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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教会和平堂 1989 ─婚姻交友研习营、专题讲座
婚姻交友研习营、专题讲座
台北灵粮堂关怀中心(家庭事工部)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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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爱 作坊」年为单
全年九 婚前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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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辅导

1. 团体班 ─ 五对夫妻、十单元，最后一次一对一个别辅导
请按

开始播放

台北林森南路礼拜堂 1975 ─ 婚前教育讲座十单元，
六次个别约谈，辅导协谈部，受过训练的弟兄姊妹提供辅导
弟
台北信义会真理堂 ─ 婚前辅导课程十单元、婚后辅导，
婚后每个月聚一次、几次之后二个月一次、一季一次…
台中建德浸信会 1988 ─ 婚前辅导课程十三单元
中国学园传道会 1993 ─ 家庭婚姻研习班十一单元，
李长安牧师 冯志梅师母
李长安牧师、冯志梅师母
现代人成长中心牵手协会 ─「夫妻沟通研习会」基本课程，
「美国美满家庭协会 ACME」教材为基本架构


经验式的学习方式 ─ 带领夫妻自身经验、抛出婚姻观念

宇宙光辅导中心 1996 ─「真爱三部曲－
「真爱 部曲
社青男女交友、恋爱、婚姻的预备」六单元
台南神学院陈宗仁牧师 ─ 面谈，四次八小时，六个主题

2 婚前沟通研习营 ─两天一夜
2.
两天 夜
3. 婚前辅导事工研习

国外婚前辅导训练专案
Bader, Microys, Willett. Conway 以发展系统为基础的训练方案
内容：沟通 家庭影响力 财务的分配与管理 性生活
内容：沟通、家庭影响力、财务的分配与管理、性生活、
冲突的解决，角色的期待、建立更好的关系
进行方式︰婚前五次 婚后三次 每次 2-3
进行方式︰婚前五次、婚后三次，每次
2 3 小时，小团体方式
小时 小团体方式
成效︰冲突降低，更愿意寻求专业人仕及同侪的协助
CCP The couple Communication Program 夫妻沟通技巧
内容：以系统为基础，自我察觉及沟通技巧的训练，
12 小时
成效︰促进两人亲密关系及积极的互动，
短期间沟通品质提高，表达上积极且正面性提高
夫妻在一起都讲负面的话，变成恶性循环，
多讲正面的话、多观察对方的优点，正面循环慢慢产生。

Premarital Relationship Enhancement And Prevention

Relationship Enhancement 关系的提升
性质 人文主义模仿式的训练方案
性质：人文主义模仿式的训练方案

婚前关系提升、问题的预防

内容：教导自我坦露同理心，必须要坦诚、注意到对方的感觉

性质：认知行为技巧的训练方案，
改变认知，以至于情绪、人际关系改变
内容：未来问题的警兆、性别差异、安全感、

进行方式
进行方式︰14
– 24 小时
成效︰夫妻间的同理心提高、冲突解决的能力提高、

沟通：说、听的技巧，问题解决、

沟
沟通方式较为正面积极、夫妻满意度提高、
式较为
极 夫妻满意度 高

处理冲突的技巧、处理显明事件的能力、

归属感增加、能表达自己的感受

核心信念系统和期待，饶恕、承诺委身的教导，
促进生活乐趣、友谊及感官上的分享
进行方式︰12 – 24 小时，

Premarital Assessment Program 婚前的评估
性质： 对 访谈
性质：一对一访谈
内容：约会历史、二人对彼此的期待、家庭中的角色、

小型演讲、分组讨论，晚上及周末或一整天的工作坊，
为期十周、长期追踪

财务管理、沟通、价值、性欲、婚后追踪
进行方式︰婚前六次，婚后一次，共十四小时

成效︰彼此支持正向影响、离婚比率降低

成效 彼此更加认识、澄清对自己及彼此关系的期待、
成效︰彼此更加认识、澄清对自己及彼此关系的期待、
获得良好的互动关系

学术研究所推荐的婚前辅导主题
1. 婚姻是一个承诺与委身

10. 休闲与娱乐的爱好

2. 原生家庭及个人背景
原生家庭 个人背景

教育
作
11. 教育、工作

3. 伴侣的个性及人格特质，
如适应能力，幽默感
4. 沟通技巧
5. 婚姻中的角色
6 夫妇互动模式
6.

