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我的家庭

黃文雄黃文雄

經經 文文
新造的人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New creation ((林後林後55：：17)17)

新命令新命令 New commandNew command ((約約1313：：34)34)

新人新人 New manNew man((弗弗22：：15)15)

新名新名 New nameNew name ((賽賽6262：：2)2)

新歌新歌 New songNew song ((賽賽4242：：10)10)

新年新年 New yearNew year ((出出4040：：17)17)

新天新地新天新地 New heaven &New heaven & New earthNew earth ((賽賽6666：：
22)22)

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 BrideBride ((啟啟2121：：2)2)

新事物新事物 New thingNew thing ((啟啟2121：：5)                         5)                         
((一切更新一切更新) ) 



新造的人新造的人

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55：：17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
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
變成新的了變成新的了

新新 命命 令令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1313：：34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
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樣相愛



相處容易，相愛難相處容易，相愛難
 許多夫妻總認為一旦兩人結婚，彼此相愛，像童話裡許多夫妻總認為一旦兩人結婚，彼此相愛，像童話裡
『『王子與公主結婚後，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王子與公主結婚後，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了了』。』。
背景不同，難免許多價值觀不同背景不同，難免許多價值觀不同----堅持立場堅持立場衝衝
突。突。

衝突不是誰對誰錯，而是價值觀不同所產生的。衝突不是誰對誰錯，而是價值觀不同所產生的。
 再好的夫妻難免會有衝突再好的夫妻難免會有衝突((溝通不良溝通不良))。。
 美滿婚姻不光憑夫妻兩人循規蹈矩，不作錯事情，就美滿婚姻不光憑夫妻兩人循規蹈矩，不作錯事情，就
可以保證！？可以保證！？

 還有一重要功課，如何處理彼此間的衝突，除依賴神還有一重要功課，如何處理彼此間的衝突，除依賴神
外，尚需過學習。外，尚需過學習。

化解溝通不良的祕訣

夫妻吵架千萬不要嬴
會吵架的人，點到為上，不想嬴
US虐待研究：挨打的太太共同特
徵—每次吵架都吵贏丈夫，丈夫輸
了，只好用拳頭來爭取(輸了舌頭
，要贏回拳頭)
會吵架的人，事事給對方留餘地，
讓對方有台階可下，
會吵架的人，趕盡殺絕，自己更受
大過虧損



男女相同處男女相同處
 按按 神自己的形像與樣式所創造神自己的形像與樣式所創造

((創創11：：26)26)
 皆為有靈的活人皆為有靈的活人((創創22：：7)7)
 基本的需要：基本的需要：

生理、生理、
安全感、安全感、
愛與歸屬感、愛與歸屬感、
自尊心、自尊心、
自我實現自我實現

男男 女女
實行家，以成就證實行家，以成就證
明存在的價值，較明存在的價值，較
難接受別人批評他難接受別人批評他
的工作的工作

以事業為重，婚姻以事業為重，婚姻
只屬生命的一部份只屬生命的一部份

渴望成為渴望成為……人，在人，在
其身份、人際關其身份、人際關
係、地位就可獲得係、地位就可獲得
滿足，較難接受別滿足，較難接受別
人批評她本人及她人批評她本人及她
的親屬的親屬

以家庭為重，故家以家庭為重，故家
庭破裂影響較大，庭破裂影響較大，
婚姻是她生命的全婚姻是她生命的全
部部



男男 女女
失業與退休對男人打失業與退休對男人打
擊和影響較大擊和影響較大

較愛冒險與外向，對較愛冒險與外向，對
環境改變較易適應環境改變較易適應

較重理性較重理性

失業與退休對女人失業與退休對女人
打擊和影響較小打擊和影響較小

較重關係，環境的較重關係，環境的
改變影響較大改變影響較大

較重感情，月事期較重感情，月事期
間情緒低落是很正間情緒低落是很正
常常

男男 女女
較重理性較重理性

從大事著眼，大從大事著眼，大
而化之而化之

較重感情，月事較重感情，月事
期間情緒低落是期間情緒低落是
很正常很正常

觀察入微，會鑽觀察入微，會鑽
牛角尖牛角尖



男男 女女
不易失去自尊不易失去自尊
心、安全感，但心、安全感，但
失去後較難復原失去後較難復原

不重送禮，縱使不重送禮，縱使
送禮，多重實用送禮，多重實用
價值價值

較易失去自尊心、較易失去自尊心、
安全感，但較易挽安全感，但較易挽
回回

重送禮，禮物是關重送禮，禮物是關
係、情感的流露，係、情感的流露，
喜歡男方主動觀察喜歡男方主動觀察
她的需要，不論禮她的需要，不論禮
物貴賤，她會感到物貴賤，她會感到
滿足滿足

