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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7(日) 12:30PM-14:30PM 

主講: 林管恩佩博士 
 

 

有了孩子開始, 就會有愛兒女的心, 聖經上也告訴我們當父母的是管家的職

份, 親職是天職卻非天生就會, 是需要學習的。父母是管家, 所以要忠心有

見識, 將來要交帳的, 我們要合神心意與善於管理 。 

 

親職不單單包含—生養+教養, 更是信仰,也是家教的內涵,心的教育,生命的

分享,品格的塑造(並不等於信仰的傳承),習性的養成, 家教的成效(小孩不

在父母跟前的表現才是真實的), 絕對的真理比是非的辨別更為重要。 

 

“共律” 的定義:和諧(親子間彼此造就)最重要,而且有共鳴(親子間相互影

響) “橋梁” 的定義: 信任的關係+有效的溝通, 如何搭?  

A. 用同信 (三教並進)  B.用同理 (人重自重)  C.用同行 (主導引導) 

 

A. 同信 (三教並進, 言教+身教+境教)  
希伯來書12:10-11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
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
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同信蒙福之道 

申命記5:29  惟願他們存這樣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誡命、使他們
和他們的子孫、永遠得福。 
 

神賜福的意念是專一愛神遵守誡命。蒙福之道: 神對婚姻家庭的心意乃是培

育敬虔的後代; 然而, 要有敬虔的下一代, 得先有敬虔的上一代; 同信絕對

真理, 因為心中有神, 也會目中有人, 先求諸己改變 + 帶出影響他人。  

 

 

引用儒家條目: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  

 

 

 

 



改編成基督信仰:  

惜物(善用神的創造)->真知(追求屬天的智慧)->稱義(願意讓神掌管)->新心

(新的生命)->委身(優先次序的選擇)->愛家(重要單位)->福國(不侷限小環

境)->傳天下(管編) 

 

學做合神心意的父母(BY FAITH NOT FOR FACE)就是常常回到主面前, 非先

求要有什麼樣的孩子, 而是尋求自己做合神心意的父母。 

  

教養是父母人格與價值觀的呈現(重現), 親職沒有效期但有關鍵期, 因為任

何階段都需要父母的關愛, 只是不同包裝呈現。 

 

 “教育(教養)無他, 唯愛與榜樣而已” 教養—要從父母的自省做起(教學

相長) , 因為小孩是從”看”來學的, 殺手: 施教者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

套  

 

哥林多前書 11: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所以父母操練方向為:主耶穌會怎麼做?  

 

信仰傳承—道亦有道, 用三教並進: 言教 + 身教 + 境教: 言教—用鼓勵

(言之有物), 正向, 與引導性言詞; 身教, 先求諸己樹立好榜樣並激勵效法

(配合言教) ; 境教(風氣), 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藉良好環境(家庭, 

教會, 學校, 社會…) 涓滴成流地默化培育。  

 

境教的重點: 用心營造有利學習真理和參與/操練/實踐的環境原則是身入其

境, 親身參與, 深受薰陶; 境教的管道是環境、準則、日常、節期、家庭祭

壇、機會教育…(食衣住行育樂/吃喝玩樂), 有時候孩子是在試探父母, 而

且其實是希望父母守住其承諾, 使自己有安全感, 如果言教/身教/境教不能

一致, 會造成孩子混淆, 成為絆腳石, 三教並進口訣 : 光聽易忘記、看過

助記憶、參與更實際、做過成經歷。 

 

另提:跟一到六年級的孩子, 是可以談論婚姻預備話題, 談論目前看似跟孩

子不相干的事情, 但其實是頗有果效的觀念建立時候, 孩子也比較容易聽進

去。 

 

 

 

 



B. 同理 (人重自重) 
同理與同情不同, 同理是換位思考, 將心比心, 感同身受, 認同感覺, 有時

候不需言語, 拍拍肩都可以; 同情是有高低差別; 同意 VS. 尊重帶來-> 欣

賞 ; 尊重帶來尊重與自重; 信任帶來責任與自信。  

馬太福音18:3-5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
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就是最大的。凡為
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孩子的心思處境我們懂嗎? 北美華人家庭的子女對自己的華人身分及中華文

化，並不像想像中那樣抗拒，只是未能認同第一代移民父母的:  

1. 溝通方法 (單項溝通) 2. 教養方式 (不准孩子頂嘴) 3 對孩子的期望 

(誤認很多事情對孩子有益處)。 

 

怎麼讓孩子會聽從父母?  

1. 父母給 “建議” 重於 “命令” 

2. 孩子能信任/相信父母的話 (給予孩子選擇時, 就真的尊重他們的選擇)  

3. 孩子能漸漸明白父母的用心與自己的責任  

 

如何有更圓融的親子關係?   

