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教的藝術

● 如何管教孩子而不疏遠他們？

● 管教青少年有哪些方法？

● 父母能從神那裏學到管教的模式嗎？

● 禁足――有效嗎？

● 管教與懲戒有何不同？

● 管教原則是否一致？

● 管教青年與少年有無不同？

就其終極意義來說，管教其實是自由之友。一個人若不懂得節

制自己，就不會有自由。管教能使我們的生命達到最豐盛之境。如

果我們能讓家人明白這點，那麼管教就不致成為可怕的負擔了。

不論我們是談那方面的管教：或是要孩子準時上床，隔天才能

有精神做事；或是把家事處理完，才能一起去滑水等，我們都應教

導孩子，管教是為他們好，也是為我們好。

當然，有時候管教是很痛苦的。孩子很難相信所謂的「打在兒

身，痛在娘心」。但等到他們有了自己的兒女時，就會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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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比 Warren W. Wiersbe

「管教」一詞常常給人不好的印象。大家只要一想到管教，就

覺得是懲罰。但是，至少在聖經裏，它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在希伯

來文及希臘文中，我們譯為「管教」的這個字，實際上是訓練或教

育的意思。管教可能是藉著話語，行為或是環境來進行，但其目的

不外都是要使人漸趨成熟。

希伯來書第十二章是新約聖經中論及管教的一段重要經文。即

使在那章內，當作者談到管教的苦楚時，其目的也不在於懲罰、伸

張正義或是維持權柄，神的目的乃在於使孩子能長大成熟。這也應

成為我們管教的目標。

成熟，就是孩子了解自己、接納自己、節制自己，並且能有創

意、有建設性地運用自己所是及所有的一切。

首先，我們家對管教的看法乃是認為，它較應是一種心態或氣

氛，而不只是一種行動而已。許多父母不能管教孩子的原因，乃是

因為他們無法約束或管教自己。我見過許多父母不清理桌子，不修

邊幅，本身就是很邋遢的人。他們叫罵自己的孩子，卻一點用處都

沒有。誠如杜博生（James Dobson）博士所指出的，如果孩子在父
母生活中找到沒有紀律之處，他們就會拿來作為要脅。如果父母缺

乏管教的心態及氣氛，那麼光有行動也是起不了甚麼作用的。

第二點，我們認為管教不只是運用權柄而已，而是意味著我們

自己也服在權柄之下。我們不能要求尊敬，只能贏得尊敬。而那是

要靠自己的性格和榜樣去贏得的。

第三，管教是個工具，而非武器。如果你養育過孩子，你就會

發覺，常常我們的管教是在發洩怒氣或懊惱。管教應是用來表達

愛，而不是怒氣。神就是如此，祂所愛的祂必管教。如果孩子們覺

得必須贏得我們的愛，那麼我們就有問題了。相反的，他們應看

到，管教是我們愛他們的證據，是幫助他們長大的工具。

第四，管教是個過程，而非危機。即使不是每次都能做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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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確應盡量避免在氣頭上去管教孩子。在危機中的管教，既難

保持一致，又會令人困惑。管教孩子最需要的，是經常地在愛中琢

磨，並以愛心說誠實話。

這些是我們嘗試在孩子身上所使用的原則，結果似乎有效（雖

然偶爾我們會失敗）。每個孩子都不同。例如，對這個孩子，只要

瞪一眼，她就哭了；而另一個，拿根木頭打，他仍紋絲不動。我們

得找出每個孩子的習性（痛癢關鍵）。方法很多：話語、誇獎、獎

勵等。同時，不要低估了屬靈上神的話語及禱告的效用。

孩子愈長，管教的方法自然應隨著改變。兒子十五、六歲時，

建立穩固的根基

■柏金斯

John Perkins

對青少年孩子的管教，如果沒有從小立

下穩固的根基，父母可預期要面對的抗爭之

一，就是信仰方面的問題。沒有被管教好的

孩子就無法相信他的父母。管教會帶來信賴

及尊敬；沒有管教，孩子就不會信賴父母的

價值觀或信仰，也就無法尊重他們的看法。

若要使青少年孩子感到被愛，管教是很

重要的。事實上，管教是愛的果子。有些家

庭，父母不會表達感情，也缺乏在言語上的

肯定；但孩子會從他們的管教中感受到愛。

我不是指規則，而是那種能令孩子生出敬畏

之心的嚴厲。我聽過不少年輕人說，他們父

親從來不曾帶他們去任何地方，但是他們很

愛父親，因為父親很嚴格，而兒子們知道那

是出於愛。沒有愛的管教是不會有果效的。

愛可以是隱藏的，卻不可不在。

在這方面給我幫助最多的，就是我的繼

舅。我很怕他。我不記得他打過我，當然我

也不希望他打我。他很少表達愛，可他卻給

我一種必須尊重他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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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子比我還大，打屁股已經沒用了。於是我們禱告，盼望他們不是

