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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母愛是溫柔細膩的，那麼父愛則是深沉而堅定。一位成功美好
的父親，不是在於他的財富、學識和社會地位。而是在於他對家庭的委身、
捨己。保羅對帖撒羅尼迦教會說，他像一位父親一樣對待他們。我們就從
這段經文來思想如何扮演好「美好父親」的角色。
一. 愛的給予者：「我們是這樣的愛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
們。」(v.8)誠於衷，形於外，這種熱切的愛自然會帶出親密的表達方式。
在孩子幼小甚至到青少年期不妨多擁抱他們，這會給孩子極大的安全感。
我們不但須用口頭也須以肢體語言來告訴孩子：我愛你！
二. 無私的供應者：「辛苦勞碌，晝夜作工」(v.9)。世上的父親會在各
方面來供應他兒女的需要，並多積攢ㄧ些財富，好留給兒女做產業。一個
不認識神的父親，只能在物質上來供應滿足他兒女的需要。然而一個基督
徒的父親，則不應只在物質上來供應兒女的需要，更應該在屬靈的事上來
供應他們，將他們帶到神的面前(v.9)。若是因工作關係在外，或是孩子長
大離家，那就要花時間為兒女禱告、守望。
三. 正面的教導、鼓勵者：
「勸勉」
、
「安慰」
、
「囑咐」(v.11)。父親要負
起教導訓誡的責任。有父親在對孩子就是一種次序的開始。教會是屬靈的
家，我們鼓勵更多的弟兄不僅在家裡參與教導，也在教會主日學來教導下
一代。天父總是用祂的愛來鼓勵、肯定我們，讓我們覺得自己有價值。我
們也應學習多用正面、肯定、激發信心的話來鼓勵兒女。尤其是我們第一
代移民，兒女要面對更大的挑戰與壓力，多麼需要我們常以積極、正面的
話語來為他們打氣！
四. 生命的傳承、見證者：
「聖潔」
、
「公義」
、
「可做見證」(v.10)。父親
是生命的見證者，也是傳遞者。他不但在生活上要努力工作，成為兒女的
榜樣，並且在生命的品格上成為見證。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做父親的除
了要教導孩子如何努力、殷勤、追求成功卓越之外，更需要在我們如何面
對失敗挫折上來影響與教導我們的兒女。通常我們想到的教導都是正面成
功的，但人生中並不都是一帆風順的。孩子需要看見我們是如何面對生活
的難處與挫折。當我們失業、遇到不公平的事，甚至是犯了過錯的時候，
是如何處理與面對；如何倚靠神、尋求神，甚至如何在神面前的悔改，都
將成為我們孩子生命的見證！教導孩子如何面對失敗與過失，與教導他努
力追求成功是同樣重要的。
父親是神在家庭中所設立的權柄，是天父形象的代表。今天家庭中我
們需要有好榜樣的父親。讓我們看重父親的職分與角色，透過在家裡的參
與，成為我們兒女的祝福！

A Father's Prayer 麥克阿瑟為子祈禱文
"Build me a son, O Lord, who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know when he is weak,
and brave enough to face himself when he is afraid; one who will be proud and
unbending in honest defeat, and humble and gentle in victory.
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兒子，使他夠堅強到能認識自己的軟弱；
夠勇敢到能面對自己的懼怕；在誠實的失敗中，毫不氣餒；
在勝利中，仍保持謙遜溫和。
Build me a son whose wishes will not take the place of deeds; a son who will
know Thee…… and that to know himself i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knowledge.
懇求主塑造我的兒子，不致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動；
引導他認識你，同時又知道，認識自己乃是真知識的基石。
Lead him, I pray, not in the path of ease and comfort, but under the stress and
spur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 Here let him learn to stand up in the storm;
here let him learn compassion for those who fail.
我祈禱，願你引導他不求安逸、舒適；相反地，經過壓力、艱難和挑戰，
學習在風暴中挺身站立，學會憐恤那些失敗的人。
Build me a son whose heart will be clear, whose goal will be high, a son who
will master himself before he seeks to master other men; one who will learn to
laugh, yet never forget how to weep; one who will reach into the future, yet
never forget the past.
求你塑造我的兒子，心地清潔，目標遠大；使他在指揮別人之前，
先懂得駕馭自己；學會笑有時，哭亦有時；既能施展未來的理想，
也永不忘記過去的教訓。
And after all these things are his, add, I pray, enough of a sense of humor,
so that he may always be serious, yet never take himself too seriously.
當他擁有以上的美德之後，我還要祈求，賜他足夠的幽默感，
讓他能認真負責，卻不過分苛求自己。
Give him humility, so that he may always remember the simplicity of true
greatness, the open mind of true wisdom and the meekness of true strength.
懇求賜他謙卑的心，使他永遠記得：真實偉大的樸實無華，真實智慧的虛
懷若谷，和真實力量的溫和謙卑。
Then I, his father, will dare to whisper, "I have not lived in vain".
如此，我這作父親的，才敢低聲說：「我已不虛此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