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化婚前教育基督化婚前教育 第七課第七課……

婚前輔導的目標婚前輔導的目標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婚前輔導的目標婚前輔導的目標

將婚的男女要進入婚姻時，可能有自己的目標 —
買一個房子、生兩個小孩、事業上成為夥伴，買一個房子、生兩個小孩、事業上成為夥伴，

我進修博士時你支持我、將來我支持你…
有各自不同的目標。有各自不同的目標。

婚前輔導就是幫助將婚男女把目標列出來，

然後來討論、探討。然後來討論、探討。

婚前輔導的本身有自己的目標 —幫助將婚男女
建立基督化的婚姻家庭生活，

將來過討主喜悅、榮耀神的生活方式將來 討 喜 榮耀神

對神的國有益處、有對彼此有益處，

成為蒙神祝福的婚姻家庭成為蒙神祝福的婚姻家庭

成為別人的祝福

一、教導聖經教訓中有關婚姻家庭生活的原則 —
在教會 前輔導 需 導 者在教會裡面做婚前輔導，需要指導將婚者

聖經當中有關婚姻家庭的一些原則…

1.聖經的婚姻觀

每個人有自己的婚姻觀 —覺得婚姻生活可能是什麼？每個人有自己的婚姻觀 覺得婚姻生活可能是什麼？

兩個人在一起住、在一起吃，比較省錢

彼此滿足生理上的需要彼此滿足生理上的需要

兩個人彼此做伴，一個有困難跌倒，

另外一個可以扶起他來另外 個可以扶起他來

合則來、不合就算了，各走各的

婚前輔導就是教導聖經到底講婚姻是什麼婚前輔導就是教導聖經到底講婚姻是什麼 —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白首偕老，

