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你的孩⼦子不不下地獄

箴⾔言 23：13  不不可不不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不⾄至於死。14  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
救他的靈靈魂免下陰間。

我想，每⼀一個做⽗父⺟母的都知道要管教我們的⼩小孩，⽽而管教兒⼥女女也有許多的⽅方式。 甚⾄至同
⼀一對夫妻所⽣生出來來的三個孩⼦子都不不⼀一樣，我們管教他們的⽅方法可能也會稍微不不同。有的孩
⼦子吃軟不不吃硬，你硬他就⽐比你更更硬，這時你需要學習溫柔的⽅方法和他溝通。 有的孩⼦子剛
好相反，你溫柔，他就變本加厲，若不不讓他知道厲害他不不知道悔悔改。

因此，聖經裡沒有給太多實際的建議該如何教養兒⼥女女，該幾歲斷奶，該幾歲上學，上哪個
學校？幾點該睡覺？幾歲該吃什什麼才營養？但聖經給了了我們許多重要的原則和教導，是在
⼤大⽅方向，⼤大原則上的。在我準備地獄的這些信息時，這節經⽂文就跳了了出來來，我也覺得我必
須花時間來來處理理。

⽤用仗，⽤用棍⼦子打孩⼦子？可以嗎？兒童⼼心理理學家們不不是反對⽤用仗打嗎？聖經這教導是真的嗎？
還是⽐比喻？除了了打以外，難道就沒有別的⽅方法嗎？聖經好野蠻啊！什什麼時代了了，還在⽤用這
種鄉下⼈人的⽅方法教孩⼦子呢？打孩⼦子會給孩⼦子造成陰影吧？ 打孩⼦子不不是會教他們⽤用暴暴⼒力力解
決問題嗎？我們怎麼可以⽤用暴暴⼒力力來來管教孩⼦子呢？ 我的孩⼦子這麼可愛，怎麼會下地獄呢？
⼩小嬰孩夭折了了會下地獄嗎？   

這⼀一連串串的問題，我可以慢慢嘗試來來回答，求主給我和各位智慧，使我們明⽩白真理理，也使
我們沒有⼀一個⼈人下地獄。 

I. ⽗父⺟母的責任是教導孩⼦子順服權柄。
A. 教理理問答在回答⼗十誡的第五誡中提到⽗父⺟母的⼯工作就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個政府，
第⼀一個權柄。
1. 教理理問答如此說： Q & A 104.  Q. What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the fifth 

commandment? A. That I honor, love, and be loyal to my father and mother 
and all those in authority over me; that I submit myself with proper obedience 
to all their good teaching and discipline;1 and also that I be patient with their 
failings—2 for through them God chooses to rule us.3

2. 问104：神在第五条诫命⾥里里命令什什么？答：我应对⽗父⺟母和⼀一切權柄表示尊敬、
爱⼼心、信实；我要顺从他们的好教导和对我的指正1，并容忍他们的软弱2，因
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受他们的管教3。

3. 所以，你做為⽗父⺟母，你的⾸首要責任不不是做你孩⼦子的 好的朋友，當然，當孩⼦子
⻑⾧長⼤大了了，懂事了了，他們能真正成為你的朋友⼀一樣，可是，我們做為⽗父⺟母，不不是
只喂他養他，更更要管教他。 



4. 羅⾺馬書 13章 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不是出於上帝
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  2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
拒的必⾃自取刑罰。3 作官的原不不是叫⾏行行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惡的懼怕。你願意
不不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行善，就可得他的稱讚；4 因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
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惡，卻當懼怕，因為他不不是空空地佩劍；他是上帝的⽤用⼈人，
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惡的。

5. 政府有 “佩劍”，政府的武⼒力力在聖經上說，就是⽤用來來賞善罰惡惡的。 ⽽而⽗父⺟母的懲罰
裡，就⼀一定有包含棍⼦子的懲罰。 政府對犯罪的百姓所施加的懲罰不不是暴暴⼒力力，⽗父
⺟母對孩⼦子的刑罰也不不是暴暴⼒力力。 暴暴⼒力力的 基本定義就是不不受正當法律律約束的攻擊
⾏行行為。 軍隊保衛家園不不是暴暴⼒力力，警察逮捕犯⼈人也不不是暴暴⼒力力，⽗父⺟母管教兒⼥女女也不不
是暴暴⼒力力。 

