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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导圣经教训中有关婚姻家庭生活的原则 —
在教会里面做婚前辅导 需要指导将婚者
在教会里面做婚前辅导，需要指导将婚者
圣经当中有关婚姻家庭的一些原则…
1. 圣经的婚姻观
每个人有自己的婚姻观 — 觉得婚姻生活可能是什么？
 两个人在一起住、在一起吃，比较省钱
 彼此满足生理上的需要
 两个人彼此做伴，一个有困难跌倒，
另外 个可以扶起他来
另外一个可以扶起他来
 合则来、不合就算了，各走各的
婚前辅导就是教导圣经到底讲婚姻是什么 —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白首偕老，
是 个约定 是 个约
是一个约定、是一个约。

将婚的男女要进入婚姻时，可能有自己的目标 —
买一个房子
买
个房子、生两个小孩、事业上成为伙伴，
生两个小孩 事业上成为伙伴
我进修博士时你支持我、将来我支持你…
有各自不同的目标。
有各自不同的目标
婚前辅导就是帮助将婚男女把目标列出来，
然后来讨论 探讨
然后来讨论、探讨。
婚前辅导的本身有自己的目标 — 帮助将婚男女
 建立基督化的婚姻家庭生活，
将来过讨主喜悦、荣耀神的生活方式
 对神的国有益处、有对彼此有益处，
 成为蒙神祝福的婚姻家庭
成为蒙神
家
 成为别人的祝福

2. 圣经的家庭理财或是管家的职份 —
 贫贱夫妻百事哀，经济上出了问题、就会很多问题
贫贱夫妻 事哀 经济上出了问题 就会很多问题
 夫妻有共同的理财观念、合乎圣经的价值观，
就比较容易 起管理 个人的财务
就比较容易一起管理两个人的财务
譬如：一个愿意什一奉献、另外一个不要，
一个用钱大方、一个小心谨慎，
这些都要去协调。
结婚之后要用多少钱、必须要让对方知道？
写下来一对差好多，要他们想一想、谈一谈…
有各自不同的理由、看法，从来没有谈过
 会有共同的户头、各自有各自的户头…？
有共同的户头、各自有各自的户头
 要供养父母亲，要拿多少给父母亲？


都是非常实际、在婚前辅导可以带出来，
都是非常实际
在婚前辅导可以带出来
圣经的观念实际应用进去。

3. 两性之间的原则需要掌握、了解，男女两性 —
在神面前是绝对的平等 同样有价值
在神面前是绝对的平等，同样有价值、
都是上帝所爱、在神面前一样重要。
4. 冲突的处理 — 讲话沟通
 箴言就讲到很多关于怎样讲话
 雅各书舌头是百体里最小的，
却能对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
 需要有恩典、需要饶恕
5. 做决定
做决定也需要有圣经的教训 —
要不要搬家、要买房子还是租房子、
要不要跟长辈同住、还是自
要不要跟长辈同住、还是自己出来住…
来住
这些做决定都需要回到圣经，
才能够做出合乎圣经的决定。
婚姻家庭生活圣经有讲到的，都需要在这时来做一些教导。

3. 错误的结婚动机
 为了同情对方而结婚，同情并不等于爱情
方
 逃避原生家庭，在原生家庭承受很大的压力，
想只要结婚就不必待在这个家了
 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很无聊，想要结婚
 一气之下的结婚，失恋、被对方伤害，想要报复、扯平，
被丢弃了，不要被认为是没人要的，赶快另外找一个结婚
 父母、亲人朋友给的压力，认为年纪大了
怎么还不结婚，随便找一个就结婚了
 只是为了性方面的需要而结婚，性是人类
自然的需要，只为了这需要而结婚，
有一天不能满足彼此时，就失去了婚姻的动力
 为了解除怀孕的困扰而结婚，有一天发现
不能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就更多问题

