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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个「不」

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1 爱是不嫉妒：夫妻之间总会有嫉妒1. 爱是不嫉妒：夫妻之间总会有嫉妒，

丈夫对别的异性特别殷勤、妻子特别关怀，

夫妻之间需要专 忠贞夫妻之间需要专一、忠贞，

 当所爱的人注意别人超过注意自己，就不能满足

有失望 挫折 愤怒那种感觉 嫉妒 是正常的情况 有失望、挫折、愤怒那种感觉、嫉妒，是正常的情况

圣经说神是嫉邪的神，原文是嫉妒的神，

 神要我们专一、忠贞的对待祂

 当我们去拜假神、拜其他偶像时，神会嫉妒我 拜 神、拜其 像时，神会嫉妒
祂要求相信祂的人，对祂能够忠贞、专一！

爱是不嫉妒，比较是另外一种 ─
看 得别人的好处 看到别人成功 有成就 看不得别人的好处，看到别人成功、有成就、

比自己更好时，就会眼红

竞争 自 自 人竞争的心理、自私自利、不顾别人

只顾自己的心态，造成这种的嫉妒

妻之夫妻之间也会这样吗？真的会，

有一对夫妻，丈夫如果在公司被升高、加薪，

妻子就是嫉妒，然后跟他比赛…两个就这样竞争，

之间沟通也不是很好、还有其他的问题，

就造成一种恶性竞争 ─
看不得对方比自己好，

甚至在别人当中会去贬低自己的配偶，

造成很多的问题

的确，嫉妒不但伤害别人、也会毁掉自己。

嫉妒有时是出于缺乏自信心、缺乏安全感 ─
希腊要替 位杰出 受人尊敬的运动员树立铜像希腊要替一位杰出、受人尊敬的运动员树立铜像，

另一个运动员非常的嫉妒，发誓要毁掉那个铜像。

在 个黑暗的晚上 他企图使这个雕像倒下在一个黑暗的晚上，他企图使这个雕像倒下，

他成功了，铜像毁了、也看到

这个嫉妒的人被铜像击倒、死亡。

希腊人用这个故事提醒 ─
人若心存嫉妒，他的下场也是如此的悲惨。

嫉妒能造成 比的伤害 值得我们警惕嫉妒能造成无比的伤害，值得我们警惕，

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要小心谨慎，

 不要只站在自己的立场

 要有更宽宏大量的心，

愿意看到别人的好处、益处



2. 爱是不自夸

箴十一2 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

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可夸 也没什么好夸的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可夸、也没什么好夸的。

一只鸭子看见天鹅在天空飞翔、非常的羡慕，

天鹅老兄如果你能够带我到天空去玩 趟天鹅老兄如果你能够带我到天空去玩一趟，

我是多么的开心！

天鹅就拿起 根木棒 两爪抓住棒的 端天鹅就拿起一根木棒、两爪抓住棒的一端，

鸭老兄你用嘴衔住木棒，我带你飞，

千万不可以张口但千万不可以张口。

地上许多人看见天鹅带着鸭子在空中飞，

不禁大喊说「好聪明、这是谁想出来的玩意？」

鸭子听见、张着嘴讲说：是我、是我！

还没有讲完，碰的一声摔倒在地、粉身碎骨。

这只笨鸭子你想到谁？

上帝赏赐人类智慧 使人有聪明制造 切的用品上帝赏赐人类智慧，使人有聪明制造一切的用品，

而人类却将一切的成就全归功于自己…
人类「自我的骄傲」让自己掉进 劫 复人类「自我的骄傲」让自己掉进万劫不复，

环保的问题、地球上的灾难越来越多，

岂不都是人类以为人定胜天、制造成就，

而带来更多的问题

不自夸也提醒我们在合情合理、切合事实的情况中，

多多的去肯定、去夸奖配偶、儿女，多多的去肯定、去夸奖配偶、儿女，

父母对待儿女用更多肯定的语气，能够建造他们的自信心 ─
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激，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满怀信心；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激，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满怀信心；
在批评中长大的孩子学会遣责，在嘲笑中长大的孩子畏首畏尾，
在羞辱中长大的孩子总自觉有罪疚感，羞辱 ，

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爱里面学习不自夸。

3. 爱是不张狂

林前十12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不张狂跟不自夸有连带关系 就是不骄傲 不狂傲不张狂跟不自夸有连带关系，就是不骄傲、不狂傲、

不说自己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

个道士为了向信徒证明他不会被毒品控制一个道士为了向信徒证明他不会被毒品控制，

就在信徒面前公然使用海洛英，

没想到被毒品控制住 无法自拔没想到被毒品控制住、无法自拔…

假设我们常常自以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更属灵、

更有定力、更有分寸、更爱主，也会出一些问题
婚姻家庭也是一样，真的需要想到不要张狂 ─， 张

我们需要彼此，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

我倚靠你、你也倚靠我，我倚靠你、你 倚靠我，

这是家里的人应当有的一个态度

雅四15-16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 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夸口时，

