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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育天才三法 
劉吳愛蓮師母遺作 

(寫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我用 “天才” 來代表兒童，因為

我相信每一個兒童都是天才。我們的

神是一位偉大的創造主。祂只造天

才，不造蠢才。當每一個嬰兒還未呱

呱落地的時候，神已經將一些特殊恩

賜放在他裏面，並為他擬定了一生的

計劃。神希望他長大之後，好好的去

使用他的恩賜來完成祂的計劃，叫人

類得益處，祂的名得榮耀。 

有許多人以為我是兒童工作專

家，常常問我當用什麼辦法來管教兒

童。其實我不是專家，但是我承認，

我很愛兒童。我盼望所有為人父母

的，和所有獻身兒童工作的人，都應

該好好的去養育天才。  我用  “養

育”， 而不用 “管教”，因為 “養育” 

裏面帶著愛心與真情，而 “管教” 只

是責任。感謝神給我數十年機會服事

兒童。這是我的福氣。因為我一直覺

得，服事那些珍寶，就是服事神。在

他們身上，我看到神的智慧和作為。

下面是我數十年來養育神交給我的

兒童的辦法。我稱這個辦法為 “養育

天才三法”，又叫做 ABC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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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辦法叫做欣賞法，英文叫

做 Appreciation，所以又稱為 A

法。每一個兒童都喜歡在人面前表演

自己的才能。所以一有客人到訪，他

們就喜歡把自己的玩具拿出來在客

人面前玩耍，或故意在客人面前繪

畫，或故意做出一些古怪的動作來惹

人注意。有些父母不喜歡他們的孩子

這樣做， 甚至誤會他們在故意搗蛋， 

於是在客人面前罵他們，把他們趕

走。這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我們務要

學習欣賞孩子每一個動作和表現。 

英國人像大畫家以撒比爾原是

一個頑童。有一天，他的父母因為要

出外應酬，把他交給他的大姐看守。

當父母回家的時候，大姐哭啼啼的來

告狀，說﹕“你們來看！弟弟把我的

像畫在每一個他能夠找到的東西上

面，又把你們的像畫在那個古董大花

瓶上面，而且把那個古董大花瓶推倒

在地上，弄破了。” 以撒的父母不但

沒有生氣，反而把躲藏在桌子下的以

撒輕輕的拉出來， 稱讚他說﹕“甜心

兒，你真是一個天才畫家。畫得真

好！我們非常欣賞。” 他們沒有想

到，他們當日所用的 “欣賞法”，竟

然使他們頑皮的小兒子，日後轉變成

為偉大的以撒比爾。 

第二個辦法叫做相信法， 英文

叫做 Believing，所以又稱為 B法。

有些兒童生來就好動，廣東人罵他們

為 “三多”，即口多、手多、腳多，

意思就是整天愛說話和動作不停。有

許多老師被這些兒童弄到頭痛灰

心，認為孺子不可教也，因而將他們

放棄。早期我們母會有一個年輕的主

日學老師就是這樣。有一天，她跑來

向我辭職，說﹕“師母！我班有四大

金剛，我實在無法對付。我已經把他

們放棄。由下主日開始，我決定不

教。” 我鼓勵她，安慰她，告訴她，

養育天才，不可灰心。今天，這四大

金剛，一個是醫生，一個做了工程

師，另外兩個正在做大生意。 

我們對兒童要有信心。我們要相

信他們，總有一天會成才，得神使

用。讓我再舉一個例。我年輕的時

候，在一個小教會教主日學。班中有

一個學生，在上課的時候，總是動作

不停，好像不留心聽你講。可是，你

若問他問題，他又能夠回答得出來。

你若叫他做事，他就手快腳快，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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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辦得妥妥當當。 我一直相信這個

學生將來一定會成為大才。十多年

後，我們在美國相見。我向牧師介紹

我這個學生。牧師與他交談以後，

說﹕“像他這樣的天才， 將來肯定會

出人頭地。 ”四十年後的今天，這個

學生真的成為美國華人的快餐大王。 

我們對兒童要用信心去養育。 “信就

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

確據。” (來 11:1) 