是 個約定 是 個約是一個約定、是一個約。

2.聖經的家庭理財或是管家的職份—
貧 夫妻 事哀 濟 會 多貧賤夫妻百事哀，經濟上出了問題、就會很多問題

夫妻有共同的理財觀念、合乎聖經的價值觀，

就比較容易一起管理兩個人的財務

譬如：一個願意什一奉獻、另外一個不要，

一個用錢大方、一個小心謹慎，

這些都要去協調。

結婚之後要用多少錢、必須要讓對方知道？

寫下來一對差好多，要他們想一想、談一談…寫 來 對差好多

有各自不同的理由、看法，從來沒有談過

會有共同的戶頭、各自有各自的戶頭…？會有共同的戶頭 各自有各自的戶頭

要供養父母親，要拿多少給父母親？

都是非常實際、在婚前輔導可以帶出來，都是非常實際、在婚前輔導可以帶出來，

聖經的觀念實際應用進去。



3. 兩性之間的原則需要掌握、了解，男女兩性 —
在 前是 對 平等 樣有在神面前是絕對的平等，同樣有價值、

都是上帝所愛、在神面前一樣重要。

4. 衝突的處理— 講話溝通

 箴言就講到很多關於怎樣講話

 雅各書舌頭是百體裡最小的，

卻能對生命產生很大的影響

需要有恩典、需要饒恕

5. 做決定也需要有聖經的教訓—做決定也需要有聖經的教訓

要不要搬家、要買房子還是租房子、

要不要跟長輩同住、還是自己出來住…要不要跟長輩同住 還是自己出來住

這些做決定都需要回到聖經，

才能夠做出合乎聖經的決定。才能夠做出合乎聖經的決定

婚姻家庭生活聖經有講到的，都需要在這時來做一些教導。

二、評估男女雙方的適婚度，取材自葉高芳牧師

1.是不是合乎聖經 /合乎法律 —
是不是淫亂罪、婚外情、

過去的婚姻沒有解決就進入新的婚姻、

在不同國家重複結婚變成重婚罪…

2. 健康合適的婚姻情況—
有些人有生理上的缺陷，不是表示不能結婚，

雙方必須了解對方健康狀況，不要有任何隱瞞雙方必須了解對方健康狀況 不要有任何隱瞞

任何隱瞞被發現，都會變成彼此的不信任

譬如：有些疾病會傳染給下一代的、譬如 有些疾病會傳染給下 代的

已經醫生宣告不能生小孩，

必須要讓將來的配偶知道必須要讓將來的配偶知道

可以造成彼此的了解跟信任

3. 錯誤的結婚動機

為了同情對方而結婚，同情並不等於愛情

逃避原生家庭，在原生家庭承受很大的壓力，

想只要結婚就不必待在這個家了

一個人生活很孤單、很無聊，想要結婚

一氣之下的結婚，失戀、被對方傷害，想要報復、扯平，

被丟棄了，不要被認為是沒人要的，趕快另外找一個結婚

父母、親人朋友給的壓力，認為年紀大了

怎麼還不結婚，隨便找一個就結婚了

只是為了性方面的需要而結婚，性是人類

自然的需要，只為了這需要而結婚，

有一天不能滿足彼此時，就失去了婚姻的動力

為了解除懷孕的困擾而結婚，有一天發現

不能在一起生活一輩子，就更多問題

4. 正確的結婚動機 —
應該是理智、情感的平衡，有責任感，

而且有說「不」的自由，

當發現不合適結婚，可以說不、或暫停

對方要求我做一些事情，

覺得不妥善、不合適，可以有說不的自由

在這種關係當中去 慮結婚在這種關係當中去考慮結婚

才是正確的、理性的，

而且是情感、有責任的平衡 —
結婚之後，要知道是進入一個

一生一世終生的關係，

裡面需要有責任感

有說不的自由、不被勉強的自由



5.對愛和情慾有所了解和分辨 —
情慾比較以自我滿足為中心，比較是肉體上的，

比較隨性的，不一定有意志的決定，

只是情感上、情緒上的需求，比較會改變

愛是考慮到對方的滿足，比較是全人的關懷，

包括生理、心理靈命各方面的關懷，

是負有責任的— 有意志的決定，

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是立約、有委身的

6 對婚姻與配偶的期盼 每 個人不同6.對婚姻與配偶的期盼，每一個人不同，

婚前能夠了解、事後就不會產生後悔的情況

婚前看清楚 婚後就是要接納 包容 守約婚前看清楚，婚後就是要接納、包容、守約

對婚姻、對配偶的期盼，在婚前輔導

就可以去做評估 而不是以後才產生問題就可以去做評估，而不是以後才產生問題。

7.對於差異性的適應 —
是 完 樣才並不是兩個人要完全一樣才能結婚，

但是要了解那個差異、而且適應那個差異。

8. 性格上或是靈命上的成熟度 —每個人不一樣，
跟年紀不一定成正比，是心理上的年齡。

9. 信仰跟靈命的光景— 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

信跟不信的是要非常小 謹慎信跟不信的是要非常小心謹慎…
生活上需要更多、更長的時間去了解跟適應。

10. 人生的目標是不是合適 —
假設男方以榮神益人、事奉神為目標，

女方是追求我自己的成就為目標，

兩個人在一起生活，

婚姻當中一定會產生很大的困難。

11.【交友與婚姻】真愛的考驗…
分享 在 起時分享：在一起時，

願意分享內心深處的感受、感覺

力量、權力：我都要聽他的、

他都不聽我的，還是互相尊重

尊重：約會時我都要尊重他、他都不尊重我，

我尊重他跟他的家人、他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家人

習慣：他是不是有些習慣你沒辦法忍受，

經過了解之後還能接受彼此的習慣經過了解之後還能接受彼此的習慣

爭吵：都沒有爭吵、不保證將來幸福美滿，

有時爭吵反而是表達自己的磨合過程，有時爭吵反而是表達自己的磨合過程

經過爭吵後、反而更能了解對方

有沒有爭吵過、怎麼處理、怎麼落幕，有沒有爭吵過 怎麼處理 怎麼落幕

用什麼方式來處理爭吵

時間：在一起的時間夠久嗎？

異 在 起 有 春夏 冬跟異性朋友在一起沒有經過春夏秋冬，

怎麼能保證婚姻會經過春夏秋冬？

有人很短時間認識、馬上就結婚，

然後馬上就離婚，就是沒有經過時間的考驗

網路認識的人，也許談了兩三年，見面的時間很少，

不是真正的有在一起，相處的時間的考驗

別離：有沒有分別過一段時間、還是想要在一起，

有時 對戀人在 起是因為環境的關係有時一對戀人在一起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在學校的時候好得不得了，

