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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輔導的內容婚前輔導的內容

一、聖經教訓中有關婚姻與家庭生活的原則

建立基督化家庭婚姻、鼓勵將婚者朝這目標建立基督化家庭婚姻 鼓勵將婚者朝這目標

這樣的主題、探討的方式，是目前教會非常需要的，

現在很多婚姻家庭研究不是從聖經的角度來探討，現在很多婚姻家庭研究不是從聖經的角度來探討，

而是很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就漸漸遠離聖經

聖經有很多跟婚姻家庭有關的寶藏，聖經有很多跟婚姻家庭有關的寶藏，

我們要去挖掘出來

二、一般婚姻與家庭中應該學習的內容

譬如：男女有別，每個家庭都會遇到的問題。

三、這對夫妻或將要結婚的人，獨特的問題、特殊的需要，

在婚前來處理、預備、裝備，每對的情況都很不一樣在婚前來處理、預備、裝備，每對的情況都很不 樣…
怎麼處理、有沒有處理？都會影響未來的情況。

婚前輔導的主題婚前輔導的主題

時間的關係，怎樣訂不一樣的課程，列了大概的內容…

十三課課程的主題：一、十三課課程的主題：

1. 婚姻是什麼？有人覺得 ─
鐵飯碗 逃避家庭壓力 可以解決問題鐵飯碗、逃避家庭壓力、可以解決問題

聖經所教訓的婚姻觀又是什麼？

2. 配偶的獨特性和婚姻中的接納：

喜歡配偶的長處優點、必須同時接納短處跟缺點

別以為等到結了婚後才來改變他，

能不能改變自己、就知道能不能改變別人

將要結婚的男士邀請女朋友到住的地方參觀 ─ 亂七八糟，

她想等結了婚我要治他、這樣的男人需要我，她想等結了婚我要治他 這樣的男人需要我，

結婚之後他先生弄亂、她就要去整理，幾乎要放棄…

3. 愛是結婚的根基

愛 夫妻 愛 真 愛是 麼男女兩性的愛、夫妻之間的愛、真正的愛是什麼？

真正愛的源頭是從神來的，

聖經就是神寫給人愛的情書

真愛跟情慾又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4. 對婚姻的期盼是什麼？先要了解、然後才進入婚姻。

假設女性或男性欠了很多的債，將婚的對象很有錢，假設女性或男性欠了很多的債 將婚的對象很有錢

期盼結婚之後他可以替我還債

有些女性對白馬王子有浪漫式的期盼，有些女性對白馬王子有浪漫式的期盼

男性對新娘子也有公主的期盼，

以為結了婚就是王子跟公主以為結了婚就是王子跟公主

幸福快樂一輩子、一生一世

這種期盼都不是很合實際的，這種期盼都不是很合實際的

在婚前都需要去調整，使他更合乎實際



5.了解將婚者的目標，譬如：

家庭計劃家庭計劃 ─ 要生幾個小孩

兩個人都工作，還是一個工作、一個在家

一起來先溝通，幫助彼此更了解

6 配偶跟自己婚姻的需要、如何滿足這些需要？6. 配偶跟自己婚姻的需要、如何滿足這些需要？

每個人各自帶著不同的需要進入婚姻—
配偶幫做家事、經濟上的支持、作伴做好朋友。配偶幫做家事、經濟上的支持、作伴做好朋友。

一位年長單身的姊妹，

「幫 歲「幫我介紹對象、七十歲以下都可以，

生理上的機能衰退沒關係，

他住他房間、我住我房間、我們就作伴。」

她的心理上的需要跟期盼是這樣子，

這些在生活上來講都是需要事先有所了解。

7.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責任

單身 變成妻 變成 夫 角色從單身女孩變成妻子、男人變成丈夫的角色，

對角色的期盼跟責任，都要互相了解、協調

測驗：我認為丈夫、妻子扮演什麼角色？

一對照、不太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就拿出來談，

溝通、了解，對這個角色的期盼是什麼？

交友戀愛時，對我好好，很多事情都幫我做，交友戀愛時 對我好好 很多事情都幫我做

為什麼結婚之後我就要替他洗衣服？

婚前輔導有事先溝通，婚前輔導有事先溝通

角色期待就比較好一點、就不會那麼壓抑

她有她的理由 ─ 我哥哥、嫂就各自洗衣服…她有她的理由  我哥哥 嫂就各自洗衣服…
不同家庭背景認為很理所當然，男方可能不這樣認為

將來有小孩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帶、你帶將來有小孩又是另外 件事情：我帶 你帶…
每個人對角色的期盼也是滿不一樣的。