因為怕爸爸傷到他們，而是因為害怕傷害到爸爸而順服。這兩者是

有很大差別的。

當然，我們仍得想法子糾正他們的行為。我們發現效果最好的

方法就是使他們暫停享受他們喜歡的事物。但重要的是，別臨時起

意教他措手不及。我們盡量事先將條件講清楚――「如果你做這

個，就會得到那個。」我們也盡量遵守自己所有的諾言。

雖然如此，父母也還應該有點彈性。我想，神的管教也是有彈

性的。祂知道我們需要多少，也知道我們的動機、掙扎及軟弱。身

為父母，我未必有那樣的知識，因此就不應假扮神的角色。陶恕

（A. W. Tozer）博士說過：「神並不難相處。」這話給我很大的幫
助。神的標準及要求很高，但祂從不吝於協助。我也願成為一個這

樣的父親。

我們沒有多少家規，有的話也是在孩子還小時就已定下的：不

要走近高速公路，不要讓後門開著，免得小嬰兒跌下樓梯。等他們

長大一點，我們就以恩慈、憐憫、真理與慈愛來養育他們，正如天

父教養祂的兒女一樣。

如果我在管教的事上犯錯，我情願是在寬恕方面的錯誤。有幾

次，我可能應責打孩子而未做。在聽兒子講道的時候，我才發現一

些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事。他以他青少年時的一些故事來舉例，而我

會說：「我以前怎麼不知道啊！」但是他們似乎也還是走過來了。

另一方面，有些時候我們也曾錯怪了孩子。事後才發覺事情的

真相。幸好，因為有愛、有坦誠、誠實及情趣，孩子們也就能熬過

那些不公義、受委曲的時候。

噢，對了，有點幽默感也是蠻有幫助的喔！

與本段有關的文字

第一冊第一章 聖經對父母的期望是甚麼？

第五冊第二章 管教：家庭的朋友或敵人？

第六冊第三章 「為甚麼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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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諾 Gordon MacDonald

當我寫「成功的父親」（The Effective Father）一書時，有一章
論到管教與懲罰，我特別為它們下了實用的定義。按我的看法，管

教是特意在你與孩子之間，製造出一種緊張的情勢，好讓他們能夠

成長學習。管教是給他們任務去學習，強化自己，並幫助他們成

熟。管教也是逼他們去面對他們必須對付的痛苦問題。教練在比賽

前領著隊員所經過的一切訓練就是管教。

事關公義

懲罰是關乎公義的一件事，亦即針對某種觸犯家規或生活公約

的行為所採的行動。孩子小時，懲罰多半是人為的，好比打屁股。

我們製造出痛苦，並希望疼痛的輕重與孩子所做錯事的嚴重程度相

當，使孩子知道其間的關係。等孩子大一點時，就從這種人為的痛

苦改為其他特定，可衡量後果的方式。

對青少年來說，典型的處罰就是禁足，這對他們是相當嚴重的

事。若對一個三歲小孩採取禁足，那顯然是不會有甚麼效果的。父

母所採取的懲罰方式必須與違規之事相稱，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

樣孩子對所犯之事的嚴重性，才會印象深刻，從此作為警戒。大部

分的父母不是罰得太重，就是罰得太輕。因此孩子要不是覺得處罰

過於所當受的，就是覺得做錯事的代價也不過如此而已！

最糟糕的，就是父母對處罰一事漫不經心。父母或許會對孩子

說：「十一點一定要回來，要不然你看著好了。」這種說法的第一

個毛病是，沒有說清楚究竟「要不然」會如何。第二個毛病則在

於，父母應該永遠不需要對孩子說「要不然」。如果在孩子尚小

時，父母管教懲罰得當的話，孩子大了就比較不會遲歸。

定義之爭

當孩子回家後，可能會反問父母：「你到底是說十一點正，還

是十一點左右？」青少年孩子會一直逼父母，他們也可能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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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的是十一點嘛。現在雖然已經是十一點零九分了，可是我們

