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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神國下一代如何培育神國下一代如何培育神國下一代如何培育神國下一代〈〈〈〈一一一一〉〉〉〉 

 

�    在教養孩子之前要先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在教養孩子之前要先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在教養孩子之前要先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在教養孩子之前要先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 我沒有生過孩子，不過在大學時期我就想去美國念兒童教育心理學，因為我對於教育很有負

擔，同時也對於父母們教養孩子的方式有一些想法，後來神開啟我原來最好教育孩子的方式是

聖經，於是我就透過讀經，去明白神的教養方式。    

- 有一次在一個聚會中 牧師就問那些初為人父母的：“你們對你們的孩子有什麼期望啊？”他

們就講了好多，好興奮，然後牧師就問他們：“那你們對孩子的這些期望，你們自己做到了沒

有？”下面就一片沉默。 

- 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先去注意孩子，乃要先注意你自己。你有了孩子以後，你

的一舉一動、口氣態度都一直在教育你的孩子。我們期望他做什麼，要先想我們自己有沒有做

到這樣，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    神定意要祝福基督徒的孩子神定意要祝福基督徒的孩子神定意要祝福基督徒的孩子神定意要祝福基督徒的孩子    

- 聖經說我們因着信，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亞伯拉罕的後裔是可以祝福地上萬國的，所以我們

不要常去貶低我們的孩子，因為他們是神的兒女。神命定要祝福我們的孩子，直到千代。如果

我和神的關係是一個對的關係，神命定就是要祝福我們的孩子。 

- 有一位姊妹，她生出來就腦性麻痹，她生在一個牧師的家，從小在學校就被別人欺負，可是她

的父母相信神在她身上有特別的計劃。後來透過禱告，這個女孩居然考上藝術系的碩士，她也

是 3500 名畢業生中，4 位最優秀的畢業生中的一位，並且是唯一的一位黃種人。她叫黃美蓮，

是一個腦性麻痹的人，她在台灣得了一個十大傑出青年獎，而且辦了美術展。她的畫很特別，

散發出一個極強烈的生命力和熱情，你不會想到是一個腦性麻痹的人的畫，因為沒有一點灰色

的色彩，顏色都充滿著明亮，而且散發着極大的熱情。 

- 我們要知道我們是神的兒女，亞伯拉罕的後代，神是命定要祝福我們的孩子，所以我們要對孩

子充滿盼望，不要看到他們就搖頭。神的心意就是渴望祝福基督徒的孩子！ 

 

�    問題都出在父母問題都出在父母問題都出在父母問題都出在父母    

- 父母往往用世界的方法在教育孩子，用世界的價值觀來對待孩子。其實父母們更應該要去認識

神的愛，我們就會明白神怎麼對待我們，我們就會同樣的方法去對待自己的兒女，就成功了。 

- 神以永遠的愛愛我們，有很多父母都跟孩子講說，你這樣子，耶穌就不愛你了，都喜歡亂用耶

穌的名義來約束小孩。若是我們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自己就是要好好讀聖經，要去

認識神，神說祂是用永遠的愛愛祂的百姓，所以當孩子不管是做錯事了，成績考不好，你都要

告訴他說：“哦！沒關係的！爸爸永遠愛你！”我們要一直用這樣肯定的話去肯定他。 

- 從小，我父親非常愛我，因為我功課經常都是第一名，然後我爸爸就很高興，給我 100元，我

爸爸常常會在別人面前稱讚我。多年以後我才發現，好像我一定要有好的表現，才能夠讓爸爸

開心，我後來就發現我是活在一個有條件的愛裡。 

- 當我更認識神了以後，我就發現神無條件的愛，知道神愛我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以至於我在

跟人的相處上，也不會有條件的來愛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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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父母要懂得讓孩子明白，父母永遠地愛自己的孩子，不在乎孩子的表現如何，只因為他們是

我的孩子，是照着神榮耀的形象造的，我們就好愛他，我們也要常常這樣跟孩子說。當我們這

樣做也會讓孩子很有安全感，這樣的孩子就不會感覺到被撇棄，被拒絶。  

 