8. 姻親的相處之道 ─ 婆媳、妯娌、in Law 之間的相處，

也是 門學問 不太容易的 會影響我跟你的關係也是一門學問、不太容易的，會影響我跟你的關係，

結婚之前，了解他的家人嗎？

了解他跟家人互動的情況嗎？

一群年輕人發布消息：65歲以上、年輕時群年輕人發布消 歲以 年輕時

沒有拍過婚紗照的，做免費服務幫拍婚紗照…
一對阿公八十幾、阿媽差不多快八十，對阿公八十幾 阿媽差不多快八十

媽媽剛嫁過來的時候好辛苦，祖母都會打他，

我爸很捨不得，他們就在外面另組家庭。我爸很捨不得 他們就在外面另組家庭

以前的婆媳非常多的問題…
姻親的問題是很重要的，也需要去解決姻親的問題是很重要的 也需要去解決

愛屋及烏，愛他就要愛他的家人，

維持基本上的和諧、和睦，維持基本上的和諧 和睦，

夫妻的關係也會好。

9. 溝通之道 ─ 現代化生活缺少溝通的時間、

有學會溝 當然 產又沒有學會溝通，當然更產生問題，

夫妻之間的溝通不管遇到什麼問題，

拿出來談

統計研究，夫妻之間溝通模式的形成至少需要七年，

頭三年是適應期、慢慢了解他遇到問題會怎麼樣 —
躲到洞裡自己處理、還是希望別人來跟他談

10. 衝突的處理— 難免衝突，並不是表示世界末日，

衝突處理得好，會使兩人的關係更成長，衝 會 關 成長

經過衝突、化解之後，

兩個人更了解、關係也會更親密兩個人更了解 關係也會更親密

夫妻有吵架的十誡、建設性的吵架

衝突時考慮彼此的人格、彼此的特質，衝突時考慮彼此的人格 彼此的特質

在婚前我們需要去學習關於衝突的處理。



11. 家庭財務的處理 ─ 家裡的財務由誰來管理？

共 戶 多少 起 自 定共用、分開戶頭，用錢多少一起討論、自己決定

供養丈夫、妻子長輩每個月多少

兩份薪水的收入、一般開銷怎麼預算…
怎樣能夠有儲蓄、結餘、投資理財

都需要討論，越透明越好，千萬不要有私心。

有些人有私房錢，不是非常好的事情，有些人有私房錢 不是非常好的事情

有一個先生累積一些私房錢，

去買期貨沒有讓太太知道，後來賠了，去買期貨沒有讓太太知道 後來賠了

就去借高利貸，討債討到家裡來。

夫妻是一體的，不可能不受影響。夫妻是 體的 不可能不受影響

關於財務方面，最好是越透明越好 ─
我讓你知道我現在做什麼、還有多少錢、有那些債，我讓你知道我現在做什麼 還有多少錢 有那些債

將來兩個是綁在一起的，需要有美好的溝通。

12.婚姻中的性生活 — 親密的關係怎樣維繫、更新，

是夫妻關 會 響 關不是夫妻關係的全部，卻會影響到兩個人的關係

男女兩性的需要是不太一樣的，

唐崇榮牧師提到男女兩性結婚這件事上，

男性比較需要結婚、很需要人幫助他

女性結婚很好，沒結婚也可以過很好的生活

包括生育的計劃，包括生育的計劃

鼓勵要結婚就要生、要生就要養、要教育。

日本的死亡率超過生育率，人口越來越少，日本的死亡率超過生育率 人口越來越少

沒有人買房子、就沒有人建房子，

產業、經濟會被拖下去，連帶性的影響產業 經濟會被拖下去 連帶性的影響

人口結構會產生生活上很大的影響，

鼓勵大家可以的話多生一些，記得養、記得教育，鼓勵大家可以的話多生 些 記得養 記得教育

帶到神面前、有虔誠的後裔

13. 婚禮前後跟婚禮

很多人做婚前輔導覺得就是去討論婚禮很多人做婚前輔導覺得就是去討論婚禮，

婚禮是一天、婚姻是一輩子，

更需要討論是婚姻的情況 但是婚禮也不能不談更需要討論是婚姻的情況，但是婚禮也不能不談—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奢侈浪費、還是比較簡僕？

