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本 门徒训练 
 

 

 

 

 

[理解《爱的五种语言》]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爱的五种语言 

2 

 

 

前言 

曾几何时我们的爱情生活是那么美好而容易，爱在我们之间满溢流淌。我经

常思想，是什么使爱情曾经那么美好，又是什么原因那种美好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是那些亲密的时刻使两个人走到一起成为配偶。 

 

然而生活中也有些时候，好像什么都不对劲，而且没有人站在我们这一边来

爱我们支持我们。在这些时候非常可能使我们迷失。在艰难时，我们常思考为什

么小小的困难却如同深渊一般地隔开了我们和配偶。我们对自己对身边的一切人

和一切事失望，甚至无需多大的事情便导致如此结果。 

 

爱的决定 

 

婚姻带来最大的礼物之一便是提醒我们：爱是一个决定！爱绝不仅仅是凭感

觉—感觉是经历爱所带来的结果。因此，即使在迷失的经历中，即使在旷野的经

历中，即使在黑暗的经历中，我们依然有更超越的道路，通达的道路—那就是做

出决定去爱！（基督正做了如此决定来爱你）。 

 

爱情并非总如我们所愿。分享一下这样的经历：你曾经好意去爱你的伴侣，

为他或她做了某些事或说了某些话来表现你的爱，结果他根本不这么认为，或者

压根没有达到你努力想达到的那个效果。 

 

为什么我想说的伴侣总是听不见或不理解？我们有时候努力去爱伴侣，但是

对方却不明白我们的好意，甚至误解了我们的好心，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爱的语

言不同。表达爱的方式就像一种语言。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主要的爱的语言—让我

们最强烈地感受爱和最有力地表达爱的方式。 

 

比如说，在一段情书当中插入几句西班牙语，那么你们有人也许能懂一部分，

但是大多数人就不懂了。因为我讲的这个语言是你无法理解的。你可能听懂一点，

或者听个大意，但是大多数人不明白。我们爱的语言就是这样。就像人有不同的

性格，爱的语言也分为 5 种。就像每个人都有比较突出的性格特点，我们也有一

种最主要的爱的语言，对我们来说是最易懂的。我们希望以自己的爱的语言来被

爱，当得不到自己爱的语言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清楚体会到爱的信息。 

 

爱的油箱 (感情银行) 

 

爱是我们基本的需要。我们爱的油箱需要被定期加满。说到底，只有基督才

能完全地爱你，但是我们也被呼召要像基督那样去爱。你对配偶的爱的方式能够

加强他（她）对基督的爱的理解。 

 



神赐给我们婚姻让我们能够经历亲密关系并最终带领我们进入与神的亲密

关系中。爱的油箱需要被定期加满，正如我们开车必须加满油箱一样。为了生活

得美好，我们每天都在用油箱中的油。 

 

为了学习与配偶之间的有效交流，并加满爱的油箱，我们会讲到很多的对话

和俗语来理解爱的语言，理解配偶。每个人都是各种爱的语言的混合体，但正如

性格一样，我们也会有一种主要的爱的语言。并且，我的爱的语言不等于是我配

偶的爱的语言。我们有责任辨明自己的主要的爱的语言，并与配偶交流。这能帮

助我们的配偶来加满我们爱的油箱。同样的，我们的配偶也有责任辨明自己主要

的爱的语言，与你分享，让你更好地满足他（她）被爱的需要。 

 

在决定哪种爱的语言最主要之前，要学习所有爱的语言，这很重要。这不仅

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去爱配偶—也关系到配偶是如何解读我们给予的爱，如何表

达被爱的需要。希望用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更好的交流。我们都是爱的语言的混合

体，但只有一种语言是最主要的。 

 

分享：分享一下在你约会的时候，当你的爱的油箱是满的时候，你的感受如

何。配偶的哪些行为，使你深深感受到被爱？ 

 

浪漫之爱与爱的决定 

思考两种爱：坠入爱河（浪漫之爱）与真心相爱（决定之爱）。 

 

浪漫之爱是暂时的情绪高潮，起伏不定。真心相爱，则是决定去爱，贯穿于

每日的经历中，带来两颗心深深的喜乐。两种爱都是好的，通常浪漫之爱先发生。

我们小心不要混淆两种爱。它们截然不同。我们大多数人是经历了真心相爱而进

入婚姻的。 

 

