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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众子阿，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箴言 Proverbs 4 : 1～5 



4 : 2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箴言 Proverbs 4 : 1～5 



4 : 3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 
         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箴言 Proverbs 4 : 1～5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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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Proverbs 4 : 1～5 



4 : 5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
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箴言 Proverbs 4 : 1～5 



（一）圣经重视此角色 

《圣经》用「父」称呼神 
        这与性别无关  



「父」这称谓所要表达关于 
 根源、慈爱、安全、看顾等观念  



神的为『父』的形象 

      为人类树立效法的原型（prototype）  

》要人类父亲学习这为父的形象  



阿尔贝特·施韦泽 

“榜样不是影响他人的主要   
  因素,而是唯一因素。”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父亲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 

           其形象的好坏 
 》 对儿女正确地认识神影响极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太平洋军区总司令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 

 
曾说： 



他这一生最引以为傲的， 
不是他的职位， 
不是他是军人，作将军的职分， 
而是他作爸爸的身分 

“By profession I am a 
soldier, and take pride in 
that fact. But I am more 
proud, infinitely more, to 
be a father.  



身为一个军人，他感受到自
己常常拥抱死亡，与死亡为
伍，但身为一个父亲，他却
可以参与创造生命的过程，
因此他觉得作爸爸是一件非
常有价值的事情。 
A soldier destroys in order to build; a father only builds, 
never destroys. The one has the potentialities of death, 
the other embodies creation and life. While the hordes 
of death are mighty, the battalions of life are mightier 
still.  



It is my hope that my son, when i am gone, will 
remember me not from the battles, but in the home, 
repeating with him our simple daily prayer,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Gen. Douglas MacArthur 

我的希望是，当我离世时，
我的儿子不会从战争中记念
我，而是在家里重复我们每
日简单的祷告：“我们在天
上的父，”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作爸爸是有价值与尊贵 

理由是— 

父亲是「天职」 
这个角色是上帝所托付 
                              所
指派 
 

所以地位非常地有价值  



（二）认识自己的角色 
                  Knowing our own roles 

第一、他的职分是很尊贵的 

美国总统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儿子面前，我不是总统，
只是个父亲！  
"In front of my son, I am 
not a president but a 
father!" 



英国文学家哈伯特说过： 
George Herbert (1593-1633) 
「一个父亲胜过  
    一百个校长」  



第二，有能力可以服事 

父亲是儿女 What is a father role? 

①管理者 (manager) 
②教育者 (educator) 
③监护人 (guardian) 



父亲心中应该有个清晰目的 

 》如何使儿女健康、活泼地成长 

 》成为能被神使用、神喜悦的人  



父亲要识到自己是一个凡人 
 
》也是有限的 
》且是有罪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
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
迦利亚书 4 : 6）  



父亲对儿女和自身的正确认识 
          是成功养育儿女的基础 



儿女 ✗夫妻结合的自然产物 
          ✔耶和华的赏赐  
✔是儿女的管理者（manager） 
✗ 不是拥有者（owner）  



养育儿女 
不是父亲人生的唯一目标 
只是父亲的人生目标之一  

“Nobody hates his 
own kids, we learned 
from the training that 
we have to do things 
differently” 
 says a farmer. 



父亲是儿女的监护人 
要忠心负起管教儿女的责任  

使用正面的、建设性的方法 
     使儿女受教 
 
竭力保护他们的自尊 
     和自信  



英文一句巧妙的话： 
“Let go, let God.” 
让子女发展自己，让神带领他们。 



（三）称职演绎此角色 

要天天为子女祷告  

为他们的信仰、学习、生活婚
姻祷告，求神引领、保守  

① 「为儿女恒切祷告。」 



②教导儿女「认识」神 

父亲应该在自己儿女『认识』神和奔走
天路的历程上起到带领的作用>>帮助孩子
与神建 立直接的、 
  密切的、深刻的、不间断的关系！  



父母不能只替儿女祷告， 
还要营造出家庭的祷告气氛， 
让孩子自己参与祷告  



重视儿女的价值观和灵性成长 

成绩—反映学习情况 

人品—影响孩子一生  



③教导儿女『侍奉』神 

》诚心乐意地侍奉神 
    大卫嘱咐所罗门兴建神的殿宇  



依靠圣灵的大能 
我们能够谛造父爱子 

子敬父的全新的亲子关系 
见证和彰显神的荣耀  



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 
慈悲天父上帝，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够坚
强到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够勇敢到能面对惧怕；
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
持谦逊温和。 



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
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
挺身站立，学会怜恤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
人。 

Here let him learn to stand up in the storm; here let him 
learn compassion for those who fail. 



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清洁，目标远大；
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
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入未来的
理想。  



如此，我这作父亲的，才敢低声说：「我没
有虚度此生。」 

Then I, his father will dare to 
whisper,  
“I have not lived in vain. ” 



父亲节的祝福语  
掌心留存父亲的温暖， 
血管充满父亲的激情； 
脸庞再现父亲的青春， 
眼神继承父亲的刚毅； 
笑容流露父亲的和蔼， 
形象印下父亲的伟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