第三個辦法叫做關心法， 英文

叫做 Caring，所以又叫做 C 法。每

一個孩子都要人關心，因為他們是孩

子。從表面看去，孩子們都很快樂，

但實際上，有些很懼怕，有些很消

極，有些很迷惑，有些很怕羞，更有

些內心感到很不滿。我們要常常關心

他們，找出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感

覺，然後使用智慧和神的話語去幫助

他們得到正常的發展。我們不但要關

心孩子，還要關心孩子的父母，和他

們合作，一同去養育神已經賜給他們

的天才。 

我曾經看見一個

孩子，在眾人面前打

他的母親，說﹕“媽！

我恨你。” 又有一些孩子，曾經跑來

對我說﹕“我恨我的爸爸媽媽！” 試

問一個正常的孩子會這樣做嗎？孩

子愛父母，是他們的天性啊！為什麼

他們會有這種思想呢？主要原因就

是他們得不到他們應得的關心。我們

要關心神交給我們的孩子，因為祂吩

咐我們要這樣做。(箴 22:6) 

最後，讓我和大家一同分享，十

個養育天才的原則，又叫 “十要”﹕ 

 

一，要將孩子放在心裏，經常為他們禱

告。 

二，要和他們親近，讓他們知道你愛他

們。 

三，要和他們一個一個的單獨祈禱，教

導他們如何單獨與神交通。 

四，要幫助孩子緊記神的話語。 

五，要多用鼓勵的話，少講責備的話。 

六，要謹記，絕對不能在眾人面前羞辱

孩子。 

七，要當眾稱讚他們的長處。 

八，要訓練他們成為領袖。 

九，要常常懷著，一日為師，永遠為父

（母）的心腸。 

十，要找機會與孩子的父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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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處世漫談 

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看太 5:13，14） 

所以我們信徒必須懂得處世，為主作美好見證。 

 

兩種人 
劉廣華牧師 

 

 信徒出來處世，一定要識人。因

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品流複雜。有許

多從外表看去，好像是一隻喝水吃草

的羔羊，裏面卻是一頭飲血食肉的豺

狼。有些則氣貌醜陋，當你看他第一

眼的時候，你可能會不喜歡他，但是

你和他相處久了，就會發現他是一個

可信可靠的人。不過，俗語說﹕“相由

心生。”心毒則相兇。相兇與相醜不

同。相醜是來自遺傳；相兇則學自後

天。 

 廣東人有句話說﹕“一樣米食百

樣人。” 要學識人，真是不易。雖然

一樣米食百樣人，但是從廣義方面來

說，人可以分為兩種。就是好人與壞

人。這種分法，普天下的人都會同意。 

好人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壞人則

邪惡填胸，損人利己。 

 從狹義方面來說，各民族有各民

族的看法。古希伯來人將人分為義人

與惡人。義人必大大興旺；惡人則沒 

 

 

 

有好結果 (參看詩篇第一篇)。古印度

人將人分為聖人與俗人。聖人對付私

慾，攻克己身；俗人滿足私慾，放縱

己身。古希臘人將人分為智人與愚

人。智人先追求認識自己；愚人則先

追求彰揚自己。古羅馬人將人分為強

者與弱者。強者統治弱者；弱者服事

強者。西方文化秉承羅馬文化，所以

今日的美國人將人分為優勝者和失敗

者。英文叫做 winner 與 loser。優勝

者用人；失敗者為人所用。 

 我們中國人一直受儒家影響，將

人分為君子與小人。什麼叫做君子？

什麼叫做小人？很難下一個簡單的定

義。不過，大家都認同，小人所為，

君子絕對不做；君子所不為，小人都

搶著去做。下面是古往今來，我們中

國人對君子與小人的看法。 

 君子行仁；小人為利。君子見義

勇為，不顧損失；小人有利必前，無

利不往。君子守信行義；小人無信背

義。君子處事正直，言行一致；小人

專走邪道，言行相違。君子心良；小

人心黑。君子是非分明；小人顛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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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結黨分派。

