孩子有效的对另一个孩子不起作
用。 我们需要从每个孩子身上找出他当行的道，而你是
最佳人选。 将孩子视为神独一无二的，并学会说他的语
言——有创造性地与孩子沟通。  

真实——当你和孩子沟通时，要学会真实。 我们都
有许多缺点，但孩子需要知道我们是真实的。 当我们犯
错时，就必须足实地承认。 孩子们不要求完美，但他们
讨厌虚伪。 他们能在一英里外识别假货。 以教育和培
训与他们沟通，当你犯错时，不要害怕告诉他们，或是
你所经历过的困难时期，如果适合他们需要的话。 真实
将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不断地鼓励他们——听从箴言3:21-26：

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她离开你的
眼目。 这样，她必作你的生命，颈项的美饰。 你就
坦然行路，不致碰脚。 你躺下，必不惧怕； 你躺
卧，睡得香甜。 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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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
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 

你在此听到鼓励了吗？ 所罗门是有史以来除了主
耶稣之外最有智慧的人，他用鼓励来祝福儿子。  

当你经常鼓励孩子时，你就是在赐他信心。 你实际
在做的是祝福孩子，而孩子需要那份祝福。 孩子需要
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一样。 不久前有人给了我一盆室
内盆栽。 我把它放在书房里。 约有一个半星期，它很漂
亮，然后我看去，它枯萎了。 我忘了给它浇水。 浇完水
后，短短几个小时，它又恢复生机了。 鼓励对孩子就像
是水对脱水的植物一样。  

鼓励他们。 与其试图抓住他们做错的时候，不如试
着抓住他们做对的时候。 不要让你的话总是负面的, 而
是积极的。  

留心听——箴言18:13-15说：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人有
疾病，心能忍耐； 心灵忧伤，谁能承当呢？ 聪明人
的心得知识； 智慧人的耳求知识。 

沟通的很大部分是倾听。 当孩子想说话时，你必须
愿意听。 很多时候他们不说话，尤其是青少年时期。 你
必须等待，并在时机出现时有所准备。 可能是意料不到
的、甚至不合时宜的时间，但你必须在他们选择说话的
时候腾出时间。 切勿太忙而不听孩子讲。  

同情——这随同听。 以展示你对他的关心来表达你
对他的爱。 当他分享伤害他们或对他来说是问题的事
情时，同情他。 在他受伤时和他一起哭。 关心与他有关
的事，无论看起来是大还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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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一个欢快的环境——请听箴言15:13-17：

心中喜乐，面带笑容； 心里忧愁，灵被损伤。 聪明
人心求知识； 愚昧人口吃愚昧。 困苦人的日子都
是愁苦； 心中欢畅的，常享丰筵。 少有财宝，敬畏
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 吃素菜，彼此
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他是说，如果你有爱，如果你有喜乐，如果你有快
乐，一盘蔬菜也比一顿牛排大餐要好。  

让我简单地告诉你如何养育孩子：坚定、公平、有
趣。 如果你有幽默感，不要感到害羞。 心理学家告诉我
们，良好的幽默感是智力的最高标志之一。 欢笑是家庭
的润滑剂，从而让家里充满欢笑。 这节经文所讲的是那
些心灵忧伤的人。 不要让孩子的心灵忧伤。 保持沟通
渠道的畅通，欢笑可以有效地成就这一点。 

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实用建议

· 与他们约会。 和每个孩子花一些一对一的时间。 带
他们去他们会喜欢的地方，一起玩。  

· 参与他们所参与的。 这不仅表明你对他们的兴
趣，也让你有轻松的时间与他们交谈。 

· 尽量常在一起围桌用餐。 这是交谈的好时机。 

· 一起劳动。 无论是烹饪、打扫、建筑、干院子活还是
特别项目，并肩工作是与孩子交流的好办法。 

· 带他们开车兜风。 单独与他们在车里通常提供谈
话和倾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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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花时间在一起。 做什么并不重要。 时间是表达爱
的好方法，能给予充分的交流。 

· 分享爱好。 找一些可以一起做的事。 木工台或工艺
桌是休闲聊天的好地方。 

· 一起玩游戏。 欢笑打开沟通的渠道。 

· 找到他们认为是“酷” 的，无论是服装风格还是他
们喜欢的音乐类型。 即使你不喜欢，至少试着去理
解。 在决定允许什么和不允许什么时，尽量不要把
自己的个人品味与真正令人反感的、有辱于神的、
或不道德的事情相混淆。 

总之，参与孩子的生活。 学会讲话。 如果孩子天生
不善于交流，尽一切努力排除障碍。

纠正的恩赐

除了沟通的恩赐，我们还需要给孩子纠正的恩赐。 以弗
所书6:4说：“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
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我们要藉着纠正来引导
孩子。 