二、评估男女双方的适婚度，取材自叶高芳牧师
1. 是不是合乎圣经 / 合乎法律 —
是不是淫乱罪、婚外情、
过去的婚姻没有解决就进入新的婚姻、
在不同国家重复结婚变成重婚罪…
2. 健康合适的婚姻情况 —
有些人有生理上的缺陷，不是表示不能结婚，
 双方必须了解对方健康状况，不要有任何隐瞒
健康状况
隐瞒
 任何隐瞒被发现，都会变成彼此的不信任
譬如 有些疾病会传染 下 代 、
譬如：有些疾病会传染给下一代的、
已经医生宣告不能生小孩，
 必须要让将来的配偶知道
 可以造成彼此的了解跟信任

4. 正确的结婚动机 —
应该是理智、情感的平衡，有责任感，
而且有说「不」的自由，
 当发现不合适结婚，可以说不、或暂停
 对方要求我做一些事情，
觉得不妥善、不合适，可以有说不的自由
在这种关系当中去考虑结婚
才是正确的、理性的，
而且是情感、有责任的平衡 —
结婚之后，要知道是进入一个
一生一世终生的关系，
 里面需要有责任感
 有说不的自由、不被勉强的自由

5. 对爱和情欲有所了解和分辨 —
 情欲比较以自我满足为中心，比较是肉体上的，
情欲
自我满
体
比较随性的，不一定有意志的决定，
只是情感上、情绪上的需求，比较会改变
 爱是考虑到对方的满足，比较是全人的关怀，
包括生理、心理灵命各方面的关怀，
是负有责任的— 有意志的决定，
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是立约、有委身的

7. 对于差异性的适应 —
并 是两个人要完全 样才能结婚
并不是两个人要完全一样才能结婚，
但是要了解那个差异、而且适应那个差异。

6 对婚姻与配偶的期盼，每一个人不同，
对婚姻与配偶的期盼 每 个人不同
6.
 婚前能够了解、事后就不会产生后悔的情况
 婚前看清楚，婚后就是要接纳、包容、守约
婚前看清楚 婚后就是要接纳 包容 守约
对婚姻、对配偶的期盼，在婚前辅导
就可以去做评估 而不是以后才产生问题
就可以去做评估，而不是以后才产生问题。

10. 人生的目标是不是合适 —

11.【交友与婚姻】真爱的考验…
 分享：在一起时，
分享 在 起时
愿意分享内心深处的感受、感觉
 力量、权力：我都要听他的、
力量 权力 我都
他都不听我的，还是互相尊重
 尊重：约会时我都要尊重他、他都不尊重我，
尊
我尊重他跟他的家人、他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家人





习惯：他是不是有些习惯你没办法忍受，

经过了解之后还能接受彼此的习惯
了
 争吵：都没有争吵、不保证将来幸福美满，
 有时争吵反
有时争吵反而是表达自己的磨合过程，
是表达自 的磨合过程，
经过争吵后、反而更能了解对方
 有没有争吵过、怎么处理、怎么落幕，
用什么方式来处理争吵

8. 性格上或是灵命上的成熟度 — 每个人不一样，
跟年纪不一定成正比，是心理上的年龄。
9. 信仰跟灵命的光景 — 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
信跟不信的是要非常小心谨慎…
信跟不信的是要非常小心谨慎
生活上需要更多、更长的时间去了解跟适应。
假设男方以荣神益人、事奉神为目标，
女方是追求我自己的成就为目标，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婚姻当中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困难。

时间：在一起的时间够久吗？
跟异性朋友在 起没有经过春夏秋冬
跟异性朋友在一起没有经过春夏秋冬，
怎么能保证婚姻会经过春夏秋冬？
 有人很短时间认识、马上就结婚，
有人很短时间认识 马上就结婚
然后马上就离婚，就是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网路认识的人，也许谈了两三年，见面的时间很少，
不是真正的有在一起，相处的时间的考验


别离：有没有分别过一段时间、还是想要在一起，
有时 对恋人在 起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有时一对恋人在一起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在学校的时候好得不得了，
一去当兵服兵役，他改变、她也改变，
去当兵服兵役 他改变 她也改变
环境改变、周围一起玩的同伴不在了，
观念 气氛就改变了 都有可能
观念、气氛就改变了，都有可能