�    神對我們的愛是一個戀慕的愛神對我們的愛是一個戀慕的愛神對我們的愛是一個戀慕的愛神對我們的愛是一個戀慕的愛    

- 神對我們的愛是一個 1)永遠的愛 2)及一個戀慕的愛。《雅歌》書裡面說到神對我們是戀慕到嫉

妒；《西番亞書》也提到，祂是因我們而歡欣喜樂。 

- 我們華人經常情感受壓，因為我們自己也很少被這樣熱情地愛過。其實，神對我們就是這樣的

愛，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從父母得到這樣的愛，所以我們對神的愛覺得很遙遠，我們往往是封閉

的，無法體會。 

- 很多做父親的都把教育孩子的責任交給媽媽，其實父親是要來使孩子成長，還要給他劃定範

圍，來幫助你的孩子長成一個健康、健全的人。但是現在的父親都整天忙著上班，回到家又忙

看網絡，看電視，在家中經常不開口，這個叫缺席的父親。 

- 做父親應該要時常用話語去祝福你的孩子，去肯定你的孩子，若你是單親媽媽，你就母兼父職，

同樣神給你這樣的權柄，用話語一直來建造你的孩子。例如你一回家可以說：“爸爸回來了，

我最心愛的女兒在哪裡啊？”“我最喜歡的兒子在哪裡啊？”你經常用很甜蜜的話語，來對你

的孩子說話，讓他們感受到你對他們的愛與熱情。若是你在回家路上很累，要跟神求力量，求

神用祂的熱情來充滿你，使你有力量來愛孩子。 

- 做父母也要常常用信心的話語來建造他，“只要你願意，你靠着神，你一定都做得到的。”他

如果問你什麼：“爸爸，我可不可以做這個啊？”你說：“當然可以！爸爸最喜歡你快樂！”

就是你要讓孩子感覺到你非常地喜歡他，這樣你的孩子就越來越有熱情，有信心。 

 

�    神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愛神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愛神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愛神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愛        

- 哥林多前書 13章 4節到 8 節中說：“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愛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

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這就是神的愛，而

我們身上有祂的 DNA，我們如果更多來跟祂聯合，我們漸漸也會這樣。 

- 愛是恆久忍耐，很難做到，特別是在帶孩子寫功課，當幾乎要罵出來的時候，我們可以先回到

房間讚美耶穌，你一定要先求主更多用祂的愛來充滿你，若是我們常注意自己裡面的脾氣，裡

面的不耐煩及驕傲，然後悔改，就會更有“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 有一次，神就光照一個媽媽，她孩子滿身都是傷，這個傷是從媽媽口中發出好多的刀，把孩子

刺傷，然後一節聖經就向她開啟：“說話浮躁，如刀刺人。”也就是這個媽媽常常很忙，所以

心裡很浮躁，說出來的話，像刀一樣一直刺入那個孩子。 

- 當孩子學一些才藝，老是學不會，我們就會發脾氣，可是我們要記得，脾氣不能使孩子變乖，

只是使他在你的面前做一個樣子，你沒有辦法真實地改變這個孩子。只有愛可以改變人，神的

愛是大能的，是充滿了改變的能力。 

- 往往我們脾氣來了，話就馬上說出來了，可是，你要知道，那個話一出來，那個傷害就深深印

在他裡面了，他就覺得媽媽很討厭他，媽媽很氣他…等等，也是這些負面的思想，讓他沒有感

受到愛，所以，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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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過去說話傷害了你的孩子，神是給我們永遠有盼望的神，我們只要跟神認罪悔改，然後

也去跟孩子認罪悔改，道歉，求他饒恕你，也請他為你禱告，在神的愛中，你們的關係是可以

補救的。 

- 你希望你的孩子成為什麼？考到好的學校嗎？我們其實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他們讀名校，一方

面又希望他們愛主，把很多世界的價值觀加在他們身上，我們是否真的在乎神的屬性要成就在

他的身上呢？我們一定要徹底地改變我們的價值觀，把世界的價值觀從裡面徹底地拔掉，好讓

聖經裡面什麼是神看為重要的，在我裡面就看為重要。  

- 我們做父母的是孩子的引導者，我們應當要告訴他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這些並不