君子慷慨大方；小人斤斤計較。 

 然而，以上所講的兩種人，只是

用世俗的標準去分。世俗的標準是基

於行為，本於外貌，並不可靠。有些

人外面是君子，裏面卻是小人。一到

了利害關頭，他們的小人嘴面就完全

顯露。所以聖經告訴我們， 神看人不

看外貌，只看內心 (撒上 16:7)。在神

的眼中也只有兩種人，就是罪人與義

人。罪人是指所有未信或不信耶穌基

督為救主的人。我們都從始祖亞當夏

娃傳受了罪性。我們一生下來就有

罪，而且喜歡犯罪。所以聖經說，世

人都犯了罪 (羅馬書 3:23)。義人只

有一個，就是耶穌基督，因為祂沒有

罪，也沒有犯罪。但是，我們若相信

耶穌基督為救主，就被稱為義人。祂

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約翰一書 1:9)。 

 我們信徒出來處世，並不是要效

法那一個君子或聖人，而是單單效法

耶穌基督。我們要做一個真正的基督

徒，將基督的美善表現出來。我們行

事為人的準則是聖經。我們裏面的動

力是神的愛。我們愛人因為我們愛

神；我們愛神因為神先愛我們。 

 

 

 

舊約聖經人物 (四) 

挪亞 

褚李杭 

 

挪亞是一個邪惡世代中的義人，我

們要講到挪亞，一定要先從創世記第四

章至第九章讀起。 

自從神造的第一個家庭犯罪，被趕

出伊甸園，這對夫妻、這個家庭就被罪

惡滲入，家庭中的成員也互相敵對；從

這個第一個家庭中，我們看見了父母和

子女的關係，這關係構成社會基本的架

構，整個社會制度、經濟、教育、文化、

宗教等形式，都可以在這個家庭中反映

出來。 

第一對兄弟(4:2)亞伯與該隱的第

一次的敬拜(4:3-4)：因為耶和華神悅納

亞伯的獻祭，而沒有接納該隱的祭物，

因此該隱就大大地發怒，而將亞伯殺

了，這是第一個謀殺(4:8)，第一個兇手。 

雖然該隱犯了殺人之罪，他應該償

命，但在神聖的審判中(4:9-15)，神在責

問之餘仍顯出祂的恩慈，不容讓人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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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隱。不過該隱所受的刑罰是與神隔