的確是十一點正離開餐廳的。」或是說：「我們已經上路了，但路

上塞車。」這麼一來，父母就得為下定義而頭痛。最聰明的作法，

就是早在事情可能發生之前，就訂出明確清晰可行的規則，讓大家

都毫無疑問。

我不是對孩子說：「十一點一定得到家，沒有討價還價的餘

地。」而是說：「若會遲回家，十一點一定得給爸打個電話。」這

並非不合情理，因為到處都有電話可打。如果開始有問題了，我會

和女兒坐下來談：「爸注意到你已經一連三次打電話回家說會遲回

來。聽起來好像你沒有把事情計畫好，爸倒不在意你偶爾一兩次遲

歸，但一連三次就很難接受了。好好約束一下自己吧！」

往前看

父母需要一直往前看，試著找出事情可能發展方向的跡象與型

態，而提早制定規則。聽起來好像有點吹牛，但是我真的記不得上

一次處罰孩子是甚麼時候。我們與兩個孩子在九歲以前就已建立起

彼此的默契，因此到了青少年期時，他們就不曾違背過我們。

有幾次孩子沒有照著我所說的去做，但那通常都是因我的錯而

產生無可避免的誤會。當然我們仍然有些每個家庭都會有的小問

題。例如內人說：「克麗絲蒂，請你擦桌子好嗎？」她會說：「好

啊，等一下。」然後她下樓，就把那事給忘了，三小時之後，桌子

仍然沒擦。但是在我們家從來不曾有惡意犯規的事。在孩子們十歲

以前，他們已從家庭生活中了解，父母是說話算話的人。

管教是激發潛能及建造

管教乃是製造情勢來漸漸激發並建造孩子，好讓他們能夠面對

困難的情形。舉個例來說：兒子剛拿到駕照一個禮拜，就想在禮拜

五晚上，開車帶女朋友到市區去玩。但通常在禮拜五晚上，市區裏

交通最為擁擠，開車進城絕對不是明智之舉。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想脫口而出：「休想我會答應！」但我決

定還是不要馬上回答，而改口說：「這樣吧，爸爸大約需要三小時

來考慮這件事。」很重要的是準確地說出多少時間，而不是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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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子再說吧」。不確定的時間會給年輕人帶來不必要的焦躁。但

是如果你說三個小時，那麼，大家都會安下心來。

三個小時後，我說：「兒子啊，這樣吧！禮拜五晚上車子可以

交給你，但是有個條件。禮拜四晚上，我們一起走一趟你約會的路

線，就把我當作那女孩好了。我可以假想任何你約會時有可能發生

的情況，要求你處理。這樣可以吧？」他同意了。

禮拜四晚上，在他禮拜五約會的同一時間，我們開車上了高速

公路，朝城內駛去。突然，我說：「兒子啊！你的右前輪爆胎了。」

他說：「沒有哇！」

「有啊！可記得我說過，我有權製造任何情況嗎？」

「好吧，那你要我做甚麼呢？」

「爆胎時，就應把車子開到一邊，換個輪胎。現在就這麼做

吧！」於是他把車子開到路邊，下了車，不能相信我竟然要他做這

些事，但我又重說了一次：「換輪胎！」於是他只好趴到車子底

下，找千斤頂及輪胎，而我就坐在路旁的欄杆上看著。

幾分鐘後，他還是找不到千斤頂，他問我：「千斤頂在那裏？」

「兒子啊！爸爸不在這裏，我是那女孩，記得嗎？」於是他只

好再去找，足足找了十五分鐘，終於找到藏千斤頂的地方――在車

蓋下面。等他把車子用千斤頂頂起來後，我沒讓他換輪胎就把車子

放下來了。但現在他知道怎麼做了。

等我們的車子開到進城的那個出口的斜坡上時。我說：「對不

起，前面正在修路，此出口暫時封閉。」因此，他不得不另找一條

路出去。回程時，我又假設車子引擎拋錨。這時他該考慮的問題就

是：「該把女孩子留在車中，自己去求救呢？還是等警察來？」

我藉著幫助兒子學習處理一連串的緊張狀況來操練他。第二天

晚上，他已經知道碰上難題怎麼辦，因此心情篤定多了。這就是我

所謂的管教。

管教的攔阻

許多父母在生活中安排了太多的事，因此對孩子只能作被動式

的應變。大部分父母把生活塞得滿滿的，一心只想建立事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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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可塑性最高時，卻把自己大多數時間花在工作上。有些父親