是你在教會裡的表現，而是你在家中，孩子眼中看到的。若你在家是禱告的父親，孩子自然也

會願意禱告，你在家的生活是你孩子的榜樣！ 

- 我們不要活在一個律法主義裡面，讓孩子成為一個行為導向的人，以致於孩子不快樂，他就一

直會在壓力當中成長。多年前在台灣就有一位，他一考上名校，後來就自殺了，因為他一直需

要活在前幾名的壓力底下，所以活得一點都不快樂。所以若是我們有這方面的問題，要趕快跟

神悔改，然後跟你的孩子悔改。 

 

�    在神的愛中長大的孩子潛力很大在神的愛中長大的孩子潛力很大在神的愛中長大的孩子潛力很大在神的愛中長大的孩子潛力很大 

- 有些父母經常活在神的話語中，活在神的同在中，以致於他知道如何去教養孩子，如何去愛他

們，這些孩子的潛力好大，好有自信心，好有安全感。 

- 做父母的要留意，當孩子在哭不要說他們丟臉，我們要去瞭解他的心情，然後適時地去疏導他，

去尊重他，讓孩子知道他的價值，他的尊貴。 

- 我們一定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你的孩子，我們要常常問神：神啊，謝謝你給我這個寶貝的孩子，

我過去用錯誤的眼光看他，常常覺得他功課不如人，動作那麼慢，你在他身上的計劃是什麼？

若總是嫌他動作慢，他就變得越慢，成為一個很沒有信心的人，人的受造是很需要被愛、被肯

定的，以致於他可以發揮出神造他的各樣的潛能。 

- 我們中國人往往覺得稱讚的話太肉麻，給太多的稱讚，會使他驕傲。其實不是的，人真的是需

要被稱讚和肯定，特別是在他小時候，你怎麼樣稱讚他、肯定他，就塑造他的自我認知。不光

要稱讚他的外貌，更重要要稱讚他的品格，有神的屬性在他身上，還有神造他的特別的價值及

目的。 

 

�    愛是不做害羞的事愛是不做害羞的事愛是不做害羞的事愛是不做害羞的事    

- 《哥林多前書》13章說愛是不做害羞的事。父母的一定要知道，從你生出孩子的那一刻，你

家裡已經開始有一個警察，你說的話及做的事，他隨時都在給你錄影、錄音，然後，他會在眾

人面前把它播映出來。孩子越大，就越把你演出來，特別是青少年，他好會批評論斷，好會挑

人的毛病，往往是跟父母學習的。 

- 愛是不做害羞的事。身為父母的，一定要行在光中，如果你在電話裡面跟好朋友談話，談論教

會弟兄姐妹，牧師那裡不好的事…等等，你的孩子就不會愛神，也不會愛教會，因為他已經聽

了很多負面的話語，然後你又告訴他：神就是愛！教會是彼此相愛的！他根本不會信，而且他

會覺得你好假。 

- 孩子是神給我們的產業，非常寶貴，是神命定要祝福的，父母們需要真實地活在神面前，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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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而活，不做害羞的事。所有你怕人家知道的事，你都不能在家中做，從你有孩子開始，

有時以為孩子都聽不懂，或者沒看見，只是跑來跑去，其實，他都聽見了，他全都知道。其實

神把這個寶貝的產業送到你家，是為著讓你可以跟神的關係更親密，讓你體會神怎麼樣愛你，

讓你更多來享受神的愛，然後，你的孩子也更多地蒙愛、蒙恩典。 

 

�    神的愛是管教的愛神的愛是管教的愛神的愛是管教的愛神的愛是管教的愛        

- 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這裡講到說神的愛是一個管教的愛。（希伯

來書 12：6） 

- 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箴言箴言箴言箴言 13131313：：：：24242424））））    

- 神的愛是一方面要積極地去愛他，用話語去稱讚他，肯定他，另外一個方面，神的愛是一個管

教的愛，神說，你疼愛你的孩子，你就要隨時管教。 

- 管教孩子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用怒氣。管教不是要他聽你的，管教是要除去他裡面的那個悖逆、

不順服的性格，這是管教的一個目的，好讓神柔順的性格可以在他的身上。 

- 《如何教養孩童》裡面有講到 5 個步驟，那 5 個步驟是非常有用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先警告，