絕，過著孤獨無援的流浪生活。 

創 5:1-32講到該隱的時代，正是

刻劃了人類誤用文化的悲慘結果，我們

可發現 “文化生活”的開端和發展，包括

了 “城市文化” 和 “游牧文化”，這都是

該隱的貢獻(創 4:16-17)， 

該隱雖犯罪墮落，但他卻運用了神

創造時給予人類的一種本能: “創造能

力”，去設計和建造城邑，發展文化事

業，使世界走向文明之路，但文明卻不

能消滅罪惡的蔓延。雖然工業與文化的

發展對人的生活有貢獻和祝福，但若缺

少了道德感，人類文明便會使人狂傲自

足而遠離神。 

當神從天上看見人類在地上的罪

惡，神的反應是 “後悔造人在地上，心

中憂傷。” ， “後悔”在希伯來文中不是

指神在意志上的改變，乃是祂在情緒和

態度上所產生的憂愁情緒，於是神憂傷

地宣告審判，祂必須除去罪惡，將罪惡

完全從地上抹去。在這邪惡的世代中，

神只選了挪亞一家八口，向他們指示得

救之法。 

挪亞的好處是:他是義人，他有真

誠無偽的態度，他是完全人，不是說他

無罪，而是在道德上他有完整的人格。

他是一個敬虔與神同行的人，與神有親

密的團契，並且順服，神看重敬畏祂的

人，凡神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 

人類墮落之後，神給世界一個機會

重新開始，祂要用洪水淹沒全地，好使

良善的得以存留。挪亞約在五百歲的時

候被神擇選，在耶和華眼前蒙恩。他有

三個兒子，就是閃、含與雅弗，還有三

個媳婦，加上老兩口，這一家八口在邪

惡世代中得救。耶和華神給挪亞一百二

十年的時間來建造這方舟(即大船的意

思)，神將時候、材料與長闊高深，都很

詳細地吩咐挪亞，所有建造的方法都記

載在創 6:14-16。 

在這一百二十年中，挪亞每天都一

點一點地按照神的指示造方舟，並且不

斷地將神的救恩告訴大家，當時的人都

在笑他，每天都是大晴天，哪有洪水的

影子? 在挪亞六百歲那年的二月十七

日，他遵照神的吩咐，帶著潔淨的牲畜

七公七母，不潔淨的牲畜一公一母，還

有爬蟲、禽鳥，各從其類地帶入方舟，

接著他一家八口也進去了，其他人都拒

絕挪亞的邀請，拒絕了神的憐憫(創 6-7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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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七天洪水開始氾濫，有四十晝

夜的時間，水勢極其浩大，天下的高山

都被淹沒了，旱地上的一切有氣息的生

物都死了，只有留下在方舟在水上漂

流，這水留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才漸漸

消退。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山

上，十月一日，山頂顯露出來，再過四

十天，挪亞開了方舟窗戶，放了一隻鴿

子出去，沒多久就嘴裡叼了一隻新擰下

來的橄欖葉子回來，挪亞知道水已經退

了，再放一隻鴿子出去，再也沒見牠回

來，證實地面已乾。到次年二月十七日，

神對挪亞說: “你和你的一家，還有那些

飛禽走獸都可以離開方舟出去。” 挪亞

就照神的吩咐做了。 

當挪亞一家出了方舟，第一件事就

是感恩，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獻燔祭

敬拜神，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裡

說: “我不再因人的緣故詛咒他，也不再

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活物。” 

神對挪亞說: “你們要生養眾多遍

滿了地。”，並與挪亞立約，以彩虹為盟

約的記號，使世上一切人類看見彩虹的

時候，就想起神恩之約的應許與恩慈。 

 

結論:  

舊約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預表主耶

穌基督，挪亞方舟就是主耶穌，凡信祂

的都能得救，不過人還是有拒絕救恩的。 

我們要知道，凡是老亞當的後裔都

有罪根，挪亞雖是義人，可是還是離不

開罪，在創 9:18中，他在順境中鬆懈犯

罪，所以已得救的人一定要時時感恩，

謹慎保持聖潔。 

洪水以後的人類都是挪亞三兒子

的後裔： 

 

∂ 閃的後裔是東方民族、希伯來民

族，耶穌基督也是閃的後裔，來世

完成救贖的計劃。 

∂ 含是非洲人(包括埃及)的祖先。 

∂ 雅弗是歐洲人的祖先。 

 

主來是為全人類的救贖，祂願人人

得救，不願一人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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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需要神 

李亦為 

 