浪漫之爱的危险是我们认为已经达到了爱的顶峰，只要保持或坚持就可以

了。但爱并没有在成长。浪漫只是专注于爱情本身，很容易变得狭隘。浪漫不需

要努力，浪漫靠自身的动力前进，只享受眼前。浪漫之爱是愉悦的、容易的、也

是必需的；但浪漫之爱不会支撑长期的关系。 

 

意识到浪漫之爱的本质—暂时的情绪高潮—现在，该与你的配偶追求“真正

的爱情”了。真心相爱，需要努力与自律。真心相爱尽管也会有情绪化，但本质

上是理智与情感的结合，是我们意志的决定。它涉及到意志的行为并且需要自律，

而且承认个人需要成长。这种爱会为了成长的缘故而做出艰难的决定。我们最基

本的情感需要不是坠入爱河，而是彼此真心相爱。我需要有人看到我有可爱之处

而决心来爱我。同样，我也需要看到对方的成长而学习着去爱对方。 

 



你要为你们的爱情关系的质量负责任。这意味着，你必须要经常重新评估你

与配偶之间交流的是否有效，以及你们之间的爱是否被显明或被隐藏。这也意味

着，有时候你必须选择拒绝轻松愉快的路。 

 

我们可以决定去爱，努力进入“真心相爱”的阶段。这样就能满足彼此被爱

被珍惜的情感需要。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到如何去做，也决定去做，就能经历到满

足彼此而带来的超越一切的激动人心的爱情。当你的配偶爱的油箱是满的，他

（她）感觉在你的爱里很安全，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明亮，你的配偶将达到生命中

最大的潜力。 

分享：分享最近你所做出的爱的决定。这种爱的决定为什么很难？ 

 

 

爱的语言 1：肯定的言语 

 

表达爱情的一个方式是使用能够造就人的言语来称赞你的配偶。所罗门写

道，“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口头的赞美或欣赏的言词，是交流爱的有效方式。 

 

肯定的言词不是为了让你的配偶为你做什么事而去奉承。爱的目的不是为了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为你爱的人的益处而做事情。尽管如此，事实上，当我

们接受肯定的言词后就大大地得到动力去做事情报答。 

 

假如这不是你爱的语言，那么使用肯定的言词反而会有讽刺的或惧怕的效

果。不理解这种爱的语言的人，有时候会认为这是谄媚或空洞。有的人在经历肯

定的言词的时候，把它当成是操纵而不是爱。 

 

每种爱的语言有不同的方式或变形。我们会学到肯定的言词有几种不同的方

式，包括鼓励的话，感谢的话，或者关注你的品格与特别。 

 

 

鼓励的话 

 

善意的话—“爱是恩慈”。如果我们想用口头上来表达爱，应该带着善意。 

 



谦卑的话（请求的话）。 有些人感受不到被爱，如果我需要他们帮忙时却不和他

们分享。有爱就会有请求，但不是要求。丈夫如果说，“记得你做的苹果派吗？

可不可以这周再做一次呢？我很喜欢吃。”这是在告诉妻子如何来爱他，建立亲

密关系。但是丈夫如果说，“自从你生小孩后我再也没吃过苹果派，看来我 18

年之内甭想吃到苹果派了。”这是很不成熟，退回到青少年时期的表现。这样的

要求不会建立亲密关系。 

 

赞扬的话 

 

感谢的话 

 

间接肯定的话—当你的配偶不在场时，说积极的话。最终总会有人告诉你的配偶

你所说的话，那么他（她）会很高兴。不仅如此，在配偶在场时当众肯定他（她）

也是很好的表达爱的方式。 

花几分钟列出你配偶的积极方面。列出他（她）做得好的地方，或者为你而做的

事情，你可能当成理所当然了。与你的配偶分享你写下的。 

 

 

爱的语言 2：精心的时刻 (高质量的时间) 

 

精心的时刻：给予配偶不分心的专注。假如你配偶的爱的语言是高质量的时间，

那么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替代花时间与他（她）在一起。给予配偶时间就是给予你

自己，就是给予你的爱。 

 

与精心的时刻有关的经文 

路加 10:38-42。解释下马利亚如何选择与耶稣在一起的高质量的时间，而不是去

做事情。有时候我们的个性特点让我们很难经历到这种爱的语言。耶稣告诉我们

生活保持平衡的重要性。 

在这种语言里，在一起的重要性不在于在一起本身，而是两个人都需要给予彼此

关注。高质量的时间的核心是相伴，但这并仅限于身体的紧密，它更是心思意念

上关注彼此。这种相伴可以有多种不同方式。但是相伴必须具备一些要素才能够

成为爱的语言。 

 