沒有警告過的，我們不能打。越是小，就越要管教，隨時管教。 

- 小孩子都很喜歡拔電線，你就說：“這個電線不能拔，拔了會被電到。”然後又要去拔電線時，

你就要把他的手抓過來，你就先說：“媽媽有沒有告訴過你，不可以去拔電線？”這是第一個

步驟，就讓他回答。第二個步驟，你就說：“那你為什麼不聽話？”第三個步驟，你就說：“如

果你拔電線，媽媽要怎麼樣？要打你，對不對？”第四個步驟，“媽媽說到一定要做到。”你

就把他的手拉出來，打一下，這一下，一定要讓他痛。 

- 第五個步驟，打了孩子一下之後就說：“你要跟神說對不起，你沒有聽媽媽的話。然後要跟媽

媽說對不起，‘媽媽，我會記住你的話，我以後不再去玩電線。’”然後，你就抱著他、親他，

說：“媽媽非常愛你，你要記住，以後不要再去拔那個電線。” 

- 管教為著是要讓他記住，不是因為你討厭他，恨惡他，乃是要讓他記住，以致於他能脫離這個

愚妄的行為。 

- 亞當的後代，每一個孩子天生都有一個叛逆，如果你都沒有管教，他那種叛逆的性格沒有被趕

除，等到了青少年時期，他就會大大地叛逆，因為你在他小時候沒有把他的這種悖逆趕出去。 

- 我們一方面要愛他們，一方面要適時地管教。所有，你希望他好好吃飯，希望他好好讀聖經，

你要他去做的事情，都不要用打的方式。“管教”是針對那些不對的行為，裡面那些悖逆的性

格、不誠實，這種你要管教。錯誤的，你也要管教。希望他能達到的，去做到的，你要用吸引

的，用鼓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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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神國下一代如何培育神國下一代如何培育神國下一代如何培育神國下一代〈〈〈〈二二二二〉〉〉〉 

 

�    華人的父母親通常用華人的父母親通常用華人的父母親通常用華人的父母親通常用三種模式在培育下一代三種模式在培育下一代三種模式在培育下一代三種模式在培育下一代：：：：    

 

一一一一、、、、以自我為王的教養方式以自我為王的教養方式以自我為王的教養方式以自我為王的教養方式：：：：我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    

- 身為基督徒的父母，往往有雙重的標準在孩子身上，一方面希望他們要乖要爭氣，一方面又希

望他們敬虔愛主，所以孩子的壓力很大。 

- 我們做父母親的，除了供應孩子吃、穿、住、錢之外，或口頭上所說的話之外，我們到底給孩

子什麼東西是可以賦予他力量、繼續往前走的，他們是否會因為我們，而開始在裡面有力量

去達成目標？有時候我們有很多的管教方法，但我們一定要去想有那些方式是真的可以幫到

他的忙。 

- 有一位家長想把孩子送去印度的兒童之家學習，可是她殊不知她自己跟孩子相處的方式，讓孩

子很受傷，且快樂不起來，所以不管送到那裡去並不會解決問題，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問題是

在父母的身上。我們父母親以自己為王的模式，就是以自己的標準、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情

緒，去攻擊、管教孩子，所以，孩子反而沒有照著父母要的成長方式成長。其實改變孩子不

難，每天早上、晚上讚美 15分鐘，慢慢的我們可以看見神做在孩子身上的改變。 

- 培育孩子第一步是：“我”需要被改進，並不是孩子的問題。有一次，我去餐館吃飯，隔壁桌

就是父母帶著兩個女兒在用餐，老大約八九歲，小的頂多五、六歲，那位媽媽開始罵她：“你

才考 96 分，你應該考 100分，你快點給我吃完飯，回去再去唸書。”然後媽媽也一直數落

她，結果那個女孩就一直哭。我們真的要省察自己，看我們講話是否用正面積極的方式來鼓

勵孩子們。 

- 我們每次去管教孩子，一定要問自己：“我的動機到底是什麼？”“我的方法到底對不對？”

“這個方法，或者話語，到底幫不幫的上她的忙？”不是只不停地講，這樣的方式並沒有任

何的力量流出來。 

  

