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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本身是单身也是可以的，但需要借助
有经验的基督化夫妻 搭
有经验的基督化夫妻配搭，一起来辅导
起来辅导 ─
我曾帮助过一个单身的姊妹、独立牧会，遇到要做婚前辅导，
我就鼓励她 就把我这些东西现买现卖
我就鼓励她：就把我这些东西现买现卖，
 两性关系要做深入教导时，就请另外一对
长执同工、或者是夫妻来讲，
藉这机会培养另一对同工成为婚前辅导的 TEAM
 跟我保持密切的连系，教课前跟我打电话要怎么教，
教完之后再跟我讨论，然后再教下一课，
做过一次之后就能做第二、第三次了
单身的人也能做婚前辅导者，
 借助其他基督化婚姻家庭的支援、帮助
 你有理论上的训练、配合他们的经验，
你有理论上的训练 配合他们的经验
一起来做，就可以了

一、婚前辅导者的条件：可以是牧师、师母、
传道人、执事、长老、同工、小组长，
本身具备那些条件？
1. 正确的圣经婚姻观
2. 认识婚姻家庭的生活、两性关系相关的知识
接受过婚前辅导的训练 学 、 学、教 、讲座 训 ，
3. 接受过婚前辅导的训练：学院、大学、教会、讲座的训练，
正在听这个课就是在接受训练
0、30 几岁，
4. 喜欢接近年轻人：将婚者多是 20、30
婚前辅导者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
5. 具备带领小组讨论的领导能力：
有时是两个人一对、有时是两对四人，
至少是三个人、就算 个小组了，
至少是三个人、就算一个小组了，
在讨论当中怎么样有互动、有讨论，带来最大的益处

二、辅导者的态度
1. 关怀热忱的态度：有同情、热情、同理、关怀、
热忱，愿意去参与，很在乎别人将来会怎么样
2. 参与的态度：跟将婚的男女互动时，要让人家感觉到
你很乐意参与，不只是一个旁观者、在那边冷眼旁观
3. 要坦诚：有时可以把自我敞开、自我的经验做分享，
过程要小心谨慎，不要变成把重点是在讲自己
4. 弹性的态度：
 时间有弹性，被辅导者的时间我们尽量配合
 被辅导者的人生观、价值观跟辅导者不一样，
也能够帮助他们 不是一定要跟我们完全一样
也能够帮助他们，不是
定要跟我们完全 样
 也许你满年轻的，要去辅导一对比较年长的人
 假设你不赞成国际婚姻，有人有国际婚姻的需求，
假设你不赞成国际婚姻 有人有国际婚姻的需求
也可以按照原则来帮助他们、怎么样过得更好

5. 对被辅导者要有尊重的态度：
他们寻求辅导 帮助 并 表示是软弱的
他们寻求辅导、帮助，并不表示是软弱的，
对他们有所尊重、他们也是神所爱的
6. 保密的态度：这是一个伦理的问题，
教会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小小的世界，
如果言语上不够谨慎、不够保密，就会失去信任，
在教会里面很快就会传开来，
他们也不敢把内心比较有深度的东西来跟你讨论
 保密也有限制，有些事情不能够保密的，譬如：
保密
，
，
违背法律的事情、有致命的传染疾病、
伤害别 、伤害自 ，是不能够保密的
伤害别人、伤害自己，是不能够保密的
被辅导的对象可以决定他要讲多、讲少，
我们就尽量帮助他们
彼此有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了解


四、婚前辅导中，问问题让被辅导者回答，以至能够 ─
 把所要教导的东西教导出去
 让被辅导的人在回答时，可以想一想、
然后讨论，在讨论中得到一些学习
在
中得到
学
1. 婚姻观的问题…
 配偶互相帮助是指那些方面？
 列出六项行为以达成「夫妻结为一体」的目标？
 周末我们要先一起讨论有共识、才去做
 当我跟你的家人有冲突时，你站在我这边
当我跟你的家 有冲突时，
在我
跟我一起面对，不会站在他家人那一边
 关于财务，你赚的是你的、他赚的是他的，
各用自己赚的，很明显就不是一体
 结婚跟单身有什么不同？
结婚会失去一些自由、有人管你，但会有人陪伴