方式： 

高质量的对话：这是最普通的方式。有两个要素，第一是分享内心的自我—包括

我们的梦想，希望，成功，恐惧和挣扎，并非仅分享外在事物。第二，不但分享

思想，也分享感受。一般的交流缺少亲密。亲密投入的谈话不仅是语言的交换，

也是对彼此当时的生活感受的交换。需要一方敞开、谈论易受伤的脆弱，另一方

温柔地倾听。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只要倾听并温柔地，呵护地提出问题，来

表现出想要真正理解对方的思想和感受。倾听和回应是关键。 

 



高质量的活动：包含你们一方或双方感兴趣的任何事情。重点不在乎你们做的是

什么，而在于你们为什么做。目的是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感受到“他（她）在乎

我。他（她）愿意做一些我享受的事情，而且很积极”。要素是至少一方想要做，

而另一方愿意做，而且双方明白为什么要做—透过在一起而表达爱。 

 

 

爱的语言 3：接受礼物 

 

 礼物是爱的视觉象征。Chapman 博士调查爱情婚姻的文化模式，发现所研究

的每个文化中送礼物都是爱情婚姻过程中的一部分。礼物可以被你拿在手中，想

到“他在想着我”或“他记得我”。因为送给人礼物肯定是心里在想着那个人。

礼物本身仅仅是想念的象征。对于爱的语言是接受礼物的人而言，礼物值多少钱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想着他。 

 

回忆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经历到这种爱的语言所带来的强有力的被爱的感觉。

回忆你的感受。 

 

 假如你的配偶爱的语言是接受礼物，好消息是这种方式是最容易学会的。成

为好的礼物给予者，你只需要明白礼物的价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亲手给予爱

的象征。 

 

假如你的配偶爱的语言是接受礼物，几乎你送的所有东西都会被认为是爱的

表达。如果他或她过去曾批评你的礼物，而且你送什么他都不太接受，那么接受

礼物就不可能是他最主要的爱的语言。 

 

礼物的缺点 

尽管这种语言看起来很积极，但也会制造特殊的关系紧张。我们每个人对金

钱以及花钱带来的感受都有不同的个人观点。有人花钱时自我感觉良好。有人省

钱或者明智地投资理财才会感觉好。假如你本来就爱花钱，你会很享受给伴侣买

礼物的过程。 

 

如何成为有效的送礼者 

成为有效的送礼者需要改变对钱的态度。记住我在向我们的关系投资，这会

使我伴侣的爱的油箱加满。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礼物的价值取决于接收礼物的

人。礼物不需要贵，也不需要每周都送。但是对某些人来说，礼物的价值跟钱没

有任何关系，完全取决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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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是礼物 

有时候，就在那里陪伴，把自己当成是礼物，就是最好的礼物。不需要鲜花

也不需要言语，你的存在就是看得见的爱的象征，尤其在危机的时候，这比任何

能够买得到做得出的礼物都更有说明力。用你自己做礼物，可以同时满足好几种

爱的语言的需要。 

 

 

爱的语言 4：服务的行为 

 

服务就是为你的伴侣做他（她）希望你做的事。这些服务的行为可能不需要

什么计划，不需要很多思考就能马上做完，比如拿鞋，放衣服。也可能有些行为

需要多些计划和努力，比如粉刷屋子。 

 

基督服务行为的榜样：约翰福音 13:3-17 

 

耶稣给祂的门徒一个简单的服务行为的榜样，透过洗脚来表达爱。祂让门徒

彼此相爱并效法祂。 

 