二二二二、、、、以孩子為王的模式以孩子為王的模式以孩子為王的模式以孩子為王的模式：：：：父母親呵護的無微不至父母親呵護的無微不至父母親呵護的無微不至父母親呵護的無微不至，，，，什麼都幫他想好了什麼都幫他想好了什麼都幫他想好了什麼都幫他想好了。。。。而且而且而且而且，，，，父母親常常道歉父母親常常道歉父母親常常道歉父母親常常道歉。。。。    

- 很多父母親常常道歉，常跟孩子講道理，他們甚至常說“我要做我孩子的朋友。”這個並沒有

不好，可是我們應該有另一個目標，就是做一個好的教練，在孩子前面一步、二步、三步，

把智慧、經驗、所觀察到的一切都幫助孩子們來明白，他才有機會比你更好！ 

- 我們不該尊敬孩子到一個地步，只是講，必要的時候，我們也需要責罰，需要定規矩，要給她

規定一個範圍。 

- 有些孩子是用哭鬧尖叫的方式，來得到他想要的東西或讓父母就範，可是我們必須要制服孩子

裡面的那個老我及悖逆。因為他哭、鬧、撒野、嘔吐，甚至撞牆、去抓東西，什麼都不吃，

你就容忍他。其實，你在培養他成為一個悖逆的人，成為一個藐視權柄的人。要記得我們在

培養的是孩子的個性，若沒有幫助他改，他這一生注定會很辛苦，沒有遮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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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以神為王的模式以神為王的模式以神為王的模式以神為王的模式：：：：    

- 以神為王的模式就是你尊重神在你孩子身上的主權。有時我們做父母的沒有辦法接受自己所生

出來孩子，因為可能沒有在我們的期待中，甚至覺得他不夠屬靈，會丟父母親的臉。有時有

些要求或方式不是不好，只是，我們的做法和心態不對。 

- 管教孩子的第一步其實是要交出主權。我們要問主說我們到底有沒有尊重神在這孩子身上的主

權，如果只是用自己的野心、傾向、情緒及羡慕去看孩子，我們覺不會看到他的特質。如果

我們真的願意放心把孩子交到神面前來祝福他，幫助他，神就會膏抹他，神自己可以幫我們

帶得非常好。 

- 以神為中心就是在管教孩子的過程中，我們很積極地去邀請神，拜託神來參與整個管教的過

程。因為你跟我都不夠聰明，都沒有智慧，而且都帶了很多的傷害，特別是我們中國人，有

很多歷史、文化、家族所帶來的各種的傷。所以，我們做父母親的，一定要很謙卑地知道，

神很樂意幫助我們。我們越是尊重祂，祂就會給很多的智慧來幫助我們養育下一代。 

- 我們要竭力的去過內在生活，因為如果不是從神那邊得著力量，去依靠祂，藉着讚美把各樣的

重擔、憂慮卸給祂，我們幾乎沒辦法在這彎曲悖逆的世代裡面養一個孩子。現在，孩子的試

探和問題實在太大。找到出路，並不那麼容易，我要找對路。要培育神國下一代，不能夠不

跟神合作，不能夠沒有聖靈的幫助和啟示的，這是沒有辦法的。 

- 現在的試探很多，孩子在學校聽到的，或朋友所說的，他一定會覺得很心動，回到家，你講話

份量有多少，馬上就受到考驗。若是在他小時候，因為他哭一哭、鬧一鬧你就隨著他，他長

大了以後，也絶對不會到你面前尋求你的意見。  

- 我們在教養孩子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先把主權交給神，也要邀請神來幫忙。於讓孩子有個最好

的模式，是神要他長成的樣子而不是我們所渴望的樣子。 

- 很多有情緒問題的孩子，是父母親的法則在變。我們一定要做孩子的帶領，他才有安全感，孩

子自己做王，一霎那很快樂，但是，等他真的安靜下來，他不知道下面要做什麼事情，他的

智慧只到那個地步，所以我們必須要告訴他，帶領他，使他整個人就會健康起來。 

- 有關孩子的功課，絶對不要比，要常常幫他禱告，祝福他。不管考完成績怎麼樣，你都接受並

鼓勵他，那些沒有意義的話就不要說，因為這樣反而會傷到你們的感情。 

- 父母親一定要有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去愛他。我沒有得醫治以前，是沒有辦法用神的眼光來

