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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本身是單身也是可以的，但需要借助
有
有經驗的基督化夫妻配搭，一起來輔導
基督 夫妻
起來輔導 ─
我曾幫助過一個單身的姊妹、獨立牧會，遇到要做婚前輔導，
我就鼓勵她：就把我這些東西現買現賣，
 兩性關係要做深入教導時，就請另外一對
長執同工、或者是夫妻來講，
藉這機會培養另一對同工成為婚前輔導的 TEAM
 跟我保持密切的連繫，教課前跟我打電話要怎麼教，
教完之後再跟我討論，然後再教下一課，
做過一次之後就能做第二、第三次了
單身的人也能做婚前輔導者，
單身的人也能做婚前輔導者
 借助其他基督化婚姻家庭的支援、幫助
 你有理論上的訓練、配合他們的經驗，
一起來做，就可以了

一、婚前輔導者的條件：可以是牧師、師母、
傳道人、執事、長老、同工、小組長，
本身具備那些條件？
1. 正確的聖經婚姻觀
確的聖經婚姻觀
2. 認識婚姻家庭的生活、兩性關係相關的知識
接受過婚前輔導的訓練 學院 大學 教會 講座的訓練
3. 接受過婚前輔導的訓練：學院、大學、教會、講座的訓練，
正在聽這個課就是在接受訓練
喜歡接近年輕人：將婚者多是
將婚者多是 20、30
0 30 幾歲
幾歲，
4. 喜歡接近年輕人
婚前輔導者喜歡跟這些人在一起
5. 具備帶領小組討論的領導能力
具備帶領小組討論的領導能力：
有時是兩個人一對、有時是兩對四人，
至少是三個人 就算 個小組了
至少是三個人、就算一個小組了，
在討論當中怎麼樣有互動、有討論，帶來最大的益處

二、輔導者的態度
1. 關懷熱忱的態度：有同情、熱情、同理、關懷、
熱忱，願意去參與，很在乎別人將來會怎麼樣
2. 參與的態度：跟將婚的男女互動時，要讓人家感覺到
你很樂意參與，不只是一個旁觀者、在那邊冷眼旁觀
3. 要坦誠：有時可以把自我敞開、自我的經驗做分享，
過程要小心謹慎，不要變成把重點是在講自己
4. 彈性的態度：
 時間有彈性
時間有彈性，被輔導者的時間我們盡量配合
被輔導者的時間我們盡量配合
 被輔導者的人生觀、價值觀跟輔導者不一樣，
也能夠幫助他們，不是 定要跟我們完全 樣
也能夠幫助他們，不是一定要跟我們完全一樣
 也許你滿年輕的，要去輔導一對比較年長的人
 假設你不贊成國際婚姻，有人有國際婚姻的需求，
也可以按照原則來幫助他們、怎麼樣過得更好

5. 對被輔導者要有尊重的態度：
他們尋求輔導、幫助，並不表示是軟弱的，
尋求輔導 幫
表 是軟
對他們有所尊重、他們也是神所愛的
6. 保密的態度：這是一個倫理的問題，
教會就是一個小小的社會、小小的世界，
如果言語上不夠謹慎、不夠保密，就會失去信任，
來
在教會裡面很快就會傳開來，
他們也不敢把內心比較有深度的東西來跟你討論
 保密也有限制，有些事情不能夠保密的，譬如：
保密也有限制 有些事情不能夠保密的 譬如
違背法律的事情、有致命的傳染疾病、
傷害別人 傷害自己 是不能夠保密的
傷害別人、傷害自己，是不能夠保密的
被輔導的對象可以決定他要講多、講少，
我們就盡量幫助他們
彼此有更好的溝通、更好的了解


四、婚前輔導中，問問題讓被輔導者回答，以至能夠 ─
 把所要教導的東西教導出去
教導 東 教導 去
 讓被輔導的人在回答時，可以想一想、
然後討論，在討論中得到一些學習
1. 婚姻觀的問題…
 配偶互相幫助是指那些方面？
 列出六項行為以達成「夫妻結為一體」的目標？
列出六項行為以達成 夫妻結為 體」的目標
 週末我們要先一起討論有共識、才去做
 當我跟你的家人有衝突時，你站在我這邊
當我跟你的家人有衝突時 你站在我這邊
跟我一起面對，不會站在他家人那一邊
 關於財務
關於財務，你賺的是你的、他賺的是他的，
你賺的是你的 他賺的是他的
各用自己賺的，很明顯就不是一體
 結婚跟單身有什麼不同？
結婚會失去一些自由、有人管你，但會有人陪伴