与生涯的目标与期待
12. 性关系与爱情资讯
13. 生儿育女与亲职教育，
预备怎样当父母亲
14 宗教或灵性的
14.

7. 冲突解决技巧

价值观及期待

8 作决定的技巧
8.

15 察觉关系中的强度，
15.
察觉关系中的强度

9. 财务资源管理技巧

有甚么优点、很强的地方
16. 婚礼的计划

国内婚前辅导图书内容
【婚前查经课程】
1 婚姻的开始
1.
2. 爱是什么？
3 预备结婚
3.
4. 接受自己及他人
5. 沟通
6. 体贴
7. 男与女－互补的两性
8. 配偶关系
9. 亲子关系
10. 训练成长中的儿童
11. 家庭的气氛
12. 金钱的管理方式

【婚约之前】
1 燃亮爱火
1.
2. 合神心意的婚姻
3 异族婚姻
3.
4. 婚姻里的沟通
5. 价值观和优先次序
6. 管家职分、财政管理
7. 孝道 ─照顾公婆、父母
8. 怎样与姻亲相处
9. 建立基督化家庭
10. 性生活和家庭计画
11. 筹备婚礼
12. 爱火绵延

【盟誓之前】八课，有很多圣经的教训
1. 问题在那里，其中有一项 ─
男人以自我为中心，
婚姻都是为了满足我、…，看不到对方
 女人对婚姻有很大的期盼，我就是要
倚靠他、…，男人有被窒息的感觉
2. 为何要结婚
3. 爱的真谛 ─ 爱跟情欲的区别
看成 样
，
4. 男女之别 ─ 把对方看成一样性别，
这样要求是永远是达不到的
5. 沟通的秘诀
6. 如何做决定
7. 夫妻的性与爱
8. 家庭祭坛与婚姻幸福 ─ 也能跟神有很好的关系


【婚前辅导】

【天长地久】

1. 婚姻的定义
1
2. 婚姻的期望
3 性
3.
4. 子女、姻亲
5. 生活适应、预算

1. 绪论
1
2. 圣经的婚姻观
 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
 丈夫是妻子的头，
要爱妻子，如基督是教会的头
 做妻子的当顺从丈夫，如同顺服主
3. 浪漫的爱情有陷阱
4 择偶的认知
4.
5. 合上帝心意的恋爱与约会
6. 学会沟通
7. 寻求上帝的旨意
8. 建立美好的姻亲家族关系
9. 父母坦诚交谈
10. 筹备婚礼及喜宴

【执子之手】
1. 婚姻的信念
2. 医治昔日的创伤
3. 建立健康的自我
培育情感能力
4. 二人共舞－
回顾历史和解决冲突
5. 培养婚姻的乐趣，
即早预防危机
6. 众里寻他千百度

【婚前预备】
单元一：婚姻的原则
单元
1. 首要原则
2 父母的同意
2.
3. 爱的考验
4. 结婚是成年人的事
单元二：基督徒婚姻
5. 婚姻之始
6 十全十美
6.
7. 正常或不正常
8 二人互相为伴侣
8.
9. 没终点的三角关系 ─

耶稣基督、丈夫、妻子
10. 生命的联合
11. 上帝在你们婚姻中
所设定的目标
12. 谁是头？

13. 最有价值的牺牲
13
14. 人生最大的挑战
15. 作为丈夫的贤内助
16. 引起争论的题目－顺服
17.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业
单元三：结婚之前的准备
18. 由挫折到满足
19 对箴言的默想
19.
20. 做一优秀的妻子
21. 家庭快乐的秘诀
22. 婚礼及婚礼之后
23. 定下你们的目标
24. 成为一体
25. 家庭计画
26 结婚三部曲
26.
27. 计画你们的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