困困 擾擾
 因不了解對方，而無從滿足對方因不了解對方，而無從滿足對方

的需要的需要
 寄予對方不切實際的期望寄予對方不切實際的期望
 彼此溝通產生困難、障礙彼此溝通產生困難、障礙
 常會產生不必要的誤會與表錯常會產生不必要的誤會與表錯

情。情。
 彼此關係的建立與增長發生困難彼此關係的建立與增長發生困難



男女之別男女之別——衝突和困擾關鍵衝突和困擾關鍵

 男人像水牛，比較用理性處理男人像水牛，比較用理性處理
事情，從腦筋出發事情，從腦筋出發。。

 女人像蝴蝶，比較用感性處女人像蝴蝶，比較用感性處
理，從心裡出發理，從心裡出發。。

男女之別的目的男女之別的目的
 更有效地滿足對方的需要：關更有效地滿足對方的需要：關
係是最重要因素係是最重要因素。。

 按對方的本相接納對方：如基按對方的本相接納對方：如基
督接納我督接納我。。

 避免不切實際無法實現的期望避免不切實際無法實現的期望
 欣賞對方所擁有的而自己缺乏欣賞對方所擁有的而自己缺乏
的優點的優點。。



男女之別的目的男女之別的目的
避免不必要的誤會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促進彼此的建立促進彼此的建立。。

對兩性了解越多，彼此的溝對兩性了解越多，彼此的溝
通就越順暢通就越順暢。。

做合適的配偶做合適的配偶

經經 文文
弗弗55：：33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
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子，如同愛自己一樣，
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夫妻間的交談夫妻間的交談
 婚前約會及婚後幾年，夫妻可婚前約會及婚後幾年，夫妻可

以聊到很晚，幾年過後，講話以聊到很晚，幾年過後，講話
愈來愈少愈來愈少。。

 終於在交談時，卻變成互相爭終於在交談時，卻變成互相爭
執，或者只談些膚淺的話題執，或者只談些膚淺的話題。。

 為什麼他為什麼他((她她))不再跟我說話不再跟我說話
了？了？

快快的聽，慢慢的說快快的聽，慢慢的說((雅雅1:19)1:19)

 親愛的，你從不肯告訴我，你的親愛的，你從不肯告訴我，你的
感覺如何？感覺如何？

 有一天，他開始分享他的感受。有一天，他開始分享他的感受。
可是他才提到第一件事，是關於可是他才提到第一件事，是關於
他與一個親戚之間的衝突，妻子他與一個親戚之間的衝突，妻子
不加思索衝口而出：不加思索衝口而出：““你不應該你不應該
有這種感覺。有這種感覺。””

 兩者之間的對話就此中止了！兩者之間的對話就此中止了！



讓他帶頭，使我們更親近讓他帶頭，使我們更親近

對方不全是不願意和我談話，而是對方不全是不願意和我談話，而是
他不談我想討論的話題他不談我想討論的話題。。

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弗弗55：：
21)21)，把順服的心，放在，把順服的心，放在““你想談什你想談什
麼麼””的心態上的心態上。。

先生喜愛運動，而妻子感到運動很先生喜愛運動，而妻子感到運動很
無趣，但她對人有興趣，於是開始無趣，但她對人有興趣，於是開始
閱讀運動員資訊。閱讀運動員資訊。

妻子告訴先生，妻子告訴先生，““我讀了什麼？我讀了什麼？””

讓他帶頭，使我們更親近讓他帶頭，使我們更親近

他喜歡看報紙，因此我盡量看報紙，他喜歡看報紙，因此我盡量看報紙，
然後討論這些與我們生活相關話題。然後討論這些與我們生活相關話題。

當我讓他掌握會話主權時，我驚訝地當我讓他掌握會話主權時，我驚訝地
發現，他說得更多，特別是他感到挫發現，他說得更多，特別是他感到挫
折的方面，後來他較自在討論我想談折的方面，後來他較自在討論我想談
的話題。的話題。

當我讓他選擇話題時，我有機會更了當我讓他選擇話題時，我有機會更了
解他，更親近他。解他，更親近他。



他喜歡好消息他喜歡好消息
以前：我很快告訴他，什麼東西壞了，以前：我很快告訴他，什麼東西壞了，
孩子行為不檢點，情緒危機，會談中專孩子行為不檢點，情緒危機，會談中專
注壞消息，是很掃興的，絕對會讓對話注壞消息，是很掃興的，絕對會讓對話
停止的停止的。。