6. 棍⼦子，因為它不不會使孩⼦子流⾎血。在此就杜絕了了虐待兒童的可能，聖經沒說⽗父⺟母
要⽤用劍刑罰孩⼦子，⽤用⽯石頭打孩⼦子，⽤用⽕火燙孩⼦子，⽤用⽔水淹孩⼦子，那是可怕的罪，
是真正的變態，使孩⼦子受到⻑⾧長期無⽐比的傷害。

B. 因此，在參參考所有聖經權柄的教導裡⾯面，⽤用棍⼦子打孩⼦子⼀一定要有下列列條件：
1. 要分犯罪和犯錯的差別，犯罪需要懲罰，犯錯不不需要。

a) 孩⼦子不不⼩小⼼心打翻了了碗，考試不不⼩小⼼心寫錯，沒睡好覺鬧脾氣，都是錯誤，但
不不是罪。

b) 孩⼦子和兄弟或姊妹吵架。 ⽗父⺟母需要分辨，誰對誰錯。作為“政府”，做為他
們的“審判官”，排解孩⼦子們的吵架需要好⼤大的耐⼼心和智慧。

c) 孩⼦子打架，咬⼈人，撒謊，侮侮慢⼈人，頂撞⽗父⺟母，嘲笑弟兄姊妹，拉頭髮，故
意絆倒⼈人，這些都是犯罪。犯罪需要懲罰。

2. 在⽤用棍⼦子打之前，⼀一定要有警告。
a) 既然警告了了，就⼀一定要執⾏行行。說話要算話，不不要隨便便威脅他們，不不要動不不
動就把我要打死你這些話放在嘴上。

b) 不不可隨便便什什麼⼤大⼩小罪都拿起棍⼦子來來打，政府也不不是什什麼罪都槍斃犯⼈人。我
們不不要隨便便就動⽤用棍⼦子。

c) 不不可在眾⼈人或其他兄弟姊妹⾯面前打，給孩⼦子們造成不不必要的羞恥感。
d) 不不可在怒怒氣之下，⽕火氣上來來就拳打腳踢。以弗所書 6：4 就警告我們“不不可
惹兒⼥女女的氣”  6： 4 『你們作⽗父親的，不不要惹兒⼥女女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
和警戒養育他們。』 

e) 既然打了了，就要痛，打在不不會受傷的地⽅方，但要他痛，要孩⼦子流淚悔悔改。
如果你打的⼀一點也不不痛，拿根棍⼦子在他⼿手⼼心按摩⼀一下，那不不是打。

f) 你的眼神⼀一定要代替上帝表達可怕的怒怒氣，使孩⼦子以後只要⾒見見到那個眼神
就夠了了，不不必常常打，打過⼀一兩次就夠嚇壞他了了。 箴⾔言 20：8 『王坐在審
判的位上，以眼⽬目驅散諸惡惡。』

II. 打孩⼦子的 終極⽬目的，是讓他知道有⼀一個地⽅方⽐比⽗父⺟母的怒怒氣還可怕，是上帝的怒怒氣，
是叫做地獄。 



A. 孩⼦子從⼩小⽣生出來來就是罪⼈人，若不不管教修正他的道路路，他必定會滅亡在地獄裡。
1. 箴⾔言 22：15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遠遠趕除。
2. 詩篇 51：5 『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了罪。』

B. 這是聖經和現代⼼心理理學 基本的區別：現代⼼心理理學認為孩⼦子⽣生下來來都是純潔可愛
的，聖經強調所有的⼈人在⽣生下來來後就是罪⼈人。 ⼼心理理學認為打孩⼦子是暴暴⼒力力，（當然
也有⼈人虐待孩⼦子，真的是暴暴⼒力力），聖經卻教導你把孩⼦子放著不不管，他就成了了毒蛇
猛獸。咬⼈人，拉⼈人頭髮，什什麼都來來。 