最近幾年，我每年都有機會回中

國大陸探親訪友。每次回國常常為中

國沿海城市經濟高速發展而激動不

已。二十年前，中國只有一條高速公

路，而今天中國大陸的高速公路網已

四通八達，頗具規模。在許多沿海城

市裡，超現代的摩天大樓到處可見，

幾乎所有的世界品牌在中國的市場上

均能看到，可以說改革開放的二十多

年裡，在物質經濟方面，中國取得了

翻天覆地，令世人叫絕的進步。 

然而透過一些經濟繁榮的表面，

我也看到了許多令人擔憂的現實問

題。總的說來，物質方面的提高並沒

有帶來精神文明所應有的進步。由於

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沿海和內地的差

距越來越大，導致大量的內地民工和

大學畢業生湧入沿海的少數幾個發展

較有潛力的城市，這樣就造成了這些

沿海城市人滿為患，社會治安每況愈

下，社會公道甚至還不如過去。在那

裡，儘管各家各戶都裝有很結實的防

盜門鎖，但盜竊犯罪案件時有發生，

成為城市居民的一種恐慌和心病。另

外，社會財富分配極為不均，貧富差

別懸殊，政府官員的腐敗現象仍然十

分嚴重，這些都是造成社會不安定的

直接因素，這次回國我又親眼多次目

睹市民帶著牌子在市政府大樓前示威

和請願。 

另外一個突出的印象是目前的中

國社會禁止不誠實的藥品廣告宣傳，

但電台、電視台播出的最多的商業廣

告是關於藥品方面的，這些虛假的藥

品廣告把某些藥效吹得神乎其神，導

致許多消費者上當受騙，更令人不安

的是不少藥廠為了謀取暴利，在藥品

的製造過程中，採取了弄虛作假的手

段，進行摻假摻染。 

在現代中國的很多青年人中，升

官發財是唯一的一個追求，許多人將 

“成功”定義為做高官、發大財，這些

是許多青年人現今的理想和奮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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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由於人們沒有正確的信仰，一味

片面地追求世上的物質財富，加上社

會競爭的激烈，經濟和生活上的壓

力，很多人感到不堪重負，導致嚴重

的心理疾病，甚至精神崩潰。 

佛教近幾年來在中國大陸有了很

廣泛和深入的傳播，其中一個重要的

原因是大量信佛的香港和台灣同胞在

內地的定居和經商。這些佛教徒很大

程度上影響了部分大陸居民的思想，

在當今商業化社會的影響下，一切向 

“錢”看，寺廟成了營利的場所和工

具，和尚們也紛紛下海，加入賺錢生

財的行列。對一般佛教徒來說，入寺

廟要付高額的門票，為討吉利，請和

尚念經更是要花大價錢。新年第一天

的一大早就有許多信佛者爭相破費去

寺廟敲鐘，要知道敲一下鐘少則要幾

塊錢，多則要花上百塊錢，對許多人

來說，信佛是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

的，否則連寺廟的大門都是進不去

的，更別說拜佛和敲鐘了。 

相比之下，基督教的傳播在目前

的中國還是比較侷限的。基督徒大多

限於中老年人，而且姊妹居多，絕大

多數青年人沒有信仰上的追求，在不

少人眼裡，信上帝是可笑和軟弱的表

現，甚至是一種迷信。近十多年來，

過聖誕節在中國的大小城市已成為一

種時尚，商家也在這時抓緊時機大作

廣告，進行大量的降價和促銷的活

動，氣氛之熱鬧比起北美有過之無不

及，然而在這些熱鬧過聖誕節的人群

中，很少有人會去弄明白聖誕的真實

涵義。人們崇洋媚外，願意趕時髦去

過聖誕節，但不願意去相信耶穌基督。 

從大環境上說，政府並不鼓勵宗

教活動，宣傳媒體也很少對樹立信仰

的重要性作正面的教導。即使是在很

大的書店裡，關於基督教信仰方面的

書也極少見，僅有的幾本也只是關於

基督教歷史研究的著作，所以這些書

籍一般被列放在哲學研究的相關書架

上。相反，關於佛教的書籍就多得多

了。 

如果說今日的西方社會存在著信

仰危機，那麼現今的中國是信仰空

虛。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雖然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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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生活是改善了，可精神生活仍然