比較好的辦法：等合宜時候再說比較好的辦法：等合宜時候再說——對方對方
壓力不大或不累，而且我不再心煩意亂壓力不大或不累，而且我不再心煩意亂

幽默感是讓事情保持正面的好方法，我幽默感是讓事情保持正面的好方法，我
會分享最近聽到的笑話，有趣的報導，會分享最近聽到的笑話，有趣的報導，
或發生在孩子的趣事或發生在孩子的趣事。。

 ““你看那部電影是最幽默好笑的你看那部電影是最幽默好笑的。。””

我能更常同意對方所說的我能更常同意對方所說的
 我以前即使和他對事情看法一我以前即使和他對事情看法一

致，可是總跟他唱反調。致，可是總跟他唱反調。
 ““寧可住在曠野，不與爭吵使氣的寧可住在曠野，不與爭吵使氣的

婦人同住。婦人同住。”” ((箴箴2121：：19)19)

 我學習對鏡子說：我學習對鏡子說：““你是對的。你是對的。””
 很難出口對先生說：很難出口對先生說：““你是對你是對

的的””，，““那是真的。那是真的。””
 結果，與他談話會愈持續較久。結果，與他談話會愈持續較久。



愈短愈好愈短愈好
““我可以談我可以談1515分鐘分鐘””，會比，會比““我們需我們需
要談話要談話””好多了。好多了。

談沈重話題，他談沈重話題，他55分鐘就無法承受分鐘就無法承受
了，了，““我已聽夠了我已聽夠了””——事得其反。事得其反。

若他沒有反應，我先與女性朋友先若他沒有反應，我先與女性朋友先
討論。討論。

然後，以濃縮、比較不情緒化的版然後，以濃縮、比較不情緒化的版
本，再和他討論，會談得較長。本，再和他討論，會談得較長。

他喜歡友誼，而不是被教導他喜歡友誼，而不是被教導

““我從妳學到很多，但當妳想我從妳學到很多，但當妳想
要成為我的老師時，我就無法要成為我的老師時，我就無法
忍受忍受””
當我花很多時間嘗試改變丈當我花很多時間嘗試改變丈
夫，或對他說教，夫，或對他說教，““你為什你為什
麼麼…”…”或或““為什麼不為什麼不…”…”的對話的對話
時，時，
這會提醒他，他的母親在質問這會提醒他，他的母親在質問
或嘮叨著或嘮叨著



男人受不了女人的六件事男人受不了女人的六件事

急著付出，卻造成急著付出，卻造成““嘮叨嘮叨””
對人生失望，出現對人生失望，出現““指責指責””
缺乏安全感，使勁缺乏安全感，使勁““查勤查勤””
好辯強勢好辯強勢
經常回娘家經常回娘家
貪心愛錢貪心愛錢

男人受不了女人的六件事男人受不了女人的六件事

肯定自我價值的人，較不介意外界評價肯定自我價值的人，較不介意外界評價--““嫌嫌
妻妻”“”“涼涼””母。母。

愛要讓對方感受到才算數，兩性互調腳愛要讓對方感受到才算數，兩性互調腳
步，學習共處。步，學習共處。
愛人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藝術，愛是讓對方愛人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藝術，愛是讓對方
感受到才算數。感受到才算數。

男人女人，都要勇敢做自己。男人女人，都要勇敢做自己。



話語的重要話語的重要
破壞：破壞：
我的丈夫真不懂得體貼我的丈夫真不懂得體貼。。

造就造就：：
我的丈夫雖不很浪漫，但卻我的丈夫雖不很浪漫，但卻
是很用心，也是顧家的好丈是很用心，也是顧家的好丈
夫。夫。

話語的重要話語的重要
破壞：破壞：
你賺那一點錢，怎麼養家糊你賺那一點錢，怎麼養家糊
口？口？

造就：造就：
雖然你賺的錢不多，但我知道雖然你賺的錢不多，但我知道
你已經盡力了，你也沒有不良你已經盡力了，你也沒有不良
嗜好，感謝神，我們還夠用。嗜好，感謝神，我們還夠用。