三、婚前辅导实施的方式
1. 个别辅导：一个人来帮助这两个人
2. 团体辅导：四到六对的小团体或小组，
大家可能有共同类似的问题，
 这个人有经验，另一人从当中得到益处、帮助
 这问题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他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他们这样处理、我们也可以学习
题式短讲
来
某个
3. 主题式短讲：一起来讨论某个主题
4. 回馈讨论：根据演讲、讲授主题，讨论、彼此回馈
配对练习 实际操练讲过的原则
5. 配对练习：实际操练讲过的原则
6. 集体分享：讨论完之后，回来再分享，
同质性在 起的团体，比较能够沟通、激发彼此的兴趣
同质性在一起的团体，比较能够沟通、激发彼此的兴趣
7. 课外作业：阅读、听 CD、看录影带、参加讲座、采访

2. 接纳：你和未婚妻或未婚夫有什么相同或相异的地方？
对你们的婚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你们的婚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可能一个很有弹性、很多元，
一个比较一板一眼、什么都要有计划，
个 较
都 有计划
将来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怎么处理？
3. 关于爱方面的，请翻阅下列经文、默想、分享心得：
箴十七17
太六24
太廿二3739
路六27 35
路六27-35
路十25-37
约三16
约十三34

罗十三8-10
罗十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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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壹三16 18
约壹三16、18

4. 期盼：列出你对婚姻的期盼，另一栏猜想另一半的期盼？
拿出来比对
拿出来比对，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可以比较、讨论…
能有很多
样的
比较 讨论

5. 需要︰未婚妻或未婚夫会有什么需要？你如何帮助他？

流产，你会怎样反应？配偶可能会有什么反应？

那些一个人做决定就好…
 结婚之后住在那里？买比较大型的家具
 室内设计，两个人的品味不一样，怎么做决定？



幼儿死亡，如果这种事发生会怎么样？
 家庭财务严重危机，
 先生所经营的公司关门大吉
 自己或是配偶被公司革职，有人埋怨，
有人支持、帮助，在那时候配偶最需要你
 自己或配偶重病
 卷入法律诉讼案件可能失去财产
 儿女不成器
 计划之外意外怀孕，就像我儿子本来计划第三胎，
结果第三胎是三胞胎，他们就接纳，
可是生活就产生很大的改变…


8. 沟通：假设婚后你正在看很喜欢的电视节目，
配偶 直在问你问题 你会怎么反应
配偶一直在问你问题，你会怎么反应？
 叫他走开
 把电视稍微关小声一点、注意听他，
电
关 声 点
意
一段时间再跟他讲，以后…
9. 蜜月：有人很期盼去夏威夷，另一个人根本不想去，
或期盼住一个地方、休息两三天，另一个要去好多地方，
就很不一样，这些都要先谈
10. 性：夫妻之间的性生活知道多少？有什么看法？
性 夫妻之间的性生活知道多少 有什么看法
 自己了解父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帮助了解你的配偶，他们可能得到那些观念？
可能父母亲彼此是很冷漠的，
他将来在跟配偶相处时，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6. 做决定：家中那些事务应该夫妻商量、讨论，再做决定？

7. 姻亲：在自己的家庭中，有什么和未婚夫、
未婚妻的家庭是不 样的
未婚妻的家庭是不一样的？观察他的家庭、
察
家 、
他们的互动，跟你们家的有什么不一样？
有 对夫妻，丈夫没有结婚前，
有一对夫妻，丈夫没有结婚前，
 父母亲是吵吵闹闹的、他自己信主，
女朋友家是基督徒、非常和谐，他就很羡慕
 但是一起生活之后，就发现处理问题的模式
有受到原生家庭的某些影响
这些情况如果事先都能有一些了解，可能是更好的

问问题的时候，注意使用开放式的问题 ─
 就是要用更多的话来解释的问题
 不能用 YES、NO 来回答的问题
刚才我问的那些问题都是 放式的问题
刚才我问的那些问题都是开放式的问题…
 婚姻观，我说「配偶互助是指那些方面？」
 我不会说「你是不是认为婚姻
一定会带给你非常的美满幸福？」
他就是 YES 或 NO，这是封闭式的问题，
如果要问开放式的问题，你可以转变成
「你认为婚姻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
那是开放式的问题，什么样的 WHAT
了解开放式的问题、封闭式的问题之间的不同，
问的时候 为了搜集更多的资料
问的时候，为了搜集更多的资料，
尽量问开放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