 就是没把神的主权放在心里，以为自己可以做主了就是没把神的 权 在 ， 为自 可 做 了

 提醒我们主权在神，要信靠主、倚靠主

一个水灾中、一道桥被冲毁，政府就把这桥再建造起来，个水灾中、 道桥被冲毁，政府就把这桥再建造起来，

旁边立了一个石碑「人定胜天」，

第二年又一次洪水把桥、牌子全部冲到河里，第二年又 次洪水把桥、牌子全部冲到河里，

真的我们需要让上帝做主。

在家庭里耶稣基督是一家之主，

不是你做主、也不是我做主，不是你做 、 不是我做 ，

耶稣基督才是真的一家之主，不要张狂！



4.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当害怕别人知道的时候 那个事情就是 是出于爱了当害怕别人知道的时候，那个事情就是不是出于爱了。

外遇是婚姻最大的杀手，婚外情、男女两性之间

不健康、不道德的关系，是婚姻 大的杀手

色情网站的问题在今天资讯发达的时代，

已经进到每一个家庭，有些夫妻受到影响 ─
不健康、不正常的两性的关系，从耳朵、眼目进去，

进入我们的思想、会造成行动

 有研究发现，看过色情网站的人，， ，

比较容易有出轨的行为；

小孩看过暴力行为的，很容易有暴力行为小孩看过暴力行为的，很容易有暴力行为

这是很大的影响，知道、了解我们的软弱，

就更谨慎、更小心，拒绝这些试探的引诱。

5.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夫妻之间 父母儿女之间 以对方的益处为优先考虑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以对方的益处为优先考虑，

可惜我们有时常常是站在自己这边，

有真 益 先考虑没有真的以对方的益处为优先考虑。

两个妇女谈话，妇女甲说：我儿子真是太可怜了，

在外面工作回来还要做这么多家事。

妇女乙就问：那你的女婿怎么样？

我女婿可好了，他都替我女儿做家事。

这是不是双重标准？是不是常常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场？这是 是 是 是常常容易 在

夫妻之间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也会产生这种情况

这些笑话提醒我们这些笑话提醒我们，

多少时候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看事情、做事情，

以至以自己的益处为优先考虑以至以自己的益处为优先考虑，

而不是以别人的益处为优先考虑

6. 爱是不轻易发怒

箴十六32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
弗四26-27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生气、愤怒在夫妻的相处中，

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困难
在父母对儿女、亲子关系，

也常常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 ─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

雅一19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不要那么快就容易发脾气、容易动怒。

没有完全听完、完全知道事实的真相，就动怒，， ，

可能伤害了别人、伤害了自己，都不知道。

怎样处理负面的情绪？

调整认知 有这样的情绪 是因为我的认知不 样1) 调整认知：有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我的认知不一样，

一件事情，这个人的认知是这样、那个人的认知是这样，

情绪反应就会不 样 个 考情绪反应就会不一样，假设两个人考六十分…
认知不同、情绪反应就会不同，

反省所以当有愤怒产生的时候，反省一下，

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愤怒？我在生什么气？

2) 当下想一想，我要怎么处理我的愤怒？

学习暂时离开现场、让自己冷静下来，学 开 静 来，

回来发现事情没那么严重，

当改变现场、改变环境时，情绪也会有所改变当改变现场、改变环境时，情绪也会有所改变

3) 等到事情冷静之后，再好好的跟对方沟通，

不管亲子 夫妻都是一样 借着沟通更多了解 ─不管亲子、夫妻都是 样，借着沟通更多了解 ─
「你原来讲的是什么意思？」然后一起寻求解决之道



有另一种愤怒是一种转移，

 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一些重要他人的伤害，

仇恨、愤怒累积在心里，就很容易发怒、发脾气

有时悲伤、难过、失落的情绪，也会转变成愤怒 ─
一个妇女的丈夫过世，非常难过、非常愤怒，个妇女的丈夫过世，非常难过、非常愤怒，

老天怎么对她这样，心里充满愤怒，

就转移到小孩 公司上班的人身上就转移到小孩、公司上班的人身上

在面对某种哀伤、失落的情绪在面对某种哀伤、失落的情绪

没有处理的时候，他会转移。

当家庭有人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发怒当家庭有人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发怒、

特别是小事情、不值得那么大的发脾气时，

很可能要去查出他的情绪之根很可能要去查出他的情绪之根。

7.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夫妻吵架时常会说 你过去怎样 那就是计算 记录起来夫妻吵架时常会说 ─你过去怎样，那就是计算、记录起来，