去當兵服兵役 他改變 她也改變一去當兵服兵役，他改變、她也改變，

環境改變、周圍一起玩的同伴不在了，

觀念 氣氛就改變了 都有可能觀念、氣氛就改變了，都有可能



施予 — 給跟接受的考驗，

每一次出去都是他付費、還是都我付費

他都沒給，給跟接受要經過考驗

成長 — 心靈、性格、人格、靈命成長的考驗，

遇到困難問題時，會好好的去解決、面對跟處理，遇到困難問題時 會好好的去解決 面對跟處理

還是用逃避的方法，都看出來是不是成熟的人

性 是不是在交往時能夠保持忠貞、守身如玉，性 — 是不是在交往時能夠保持忠貞、守身如玉，

還是沒有辦法勝過情慾、發生婚前的性關係，

如果在婚前有這樣的性關係 結婚之後怎麼能把握如果在婚前有這樣的性關係，結婚之後怎麼能把握

他跟另外一個異性在一起，不會有婚外的性關係

這是葉高芳牧師所提出來「真愛的考驗」，

在婚前輔導都可以去探索。在婚前輔導都可以去探索

三、探討及強化未婚男女的關係，

解未 前 情 關了解未婚男女目前的情況、強化他們的關係。

1.明白個人的生活習慣 —每個人不同，
譬如：飲食方面、生活起居…

將來一起生活應該怎麼處理、怎麼解決

2.了解、觀察對方的職業 —到彼此工作場合看一看，

結婚之後這樣一個人、在這樣的工作，結婚之後這樣 個人、在這樣的工作，

我是不是能夠適應、能夠接納？

3.明白彼此的娛樂、消譴的習慣、嗜好

4.雙方對性的態度，夫妻最親密的關係就是性，

觀察到父母親的性關係，看法是怎樣？

看到某些藝人的性關係，看法是怎樣？看到某 藝 的性關係 看 是怎樣

多點溝通、多點了解

5.對金錢的計劃— 管理、儲蓄、債務、觀念

6.對居住的看法— 一對夫妻已經快要結婚了，

我問女方：將來要住那裡？她說：當然盼望

我們自己住，可是未婚夫一定要跟他的爸媽住。

有沒有溝通過？女方說：我那敢講，一講他就不要我了！

都快要結婚，這樣勉強住進去，不會出問題嗎？

居住的問題，到底住那裡…那

這些都要先談清楚

7 對雙方親友的適應— 將來難免跟親友有來往7.對雙方親友的適應 將來難免跟親友有來往

8. 信仰 —牽涉到價值觀

9.幫助雙方建立互相適應的願望和動機 —
能有改變自己的心願，去協調、去適應、去接納

有這樣的願望，適應得更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四、提供婚姻生活的指導，在「婚前輔導內容」詳細談…

1.夫妻的性生活 — 單身可能沒有性的經驗

2. 家庭計劃 — 要生多少小孩，要討論

3. 經濟預算、管家職份— 各自戶頭、共同戶頭？

4. 職業與家庭生活—
兩個人都有工作，會不會影響家庭生活？

誰的工作是主要、誰是協助或幫助性的？幫

假設要上夜班，生活怎麼處理、怎麼協調？

5. 姻親跟朋友的關係— 什麼樣的人、價值觀怎樣？姻親跟朋友的關係 什麼樣的 價值觀怎樣

06.有效的溝通技巧跟藝術

07. 男女有別 — 不同的性別、差異男女有別 不同的性別 差異

08. 婚禮的意義、安排，法律程序、費用，宴客

09. 蜜月期 — 應注意的事情，甜蜜、但是敏感09. 蜜月期 應注意的事情 甜蜜 但是敏感

10. 衝突、壓力 — 怎麼樣去化解，或達成共識



五、基督化家庭的實施 — 教導

家庭禮拜、靈修、全家事奉、奉獻、教育子女，

怎樣做一個有效的基督徒父母來教育子女。

六、為婚後的輔導來鋪路—
有些弟兄姊妹遇到婚姻問題，

不敢馬上找牧師...
特別是已經在教會事奉的人就更不敢找，特別是 在教會事奉的 不敢找

如果有婚前輔導做基礎，就比較敢來找，

就不會等到問題大到不能處理的時候就不會等到問題大到不能處理的時候

盼望剛結婚或是將要結婚的人，

能夠進入教會的伉儷、夫妻團契能夠進入教會的伉儷 夫妻團契

教會一年辦一次夫妻成長營，

回鍋一次又一次，回鍋 次又 次

聽過的東西再聽、又再被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