簡基督徒最好一切簡僕，應當有的、基本的有就可以了

浪費的錢將來還是生活要用的錢，何必一天用完？

婚禮的程序、邀請誰、節目單、進行的日期，

什麼時候完成什麼，都要坐下來好好談一談，什麼時候完成什麼，都要坐下來好好談 談，

不是拍了婚紗就可以結婚了，很多細節都要做

如果婚禮的計劃到一個地步如果婚禮的計劃到一個地步—
當天新郎、新娘什麼事都不必做，

那就是很成功了！那就是很成功了！

二、八課 ─ 一個月四次、一個禮拜一次，

我會用【盟誓之前】八課的內容我會用【盟誓之前】八課的內容…

1 問題在那裡？幫助我們認識婚姻的真相1. 問題在那裡？幫助我們認識婚姻的真相，

有點像破冰，去討論這一對結婚的男女

問題在那裡 原來他們有很多錯誤的期待問題在那裡，原來他們有很多錯誤的期待，

女性覺得婚後，一天到晚丈夫都會陪伴我

丈夫覺得婚後 妻子要伺候我 什麼都聽我的丈夫覺得婚後，妻子要伺候我、什麼都聽我的

2. 為何要結婚？包括

既然交往那麼多年，為何決定現在？既然交往那麼多年 為何決定現在？

為何跟這個人、而不是跟另一個人結婚？

這些都需要去探討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去探討的問題



3. 愛的真諦 ─ 分辨愛跟情慾之間的不同，

在情 當中 覺得這是愛可能在情慾當中、就覺得這是愛了。

從生理上的角度來看，

導進入戀愛時，內分泌、腦神經傳導

是會不一樣的，情緒比較高昂，

不會看到對方的缺點

等冷卻下來時，才發現廬山真面目、本相慢慢流露

其實他沒有改變，只是你自己沒有看清楚而已。

像南美洲嘉年華會，氣氛非常 HIGH，
發生很多婚前性行為，以為是愛了，

一段時間冷卻下來之後，

發現根本不是愛。

4. 男女有別 ─ 神創造男女是按照神的形象，是平等的，

但創造有次序上的不同 創造男人之後但創造有次序上的不同，創造男人之後，

讓他沉睡、取出他的肋骨來造女人，

沉睡讓他沒有痛苦，卻要犧牲、要流血

象徵、預表教會跟基督之間的關係，

耶穌基督為教會有犧牲、有流血、

才有愛

神創造男女時不一樣，

在家庭婚姻的功能、次序也不太一樣，在家庭婚姻的功能 次序也不太 樣

有些人不了解男女有別，在新婚階段就造成傷害，

把配偶看做同性別的來對待、來相處，就會產生問題，把配偶看做同性別的來對待 來相處 就會產生問題

結婚多年以後才講出來，對方說：我怎麼都不知道

婚前如果能夠做一些這樣的教導跟輔導，婚前如果能夠做 些這樣的教導跟輔導，

就可以預防很多這一類的傷害的發生

5. 溝通的秘訣，夫妻溝通上要知道什麼、要注意什麼？

6.如何做決定 ─ 大小事情在生活中需要做決定，

什麼樣的情況一起做決定、什麼樣的情況自己決定？

兩個人要有某些程度的共識

7.夫妻的性愛生活，談到夫妻親密的關係，

將婚的對象所處的文化背景帶給他的影響是什麼？

自己文化背景的影響又是什麼？

現在男女受好萊塢、浪漫式文化的影響，

男女兩性的觀念非常不一樣

8. 家庭祭壇和婚姻幸福的探討—
家庭常常在一起禱告、讀聖經、有家庭禮拜，家 常常在 起禱告 讀聖 有家 禮拜

一定是越來越成長、越來越蒙神的祝福，

家庭婚姻常常在一起禱告，家庭婚姻常常在 起禱告

