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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即带来喜乐或变得明亮起来。父亲是每个基

督徒家庭的一家之主。他知道自己属神的责任，包括在敬畏中，照

着主的警戒养育他的儿女。要完成此任务，他首先必须一生勤奋地

研读神的话语。神赐给所有信徒基督的心来理解并明白神的话语。

他知道，仅仅渴望拥有一个敬虔的家庭，却没有很好地认识神的话

语。是不会营造出一个敬虔的家庭的。 

 

属神的知识让他像建筑工人把砖块一块一块地造成房子一样，以一

个一个的真理来营造他的家。他确保自己和妻子在他们的儿女面前

作敬虔与圣洁的见证，因为比起世人以及教会里的人，孩子们更加

能够看到父母的真实样子。没有任何精心伪装的虚假能够隐瞒过孩

子们的眼目。在孩子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们已经通过一个又一个

的真理和祷告以及一首又一首的赞美诗，体验到了尊崇基督的生活。

与父母在家、在教会同行之余，这种在孩子生活中塑造的基督徒生

活将成为孩子们的生活模式。这将有助于孩子们抵挡潜伏于心中的

欲望，因孩子们体验了由罪恶本性而与生俱来的属世之外的生活。  

 

他们没有真正的基督徒生命，直到被基督的救赎宝血所拯救，并改

变了他们。救恩出于耶和华，但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责

任在于所有的基督徒父亲。只有在成为基督徒时，儿女才能被称为

智慧之子。以下是教导属神的智慧是何时开始的 3节经文： 

 

诗篇 111: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祂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箴言 1:7“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箴言 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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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养儿育女 – 喜乐还是悲伤？ 
“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箴言 10:1 

 

养儿育女可以富有意义，充满欣慰，也能让人心伤欲碎。如果我们

的儿女长大后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们的生命将带给我们极大的喜

乐。之所以是极大的喜乐，因为我们将永远一起在天上。我们的儿

女不仅会拥有父母的基因，也同时拥有洗净我们众罪的耶稣基督的

宝血。与父母同属的基因很容易被死亡分离。但所有被基督宝血洗

净的也受了内住的圣灵为印记，在基督耶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然而，我们也晓得如果我们的儿女长大之后变得属世，很爱这个世

界，我们必然心碎肠断。每当想起他们，忧愁悲伤涌上心头。父母

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儿女。 

                                                （待续 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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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通过赐给所罗门的智慧，呈现上述抚养儿女的两个成果。要

向年轻的基督徒父母提问的问题是：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孩子 …有

智慧的还是愚昧的？ 

我们生来都是愚昧的因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所有的罪人与生俱有肉

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罪恶的本性。罪人是全

然败坏的。虽然他们在肉体上是活着的，但在属灵上却是死的。他

们属灵的眼睛被蒙蔽了，以至于无法看出魔鬼的诡计，因而受那被

称为这世界的神的诱惑。哥林多后书 4:3-4“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4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

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生来就是愚昧的。“愚昧”一词与人的智商无关。

它是关乎他们在属灵上的死与盲目。这个孩子是愚昧的，因为他听

的是魔鬼而不是他的造物主，神的声音。他跟随魔鬼的声音。他耗

尽一生追求虚荣，忘了他赤身而来也必赤身归回。他在地上所做的

一切都将被毁消失。人的称赞与嘉奖都是愚昧的，然而，他却向往

渴求，就如渴时求甘露那么地渴望！ 

这种愚昧嵌入每个人的本性，从婴孩到成年，根深蒂固。教育无法

改变它。充其量使他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愚昧人。金钱无法抹掉它。

只是扩大了他的选择范围，进而使他的情欲更强烈。人的颂扬赞美

无法消除愚昧。它激起骄傲之火花使之燃烧得更旺，直到他生命的

结束。如果基督徒父母从婴孩时期没有提供另一种生活方式，这就

是我们的孩子将来的生活写照！向他们展示生命之道永远不会太早，

因他们在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往死亡之路穿行！ 

(（待续 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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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耶和华驱使他们在基督里归向神，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得罪了神，

唯有在为自己受死的基督里，他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 

但是，如果我们的儿女长大后成了愚昧之子，那么他们会让母亲担

忧，即为他们的母亲带来忧伤。为什么神说当儿子有智慧时给父亲

带来喜乐，而当儿子愚昧时母亲会忧伤呢？原因在于父亲作为一家

之主，当为一家的属灵光景和方向负责。当然，当父亲欢乐时，母

亲也开心！重点关乎领导地位与责任。之所以给母亲带来忧伤是因

为母爱比父爱更深，因母亲在自己胎中怀他 9 个月。母亲和孩子之

间的联系是非常独特的。当然，如果儿子是愚昧的，父亲同样会忧

伤。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她强烈的爱导致她的极大忧伤。比起家里的

每个人，她受的创伤将是最深的。此外，在圣经时代，身为农夫和

牧羊人的父亲在田里工作，母亲待在家里，从孩子们一生出来，就

一直照顾他们。她每天付出的关怀与爱心，加深了母亲和孩子之间

的紧密联系。所以，花了这么长久的时间照顾儿子而他结果成了愚

昧之子，即属世的人，依然活在败坏的罪中，她的心必然伤透了，

比父亲的心更忧伤！ 

摆在每个基督徒父母面前的问题是：趁着你的儿女年纪还小，他们

的心还是块可塑的粘土，你必须现在就做出选择。生儿育女的目标

决定你们和他们一起的生活方向、方式和生活重点，在分享生活的

同时，如何带来影响。要注意的是，他们生来就是愚昧的。唯有在

基督里他们才能成为智慧之子。敬虔的父母是培养出像父母一样敬

虔的智慧之子的最佳父母！阿们。 

主仆 

郭全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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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圣工人员

钢琴： 陈宇亮弟兄 

收奉献： 

入场登记： 叶执事、韦执事、林 

接待/招待: 

音响操作： 韩竣渊、李升懋、

数算奉献： 

场地预备： 阿  杜、叶执事

下主日圣工人员

钢琴： 翁书玲姐妹 

收奉献： 

入场登记： 叶执事、韦执事、林 

接待/招待: 

音响操作： 韩竣渊、李升懋、

数算奉献： 

场地预备： 阿  杜、叶执事

上主日奉献： $4584.15    

聚 会 人 数： 成人 110 人 儿童

经文背诵 

（箴言 15 章 3 节）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祂都鉴察。

(诗篇 第 66 篇 16-20 节）

 16  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 

   我要述说祂为我所行的事。 

  17  我曾用口求告祂； 

     我的舌头也称祂为高。 

 18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19  但神实在听见了； 

  祂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20  神是应当称颂的！ 

     祂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祂的慈爱离开我。 

属灵操练（三月份） 

上主日奉献： $4584.15     

聚 会 人 数： 成人 110 人    儿童 16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