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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笔记：教导孩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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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孩子如何行在智慧中 
 
简介：在你长大后，你的父母有没有什么值得铭记的智慧、建议或忠告传授

给你？ 

 

我记得最常听到我爸爸说的那句，他听他爸爸说的是这首小韵律“好，更好，

最好，永远不要让它休息，直到你的好变得更好，你的更好是最好的。” 

 

在 1998 年，一位名叫罗伯特·富尔格姆 (Robert Fulghum) 的一神论牧师写了

一本书，最终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花了两年时间，售出了 1600 

万册。 

 

这本书是 50 篇短文的合集，富尔格姆先生将其命名为“所有我真的需要知道

我在幼儿园学到的 。” 
 

他的清单从 16 项开始。 

 

“这些是我（在幼儿园）学到的东西： 
 

1. 分享一切。 

2. 平等玩游戏。 

3. 不要打人。 

4. 把东西放回你找到它们的地方。 

5. 清理你自己的烂摊子。 

6. 不要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 

7. 当你伤害别人时，要说“很抱歉”。 

8. 吃饭前洗手。 

9. 冲马桶。 

10. 热饼干和冷牛奶对你有好处。 

11. 过着平衡的生活——学习一些，喝一些，画图一些，画画一些，唱歌跳

舞，玩耍和工作。 

12. 每天睡午觉。 

13. 当你外出时，注意交通，手牵手，抱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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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注意奇迹。记住泡沫塑料杯里的小种子：根往下，植物往上长，没有人

真正知道如何或为什么，但我们都是这样。 

15. 金鱼、仓鼠和白老鼠，甚至泡沫塑料杯里的小种子——他们都死了。我

们也会。 

16. 然后记住儿童书和你学到的第一个词—最重要的词—“你看”。 

 

几年后，即 1991 年，纳什维尔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决定以简短的格言

形式向他的儿子传授智慧。他最终收集了今天符合条件的推文中的 511 条，

并在亚当上大学读大一时将它们呈现给亚当。他把这本书叫做《生活的小说

明书》。 

 

以下是父亲 H. Jackson Brown 与儿子分享的一些内容： 

 
1. 每天赞美三个人。 

2. 养条狗。 

3. 每年至少看一次日出。 

4. 记住别人的生日。 

5. 永远不要提到节食。 

6. 握手坚定。 

7. 看着人的眼睛。 

8. 多说“谢谢”。 

9. 多说“请”。 

10. 学习演奏乐器。 

11. 洗澡时唱歌。 

12. 使用好银器。 

13. 学习卡牌技巧。 

14. 每年春天种花。 

15. 拥有出色的立体声系统。 

16. 用牙线清理你的牙齿 

17. 打电话给你妈妈 

18. 带人打保龄球 

19. 永远不要看制作热狗或香肠的过程 

 

顺便说一句，布朗先生的收藏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花了两年时间，

其中包括 47 周的第一名。他继续写续集，使他拥有超过 1600 万本以 35 种

语言出版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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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在富尔格姆或布朗写出他们的畅销书之前，所罗门王就写下了他自己的

智慧格言和精辟忠告，它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圣经》的一部分。 

 
箴言是为父母设计的。所罗门为他的儿子们收集和传授智慧（日常生活中的

技能）。 
 

1. 箴言中关于儿童的三个观察。 
 

A. 孩子生来就是傻子 .你和我也是。父母的工作是教他们拒绝愚蠢并拥抱智

慧。 
 

智慧：日常生活中的技能。不同于智识。 

 

B. 孩子天生以自我为中心 .你和我也是。父母的工作是教他们如何否认自我

并以他人为中心。 

 

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孩子在心灵上的以自我为中心。但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孩

子如何尊重和敬佩，并在行为上将他人放在首位。如何无私。 

 

C. 孩子生来就认识上帝 – 一般启示。教他们如何回应这些知识并将他们的

生命交给上帝是父母的责任。 

 

 我们不能训练我们的孩子成为基督徒。上帝必须改变他们的心。 

 

 但我们可以向他们活出来认识、爱和服侍耶稣的样子。 

 

 我们可以教导他们上帝对祂儿女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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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正重要的是孩子的心 
 
A. 你不必成为一个基督徒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 能过明智的生活不一定

必须相信上帝 

 

一个聪明可敬的非信徒和一个聪明可敬的信徒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做事的动

机。 
 

 非信徒的动机最终植根于为自己带来荣誉和荣耀。 

 

 信徒的动机最终是为了给上帝带来尊荣和荣耀。 

 