首先，你可以通过设定明确的界限来解决许多问
题。 确定你设定合理的界限。 如今的社会认为这是错误
的，但神在伊甸园里有些孩子，他给了他们界限。 界限
不会约束孩子, 而是实际给他们自由。 当你给孩子限制
时，他会反抗。 如果界限放宽了，那孩子就不会有任何
信心，会感到不被爱。 作为父母，我们需要停止试图赢
得人气竞赛，而是简单地说有些限制。 说到此，不要制
定很多小规则。 制定几个大的，并持守。 如果孩子越界
了，那就是纠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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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给你一些很好的、为何应该管教孩子的理由。
因为你爱他——箴言13:24说 ：“不忍用杖打儿子

的，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你可能认为你
太爱孩子了，无法做到，但事实并非如此。 神称管教为
爱。 神在希伯来语12:6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任何爱孩子的父亲都会在孩
子需要的时候惩罚他。  

因为人的本性——圣经教导说，我们本为可怒之
子。 叛逆的种子是每个孩子所固有的。 箴言22:15：“愚
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 你可能
不相信，但这是神的话。 我们不必教孩子犯罪; 我们必
须教他们不要犯罪。 你可以从一个两岁的孩子身上看
到。 孩子们需要明白，生活中有道德的力量。 他们需要
明白，他们不可能每次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如果你不
约束那孩子，他人的本性就会导致他成为叛逆者。 那孩
子必须学会尊重并有正当的畏惧。 正如人有敬畏神的
心且仍然爱神一样，孩子应有正当的畏惧——我不喜欢
用这个词因其含义——但是是对权威的敬畏。 最敬畏神
的人最爱神。 敬畏神和爱神之间没有竞争。 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看到神就震颤或发抖，你的孩子也不应该看到
你就震颤或发抖，但需要教导他们尊重和服从权威，因
为这不是自然而然的。 

免除你和孩子的心痛和耻辱——记住箴言29:15
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 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
愧。” 箴言29:17补充道：“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
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在孩子生命的头十二年里，他
可以通过裤子的席位学习一些他以后只会以巨大的痛
苦和痛心为代价去学习的。 要着眼于未来，爱你的孩
子，足以在你可以的时候纠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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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从地狱挽救那孩子——箴言23:13-14非常清
楚：“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 你
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这是什么
意思？ 这意味着不尊重家庭权威的孩子不会尊重学校
的权威，不会尊重政府的权威，不会尊重讲坛的权威，
不会尊重神话语的权威。 古英王钦定版的英语听起来
很严厉: “用杖打他。” 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我不赞成任
何形式的暴行或虐待，但孩子需要受到有爱的、适当的
管教。 神说，如果你教导那孩子这世上有道德权威，你
就迈出了引导孩子得救的第一步。 

实用的管教方式
以上是些我们应该纠正孩子的原因。 让我给你一些非
常实用的有关如何管教的指导。  

· 尽早开始。 圣经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
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19:18）当他大到明知故
犯而不服从时，就需要开始纠正了。  

· 切勿因孩子的错误而对孩子实行体罚，也切勿因孩
子无法控制的事责打他。 但当你看到叛逆时，他会
很早就试探你，那么就是管教的时候了。 

· 责打不是首先采取的措施，而是最后的措施。 神责
备我们时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 
(启示录3:19）责备在惩罚之前。 你可能根本不需要
责打。 有解释的时候，有警告的时候，有第二次机
会，第三次机会，第四次机会，但最后有实行权威的
时候。  

· 不要给予空头威胁。 说了什么，就要准备执行。 一
定要信守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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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责打的需要，则应立即执行。 圣经在传道书
8:11中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
满心作恶。” 惩罚应该尽快跟进。  

· 如果可能的话，切勿在别人面前惩罚他。 切勿羞辱
或使孩子感到难堪。  

· 当惩罚成为必要时，让丈夫和妻子组成联合阵线。 让
他们一致同意。 切勿在孩子面前争论对他的惩罚。  

· 当实行体罚时，要做到家。 说到此，我想说清楚，这
并不意味着要造成身体的伤害。 但要做到家。 圣经
这样说：“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箴言19:18后）如
果做到家，责打的日子可能很快就会结束。 责打后，
将孩子抱起, 爱孩子, 向他表达你的爱，但切勿让孩
子有值得的想法，无论他做了什么，因为反正责打
也没怎么。  

· 始终以爱管教。 当你惩罚孩子时，记住这是为了纠
正和恢复，而不是报复。 我们要控制自己。 圣经提
到用杖责打孩子。 这意味着找一样东西，用它来惩
罚孩子。 不要用手打孩子。 让你的手成为爱和爱抚
的对象。 即使去拿东西的时间，也可能给你冷静下
来的机会。 