服务行为的障碍 

A. 结婚前的表现不能保证婚后一定有同样的表现。 

婚前表现不是衡量婚后行为的指标。婚前我们受爱的魔力的驱使，婚后我们

就退回到了“坠入爱河”之前我们本人的状态。我们的行为受父母、个性、

爱情观、情感、需要、欲望等影响。关于我们的婚后表现只有一件事是肯定

的：跟我们“坠入爱河”时展现出来的行为肯定不一样。 

B. 爱是一种选择。爱是一种选择，不能被强迫。请求能够引导对方如何去爱，

而要求则会阻止爱的流淌。通过请求而不是要求对方，我们给对方一个机会

来决定爱我们。批评和要求会带来裂痕。太多批评虽然有可能使我的配偶满

足我的要求，做我想让他做的，但这已经不是爱的表达了。 

C. 擦鞋垫还是爱人？ 

强求爱人做事情就是把他看成是物品。这已经排除了爱的可能性。如果我籍

着犯罪感来操纵配偶（“你要是好的爱人，你就会为我做这件事”），或籍着惧

怕来强迫（“你得为我做这件事，不然你会后悔的”），这已经不是爱的语言了。 

当我们纵容这种情况，就是在培养配偶非人性的习惯。真爱会说，“我非常爱

你，所以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这对你或对我都不好。”相

反地，我们应该透过请求来指导对方如何爱我们，比如“我希望你可以…”。

但是我不能够创造出来爱的意志，对方爱不爱我，会不会采取我所请求的服

务的行为，那是对方的决定。 

D. 批评和要求使我们变得空虚。批评和要求会耗尽我们爱的油箱。但是另一方

面，你伴侣对你的批评却是他们爱的语言的清晰的线索。人们倾向于在情感

上最在意的方面给予最大的批评。他们对我们的批评可谓是请求爱的无效的

方式。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批评来看清楚他们的需要。有了这样

的洞察力，也许你可以选择把配偶的需要当成是请求，积极地去满足，从而

给他带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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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老规矩 

学习服务的行为这种爱的语言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妻子和丈夫之间的角色分

配。我们必须愿意打破原来的老规矩，如果配偶提出的请求不符合原来的角

色分配。记住，不管你持什么观点，你的配偶的婚姻观总是与你有某种程度

的不同。为了更有效地表达爱，愿意打破规矩重新看待婚姻角色是必需的。

假如持守老规矩不变，不会带来回报，但是如果愿意改变来满足你配偶的情

感需要益处是极大的。 

 

方式 

A.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服务：有时候我们用世上最善良的动机，来表现服务行为，

但是却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方式，而不是配偶所喜欢的方式。 

 

B. 爱的交流：在相爱的关系里，我们可能常常用服务来做为爱的语言，因为我

们认为服侍对方是爱的决定，也希望对方能够感激自己的行为。但除非你最

主要的爱的语言是服务，你的配偶不一定用服务这种爱的语言来表达爱。 

 

C. 透过服务表达支持：我们有压力的时候，亲近的人会经常透过服务给我们支

持，给我们鼓励和呵护。往往最深的呵护来自我们期待最少的服务行为，我

们为配偶的爱感到惊喜。 

 

D. 特别的服务行为：假如服务行为不是日常任务，而是特别的，就非常容易被

注意到。 

 

 

爱的语言 5：身体的接触 

 

身体接触，做为爱的语言，能达到我们心的深处，确实能有助于加满爱的油

箱。从最小的肩膀接触到最深情的做爱，身体接触做为爱的语言能够强有力地交

流。 

 

触觉是五种感觉中与其它四种不同的，它不局限于身体的某个部位。身体遍

满了最微小的触觉感受器。当那些感受器被触摸或抚压，神经会把感觉传递给大

脑。大脑解读这些感受，我们就会感觉到触摸我们的是热是冷，是硬是软。触觉

能引起痛苦或愉悦。我们也会感受到爱或敌意。身体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敏感，

因为微小的触觉感受器在体内并非平均分布，而是呈束状。因此舌尖极其敏感，

而肩膀后部最不敏感。当然我们的目的并非是学习触觉的神经反应，而是了解接

触的心理感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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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8:43-48 

 

圣经中有 90 多处具体提到接触和接触带来的医治。我们的主用身体接触来表达

对人的爱。无论你爱的语言是什么，爱抚都是基本的爱的表达。 

A. 分享有哪些身体接触通常是爱的表达。 

B. 描述身体接触、性接触的各方面。有人假定表达爱的身体接触就是性爱，其

实不然，性爱仅是这种爱的语言中的一个奇妙方式，身体接触的含义比性爱

广泛得多。如果可能，尝试下用性爱之外的其他身体接触做为你表达爱的语

言。即使你最主要的爱的语言不是身体接触，你也可以有丰富美满的身体接

触和性爱。 

 