兼兩份工作，而母親也在追求自己的事業。

父母也有可能是被各種娛樂、嗜好佔據了所有時間，然後只在

這一切忙碌的夾縫中所剩餘的片刻閒暇裏，才試著去注意一下孩子

有甚麼難處，但這樣子是不可能建立起一個健全的生活形態的。

當我們的孩子仍在襁褓中時，內人與我就已定意要將養育孩子

當作是我們的第一要事。孩子們尚小時，我們之間總有一個在家。

現在孩子們長大了，內人開始享受生命的新階段――旅行、演講、

寫作。人家看到她，總是豔羨她所做的這一切，卻不知在過去十年

間，她把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給了孩子。當孩子們在家時，她總是

在他們身旁。

直到孩子們上了高中，自己開車了，也開始必須多花時間在自

己的活動上時，內人參與家庭以外活動的機會才漸漸增加。等孩子

們離了巢，她從另一角度發現了許多足可令她做不完的事。但孩子

們若需要她，她也絕對有時間留給他們。現代許多父母只把孩子當

作待做之事中的一項，因此危害了親子間的關係。這樣做根本是行

不通的。

教會往往也是攔阻父母花時間好好管教孩子的另一個障礙。大

部分的教會，幾乎是用盡了所有有心服事的年輕基督徒的所有時

間。許多人，只要教會的門一開，他們就到了，從週日到週六，天

天晚上都有節目。對樂意事奉的弟兄，教會的事，不分大小，都請

他幫忙。許多基督徒若不事奉就會有罪惡感；更何況他們根本不知

道如何說不，甚至教會的請求也拒絕不了。但是，如果教會不合宜

地侵犯了你們的家庭時間，那就是我們該向教會說不的時候。

對於那些不斷地夾在我們與孩子需要之間的東西，我們必須要

學會拒絕，不論是我們的事業、娛樂、嗜好甚至教會活動。

與本段有關文字

第五冊第二章 管教：家庭的朋友或敵人？

第五冊第二章 何時應對青少年孩子處以禁足？



管教的藝術

■耿格爾 Kenneth O. Gangel

假想以下情節：一個毛頭小子剛被禁足了兩個星期，在那兩週

內，他失去了看籃球校隊比賽的機會。該隊在兩次延長比賽時間之

後贏得分組冠軍。然後在一次愉悅的談話氣氛中，孩子告訴父母：

「這次的禁足好極了！我有充分的時間來反省一下自己在家中的角

色。有這次的體驗真好，非常謝謝您們！」

我懷疑我們會從任何青少年孩子口中聽到這樣的話！比較可能

的，是他心中充滿怨怒。每次處罰過後，父母和孩子之間多少都會

產生一些疏遠感（至少會持續一段時間），這導致有些父母對管教

裹足不前。在成年基督徒中事奉多年，我經常看到作父母的有逃避

現實的毛病。他們雙手一甩，說：「不值得！讓孩子隨心所欲算了！

但願他有一天會變好！」

儘管處罰後會帶來憤怒及疏遠，有智慧的父母知道自己是按著

聖經的原則而行。他們知道，長遠來說，如果是出自愛心的適當懲

罰，神會叫萬事互相效力。神對成熟基督徒的管教立下了榜樣：

「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

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他得生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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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十二：9 11）
在家庭的屬靈層次與屬世層面之間，有一種活潑的類似關係。

希伯來書十二章末提到：「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

起來；『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腳，反

得痊癒。」（來十二：12 13）
基本上，我相信作者的意思是：「那些負責管教與處罰的人，

可能經常會受到試探，而想要退縮、罷工。但是應鍛鍊你那無力的

手、軟弱的腿。培養人成熟是極費工夫的，你最好有心理準備。」

我們也應體認到處罰多少會帶來孩子的怨恨，有智慧的父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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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看孩子的未來前途，而不是只顧眼前的不悅。如果處罰是必須

的，就應當去做，但也要仔細衡量犯的是甚麼錯，然後再採取合宜

的措施。

處罰應盡量是用來糾正不當的行為，「處罰應與罪行相當」。

比方說，體罰無論輕重，若是用來處罰毛頭小子不肯做功課，可能

就不會有甚麼果效。青少年孩子對時間的運用常有問題，因此應針

對他在時間上的運用來糾正他。例如，不准看電視，或晚飯後不准

與鄰居孩子去打籃球，可能才是直接針對那問題的方法。

若採取停享權利的方法，一定要就事論事地解決那問題，而不

是對孩子個人攻擊。雖然孩子的行為必須糾正，但父母仍應持續向

他提供愛的保證。定下檢討時間也是有必要的，但需清楚說明日期，

而不是含糊地說「等你功課有進步時再說」之類的話。在所定的檢

討時間臨到時，父母應著重在結果可評估的事情上，例如作業是否

的確如期完成等。然後再按著改進的程度決定以後的方向，或是恢

復權利，或是仍停享權利；不論結果如何，都應訂出明確的期限。

若是孩子不聽話，不但要按犯錯輕重來懲罰，同時也應由父母

權威受到挑戰的那一位來施行懲罰。如果孩子在白天不聽母親的

話，就不應等爸爸來處罰，儘管爸爸可能比較嚴厲。因為如果這麼

做，就好像是說爸爸比媽媽有權威。所以如果是不聽媽媽的話，就

應由媽媽來處罰。

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們需謹記在心：父母被神託付來塑造生命，

我們並不是在這裏比賽誰較有人緣。如果有人觸犯了家規，就應盡

快去糾正。管教應是針對錯誤的行為而不是那個犯錯的人。即使因

管教而導致孩子與我們疏遠，那怨懟也是會隨時間消逝的。

如果家人都明白家規的內容，訂定家規的原因，並且每個人都

同意遵守時，那麼全家整個氣氛都會趨向順服了。若有家人偏離了

這些準則，即需加以糾正，這是維繫家庭秩序很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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