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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辅导的主题
时间的关系，怎样订不一样的课程，列了大概的内容…
一、十三课课程的主题：
十三课课程的主题：
1. 婚姻是什么？有人觉得 ─
 铁饭碗、逃避家庭压力、可以解决问题
铁饭碗 逃避家庭压力 可以解决问题
 圣经所教训的婚姻观又是什么？
2. 配偶的独特性和婚姻中的接纳：
 喜欢配偶的长处优点、必须同时接纳短处跟缺点
 别以为等到结了婚后才来改变他，
能不能改变自己、就知道能不能改变别人
将要结婚的男士邀请女朋友到住的地方参观 ─ 乱七八糟，
她想等结了婚我要治他、这样的男人需要我，
她想等结了婚我要治他、这样的男人需要我
结婚之后他先生弄乱、她就要去整理，几乎要放弃…

一、圣经教训中有关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原则
 建立基督化家庭婚姻、鼓励将婚者朝这目标
 这样的主题、探讨的方式，是目前教会非常需要的，
 现在很多婚姻家庭研究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
现在很多婚姻家庭研究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
而是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渐渐远离圣经
 圣经有很多跟婚姻家庭有关的宝藏，
圣经有很多跟婚姻家庭有关的宝藏
我们要去挖掘出来
二、一般婚姻与家庭中应该学习的内容
譬如：男女有别，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
三、这对夫妻或将要结婚的人，独特的问题、特殊的需要，
在婚前来处理 预备 装备 每对的情况都很不一样
在婚前来处理、预备、装备，每对的情况都很不
样…
怎么处理、有没有处理？都会影响未来的情况。

3. 爱是结婚的根基
 男女两性的爱、夫妻之间的爱、真正的爱是什么？
男女两性的爱 夫妻之间的爱 真 的爱是什么
 真正爱的源头是从神来的，
圣经就是神写给人爱的情书
 真爱跟情欲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4. 对婚姻的期盼是什么？先要了解、然后才进入婚姻。
 假设女性或男性欠了很多的债，将婚的对象很有钱，
或男
多 债，
对象 有钱，
期盼结婚之后他可以替我还债
 有些女性对白马王子有浪漫式的期盼，
有些女性对白马 子有浪漫式的期盼，
男性对新娘子也有公主的期盼，
以为结了婚就是王子跟公主
幸福快乐一辈子、一生一世
这种期盼都不是很合实际的，
在婚前都需要去调整，使他更合乎实际

5. 了解将婚者的目标，譬如：
 家庭计划 ─要生几个小孩
要生 个小孩
 两个人都工作，还是一个工作、一个在家
一起来先沟通，帮助彼此更了解
起来先沟通 帮助彼此更了解
6 配偶跟自己婚姻的需要、如何满足这些需要？
6.
配偶跟自己婚姻的需要 如何满足这些需要？
每个人各自带着不同的需要进入婚姻 —
配偶帮做家事 经济上的支持 作伴做好朋友
配偶帮做家事、经济上的支持、作伴做好朋友。
一位年长单身的姊妹，
「帮我介绍对象、七十岁以下都可以，
「帮我介绍对象
七十岁
都
生理上的机能衰退没关系，
他住他房间、我住我房间、我们就作伴。」
她的心理上的需要跟期盼是这样子，
这些在生活上来讲都是需要事先有所了解。

8. 姻亲的相处之道 ─ 婆媳、妯娌、in Law 之间的相处，
也是 门学问 不太容易的 会影响我跟你的关系
也是一门学问、不太容易的，会影响我跟你的关系，
结婚之前，了解他的家人吗？
了解他跟家人互动的情况吗？
解
家
情
一群年轻人发布消息：65 岁以上、年轻时
没有拍过婚纱照的，做免费服务帮拍婚纱照…
一对阿公八十几、阿妈差不多快八十，
对阿公八十几、阿妈差不多快八十，
妈妈刚嫁过来的时候好辛苦，祖母都会打他，
我爸很舍不得，他们就在外面另组家庭。
 以前的婆媳非常多的问题…
 姻亲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也需要去解决
爱屋及乌，爱他就要爱他的家人，
维持基本上的和谐 和睦
维持基本上的和谐、和睦，
夫妻的关系也会好。

7. 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责任
 从单身女孩变成妻子、男人变成丈夫的角色，
单身女孩变成妻子 男人变成丈夫的角色
对角色的期盼跟责任，都要互相了解、协调
 测验：我认为丈夫、妻子扮演什么角色？
测验 我认为丈夫 妻子扮演什么角色
一对照、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拿出来谈，
沟
沟通、了解，对这个角色的期盼是什么？
解
交友恋爱时，对我好好，很多事情都帮我做，
交
爱时，对我
，很多事情都帮我做，
为什么结婚之后我就要替他洗衣服？
 婚前辅导有事先沟通，
角色期待就比较好一点、就不会那么压抑
 她有她的理由 ─我哥哥、嫂就各自洗衣服…
我哥哥、嫂就各自洗衣服…
不同家庭背景认为很理所当然，男方可能不这样认为
将来有小孩又是另外 件事情：我带、你带…
将来有小孩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带、你带
每个人对角色的期盼也是满不一样的。

