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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個「不」

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1 愛是不嫉妒：夫妻之間總會有嫉妒1. 愛是不嫉妒：夫妻之間總會有嫉妒，

丈夫對別的異性特別殷勤、妻子特別關懷，

夫妻之間需要專 忠貞夫妻之間需要專一、忠貞，

當所愛的人注意別人超過注意自己，就不能滿足

有失望 挫折 憤怒那種感覺 嫉妒 是正常的情況有失望、挫折、憤怒那種感覺、嫉妒，是正常的情況

聖經說神是嫉邪的神，原文是嫉妒的神，經說神是嫉邪 神 原文是嫉妒 神

神要我們專一、忠貞的對待祂

當我們去拜假神、拜其他偶像時，神會嫉妒當我們去拜假神 拜其他偶像時 神會嫉妒

祂要求相信祂的人，對祂能夠忠貞、專一！

愛是不嫉妒，比較是另外一種 ─ 
看 得 處 看 成 有成看不得別人的好處，看到別人成功、有成就、

比自己更好時，就會眼紅

人競爭的心理、自私自利、不顧別人

只顧自己的心態，造成這種的嫉妒

夫妻之間也會這樣嗎？真的會，

有一對夫妻，丈夫如果在公司被升高、加薪，

妻子就是嫉妒，然後跟他比賽…兩個就這樣競爭，
之間溝通也不是很好、還有其他的問題，

就造成一種惡性競爭 ─ 
看不得對方比自己好，

甚至在別人當中會去貶低自己的配偶，

造成很多的問題

的確，嫉妒不但傷害別人、也會毀掉自己。

嫉妒有時是出於缺乏自信心、缺乏安全感 ─
希臘要替 位傑出 受人尊敬的運動員樹立銅像希臘要替一位傑出、受人尊敬的運動員樹立銅像，

另一個運動員非常的嫉妒，發誓要毀掉那個銅像。

在一個黑暗的晚上，他企圖使這個雕像倒下，

他成功了，銅像毀了、也看到

這個嫉妒的人被銅像擊倒、死亡。

希臘人用這個故事提醒 ─
人若心存嫉妒，他的下場也是如此的悲慘。

的傷害嫉妒能造成無比的傷害，值得我們警惕，

夫妻之間、親子之間，要小心謹慎，

不要只站在自己的立場

要有更寬宏大量的心，

願意看到別人的好處、益處



2. 愛是不自誇

箴十一2 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卻有智慧。

我們實在是沒什麼可誇、也沒什麼好誇的。我們實在是沒什麼可誇、也沒什麼好誇的。

一隻鴨子看見天鵝在天空飛翔、非常的羨慕，

天鵝老兄如果你能夠帶我到天空去玩 趟天鵝老兄如果你能夠帶我到天空去玩一趟，

我是多麼的開心！

天鵝就拿起 根木棒 兩爪抓住棒的 端天鵝就拿起一根木棒、兩爪抓住棒的一端，

鴨老兄你用嘴銜住木棒，我帶你飛，

但千萬不可以張口。

地上許多人看見天鵝帶著鴨子在空中飛，

不禁大喊說「好聰明、這是誰想出來的玩意？」

鴨子聽見、張著嘴講說：是我、是我！

還沒有講完，碰的一聲摔倒在地、粉身碎骨。

這隻笨鴨子你想到誰？

上帝賞賜人類智慧 使人有聰明製造 切的用品上帝賞賜人類智慧，使人有聰明製造一切的用品，

而人類卻將一切的成就全歸功於自己…
「人類「自我的驕傲」讓自己掉進萬劫不復，

環保的問題、地球上的災難越來越多，

豈不都是人類以為人定勝天、製造成就，

而帶來更多的問題

不自誇也提醒我們在合情合理、切合事實的情況中，

多多的去肯定、去誇獎配偶、兒女，多多的去肯定 去誇獎配偶 兒女

父母對待兒女用更多肯定的語氣，能夠建造他們的自信心 ─
在讚美中長大的孩子懂得感激，在鼓勵中長大的孩子滿懷信心；在讚美中長大的孩子懂得感激 在鼓勵中長大的孩子滿懷信心；