就會一直在一起。

三、六課，時間更短，可以包括 ─

1.評估適婚的狀況：自我跟彼此的了解，為什麼合適結婚？

有沒有預備好、處理好，幫助自己了解彼此、對方

2. 強化雙方的關係、適應和溝通的藝術：

學習強化雙方面的關係，藉著適應、溝通，

使兩者的關係更適合進入未來的婚姻

3.討論有關婚姻的問題：開支、預算，工作、娛樂、算

時間的安排，在婚姻之後有更好的預備

4.促進家人的關係：姻親的關係、住在那裡促進家人的關係 姻親的關係 住在那裡

5. 性跟婚姻的問題：

懷孕的時間、生育計劃、性生活懷孕的時間 生育計劃 性生活

6. 婚禮跟蜜月：指導新婚的適應，

新婚雖然是喜事，可是滿大的壓力，新婚雖然是喜事 可是滿大的壓力

進入人生新的階段，需要有很大的調整



四、五課，可以包括下面這些方面…

1.結婚的動機、婚姻的期盼、

婚前輔導的目標是什麼？

2. 聖經的婚姻觀：聖經關於婚姻的教導

3.日常生活實際上的問題：

彼此的相異、相同，適應、協調、接納，

跟自己的父母、配偶的父母、朋友的相處

娛樂、假期、嗜好

住處、家具、預算，日常生活瑣碎的事情住處 家具 預算 常生 瑣碎的事情

對子女的態度、期盼、教育，要生多少小孩

4 愛跟性 了解什麼是愛 什麼是性4. 愛跟性：了解什麼是愛、什麼是性

5. 婚禮、法律程序、宴會、花費、

蜜月計劃 這些比較具體的蜜月計劃，這些比較具體的

五、四課，可以包括最基本的…
1 聖經婚姻觀 家庭祭壇 家事奉 奉獻1. 聖經婚姻觀：家庭祭壇、全家事奉、奉獻

2. 溝通的藝術：需要了解的基本的常識

3. 性與愛、男女有別

4. 財務管理，跟姻親的相處需要注意什麼

從以上，課程內容是滿有彈性的，主要依據這對將婚男女

各自不同的需要、實際的狀況來做設計和安排。實 來

過程中，參加講座、聽錄音、閱讀一些書，

然後一起討論也是很好的然後 起討論也是很好的

有些人連這樣的時間都抽不出來就要結婚，

非常可惜、也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非常可惜 也是很危險的 件事情

我自己做過很多的婚前輔導，事後都跟我表示

從婚前輔導得到很大的幫助和益處，從婚前輔導得到很大的幫助和益處

我鼓勵大家能夠這樣做。

婚前輔導的材料婚前輔導的材料

蒐集好書、好的錄音、錄影帶、測驗卷

鼓勵參加講座、營會，要帶領、幫助別人，鼓勵參加講座 營會 要帶領 幫助別人

我們自己去經驗、參加營會，比較更能夠了解怎麼做

讀這些書、看錄影帶以後討論，可以做一些作業，讀這些書 看錄影帶以後討論，可以做 些作業，

我有時會鼓勵將婚者回去自己教會，

採訪一對認為很理想的、令人羨慕的夫妻採訪 對認為很理想的、令人羨慕的夫妻…
回來時就帶回來討論

聚在一起的時間不是那麼多，做些作業也是有好處的聚在 起的時間不是那麼多，做些作業也是有好處的

教會有比較多的單身的、預備結婚的，

開這種營會當然也是很好的預備跟教育開這種營會當然也是很好的預備跟教育

所以是很有彈性的，盡量的、可以有創意的，

把這些相關的主題帶進去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