B. 箴言中的智慧是任何人的智慧 ，不管是信徒或非信徒。这是一本关于任

何人的明智生活的书。 
 

所罗门在本书的开头解释了为什么他写下了这些智慧的集合，以传给他的儿

子。 
 

箴言 1:2-9 (和合本) 
 2了解智慧和教导，了解洞察力的语言， 3在明智的交易、公义、公正和公平

方面接受指导； 4以审慎的态度对待青年人的简单、知识和判断力—— 5让智

者听闻而增加学问，让明白者获得指导， 6了解谚语和谚语，智者的话和他

们的谜语。 7 L的恐惧订单号是知识的开始；愚昧人藐视智慧和教训。 8我儿，

听你父亲的教导，不要背弃你母亲的教导， 9因为它们是你头上的优雅花环，

是你脖子上的坠饰。 
 

正如我们所知，所罗门是在他开始统治时向上帝祈求智慧的国王。我们知道

上帝很高兴所罗门要求智慧，而上帝回应所罗门说 “因为这是在你的心里，

你没有要求财产、财富、荣誉，或者那些恨你的人的生命，甚至没有要求长

寿，而是 
 

为你自己祈求智慧和知识，以便你管理我立你为王的我的人民，智慧和知识

都赐给了你。我也要把财富、财产和尊荣赐给你，像你以前的君王所没有的，

你以后的君王也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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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是所有生命的钥匙。拥有并了解生活的真正运作方式，并知道如何做出

正确的选择。 
 

C. 帮助孩子培养智慧应该是随机发生的顺道而行，也有心且勤奋 ，就像你

勤奋地教导智慧的原则一样。带着专注和意向。 
 

以下是圣经所说的关于聪明人的一些事情。 
 

 智者昌盛，长命百岁。 
 

“我的孩子，不要忘记我的教诲，把我的命令牢记在心，因为他们会延长你的
生命多年，带给你繁荣 。” （箴言 3：1-2） 
 

 智者受尊崇 
 

“智者继承荣誉 ，但愚蠢的是他坚持羞耻。” （箴言 3:35） 
 

 上帝保护聪明人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从他口中出来。他为正直的人预备胜利，

他为行为完全的人作盾牌，因为他警卫正义的进程保护他忠信之人的道路。” 

（箴言 2:6-8） 
 

“因为愚人的任性会杀死他们，愚蠢的自满会摧毁他们；但谁听我的，谁就住

在安全和安心，不怕伤害 。” （箴言 3:31-32） 
 

作为父母，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受到尊重和安全的地方茁壮成长，长

寿，对吧？教他们智慧！ 
 

D. 两个如何培养孩子智慧的例子。 
 

示例 #1 箴言 13:20。 

与智者同行成为智者，与愚者为伴则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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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家庭可以花时间学习这一原则的实用方法： 
 

 拿这样的诗句，作为一家人背诵。很容易。 

 

 让每个孩子选择一个他们认为是聪明人的人，一个他们知道他们尊重

或钦佩的人。可能是成年人，也可能是比他们大几岁的人。 
 

 让孩子列出 5 到 10 个他们想问聪明的朋友的问题。 

 

 邀请聪明人与您和孩子共进晚餐或外出共进午餐，并让您的孩子采访

那个人。当他们完成后，让他们写一篇关于他们学到的教训的一页纸。

付钱给他们 5 美元或 10 美元的任务。 

 

 下载 Steven Curtis Chapman 的歌曲 Walk With the Wise，每天早上早

餐前播放，持续两周。 

 

 阅读或观看布偶奇遇记，讲述这个故事如何告诉我们傻瓜的同伴会受

到伤害。 
 
示例#2。箴言 26:18-19 

“就像一个射火把或致命箭的疯子一样，一个人会欺骗他的邻居并说：‘我只

是在开玩笑！ 

 

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其中的一些——尤其是两个——养成了戏弄兄弟姐

妹的坏习惯，当戏弄导致兄弟姐妹开始哭泣时，挑逗者会说“我只是在开玩

笑！” 

 

所以我们决定在一个星期内，在任何人吃晚饭之前，他们必须在来到餐桌前

背诵那节经文。一次一个。 
 

而且，如果孩子在晚餐时开始取笑，那孩子的晚餐就结束了。 

 
效果很好！多年来，每当有人戏弄兄弟姐妹时，都会有人说“像个疯子……”就

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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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是在智慧上成长还是仍然愚蠢？ 
 