9. 沟通之道 ─ 现代化生活缺少沟通的时间、
又没有学会沟通，当然更产生问题，
没有学会沟通 当然更产生问题
 夫妻之间的沟通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拿出来谈
 统计研究，夫妻之间沟通模式的形成至少需要七年，
头三年是适应期、慢慢了解他遇到问题会怎么样 —
躲到洞里自己处理、还是希望别人来跟他谈
10. 冲突的处理 — 难免冲突，并不是表示世界末日，
冲突处理得好，会使两人的关系更成长，
 经过冲突、化解之后，
两 人 了解、关系
两个人更了解、关系也会更亲密
亲密
 夫妻有吵架的十诫、建设性的吵架
冲突时考虑彼 的 格、彼 的特质，
冲突时考虑彼此的人格、彼此的特质，
在婚前我们需要去学习关于冲突的处理。

11. 家庭财务的处理 ─ 家里的财务由谁来管理？
 共用、分开户头，用钱多少一起讨论、自己决定
共用 分开户头 用钱多少 起讨论 自己决定
 供养丈夫、妻子长辈每个月多少
 两份薪水的收入、一般开销怎么预算…
薪水 收
般
怎
算
 怎样能够有储蓄、结余、投资理财
都需要讨论，越透明越好，千万不要有私心。
透
私
有些人有私房钱，不是非常好的事情，
有
人有私房钱，不是非常好的 情，
有一个先生累积一些私房钱，
去买期货没有让太太知道，后来赔了，
就去借高利贷，讨债讨到家里来。
夫妻是 体的，不可能不受影响。
夫妻是一体的，不可能不受影响。
关于财务方面，最好是越透明越好 ─
我让你知道我现在做什么、还有多少钱、有那些债，
将来两个是绑在一起的，需要有美好的沟通。

13. 婚礼前后跟婚礼
很多人做婚前辅导觉得就是去讨论婚礼，
很多人做婚前辅导觉得就是去讨论婚礼
婚礼是一天、婚姻是一辈子，
更需要讨论是婚姻的情况 但是婚礼也不能不谈
更需要讨论是婚姻的情况，但是婚礼也不能不谈—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奢侈浪费、还是比较简仆？
 基督徒最好一切简仆，应当有的、基本的有就可以了
基督徒最
切简仆 应当有的 基本的有
浪费的钱将来还是生活要用的钱，何必一天用完？
婚礼的程序、邀请谁、节目单、进行的日期，
什么时候完成什么 都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什么时候完成什么，都要坐下来好好谈
谈，
 不是拍了婚纱就可以结婚了，很多细节都要做
 如果婚礼的计划到
如果婚礼的计划到一个地步
个地步 —
当天新郎、新娘什么事都不必做，
那就是很成功了！

12. 婚姻中的性生活 — 亲密的关系怎样维系、更新，
 不是夫妻关系的全部，却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
是夫妻关系的全部 却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
 男女两性的需要是不太一样的，
唐崇荣牧师提到男女两性结婚这件事上，
唐崇荣牧师提到男女两性结婚这件事上
 男性比较需要结婚、很需要人帮助他
 女性结婚很好，没结婚也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包括生育的计划，
鼓励要结婚就要生、要生就要养、要教育。
 日本的死亡率超过生育率，人口越来越少，
没有人买房子、就没有人建房子，
产业、经济会被拖下去，连带性的影响
 人口结构会产生生活上很大的影响，
鼓励大家可以的话多生 些，记得养、记得教育，
鼓励大家可以的话多生一些，记得养、记得教育，
带到神面前、有虔诚的后裔

二、八课 ─ 一个月四次、一个礼拜一次，
我会用【盟誓之前】八课的内容…
我会用【盟誓之前】八课的内容
1 问题在那里？帮助我们认识婚姻的真相，
1.
问题在那里？帮助我们认识婚姻的真相
有点像破冰，去讨论这一对结婚的男女
问题在那里 原来他们有很多错误的期待
问题在那里，原来他们有很多错误的期待，
 女性觉得婚后，一天到晚丈夫都会陪伴我
 丈夫觉得婚后，妻子要伺候我、什么都听我的
丈夫觉得婚后 妻子要伺候我 什么都听我的
2. 为何要结婚？包括
 既然交往那么多年，为何决定现在？
 为何跟这个人、而不是跟另一个人结婚？
这些都需要去探讨的问题

3. 爱的真谛 ─ 分辨爱跟情欲之间的不同，
可能在情欲当中、就觉得这是爱了。
能在情欲当中 就觉得这是爱了
从生理上的角度来看，
 进入恋爱时，内分泌、脑神经传导
进入恋爱时 内
神 传导
是会不一样的，情绪比较高昂，
不会看到对方的缺点
 等冷却下来时，才发现庐山真面目、本相慢慢流露
其实他没有改变，只是你自己没有看清楚而已。
像南美洲嘉年华会，气氛非常HIGH，
发生很多婚前性行为，以为是爱了，
一段时间冷却下来之后，
发现根本不是爱。