身体接触的方式 

触摸的感觉：身体接触可以建立或毁掉一段关系。我们能体会到痛苦或愉快

的触觉，把它解读为爱或恨。打耳光对小孩子很不好，而对把身体接触当作最主

要的爱的语言的人来说，打耳光就是灭顶之灾。温柔的拥抱能够对任何一个小孩

交流爱，而对于那些把身体接触当作最主要的爱的语言的人来说，温柔的拥抱就

等于大声说我爱你。 

 

接触不都相同。不是所有的接触都一样，即使相同的接触在不同的场合下也

意味着不同的体会。有些接触能带来更多的愉悦。 

 

接触也许很简单，只需短暂的一刻。另一方面，接触也许很复杂，需要你付

出全部的关注。假如你的配偶最主要的爱的语言是身体接触，你需要好好地学习

和分辨对他（她）来说什么样的接触是爱的表达，什么样的会不舒服。假如对方

喜欢后背按摩，那么买本相关的书或进班学习按摩的投资就是很好的；假如性爱

是对方最喜欢的方式，那么阅读相关的书讨论相关话题也是对爱人很好的投资。

关键就是我们爱抚的方式要体贴，考虑对方的需要，意识到什么使对方愉悦，什

么合适，什么不合适。社会交往有一定之规，夫妻之间也要有夫妻之道。必须指

出，虐待是绝不可以被容忍的。最重要的是由被接触的人来自由表达感受。不要

想当然地以为对你来说愉快的方式，对你的配偶就一定愉快！ 

 

危机时刻的接触：人类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危机时刻会伸出膀臂拥抱彼此。

因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寻求爱的肯定。 

 

性爱：身体是用来爱抚的。Chapman 博士写道，“身体是用来爱抚的。我的

全部存在于我的身体中。爱抚我的身体就是爱抚我本人。疏远我的身体就是从情

感上疏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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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你最主要的爱的语言 

 

要是所有人都说同样的语言，全都相互听得懂该多么好。爱就会在我们的生

活和世界中自由地活力地流淌。但现实不如我们所愿。我们也许觉得自己懂所有

的语言了，即便如此，我们每个人还是有最主要的爱的语言，是我们对爱最直接

的需要。其它语言也能有助于呵护爱的油箱，但有一种语言会最直接地加油。 

 

你的配偶做了什么事，或者没有做什么事，使你受伤最深？可以从你亮起红

灯的感受中，特别是当你配偶使你失望，使你受伤的时候，洞察出来你的爱语。

上述问题就是线索。使你受伤最深的事显明你最大的需要，因此它就是你最主要

的爱的语言。 

 

我经常向配偶请求什么？在你其它亮红灯的感受中，如因需要不被满足而带

来的沮丧和怒气，可以看出你最主要的爱的语言。假如你回顾自己的婚姻，问上

述问题，你会发现如果你爱人已经做了你所经常请求的，你的爱的油箱就经常是

满的。 

 

我经常用什么方式向配偶表达爱？洞察你最主要的爱的语言的第三个方法

是从你亮绿灯的感受，也就是你对配偶表达爱的方式中去发现。因为你表达爱的

方式，也可能意味着你感受爱的方式。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尤其是第三种，你能

发现自己最主要的爱的语言。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指标。举例来发现你自己爱的语

言，评价一下在这个例子中对你的爱的油箱的影响。 

 

对加满你的油箱来说，你的爱的语言有可能是双语的，那么你的配偶满足你

就容易些。 

 

有两种人发现最主要的爱语比较难。一种就是爱的油箱很久以来一直满溢的

人，不太容易发现自己缺少哪方面。第二种就是爱的油箱很久以来一直空空的人，

已经不记得被爱的感觉。不管哪种，可以回忆一下当初坠入爱河的情景，有助于

你发现自己在那时候喜欢配偶的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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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man 博士发明了一个“检查邮箱”的游戏。很简单。下次你回家的时候，

你们一个人要问，“从 0 到 10 分范围里，今晚你的油箱是多少分？”0 意味着空

箱，10 分意味着“我已经装满了爱，再也装不下啦”。你给自己的油箱打个分，

来形容它有多满。然后你的爱人问“我怎样做能加油呢？”你提个建议，希望你

爱人当天能够做或者说的。他会尽自己最大能力来满足你的请求。然后你们互换

角色重复一遍。这样两人都有机会来给对方加油。如果你坚持玩这个游戏三周，

你会很上瘾的，它会有助于你们婚姻中激发爱情的表达。通过检查油箱的游戏，

也能够帮助找出你最主要的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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