看她的。記得她七八歲的時候，我開車從學校接她回家，我就問她：“妹妹，你喜歡你自己

嗎？”她就想很久，說：“不喜歡。”那天以後，我就開始想，為什麼家裡條件不錯，沒有

受過挫折，年齡又小，竟然不喜歡自己？神後來就更多地光照我，讓我看到我的脾氣、表達，

加上原生家庭中有很多傷害，我自己也不喜歡我自己。後來，我藉着過內在生活，自己開始

喜樂起來，情緒平穩起來，我常常感覺到神時刻在我旁邊，我裡面的孤單感、被撇棄的感覺

就被醫治了，我就慢慢變得快樂。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抱著我的女兒告訴她她什麼地方好，

我自己講了約有 15-20分鐘，講完以後，我自己都愣住了，可是這是從我心裡面自然發出來

的。 

- 我們要學習講讚美的話，少說負面的、沒意義的話，另外，在我們的裡面我們要成為一個快樂

的人。我領受到阿爸父常常跟我在一起，祂喜歡我，我就開始喜歡我的女兒，我開始欣賞她，

就不知不覺的稱讚她。當你這個人得了醫治，你去看你的孩子，愛他們也就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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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接納，愛是配合她的進度，愛是邀請神怎麼樣讓她驚喜，還有身體的接觸。我們有時也很

少去抱自己的孩子，其實皮膚的接觸會讓他有很深、很深的安全感。 

- 我們也要常稱讚我們的孩子，像我女兒只要一回家，我就很大聲地說：“寶貝！”然後抱她，

親她，讓她很有安全感。在我們家裡，我和先生常常追着她親，有時候，我們就是追來追去

玩，因為我們愛她。當我們中間有這種關係，當她在碰到傷心、爭戰及誘惑的時候，這些擁

抱、親吻、“寶貝”的聲音起到極大安靜的作用，她知道去哪找到一個真正的安慰。 

  

�    最後講幾最後講幾最後講幾最後講幾個實際的做法個實際的做法個實際的做法個實際的做法：：：：    

  

一、你要放棄控制你要放棄控制你要放棄控制你要放棄控制，不要去控制他，他是屬於神的。 

  

二、你不要把你的脾氣發在他身上你不要把你的脾氣發在他身上你不要把你的脾氣發在他身上你不要把你的脾氣發在他身上，勒住你的舌頭，你沒有權利把脾氣發他身上，沒有權利遷

怒與他。很多父母親的脾氣給孩子造成極大的破碎，然後才問說為什麼孩子有這些的反應。

其實這些都有原因的，特別是姐妹們，姐妹們喜歡用情緒控制，用怒氣控制，爸爸常常是

這種冷漠、冷漠、不講話、失望、嘆氣，表達對他的不滿。這會造成極大的傷害。你一定

要知道你沒有權利控制他，你沒有權利去掌控他未來的命運，你沒有權利發脾氣，甚至將

你不滿的情緒發在他身上。 

  

三、不要囉嗦不要囉嗦不要囉嗦不要囉嗦！！！！囉嗦證明你的方法有問題。我很早就跟我女兒講過，我的呼召絶對不是把一件

事情講好多次，我有更重要的呼召，所以，我不會不斷地重複做。如果你發現你很囉嗦，

就表示你的執行力有問題。所以我們要跟孩子講清楚，講清楚後，就多多鼓勵，就不會出

來很多臨時的狀況。 

 

�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 神給我一個秘訣就是：講三個讚美，才可以講一個指正。你一天讚美她三件不同的事情，三次

以上，你才可以開始去挑剔她一次，你如果沒有辦法一下變得很快樂，你至少避免拆毀性的

工作。 

- 道歉對父母們也很重要，你要真實地道歉，不要裝做什麼都不知道，反正他就忘記了，或者拿

其它東西去彌補他，因為該道歉就要道歉，要非常清楚讓她知道，我的確知道我什麼地方有

問題，我要為我所做的負責。 

- 最後一點，就是做他的朋友，享受他帶給你的一切，孩子不是個麻煩，反而因有了孩子，我得

到了太大的祝福。很多的傷害，因著她我得醫治，也很多的理念，因著孩子，我得到提升，

所以，我鼓勵你享受有孩子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