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的儿子很叛逆，经常陷入
麻烦。既然他不听我的话，
我干脆别白费劲告诉他什么
是对的了，这样行吗？

答:

不行。即使你的儿子继续一而再
再而三地做出错误的选择，作为
家长，你的责任就是传达正确的
忠告。你不应为你儿子的错误 选择负
责，但你应为自己的教养之责负责。
如果连你都不再尝试告诉你的孩子什
么是正确的，那么还有谁会去做呢？
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
的网罗。
《箴言》13章14节

相关题目⋯
· 领养孩子 ：
在爱中生活的孩子。
·	混合型家庭 ：
从神而来的成功秘诀。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罗马书》13章1节

《圣经》辅导钥匙之摘要

· 失衡错位的家庭 ：
和你的过去和好。
·	计划外妊娠 ：
为孩子着想。
·	单亲父母 ：
与神合力、成功地完成任务。

为对他来说是错误的事。
我有权利说“不”吗？

答:

快速查询

·	化解冲突 ：
解决人的问题。

问:我的儿子今年19岁，在读大
学二年级，他想尝试我认
如果你的儿子用自己挣的钱支付住
宿费、食品费、汽油费、学费，支
付贷款和各种账单，那么他就争得
了自己作决定的权力。但是，如果
你的儿子不能自立，那他就没有挣得自
己作决定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应
该尊重你从他的利益出发帮他作决定的
权力。如果他说“这不公平。”你只需
简单地解释：谁承担责任谁就有权柄。
等到他把所有的责任放到自己肩上的那
一天，他就会获得自己作决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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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放手… …
“孩子就像风筝，总是挣
扎着想飞向广阔的蓝天，但
是它需要风筝线为它提供稳定
性。风筝本来就不是为安安稳
稳藏在家里而设计的。虽然分
离是痛苦的，但是神让你担负
起家长的职责，为放飞“你的
风筝”做好准备。当风筝一次
又一次地俯冲时，不要因为变
幻无常的风而感觉痛苦。跟着
你的孩子跑，松开越来越多的
线，直到把他交到神全能的恩
手中。”1
— 琼·亨特

共同⋯ 改变观念，改变心灵，改变生命
1. The illustration is an adaptation from Erma Bombeck, “Kids Are
Like Kites,”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unknown.
2. See Marilyn McGinnis, Parenting without Guilt (San Bernardino, CA:
Here’s Life, 1987), 101–13.
3. For this section see Lou Priolo, The Heart of Anger (Amityville,
NY: Calvary, 1997), 30–51; Wayne A. Mack, “Developing Marital Unity
Through a Common Philosophy of Raising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3, no. 4 (1979): 37–56.
4. See June Hunt, Bonding with Your Teen Through Boundaries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01).
《圣 经》 经文取自和合本事工版加拿大恩福协会（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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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
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
久的磐石。
《以赛亚书》26章3-4节

教养不当的原因

放弃

2

怎样帮助和医治
易怒的孩子 ？

浪子的家长 …

3

表面原因
没有家长故意造成教养孩子的失败。
他们都希望尽其所能培养好神放在他们
手中的最珍贵的礼物。即使你非常认真
负责，你也要谨防那些可能导致最努力
的父母都不能达到目标的陷阱。

陷阱
追求世俗财富。
· 看重金钱和财产。
· 追求名望和成功。
· 追求享乐和崇尚旅游。

流露出拒绝性的信息。
· 缺乏眼神的交流。
· 缺乏身体的接触。
· 缺乏对孩子的管教。

不履行教养孩子的责任。
· 两个全职工作的家长。
· 缺乏高质量的共处时光。

权力的较量。
· 父母的角色颠倒（消极被动的父亲，
控制欲强的母亲）。
· 家长不愿意承认错误。
· 家长通过孩子与另外的家长竞争。

属灵上的障碍。
· 以家庭受亏损为代价去参与服事。
· 误解神的属性。

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
保障。
《诗篇》31篇4节

你的孩子是从神而来的暂时的礼物。
正如箭是为了从弓上射出而造的，孩
子们是为了让他们自己高飞而创造
的。你越是为你的孩子祷告，信靠神
对你的孩子生命的看顾，你就越会无
私地、毫不勉强地把你的孩子交到神
的恩手中。

当家长依据神的话语来管理他们的家，

放手的实现

· 示范悔改和宽恕。

·	放 弃 把 你 的 孩 子 视 为 自 己 的 延
伸。
·	放弃你对孩子的占有欲。
·	放弃控制孩子的倾向。
·	放弃你对孩子过高的期望。
·	放 弃凭借自己的努力来使孩子免
于失败的想法。
·	放弃对总是一团和气的奢望。
·	放弃你对感激的需要。
·	放 弃 视 家 长 身 份 为 你 的 第 一 标
志。

孩子会学习把他们的具破坏性的怒气，
转变为建设性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
会学习用爱来代替愤怒。節
· 用你的耳朵和心灵来倾听。
                                 （《雅各书》1章19节）

浪子的故事详细描述了浪子与父亲
的反应，他亲手养育的儿子违背了自幼
就受到的教导，偏行己路，令父亲深深
痛苦。只有当你彻底地、积极地把你的
孩子交到神的恩手中，神才可以自由地
在孩子的心灵中做工。
· 接受神的怜悯。
                                 （《耶利米哀歌》3章22节）

                        （《马太福音》5章23-24节）

· 测试你的情绪。

· 用奖惩方法，建立符合孩子年龄
的合理的“界限”4

                                    （《诗篇》139篇23-24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节）

                              （《以赛亚书》43章18-19节）

· 持之以恒地守住界限。

· 把未来交托给神。

                                   （《箴言》19章18节）

                                 （《提摩太后书》1章12节）

· 让过去的过去吧！

· 让你的管教基于爱，而不是愤怒。

· 承认你需要主。

                                 （《启示录》3章19节）

                                     （《加拉太书》2章20节）

· 公开地、无条件地爱你的配偶。

· 试着与你的孩子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以弗所书》5章33节）

                                    （《歌罗西书》3章13节）

· 爱每一个孩子，不要偏心。

· 把痛苦转变为神的平安。

                                   （《雅各书》2章1节）

                                  （《以赛亚书》26章3-4节）

· 每天都鼓励、肯定每个孩子。
（《诗 篇》127篇3节）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
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
饶恕人。
《歌罗西书》3章13节

背诵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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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6章4节

硏读的经文
《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7-12节。
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箴言》10章12节

《快速查询》是取自心灵希望的《圣经》辅
导材料，为当今的难题提供直接、明了的
《圣经》真理。详细资料请参考《圣经》辅
导钥匙之 《如何教养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