在批評中長大的孩子學會遣責，在嘲笑中長大的孩子畏首畏尾，

在羞辱中長大的孩子總自覺有罪疚感，在羞辱中長 孩子 自覺有罪 感

我們真的是需要在愛裡面學習不自誇。

3. 愛是不張狂

林前十12 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不張狂跟不自誇有連帶關係 就是不驕傲 不狂傲不張狂跟不自誇有連帶關係，就是不驕傲、不狂傲、

不說自己是多麼的偉大、多麼的了不起。

個道士為了向信徒證明他不會被毒品控制一個道士為了向信徒證明他不會被毒品控制，

就在信徒面前公然使用海洛英，

沒想到被毒品控制住 無法自拔沒想到被毒品控制住、無法自拔…

假設我們常常自以為自己比別人更重要、更屬靈、自 屬

更有定力、更有分寸、更愛主，也會出一些問題

婚姻家庭也是一樣，真的需要想到不要張狂 ─婚姻家庭也是 樣 真的需要想到不要張狂

我們需要彼此，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

我倚靠你、你也倚靠我，我倚靠你 你也倚靠我

這是家裡的人應當有的一個態度

雅四15-16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

或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

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誇口時，

就是沒把神的主權放在心裡，以為自己可以做主了就是沒把神的主權放在 裡 為自己可 做主了

提醒我們主權在神，要信靠主、倚靠主

一個水災中、一道橋被沖毀，政府就把這橋再建造起來，個水災中 道橋被沖毀 政府就把這橋再建造起來

旁邊立了一個石碑「人定勝天」，

第二年又一次洪水把橋、牌子全部沖到河裡，第二年又 次洪水把橋 牌子全部沖到河裡

真的我們需要讓上帝做主。

在家庭裡耶穌基督是一家之主，

不是你做主、也不是我做主，不是你做主 也不是我做主

耶穌基督才是真的一家之主，不要張狂！



4. 愛是不做害羞的事

當害 道 時 事情 是 是 愛當害怕別人知道的時候，那個事情就是不是出於愛了。

外遇是婚姻最大的殺手，婚外情、男女兩性之間

不健康、不道德的關係，是婚姻最大的殺手

色情網站的問題在今天資訊發達的時代，

已經進到每一個家庭，有些夫妻受到影響 ─
不健康、不正常的兩性的關係，從耳朵、眼目進去，

進入我們的思想、會造成行動

有研究發現，看過色情網站的人，有研究發現 看過色情網站的人

比較容易有出軌的行為；

小孩看過暴力行為的，很容易有暴力行為小孩看過暴力行為的 很容易有暴力行為

這是很大的影響，知道、了解我們的軟弱，

就更謹慎、更小心，拒絕這些試探的引誘。

5. 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

夫妻之間 父母兒女之間 以對方的益處為優先考慮夫妻之間、父母兒女之間，以對方的益處為優先考慮，

可惜我們有時常常是站在自己這邊，

沒有真的以對方的益處為優先考慮。

兩個婦女談話，婦女甲說：我兒子真是太可憐了，

在外面工作回來還要做這麼多家事。

婦女乙就問：那你的女婿怎麼樣？就 那 怎 樣

我女婿可好了，他都替我女兒做家事。

這是不是雙重標準？是不是常常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場？這是不是雙重標準 是不是常常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場