1. 操練有效溝通  

2. 同理感受 (換位思考,了解接納/欣賞—了解情緒重於了解想法)  

3. 先調理父母本身情緒 (駕馭情緒/戒負面與情緒化)  

4. 釐清問題 (要把問題放一邊, 與孩子站同邊)  

5. 商量對策 (引導, 建議, 選擇)  

6. 確實執行與評估 (一言九鼎) 

 

溝通果效的四大殺手:  

溝通中最大的影響10%是內容，90%是態度  

1. 自視過高—自我感覺過度良好  

2. 自以為是—根據我的推斷他/她一定是這麼想/這意思  

3. 自利歸因—我當然都是對的都是好的  

4. 自立為王—別人都應聽我的 

 

檢視父母自己過度情緒化的盲點, 過度的固執或極端, 無限的擴大或喧染, 

過早的定論或論斷, 急切的撇清或推諉, 過強的成見或主觀,易將自己置身

於自怨自艾或彼此不必要的破碎之困境的惡性循環裡。  

解決之道: 要常自省, 願意改變, 學習因應。 

 



有負面情緒時因應之計(學習慢慢動怒) :  

注意/加強情緒管理(轉換到解壓)  

1. 學習不因對方情緒表現影響自己的情緒  

2. 能自我安撫激動情緒冷靜後才處理問題  

    (放鬆, 離開, 轉進—注意不造成誤解)  

3. 培養幽默感, 以樂觀的態度來面對與減壓  

4. 停(深呼吸), 聽(快快聽,慢慢說), 看(找好時機再處理)  

5. 注意選擇無後遺症的良好興趣與健康社交有助減壓 (支持團體-代禱  夥

伴)  

 

情緒管理  

過程: 刺激->反應思維->反應情緒->表達->抉擇行動  

1. 了解接納與適當表達自己的情緒  

2. 培養與善用正面情緒  

3.轉化負面情緒帶出正向功能  

這些都是需要多多操練  

 

親子間的爭辯不一定是破壞性的(有時會是建設性的), 只要不要變成忘了吵

何事, 如何良性爭辯? 1.不人身攻擊 2.就事論事 3.爭辯後過往雲煙  

若仍有芥蒂要及時化解 (退一步, 道個歉, 幽個默…)  

 

當父母感覺得有理說不清時因應之計:  

雅各一書1:19-25  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
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  
 

“慢慢地說” 如何說? (以“我…” 開頭來溝通訊息) 其訣竅:  

1. 客觀論述事件  

2. 合宜表達自己的情緒感受與期待,  

3. 降低指責或抱怨對方的口氣  

4. 聚焦於就事論事達成協議  

 

有負面情緒時因應之計(學習慢慢動怒)  

*注意/加強負面情緒管理 (情緒轉換->解壓)  

 

 

 



C. 同行 (主導引導, 因人施教)  
路加福音6:39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瞎子豈能領瞎子？兩個人不是都
要掉在坑裡嗎？” 
 

主導 VS. 輔導->引導, 家長確定在神心意裡帶領孩子, 應該由 “主” 導

才會同行於蒙福之道, 現在的父母要無保留的付出不難, 但要無條件的愛

(完全的接納) 還需要多多努力。 

  

箴言22:6  教養兒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依照神心意或安排的道路 (WAY): 1.按神所喜悅的 2.照神所賦予孩子的樣

式 3.階段發展區分出與生俱來的本質, 性格, 恩賜, 潛能, 與眾不同的特

質。 

 

親子關係的建立要兒女成長有爸媽同行,先決要素是需要父母親身參與, 

有”量”才談得上”質”, 孩子每個時期都需要父母, 只是父母的角色 (園

丁, 教練, 嚮導, 朋友) 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功能 (功能比例不同): 

年幼期: 園丁(照養)多一點  

學齡期: 教練(訓練)多一點  

青少年: 嚮導(引導)多一點 

成年期: 朋友(分享)多一點 (有兒女敬重的父母, 才能做孩子的朋友) 

 

因人施教,不是改變他先天的氣質,而是要塑造好的品格, 例如: 孩子天生動

作慢,要改變的不是他的慢吞吞,而是教導守時的概念。 

不單是教養自己的孩子, 而是要連教會的孩子一起都來監督管教!共勉!主動

積極搭起共律的橋樑—同信、同理、同行  

教養兒女難在不能光說不練, 我們希望他們成為何等的人, 我們得先成為那

等的人! 自己沒有就談不上給予/傳承,我們很難教會孩子我們自己都不做的

事! 求神幫助我們— 以永不止息、無條件、屬天智慧的愛來教養培育兒女! 

而講座, 就是講 “做”, 聽講了能去做, 帶來自己改變+影響他人的果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