話語的重要話語的重要
破壞：破壞：
妳一天到睌只會指責，吹毛求妳一天到睌只會指責，吹毛求
疵，我實在受不了了疵，我實在受不了了。。

造就：造就：
謝謝妳常常提醒我的問題，但謝謝妳常常提醒我的問題，但
我也需要妳的肯定及鼓勵我也需要妳的肯定及鼓勵。。

話語的重要話語的重要
家庭養育四個幼小子女，無暇整理家家庭養育四個幼小子女，無暇整理家
務，家裡髒亂不堪。務，家裡髒亂不堪。

破壞：破壞：
先生：先生：““妳這又懶又邋遢的女人，簡妳這又懶又邋遢的女人，簡
直髒得像豬一樣直髒得像豬一樣…”…” 。。

造就：造就：
先生：先生：““太太！妳一定很忙，所以太太！妳一定很忙，所以
沒有時間整理沒有時間整理”” 。。



讚美是一種祝福讚美是一種祝福
要有要有1212句讚美才能彌補一句批評句讚美才能彌補一句批評
人們不知道他們有多麼美好，某一個人們不知道他們有多麼美好，某一個
人必須告訴他們人必須告訴他們——用在婚姻上，我得用在婚姻上，我得
對我的配偶說讚美的話對我的配偶說讚美的話。。

若找不到任何可讚美他的話時，是因若找不到任何可讚美他的話時，是因
為我已讓為我已讓不寬恕不寬恕悄悄在心裡生根了，悄悄在心裡生根了，
是我應該悔改的時候了是我應該悔改的時候了。。

讚美是一種祝福讚美是一種祝福
即使我不認同他做的一些事，但還有許多即使我不認同他做的一些事，但還有許多
可以感謝的事可以感謝的事。。

他是關懷子女的好父親，極佳供應者，好他是關懷子女的好父親，極佳供應者，好
的財務管理者的財務管理者——我且常認為理所當然我且常認為理所當然

他精於修理東西，而且當我搞砸時，他很他精於修理東西，而且當我搞砸時，他很
快就原諒我了快就原諒我了。。

當我真心慷慨讚美他，也感謝他花時間跟當我真心慷慨讚美他，也感謝他花時間跟
我說話，當他說：我說話，當他說：““可以談談嗎？可以談談嗎？””那是最那是最
令人興奮令人興奮。。



經經 文文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詩詩150:6)150:6)。。
 讚美產生奇蹟，力量無限！讚美產生奇蹟，力量無限！
 全世界有全世界有88億人口每晚餓著肚子睡億人口每晚餓著肚子睡

覺覺。。
 卻有卻有4040億人口帶著空虛感入眠，因為億人口帶著空虛感入眠，因為

整天未獲一句肯定鼓勵的話語整天未獲一句肯定鼓勵的話語。。

讚讚 美美
讚美要真誠具體讚美要真誠具體
對準別人的優點對準別人的優點
讚美要立即且具體讚美要立即且具體
常在人背後讚美常在人背後讚美
養成讚美的習慣養成讚美的習慣



讚讚 美美

 情侶間的讚美情侶間的讚美會生死相隨會生死相隨。。
 夫妻間的讚美夫妻間的讚美令婚姻甜美保鮮令婚姻甜美保鮮。。
 師長的師長的讚美讚美使學生進步神速使學生進步神速。。
 父母的父母的讚美讚美助孩子成為偉大天才助孩子成為偉大天才。。
 要從要從讚美做起讚美做起引爆生命潛力，生活引爆生命潛力，生活

更燦爛更燦爛。。

1.1. 讚美要真誠具體讚美要真誠具體
 發自內心對家人的讚美，實際又充滿果效發自內心對家人的讚美，實際又充滿果效會產會產

生甜蜜奇蹟生甜蜜奇蹟。。
 讚美人要發自真誠，態度堅定，有具體事實，且讚美人要發自真誠，態度堅定，有具體事實，且

不期望回報不期望回報。。
 我覺得最幸福：我覺得最幸福：

我認為太太最美麗我認為太太最美麗我幸福，她幸福、全家幸我幸福，她幸福、全家幸

福福。。
 讚美女兒最可愛、最聰明，當每次稱讚她考試答讚美女兒最可愛、最聰明，當每次稱讚她考試答

對好多題對好多題

她下次答對更多題她下次答對更多題。。



2.2.對準別人的優點對準別人的優點

 向對方發出讚美時，要看準對方優點向對方發出讚美時，要看準對方優點

 美國總統柯里芝之女祕書，身材窈窕，說話美國總統柯里芝之女祕書，身材窈窕，說話
柔細，但作事丟三落四，令總統很困擾，有柔細，但作事丟三落四，令總統很困擾，有
天總統見秘書進辦公室，對她說：天總統見秘書進辦公室，對她說：