夫妻之間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場，也會產生這種情況

這些笑話提醒我們，這些笑話提醒我們，

多少時候我們站在自己的立場看事情、做事情，

以至以自己的益處為優先考慮以至以自己的益處為優先考慮，

而不是以別人的益處為優先考慮

6. 愛是不輕易發怒

箴十六32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

弗四26-27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生氣、憤怒在夫妻的相處中，

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困難

在父母對兒女、親子關係，在父母對兒女 親子關係

也常常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真的是要好好的學習 ─真的是要好好的學習

雅一19 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不要那麼快就容易發脾氣、容易動怒。

沒有完全聽完、完全知道事實的真相，就動怒，沒有完全聽完 完全知道事實的真相 就動怒

可能傷害了別人、傷害了自己，都不知道。

怎樣處理負面的情緒？

調整認知 有這樣的情緒 是因為我的認知不 樣1) 調整認知：有這樣的情緒，是因為我的認知不一樣，

一件事情，這個人的認知是這樣、那個人的認知是這樣，

緒情緒反應就會不一樣，假設兩個人考六十分…
認知不同、情緒反應就會不同，

所以當有憤怒產生的時候，反省一下，

我到底是什麼原因在憤怒？我在生什麼氣？

2)當下想一想，我要怎麼處理我的憤怒？

學習暫時離開現場、讓自己冷靜下來，學習暫時離開現場 讓自 冷靜下來

回來發現事情沒那麼嚴重，

當改變現場、改變環境時，情緒也會有所改變當改變現場 改變環境時 情緒也會有所改變

3)等到事情冷靜之後，再好好的跟對方溝通，

不管親子、夫妻都是一樣，藉著溝通更多了解 ─不管親子、夫妻都是一樣，藉著溝通更多了解 ─
「你原來講的是什麼意思？」然後一起尋求解決之道



有另一種憤怒是一種轉移，

有些人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一些重要他人的傷害，

仇恨、憤怒累積在心裡，就很容易發怒、發脾氣

有時悲傷、難過、失落的情緒，也會轉變成憤怒 ─ 
一個婦女的丈夫過世，非常難過、非常憤怒，個婦女的丈夫過世 非常難過 非常憤怒

老天怎麼對她這樣，心裡充滿憤怒，

就轉移到小孩、公司上班的人身上就轉移到小孩、公司上班的人身上

在面對某種哀傷、失落的情緒在面對某種哀傷 失落的情緒

沒有處理的時候，他會轉移。

當家庭有人很容易生氣、很容易發怒、當家庭有人很容易生氣 很容易發怒

特別是小事情、不值得那麼大的發脾氣時，

很可能要去查出他的情緒之根。很可能要去查出他的情緒之根。

7. 愛是不計算人的惡

夫妻吵架時常會說 去怎樣 那就是計算 記錄起來夫妻吵架時常會說 ─ 你過去怎樣，那就是計算、記錄起來，

如果一直計算，就很難有重新開始的機會，

就算他要重頭開始、過去那些又再被你翻開來

常常我們在計算別人惡的時候，忘記了自己的缺點，

我們常看見別人眼中的刺，忘掉自己眼中的樑木

有一個太太多年來抱怨對面太太晾的衣服總是有斑點，

直到有一天一個細心的朋友到她家，拿了一塊布

在這太太家的窗戶上擦掉了一堆滯留很久的汙漬，在這太太家的窗戶 擦掉了 堆滯留很久的汙漬

才發現不是對面太太的衣服洗不乾淨、

根本就是自己家的窗戶太髒。根本就是自己家的窗戶太髒

有時我們也是這樣 ─ 
用成見主觀意識來看事情，容易產生錯誤的判斷用成見主觀意識來看事情 容易產生錯誤的判斷

用一個指頭指著別人時，是四個指頭指著自己

8. 愛是不喜歡不義

義就是不正確、不合聖經、不合道德、不公義、虛謊的事情。

我們集中在關於錢財上的不義，

錢財本身不是壞的，

提前六10 貪財是萬惡之根。

家庭財務管理就是用正當的方法、而不用不義的方法。

有些家庭其中某一方，因為貪財做了不法的勾當，有些家庭其中某 方 因為貪財做了不法的勾當

造成整個家庭都被連累、拖垮掉

千萬不要去賭博，可以把整個家賭到傾家盪產，千萬不要去賭博，可以把整個家賭到傾家盪產，

有些人開始時為了好玩，可是內心是貪的念頭…
陷入不能翻身、成為賭癮沒辦法自拔陷入不能翻身、成為賭癮沒辦法自拔

夫妻財產透明、公開、公平，

不管那一方要理財，一定跟對方商量、不管那一方要理財，一定跟對方商量、

一起處理，因為夫妻是一體的

只喜歡真理：耶穌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得著耶穌的救恩 有 耶穌所賜的新生命得著耶穌的救恩、有了耶穌所賜的新生命，