· 只有在解释后才责打。 清楚地解释他做错了什么，
并且你必须照你说的去做。 然后以坚定而温柔的态
度，在正确的地方，以爱和耐心管教。  

· 记住要为孩子对神的悔改努力。 当孩子不服从父母
时，他实在是在得罪神。 小心，你不能成为圣灵。 你
可以为孩子的内心悔改祷告，你可以尝试引导他悔
改，但记住这必须是圣灵的工。 但为他寻求, 为他祷
告, 引导孩子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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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主的恩赐

你能为孩子做的最佳之事就是带他归向主耶稣基督。 
这应是你人生庄严和神圣的目标。

尽早开始——就像其它两个恩赐一样，你必须尽早
开始引导他们归向基督。 指教不会过早开始。 神的话
在以赛亚书28:9中说 ：“他 (神）要将知识指教谁呢？ 要
使谁明白传言呢？ 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 神说，给我
一个刚断奶离怀的孩子，我会教他教义。 神会怎么做
呢？ 神接着在第10节说 ：“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
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听着，教
导一个孩子，只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孩子就会聆听
和吸收神的真理。 

当我们有这些小孩子时，是多么美好的传言指教
的时光啊。 他们的好奇心很强。 当他们不停地问“为
什么” 时，不要生气。 这是神赋予的本能; 他们是智力
小海绵。 这是多好的机会啊，因为他们的好奇心和信
任度如此之高。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4-15中对提摩太说：“但你
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
学的。” 显然，提摩太是位伟大的神学家。 他是如何学
到这些东西的，他又是如何得到确信的？ “并且知道你
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
的智慧。” 他从小就开始学习。 

你不会过早开始。 明天，那婴儿不会被摇，那蹒跚
学步的孩子不会问为什么，那青少年不需要帮助做作
业。 尽早开始。 

孩子在得救之前不必有犯罪博士学位。 不要认为
小孩子不能相信耶稣基督。 他们可以; 他们应该。 主
要是要注意看孩子是否意识到他是罪人——不只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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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些坏事，而是知道这可恶之事叫作罪，并知道神是
公义、圣洁的，会要惩罚罪。 然后就很容易将他指向耶
稣。 小心，不要催他过早做决定。 不要给孩子接种温和
式基督教的疫苗，以至他得不到真正的。 但当你看到圣
灵定罪时，就问孩子是否愿意接受基督，你作为父母就
有带领孩子归向基督的喜乐。 你的责任不是阻止孩子，
也不是催促孩子，而是引导孩子。  

给予明智的教导——请注意箴言1:7-9：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
诲。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
法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

 
他讲的不是拖你的铁链； 他讲的是漂亮的金项链。 
 可悲的是，如今年代的孩子不分是非。 大多数人甚

至不相信存在客观的真理标准，其中包括教会的孩子。 
我们没有培训他们。 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学校或政府
不再张贴十诫是耻辱，但我们中有多少人将十诫张贴
在家里，并教导孩子呢？ 我们认为学校不允许祷告是很
糟的，但我们在家祷告吗？ 我们教孩子祷告吗？ 哦，孩子
需要知道对与错的区别，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明智的
教导，他们怎么学呢？ 我们必须以神的道栽培孩子。 培
训他们，指示他们。 律上加律，令上加令。 主要的教育
机构是家庭。  

积极——在你教导孩子行为准则和不该做什么的
同时，记得教导他们有关于神美好、积极的真理。 教导
他们紧紧地依靠神，因为神爱他们。 教导他们，我们无
法做什么来使神更爱我们。 神以恩典爱我们。 我们无法
做什么来使神少爱我们或不再爱我们。 神爱我们，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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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他的独生子来。 此外教导他们，神不因我们有价值而
爱我们; 我们有价值，因为神爱我们。 神不改变我们因
此可以爱我们; 神爱我们，因此他能改变我们。 最后告
诉他们，神爱他们照他们所是，但神太爱他们了，不至
让他们继续这样。 

抓住每一个机会——人们总是问我：“我们如何进
行家庭崇拜？ 我们如何教导孩子？” 我相信家庭崇拜，
但我不认为家庭祭坛是教导孩子的最佳时间。 让家庭
崇拜简短一些。 圣经说，教导的时间是当你起来、躺下、
行在路上——基本是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整天不断
的。 父母们，利用一切机会将孩子指向神，殷勤教导他
们是我们的职责。 这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的方式。 耶稣
视一切为教导的机会。 有多少美好的教导孩子的方法
啊。 要有创意。

家庭崇拜——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有家庭崇拜的时
间是件好事。 以神的话语开始新的一天是件好事。 让
我给你一种最简单、最容易的家庭崇拜方式。 让一个孩
子选一节箴言。 可随意选，或是照日历的一天选。 让那
孩子解释他对这节箴言的理解。 然后其他人可以谈论
几分钟。 就这么简单，但当这些孩子在学习箴言，并思
考其含义时，这就是提炼的智慧。