 你的孩子有没有还脾气、鲁莽？ 

 

“智慧人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愚昧人头脑发热，鲁莽行事。 （箴言 14:16

）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是否容易被激怒？ 

 

愚者发泄怒火，聪明人控制住自己。 （箴言 29:11） 
 

 你的孩子容易吵架吗？ 

 

“避免纷争是人的荣幸，但每个傻瓜都容易争吵。” （箴言 20:3） 
 

 您的孩子对您的管教和纠正有何反应？ 

 

“愚昧人藐视父亲的管教，听从管教的人却是谨慎的。” （箴言 15:5） 
 

 您的孩子是否寻求或听从明智的建议或好建议？还是他们对自己的智

慧有信心？ 
 

愚昧人不乐于理解，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箴言 18:2） 
 

“你在自己眼中看到一个聪明的人吗？傻瓜比他更有希望。” （箴言 26:12） 
 

 当你纠正或教他们时，你的孩子会听吗？ 

 

在听之前回答的人——那是他的愚蠢和耻辱。 （箴言 18:13） 
 

底线是——聪明的孩子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一个愚蠢的孩子缺乏做出正确

判断能力。 
 

“义人的嘴唇滋养许多人，愚昧人因缺乏判断力而死。” （箴言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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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培养孩子做聪明人 
 
A. 要自己聪明 

 

寻求智慧。阅读书籍、听播客、观看视频、接受培训。 

 

学习圣经智慧。不要依赖自己的智慧。 

 

“有一条路，人觉得对，到头来却是死路一条” （箴言 14:12）。 
 

B. 与智者同行 – 有真正的导师，而不仅仅是妈妈的博客！ 

 

你需要从生活中学习的导师，他们充满恩典，不会评判你，并且知道上帝的

话语。 
 

C. 不要依靠自己的理解，而要相信上帝的话 

 

 就足够了。 “他的神圣力量通过我们对他的认识，给了我们生命和敬虔

所需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荣耀和良善召唤了我们。 （彼得后书 1:3） 

 

 这是改变生活的关键。罗马书 12:2，约翰福音 17:17 

 

4. 不要满足于比普通孩子更好 
 

3 约翰 4。听到我的孩子们在真理中行走，我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 . (ESV) 
 

上帝赋予我们的最神圣的责任，莫过于抚养我们的孩子荣耀基督的责任。 

 

A. 您是否希望将经文作为您教什么以及如何训练您的孩子的主要来源？ 

 

B. 你是否勤奋地研读经文，不仅自己可以过敬虔的生活，也可以将同样的

智慧传给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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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您是否满足于培养行为正确的孩子而忽略“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意图”的目标？ 

 

D. 你满足于养育比一般人更好的孩子，还是你渴望达到神话语的高标准？ 
 

5. 抚养孩子时要记住的两个重要事实。 
 

A. 即使你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对，你的孩子可能仍然会叛逆。浪子回头。路

加福音 15。 

 

B. 即使你作为父母搞砸了大事，上帝仍然可以通过他的恩典拯救、祝福和

使用你的儿女。 

 
那是因为最终，你的孩子在他的手中。 

 

这些双手 

Mark DeYmaz 
 

我用这双手轻轻地抱着这个孩子；让他靠近我的心， 

护理他的伤口，平息她的恐惧，拿着我会读的书 

并摇晃着这个孩子睡着了。 
 

用这双手，我给他做了午餐 
 

开着载她上学的车；拍了无数的照片，包裹了无数的礼物——然后尽我所能

去收集那些礼物。 

梳理头发，擦干眼泪，让她知道我在身边 

护理他的伤口并治愈她的心，当它会破碎时。 

 
用这双手，我犯了错误。 

用这双手，我祈祷，祈祷，祈祷。 

 

这些手是软弱的，这些手已经磨损了， 这些手不再能平息风暴。 

这些手已经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 

这些手现在将这个孩子——我的孩子——交给你。 

 

因为你的手有能力，你的手是强大的，只有你的手才能平息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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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双手将继续做他们如此有天赋的事情 

塑造他的生活，让她焕然一新。 

 

交在你手中，接纳这个孩子。为了我的孩子，我现在还给你。 

奉耶稣强烈的名，我全心祈祷，阿门。 

 
作为父母，我们最终必须知道，正如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一样，还有一个更爱

他们的人。一个如此爱他们，以至于他差遣他的儿子首先呼召他们跟随他并

与神和好，然后上十字架为所有相信他并将他们的生命交给他的人偿还了债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