5. 沟通的秘诀，夫妻沟通上要知道什么、要注意什么？
6. 如何做决定 ─ 大小事情在生活中需要做决定，
大小事情在生活中需要做决定
什么样的情况一起做决定、什么样的情况自己决定？
两个人要有某些程度的共识
7. 夫妻的性爱生活，谈到夫妻亲密的关系，
 将婚的对象所处的文化背景带给他的影响是什么？
自己文化背景的影响又是什么？
 现在男女受好莱坞、浪漫式文化的影响，
男女两性的观念非常不一样
8. 家庭祭坛和婚姻幸福的探讨 —
常常
，
家庭常常在一起祷告、读圣经、有家庭礼拜，
一定是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蒙神的祝福，
家庭婚姻常常在 起祷告，
家庭婚姻常常在一起祷告，
就会一直在一起。

4. 男女有别 ─ 神创造男女是按照神的形象，是平等的，
但创造有次序上的不同 创造男人之后
但创造有次序上的不同，创造男人之后，
让他沉睡、取出他的肋骨来造女人，
 沉睡让他没有痛苦，却要牺牲、要流血
沉睡
有痛苦 却 牺牲
流血
 象征、预表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
耶稣基督为教会有牺牲、有流血、
才有爱
神创造男女时不一样，
在家庭婚姻的功能、次序也不太 样，
在家庭婚姻的功能、次序也不太一样，
有些人不了解男女有别，在新婚阶段就造成伤害，
 把配偶看做同性别的来对待、来相处，就会产生问题，
结婚多年以后才讲出来，对方说：我怎么都不知道
 婚前如果能够做
婚前如果能够做一些这样的教导跟辅导
些这样的教导跟辅导，
就可以预防很多这一类的伤害的发生

三、六课，时间更短，可以包括 ─
1. 评估适婚的状况：自我跟彼此的了解，为什么合适结婚？
有没有预备好、处理好，帮助自己了解彼此、对方
2. 强化双方的关系、适应和沟通的艺术：
学习强化双方面的关系，借着适应、沟通，
使两者的关系更适合进入未来的婚姻
3. 讨论有关婚姻的问题：开支、预算，工作、娱乐、
时间的安排，在婚姻之后有更好的预备
4. 促进家人的关系：姻亲的关系、住在那里
家人的关系
在那
5. 性跟婚姻的问题：
怀孕的时间、生育计划、性生活
6. 婚礼跟蜜月：指导新婚的适应，
新婚虽然是喜事，可是满大的压力，
进入人生新的阶段，需要有很大的调整

四、五课，可以包括下面这些方面…
1. 结婚的动机、婚姻的期盼、
婚前辅导的目标是什么？
2. 圣经的婚姻观：圣经关于婚姻的教导
3. 日常生活实际上的问题：
彼此的相异、相同，适应、协调、接纳，
 跟自己的父母、配偶的父母、朋友的相处
 娱乐、假期、嗜好
 住处、家具、预算，日常生活琐碎的事情
算， 常
琐碎 事情
 对子女的态度、期盼、教育，要生多少小孩
4. 爱跟性：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性
4
爱跟性 了解什么是爱 什么是性
5. 婚礼、法律程序、宴会、花费、
蜜月计划 这些比较具体的
蜜月计划，这些比较具体的

婚前辅导的材料
搜集好书、好的录音、录影带、测验卷
 鼓励参加讲座、营会，要带领、帮助别人，
我们自己去经验、参加营会，比较更能够了解怎么做
 读这些书、看录影带以后讨论，可以做
读这些书 看录影带以后讨论 可以做一些作业
些作业，
我有时会鼓励将婚者回去自己教会，
采访一对认为很理想的
采访
对认为很理想的、令人羡慕的夫妻…
令人羡慕的夫妻
回来时就带回来讨论
聚在一起的时间不是那么多
聚在
起的时间不是那么多，做些作业也是有好处的
做些作业也是有好处的
 教会有比较多的单身的、预备结婚的，
开这种营会当然也是很好的预备跟教育


所以是很有弹性的，尽量的、可以有创意的，
把这些相关的主题带进去就可以了。

五、四课，可以包括最基本的…
1 圣经婚姻观：家庭祭坛、全家事奉、奉献
1.
圣经婚姻观 家庭祭坛 全家事奉 奉献
2. 沟通的艺术：需要了解的基本的常识
3. 性与爱、男女有别
性与爱 男女有别
4. 财务管理，跟姻亲的相处需要注意什么
从以上，课程内容是满有弹性的，主要依据这对将婚男女
各自不同的需要、实际的状况来做设计和安排。
 过程中，参加讲座、听录音、阅读一些书，
然后一起讨论也是很好的
 有些人连这样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就要结婚，
非常可惜、 是很危险的 件事情
非常可惜、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做过很多的婚前辅导，事后都跟我表示
从婚前辅导得到很大的帮助和益处，
我鼓励大家能够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