以身作则——箴言20:7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
子孙是有福的！” 孩子从你生活中学到的要比从你话语
中学到的更多。 你需要给他们敬虔的榜样。 你不必完
美，但要给孩子榜样。 

在我成年时，有人指出我念的一个词有发音错误。 
我以为我是对的。 我听上去是对的。 我练习了，学会正
确发音了。 然后，我和我年迈的母亲在一起，听到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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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的发音说同一个词。 我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听过
很多次，我以为是对的。  

榜样很重要。 很有可能比指导更重要。 有很多东西孩
子无法以其它办法学到——他们无法在查经班学到，他们
无法在学校学到； 他们得要有示范。 他们不会在别的地
方学到知足，或勇气、礼貌、辨别力、公平、友好、慷慨、恩
慈、乐于助人、诚实、谦卑、良善、服从、有序、耐心、坚持、
节制、机智、感恩、整洁或智慧。 他们要从哪里学到这些？ 
这些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捕捉的。 我们欠孩子榜样。 

帮助孩子成长爱神的实用方法
再次，让我提供一些实用的、在你每天坐、立、行的日常
生活中教导孩子认识神的方法。  

· 与年幼的孩子一起歌唱、谈论、和阅读与神有关的。 确
保小家伙有很多好的音乐来赞美和高举耶稣的名。 

· 将十诫安装镜框，挂在家里。 甚至让孩子背出。 
· 举行每日家庭崇拜。 
· 为孩子提供适合他们年龄的圣经。 
· 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给他们一本让他们有理由相

信——证明基督教真理的书。 
· 帮助孩子开始为自己的灵命负责。 鼓励他们每天有

灵修。 
· 考虑为每个孩子着手一本“纪念册”，突出他属灵生

命的重要时刻，例如得救和受洗。 
· 小心如何与孩子开有关神的玩笑。 
· 确保孩子从小就定期去教会。 
· 尽一切努力让星期天成为愉快的一天——当孩子们

醒来时播放音乐，一路唱歌去教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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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使周日特别的家庭传统，也许特殊的早餐或
教会后的家庭特餐。 

· 教孩子如何敬虔而不僵化。 帮助他们看到崇拜在
于心，而不是表面。 

· 继续帮助他们养成周日定期奉献的习惯。 
· 在孩子面前说教会的好话。 

如果你给孩子这些恩赐，就能拥有一个有恩赐的
孩子，我以神话语的权威向你保证，这会为你家庭带
来改变。 把这些作为目标，我相信你会成为快乐孩子
的父母，而且你会感谢神把他们赐给你。 我为基督徒
家庭感谢神。 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基督徒家庭更好的
了。 耶稣是最伟大的家庭建造者，撒旦是最大的家庭
破坏者。 我们需要遵循神的指示，按照神的方式建造
我们的家园。 



21

结束的恳请

朋友，你把生命交给主了吗？ 你是否确信，如果你现在
死了，你会直接去天堂？ 若是没有，请让我以神的话语
为权威告诉你，怎样可以得救。

承认你的罪

首先，你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你是罪人。 圣经说：“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罪是对神的冒犯，
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罪的工价乃是死（和神的爱与怜
悯之永恒的分离)；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放弃自我努力

其次，你必须放弃任何努力来救自己。 我们若能救自
己，耶稣的死便没有必要！ 即使“信仰宗教”也无法让你
进天堂。 圣经说：“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
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神的）怜悯。”（提多书3:5） 得救
是藉着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
弗所书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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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基督的付出

第三，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

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这意味着他替你死。 
你的罪债已由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罪”（约翰一书
1:7后）的血付清了。

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

第 四 ，你 必 须 唯 独 信 靠 耶 稣 基 督 救 你 。 “ 当 信 主 
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 救恩是神所赐的礼
物！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
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
4:12）

真诚地从心里做这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罪人。 我知道你爱我，想
要救我。 我知道我无法救自己。 耶稣，我相信你
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付清我的罪而死。 我
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 我现悔改我的罪，凭着
信心，接受你作我个人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救
我，主耶稣。 以你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祷告，请以手册背面的地址与
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 然后找一所附近敬基督、相信圣
经的教会。 找到教会的牧师，告诉他神为你所做的。 他
会与你同欢喜，我们也一样！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将人们指向圣经
然后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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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快节奏、自我关注的世界中，很难找到高质

量的圣经教学，更不用说简化深奥的真理以便应

用于日常生活的教学。 在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希望通过爱主音·

罗杰斯牧师/老师（Pastor Adrian Rogers）对永恒

真理的教导，来帮助基督徒在信仰中更加深入。

我们致力于将他生平所分享的简单明了的属灵

智慧更容易地与非基督徒、并刚信主的、及成年

的信徒分享。 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传耶稣福

音的过程中，所有人都能加强与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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