C. 夭折的孩⼦子呢？他們還沒機會信主這麼辦？ 他們會下地獄嗎？
1. 箴⾔言 11：21 惡惡⼈人雖然連⼿手，必不不免受罰；義⼈人的後裔必得拯救。
2. 撒⺟母⽿耳記下 12：22 ⼤大衛說：「孩⼦子還活著，我禁⻝⾷食哭泣；因為我想，或者耶
和華憐恤我，使孩⼦子不不死也未可知。23 孩⼦子死了了，我何必禁⻝⾷食，我豈豈能使他
返回呢？我必往他那裏去，他卻不不能回我這裏來來。」

3. 這事雖然聖經沒有明⽂文講得太清楚，但⼤大致上神學家們都同意聖徒的孩⼦子們如
果夭折，上帝必定拯救憐憫他們。 

4. ⾄至於⾮非信徒的孩⼦子們，我們只能說上帝必定給他們⼀一個公正的判斷。
III. ⼀一些其他的管教⽅方法並沒有被聖經排除在外。 

A. 聖經不不是說只能打，什什麼都不不必做。 其實，箴⾔言裡 常出現的⼀一句句話就是⽗父親對
兒⼥女女的勸告。『我兒啊』的經⽂文在箴⾔言出現了了 23次， 仗打的經⽂文出現了了2次，從
這兩個⽐比例例你就知道你管教的⽅方式對不不對了了。 
1. 1：8  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不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
2. 1：10  我兒，惡惡⼈人若引誘你，你不不可隨從。
3. 1：15  我兒，不不要與他們同⾏行行⼀一道，禁⽌止你腳⾛走他們的路路。
4. 3：1 我兒，不不要忘記我的法則；你⼼心要謹守我的誡命；
5. 3：11  我兒，你不不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不可厭煩他的責備；12  因為耶和
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B. 讓孩⼦子承受罪的後果。因為上帝也是如此的管教我們。 上帝雖然饒恕我們的過
犯，但他讓我們承受犯罪的痛苦。 

C. 趁孩⼦子還有盼望，還願意聽話的時候教導他。箴⾔言 19：18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
兒⼦子；你的⼼心不不可任他死亡。』。
1. 不不要輕⾔言放棄。不不要說算了了，不不管了了，他還在你的家裡，就該管。 
2. 他⻑⾧長⼤大了了，搬出去了了，就禱告，然後在他不不惹他⽣生氣的情況下還是得講。

IV. 不不要停⽌止為兒⼥女女們禱告。 歷歷代的聖徒都是有⼀一個敬虔的⺟母親在後⾯面替他們禱告的。 
奧古斯丁，戴德⽣生。 就連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時候，⽗父上帝都給他安排了了⼀一個敬虔的⺟母
親⾺馬利利亞。不不要⼩小看我們的禱告，不不要輕忽我們⾃自⼰己敬虔⽣生活的榜樣。

主啊，求你憐憫我們，憐憫我們的孩⼦子，給我們智慧，給我們勇氣，按著你的話語和真理理
來來教養你賜給我們的兒⼥女女， 使他們⾄至終逃離地獄的⽕火，能夠在你榮耀的國度裡與我們共
度永⽣生。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門。 



回應詩歌：
【趕快救滅亡⼈人】

詩集：⽣生命聖詩，254　　　　


	 1	 趕快救滅亡⼈人，救失喪靈靈魂，搶救他們離罪惡惡免沉淪淪；

	             為墮落者哀慟，扶弱濟艱困，傳主耶穌為救罪⼈人捨身。

	 

	 2	 ⼈人雖輕忽主愛，主仍然等待，等待罪⼈人悔悔改作主⼦子⺠民；

	 	 誠懇地勸他們，態度要和譪，只要肯相信就蒙赦罪恩。

	 	 

	 3	 試探折磨⼈人類類達⼼心靈靈深處，知覺麻⽊木惟主恩能復復甦；

	 	 以愛⼼心相待，以熱誠提醒，⼼心絃雖斷主能復復使奏鳴。

	 	 

	 4	 趕快救滅亡⼈人，是信徒本分，主加⼒力力量量能使你勝此任；

	 	 當以耐⼼心領導⼈人⾛走窄路路，主已代死使罪⼈人得救贖。

副歌：趕快救滅亡⼈人，救失喪靈靈魂，耶穌滿懷慈悲，拯救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