如果一直计算，就很难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算 重 去 来就算他要重头开始、过去那些又再被你翻开来

常常我们在计算别人恶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缺点，

我们常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忘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有一个太太多年来抱怨对面太太晾的衣服总是有斑点，

直到有一天一个细心的朋友到她家，拿了一块布
在这太太家的窗户上擦掉了一堆滞留很久的污渍，

才发现不是对面太太的衣服洗不干净、

根本就是自己家的窗户太脏。根本 是自 家 窗户太脏。

有时我们也是这样 ─
 用成见主观意识来看事情，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用成见主观意识来看事情，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

 用一个指头指着别人时，是四个指头指着自己

8. 爱是不喜欢不义
是 确 合 合道德 虚谎的事情就是不正确、不合圣经、不合道德、不公义、虚谎的事情。

我们集中在关于钱财上的不义，

钱财 坏的钱财本身不是坏的，

提前六10 贪财是万恶之根。

家庭财务管理就是用正当的方法、而不用不义的方法。

有些家庭其中某一方，因为贪财做了不法的勾当，有些家庭其中某 方，因为贪财做了不法的勾当，

造成整个家庭都被连累、拖垮掉

千万不要去赌博 可以把整个家赌到倾家荡产千万不要去赌博，可以把整个家赌到倾家荡产，

有些人开始时为了好玩，可是内心是贪的念头…
陷入不能翻身 成为赌瘾没办法自拔陷入不能翻身、成为赌瘾没办法自拔

夫妻财产透明、公开、公平，

不管那一方要理财 一定跟对方商量不管那一方要理财，一定跟对方商量、

一起处理，因为夫妻是一体的

只喜欢真理：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得着耶稣的救恩 有了耶稣所赐的新生命得着耶稣的救恩、有了耶稣所赐的新生命，

就经历真实的真理应验在自己身上，

我 是 喜 真 到 来看 怎 我们就是只喜欢真理、回到圣经来看圣经怎么讲

 不要去相信异端邪说、影响到夫妻的关系

申十八10-12 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看风水、看手相、紫微斗数、算命，不但是愚蠢的行为，

更是严重得罪上帝 是基督徒应当警惕的事情更是严重得罪上帝，是基督徒应当警惕的事情。

我们只喜欢真理，相信独一的真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

林后五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只有耶稣基督真理给我们新的生命，才能够改变。



四、四个「凡事」

1. 凡事包容：跟忍耐、饶恕，是有关系的，

箴言十12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

去弥补他，使他能够更完美、更好一点。

亚历山大请了 个艺术家来帮他画画像亚历山大请了一个艺术家来帮他画画像，

亚历山大大帝历经战场，在额头上有个伤痕，

如果画出来 全世界都会看到他的伤痕 如果画出来，全世界都会看到他的伤痕

就跟亚历山大说：「让你的手靠着你的额头，

我 出 个很有思想的 大大帝 」让我画出一个很有思想的亚历山大大帝。」

很自然的遮盖起来，就没看到那伤痕

有时候夫妻间也是一样 ─
在爱里面他没有做到的、我就补他一把，他没有做到的 ，

帮他一下、把他补的更完美一点。

2. 凡事相信 ─ 怀疑的起源创三4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明明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明明创三3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把对神的话的怀疑放在女人的心里，

怀疑是出于那恶者怀疑是出于那恶者
夫妻之间要有信任、也要成为

可被信任者、守约者，有信任才有安全感

3. 凡事盼望 ─盼望是整本圣经的旋律、主旨、方向，

潘霍华：「就是因为对明天有盼望，

所以今天仍然能够活下去。」

我们是不是对家人有盼望？当对儿女有盼望时，

他们会从我们得到肯定、鼓励，会 我 得到肯 、鼓 ，

更有信心发挥神在他们身上的恩赐、才干

婚姻家庭有时会遇到挫折、困难，要凡事盼望婚姻家庭有时会遇到挫折、困难，要凡事盼望

4. 凡事忍耐

五、爱是永不止息
有来自于神 因为神是真爱的源头 只有来自于神，因为神是真爱的源头

 要有真正的爱，必须要回到圣经、回到耶稣基督的真理

有个老人是一个智者，有个年轻人对此大表不服，

他抓了一只小鸟握在手中，问老人家说：

「我手里的鸟是活的、还是死的？」…
老人安静的说：「孩子啊，你要他怎样、他就怎样！」

是握着的人能够决定，旁边的人是帮不了忙的。

让爱在我家也是一样 ─我帮不了你，在于你自己让爱在我家也是 样 我帮不了你，在于你自己

 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是不是愿意真的使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一家之主 是不是愿意真的使耶稣基督成为你的 家之主，

让耶稣基督的爱活在你的里面

如果我们婚姻家庭能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婚姻家庭能够这样的话，

相信真的能够让爱在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