施予 — 给跟接受的考验，
每一次出去都是他付费、还是都我付费
他都没给，给跟接受要经过考验
成长 — 心灵、性格、人格、灵命成长的考验，
遇到困难问题时，会好好的去解决、面对跟处理，
还是用逃避的方法，都看出来是不是成熟的人



性 — 是不是在交往时能够保持忠贞、守身如玉，
是不是在交往时能够保持忠贞 守身如玉
还是没有办法胜过情欲、发生婚前的性关系，
如果在婚前有这样的性关系 结婚之后怎么能把握
如果在婚前有这样的性关系，结婚之后怎么能把握
他跟另外一个异性在一起，不会有婚外的性关系
这是叶高芳牧师所提出来「真爱的考验」，
在婚前辅导都可以去探索。

5. 对金钱的计划 — 管理、储蓄、债务、观念
6. 对居住的看法 — 一对夫妻已经快要结婚了，
我问女方：将来要住那里？她说：当然盼望
我们自己住，可是未婚夫一定要跟他的爸妈住。
有没有沟通过？女方说：我那敢讲，一讲他就不要我了！
都快要结婚，这样勉强住进去，不会出问题吗？
居住的问题，到底住那里…
这些都要先谈清楚
7 对双方亲友的适应 — 将来难免跟亲友有来往
7.
8. 信仰 — 牵涉到价值观
9. 帮助双方建立互相适应的愿望和动机 —
能有改变自己的心愿，去协调、去适应、去接纳
 有这样的愿望，适应得更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三、探讨及强化未婚男女的关系，
了解未婚男女 前的情况 强化他们的关系
了解未婚男女目前的情况、强化他们的关系。
1. 明白个人的生活习惯 — 每个人不同，
譬如：饮食方面、生活起居…
将来一起生活应该怎么处理、怎么解决
2. 了解、观察对方的职业 — 到彼此工作场合看一看，
结婚之后这样 个人、在这样的工作，
结婚之后这样一个人
在这样的工作
我是不是能够适应、能够接纳？
3. 明白彼此的娱乐、消谴的习惯、嗜好
娱乐 消谴
嗜好
4. 双方对性的态度，夫妻最亲密的关系就是性，
观察到父母亲的性关系，看法是怎样？
 看到某些艺人的性关系，看法是怎样？
，
样
多点沟通、多点了解


四、提供婚姻生活的指导，在「婚前辅导内容」详细谈…
1. 夫妻的性生活 — 单身可能没有性的经验
2. 家庭计划 — 要生多少小孩，要讨论
3. 经济预算、管家职份 — 各自户头、共同户头？
4. 职业与家庭生活 —
 两个人都有工作，会不会影响家庭生活？
 谁的工作是主要、谁是协助或帮助性的？
 假设要上夜班，生活怎么处理、怎么协调？
5. 姻亲
姻亲跟朋友的关系
朋友
—什
什么样的人、价值观怎样？
样
价
样
06. 有效的沟通技巧跟艺术
07. 男女有别 — 不同的性别、差异
08. 婚礼的意义、安排，法律程序、费用，宴客
09. 蜜月期 — 应注意的事情，甜蜜、但是敏感
10. 冲突、压力 — 怎么样去化解，或达成共识

五、基督化家庭的实施 — 教导
家庭
家庭礼拜、灵修、全家事奉、奉献、教育子女，
灵修 全家事奉 奉
教育
怎样做一个有效的基督徒父母来教育子女。
六、为婚后的辅导来铺路 —
 有些弟兄姊妹遇到婚姻问题，
不敢马上找牧师...
奉
，
特别是已经在教会事奉的人就更不敢找，
如果有婚前辅导做基础，就比较敢来找，
就不会等到问题大到不能处理的时候
 盼望刚结婚或是将要结婚的人，
能够进入教会的伉俪、夫妻团契
 教会一年办一次夫妻成长营，
回锅 次又 次，
回锅一次又一次，
听过的东西再听、又再被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