就經歷真實的真理應驗在自己身上，

我們就是只喜歡真理、回到聖經來看聖經怎麼講

不要去相信異端邪說、影響到夫妻的關係

申十八10-12 用迷術的、交鬼的、行巫術的、過陰的，

凡行這些事都為耶和華所憎惡。

看風水、看手相、紫微斗數、算命，不但是愚蠢的行為，

更是嚴重得罪上帝 是基督徒應當警惕的事情。更是嚴重得罪上帝，是基督徒應當警惕的事情。

我們只喜歡真理，相信獨一的真神可以改變我們的生命 ─

林後五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只有耶穌基督真理給我們新的生命，才能夠改變。



四、四個「凡事」

1. 凡事包容：跟忍耐、饒恕，是有關係的，

箴言十12 恨能挑起爭端，愛能遮掩一切的過錯。言 能挑起爭 愛能遮掩 錯

去彌補他，使他能夠更完美、更好一點。

亞歷山大請了 個藝術家來幫他畫畫像亞歷山大請了一個藝術家來幫他畫畫像，

亞歷山大大帝歷經戰場，在額頭上有個傷痕，

果畫出來 全 界都會看到 的傷痕如果畫出來，全世界都會看到他的傷痕

就跟亞歷山大說：「讓你的手靠著你的額頭，

讓 有讓我畫出一個很有思想的亞歷山大大帝。」

很自然的遮蓋起來，就沒看到那傷痕

有時候夫妻間也是一樣 ─
在愛裡面他沒有做到的、我就補他一把，在愛裡面他沒有做到的 我 補他 把

幫他一下、把他補的更完美一點。

2. 凡事相信 ─ 懷疑的起源 創三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明明 曾 吃明明 創三3 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蛇把對神的話的懷疑放在女人的心裡，

懷疑是出於那惡者

夫妻之間要有信任、也要成為

可被信任者、守約者，有信任才有安全感

3. 凡事盼望 ─ 盼望是整本聖經的旋律、主旨、方向，

潘霍華：「就是因為對明天有盼望，

所以今天仍然能夠活下去。」所 今 然能夠 下 」

我們是不是對家人有盼望？當對兒女有盼望時，

他們會從我們得到肯定、鼓勵，他們會從我們得到肯定 鼓勵

更有信心發揮神在他們身上的恩賜、才幹

婚姻家庭有時會遇到挫折、困難，要凡事盼望婚姻家庭有時會遇到挫折 困難 要凡事盼望

4. 凡事忍耐

五、愛是永不止息

有來自 為 是真愛只有來自於神，因為神是真愛的源頭

要有真正的愛，必須要回到聖經、回到耶穌基督的真理

有個老人是一個智者，有個年輕人對此大表不服，

他抓了一隻小鳥握在手中，問老人家說：

「我手裡的鳥是活的、還是死的？」…
老人安靜的說：「孩子啊，你要他怎樣、他就怎樣！」老人安靜的說 你要他怎樣 他就怎樣 」

是握著的人能夠決定，旁邊的人是幫不了忙的。

讓愛在我家也是一樣 ─ 我幫不了你，在於你自己讓愛在我家也是 樣  我幫不了你 在於你自己

是不是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的救主

是不是願意真的使耶穌基督成為你的一家之主，是不是願意真的使耶穌基督成為你的 家之主，

讓耶穌基督的愛活在你的裡面

如果我們婚姻家庭能夠這樣的話，如果我們婚姻家庭能夠這樣的話，

相信真的能夠讓愛在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