今天妳真高雅美麗，裝扮用心細膩，相信今天妳真高雅美麗，裝扮用心細膩，相信
今天所作的每件事，也能鉅細靡遺。今天所作的每件事，也能鉅細靡遺。

結果祕書就再也沒有出錯過了結果祕書就再也沒有出錯過了。。

3.3.讚美要立即具體讚美要立即具體
 看到別人有好行為，立即讚美，舉出具體事實，分看到別人有好行為，立即讚美，舉出具體事實，分
享感受。享感受。

 不陳腔濫調不陳腔濫調流於公式客套，無加乘效果流於公式客套，無加乘效果
課堂中老師問一小女孩：課堂中老師問一小女孩：““有個小朋友很有個小朋友很
聰明，妳如何表達妳的讚美？聰明，妳如何表達妳的讚美？””女孩支支女孩支支
吾吾不知如何回答，正準備接受處罰時。吾吾不知如何回答，正準備接受處罰時。

老師請她坐下，立即說：老師請她坐下，立即說：““太好了，我太好了，我
懂！妳想說妳簡直無法用言語表達！懂！妳想說妳簡直無法用言語表達！””

結果，這女孩長大後成了優秀語文老師結果，這女孩長大後成了優秀語文老師。。



4.4.常在人背後讚美常在人背後讚美
 背後的讚美，影響深遠廣大，產生的背後的讚美，影響深遠廣大，產生的

感動力量，超乎想像感動力量，超乎想像。。
 有位媳婦經常在小組，讚美她婆婆多有位媳婦經常在小組，讚美她婆婆多

慈祥，對自己簡直比對她女兒還好。慈祥，對自己簡直比對她女兒還好。
 想不到，婆婆也在另一小組，讚美媳想不到，婆婆也在另一小組，讚美媳

婦有多乖巧，多孝順。婦有多乖巧，多孝順。
 傳入雙方心坎，幸福洋溢，人人羨傳入雙方心坎，幸福洋溢，人人羨

慕慕。。

5.5.養成讚美的習慣養成讚美的習慣
無人天生就懂得對人發出讚美，所以要養成無人天生就懂得對人發出讚美，所以要養成
習慣，不但經常讚美周圍的人，更要讚美自習慣，不但經常讚美周圍的人，更要讚美自

己己。。
一位不擅讚美的父親，有天睌上在床邊，一位不擅讚美的父親，有天睌上在床邊，
摸著蒙在棉被的兒子，自言自語摸著蒙在棉被的兒子，自言自語““你真你真
乖，爸爸好喜歡你！乖，爸爸好喜歡你！”” 。。

這一說，兒子轉過來，抱著爸爸痛哭流這一說，兒子轉過來，抱著爸爸痛哭流
涕，傾訴自己在學校人緣差，正想去自涕，傾訴自己在學校人緣差，正想去自
殺殺…“…“。。



一起禱告的家庭
永不分離

1950年代美國最流行的
一句家庭標語

求主保守求主保守——弗弗55：：3333

 保守起初愛對方的心。保守起初愛對方的心。
 為對方保守自己過聖潔的生活。為對方保守自己過聖潔的生活。
 保守自己的口常說造就人的好話。保守自己的口常說造就人的好話。
 努力發掘對方的好處，並感謝對方所努力發掘對方的好處，並感謝對方所

提供的資源。提供的資源。
 永遠對對方存盼望。永遠對對方存盼望。
 要努力保守愛主的心，愛主才會愛對要努力保守愛主的心，愛主才會愛對

方。方。



討討 論論
 了解兩性基本差異後，您最想告訴了解兩性基本差異後，您最想告訴

配偶，讓他配偶，讓他((她她))了解您的是那一了解您的是那一
點？您們常常因那一方面的不了點？您們常常因那一方面的不了
解，而產生衝突呢？以後如何改變解，而產生衝突呢？以後如何改變
呢？呢？

 了解兩性基本差異後，對您的配偶了解兩性基本差異後，對您的配偶
有那一方面是您今天才清楚明白有那一方面是您今天才清楚明白
的，他的，他((她她))以前為什麼會如此表以前為什麼會如此表
現？您願不願意因過去對他現？您願不願意因過去對他((她她))的的
誤解而說聲誤解而說聲““對不起對不起””呢？呢？

經經 文文
詩詩150:6150:6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雅雅1:19 1:19 
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弗弗55：：33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己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己
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經經 文文
詩詩150:6150:6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雅雅1:19 1:19 

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弗弗55：：33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己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己
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