是相當的貧瘠，所以很難說現在富裕

起來的中國人比以前更覺得幸福了。

看到這些，我深深地體會到中國人需

要神，中國要在世界列強的競爭中成

為勝者，中國人不能沒有信仰，中國

社會的諸多問題，要是沒有神的保守

和指引，是很難光依靠人為的力量來

解決的。總之，中國人需要神的拯救，

對神的需要現在比以往更為迫切。在

將基督福音傳遍地極這一偉大的事工

中，我們這些在海外的華人，任重而

道遠。讓我們一同努力，時刻共勉，

為千千萬萬尚未得救的同胞的靈魂得

救做一些服事，讓我們把福音在中國

的廣泛傳播成為自己的一份責任，在

我們每日的禱告中，惦記我們的同

胞，為他們禱告，使越來越多的中國

人認識主，成為主的子民。 
 

 

 

06 年報佳音感言 
 

孫月華 

 

 「牧師，今年詩班長 Alan全家將

在聖誕節回香港渡三個星期，我們還會

去報佳音嗎?」 牧師毫不猶豫的回答說:

「當然要去囉! 我們每年都去的。」故我

特別安排這一天放假；因我是從事護理

工作，在醫院上班；依照醫院規定一年

要上兩天節日，可任選兩個節日上班，

也包括節日的前夕。 

    今年是我與芳芳(我的姪女)第四年

參與報佳音的事工；在報佳音的前兩天

芳芳還感冒、發燒、喉嚨痛，她應該在

家休息才對，但她卻堅持非去不可，我

只好為她禱告，我深信 神定會看顧她；

感謝 神，芳芳的感冒沒有惡化且在恢愎

中。其實一年中我最盼望的就是這一天

的來臨，能與弟兄姊妺們一起同工事奉

報佳音。如經上說的:「那報佳音，傳平

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

的 神作王了! 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

美。」(以賽亞書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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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我是有些擔憂，這次報佳音

的事工； 第一，詩班長 Alan不在， 誰

會帶我們唱詩? 第二，牧師的膝蓋才動

過手術，應要休息才對，怎能與我們又

趕又跑的? 第三，登記報佳音的人數不

多；唯一我能做的就是禱告求 神掌管；

事後証實我的擔憂都是多餘的，也証實

了 神的大能在其中作工。 因我們與美

亞美母會會合共享聖誕晚餐時，牧師及

師母與我們同一桌， 我們分享這次的報

佳音事工，牧師說這次有 60多位弟兄姊

妺參加，與以往比較不但是人數最多

的，且是最有秩序的一次。 

     這次報佳音如同過去一樣由教會

出發，在出發前滿懷愛心的丁良賢弟兄

特別為我們預備潤喉的茶水，好讓我們

的歌喉能維持這一行 程。直到北美亞

美，一共去了 12家中餐館，幾乎每一家

餐館的廚房工作者聽到我們

的歌聲都出來看，這樣牧師就

有機會發單張給他們；在場的

客人有中國人也有美國人，大

家都很歡喜快樂，並有些客人

竟興高采烈的與我們一起同

唱。有一家餐館的老板起初對我

們並不友善， 但事後看到他們的客人都

面帶笑容，很高興地欣賞我們的演出， 

對我們的態度也改變了，並以微笑送

別。還有一家餐館送給教會一個奉獻， 

另有一家餐館也為我們拍照， 照片當場

就送給我們。有一對美國人老夫婦說他

們還記得我們， 去年他們也聽過我們的

歌唱。 

      我們的隊伍有從一兩歲的到成年

人不等，約有十多部車在路上奔駛，每

部車都載滿人，要到這 12家中餐館，並

要在約定的時間到達且不可走錯路，更

不可有意外發生，要忍耐不可多喝水，

不然要上廁所誤了行程， 我們沒有一人

因為這樣而發怨言， 相反的大家都非常

喜樂的努力事奉， 更讓我感動的是這些

小朋友們沒有人喊累，跟著大人們東奔

西跑非常興奮。這也是讓他們從小就學

習事奉並服從團隊的機會教

育。 

感謝 神給我們機會事

奉，也感受到 神的同在，保

守及祝福。若不是神親自做

工， 我們所做的都是枉然的， 

榮耀歸給愛我們的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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