三、婚前輔導實施的方式
1. 個別輔導：一個人來幫助這兩個人
2. 團體輔導：四到六對的小團體或小組，
大家可能有共同類似的問題，
 這個人有經驗，另一人從當中得到益處、幫助
 這問題不是只有我們兩個人的問題，
他們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他們這樣處理、我們也可以學習
主題式短講
起來討論某 主題
3. 主題式短講：一起來討論某個主題
4. 回饋討論：根據演講、講授主題，討論、彼此回饋
配對練習 實際操練講過的原則
5. 配對練習：實際操練講過的原則
6. 集體分享：討論完之後，回來再分享，
同質性在 起的團體 比較能夠溝通 激發彼此的興趣
同質性在一起的團體，比較能夠溝通、激發彼此的興趣
7. 課外作業：閱讀、聽 CD、看錄影帶、參加講座、採訪

2. 接納：你和未婚妻或未婚夫有什麼相同或相異的地方？
對你們的婚姻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對你們的婚姻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可能一個很有彈性、很多元，
一個比較一板一眼、什麼都要有計劃，
將來遇到這種事情怎麼辦、怎麼處理？
3. 關於愛方面的，請翻閱下列經文、默想、分享心得：
箴十七17
太六24
太廿二37-39
路六27-35
路十25 37
路十25-37
約三16
約十三34

羅十三8-10
羅十四15
林前八1
加二20
加五13
加六2
弗四2

弗五2
弗五25
提多二3-5
彼前四8
約壹三16 18
約壹三16、18

4. 期盼：列出你對婚姻的期盼，另一欄猜想另一半的期盼？
拿出來比對
拿出來比對，可能有很多不一樣的，可以比較、討論…
有 多
樣
較

5. 需要︰未婚妻或未婚夫會有什麼需要？你如何幫助他？

流產，你會怎樣反應？配偶可能會有什麼反應？

那些一個人做決定就好…
 結婚之後住在那裡？買比較大型的家具
 室內設計，兩個人的品味不一樣，怎麼做決定？



幼兒死亡，如果這種事發生會怎麼樣？
 家庭財務嚴重危機，
 先生所經營的公司關門大吉
 自己或是配偶被公司革職，有人埋怨，
革
有人支持、幫助，在那時候配偶最需要你
 自己或配偶重病
 捲入法律訴訟案件可能失去財產
 兒女不成器
 計劃之外意外懷孕，就像我兒子本來計劃第三胎，
結果第三胎是三胞胎 他們就接納
結果第三胎是三胞胎，他們就接納，
可是生活就產生很大的改變…


8. 溝通：假設婚後你正在看很喜歡的電視節目，
配偶 直在問你問題 你會怎麼反應
配偶一直在問你問題，你會怎麼反應？
 叫他走開
 把電視稍微關小聲一點、注意聽他，
一段時間再跟他講，以後…
9. 蜜月：有人很期盼去夏威夷，另一個人根本不想去，
或期盼住一個地方、休息兩三天，另一個要去好多地方，
就很不一樣，這些都要先談
10. 性：夫妻之間的性生活知道多少？有什麼看法？
 自己了解父母親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幫助了解你的配偶，他們可能得到那些觀念？
可能父母親彼此是很冷漠的，
他將來在跟配偶相處時，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6. 做決定：家中那些事務應該夫妻商量、討論，再做決定？

7. 姻親：在自己的家庭中，有什麼和未婚夫、
未婚妻的家庭是不 樣的 觀察他的家庭
未婚妻的家庭是不一樣的？觀察他的家庭、
他們的互動，跟你們家的有什麼不一樣？
有 對夫妻 丈夫沒有結婚前
有一對夫妻，丈夫沒有結婚前，
 父母親是吵吵鬧鬧的、他自己信主，
女朋友家是基督徒 非常和諧 他就很羨慕
女朋友家是基督徒、非常和諧，他就很羨慕
 但是一起生活之後，就發現處理問題的模式
有受到原生家庭的某些影響
這些情況如果事先都能有一些了解，可能是更好的

問問題的時候，注意使用開放式的問題 ─
 就是要用更多的話來解釋的問題
是
多
來解釋
 不能用 YES、NO 來回答的問題
剛才我問的那些問題都是開放式的問題…
 婚姻觀，我說「配偶互助是指那些方面？」
 我不會說「你是不是認為婚姻
一定會帶給你非常的美滿幸福？」
他就是 YES 或 NO，這是封閉式的問題，
如果要問開放式的問題，你可以轉變成
「你認為婚姻會帶給你什麼樣的快樂？」
那是開放式的問題，什麼樣的 WHAT
了解開放式的問題、封閉式的問題之間的不同，
問的時候，為了蒐集更多的資料，
盡量問開放式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