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化婚前基督化婚前教育教育基督化婚前基督化婚前教育教育 第十八课第十八课……

婚姻家庭人际关系婚姻家庭人际关系((下下))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三代同堂之间的关系三代同堂之间的关系
老年人跟自己的儿女、孙子女，

至少三代、甚至四代住在一起。少 代、甚 代 在 起。

一、代与代间主要矛盾产生的内涵、原因…
1. 依赖、自主的关系：是一个两难的情况，1. 依赖、自主的关系：是 个两难的情况，

父母亲、成年子女互相依赖、又互相自立，

 父母亲年纪慢慢大以后， 父母亲年纪慢慢大以后，

要依靠、依赖年轻子女的照顾

 年轻的子女有时因为现实的经济情况 年轻的子女有时因为现实的经济情况，

需要依赖长辈的房子

这种又是依赖 又是自立的关系这种又是依赖、又是自立的关系，

 彼此之间又能有支持、又能有关怀

 也盼望能够有独立 自由 也盼望能够有独立、自由

就是一个矛盾冲突的情况

2. 互动规范的冲突：代跟代之间规范的影响力，

方面盼望彼此有 个好的关系 一方面盼望彼此有一个好的关系

 一方面也能够去遵守这个规范

华人社会文化中比较重要的是孝道 责华人社会文化中比较重要的是孝道的责任、

协助其他代间的成员承诺、对亲属的义务，

境 都显示在社会情境下，应该如何做、如何想

 如果家庭中间代对长辈不孝顺，

其他家人都会起来讲话的

3. 家庭中某一种连结存在，譬如住在一起、住的很近…
非常频繁时，也容易产生负面的关系，

没有太多连结，不会有希望、自然不会失望

连结在一起时，就容易有希望、也容易有失望

依赖或自主、互动规范的冲突、连结跟矛盾，依赖或自主、互动规范的冲突、连结跟矛盾，

三代同堂要特别注意的现象。

二、要付出爱心
 代跟代之间有爱心，事情就比较好办

 没有爱心，就会斤斤计较

1. 爱，在 林前十三 已经讲很多

2 谨慎言语：舌头都难免被牙齿咬到2. 谨慎言语：舌头都难免被牙齿咬到，

在复杂的三代同堂当中，当然讲话要非常小心

了解长辈的感觉跟心态3. 了解长辈的感觉跟心态：

看一些老人学的书、上老人学的课程，

会更了解长辈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 ─
年长的人因为身体的变化、年岁的增加，

 觉得自己没有用、没有贡献

 没有安全感，想要抓住年轻一代

了解他们的心态，跟他们相处就更容易一些



三、理性的决定

1. 逐步了解照顾老年人的感觉：

是心甘情愿、还是被迫的，这些感觉非常重要

2. 逐渐了解你的家庭、和父母的关系：

家人有疾病时怎么处理？家人有疾病时怎么处理？

有愤怒或者其他的感觉，怎么处理？

3. 了解自己个人的情况：

全家人都住在一起，

会有足够的隐私、隐私被尊重吗？

需要做任何的改建吗？譬如

父母亲要有轮椅进出的斜坡、厕所加上扶手？

如果要的话，经济收入、金钱足够做这些开支吗？果要 ， 济 钱 够 开

都是实际的问题

4. 了解社会的资源：

现在高龄化的社会 长辈活的越来越久 真的 知道现在高龄化的社会，长辈活的越来越久，真的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离开世界，也许活得比你更久，

提醒教会要注意老人事提醒教会要注意老人事工，

社区要发展老人事工，去帮助长辈们

 也要了解有那些社区资源可以来使用的

5. 需要面对、处理压力和负担的感觉：

有时照顾老人真的是很吃力不讨好，

 晚辈照顾长辈是很努力，可是长辈嫌这嫌那，

 同辈不住在身边的，也会打电话来探询、关怀，

造成很大的压力造成很大的压力
必须一方面有感性，想要去帮助长辈，一方面

理性上好好分析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理性上好好分析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才能够做的更圆满、更好一点。

四、成年子女要了解长辈和晚辈的差异
1 长辈比较重视团体意识1. 长辈比较重视团体意识：

 相对现在的晚辈比较重视个人意识
家 事 辈 是和 家和万事兴，长辈认为什么就是和就好了

2. 间接沟通相对于直接沟通：长辈比较间接沟通，

有一个长辈对于自己的媳妇对他不是很照顾，

就透过别人传话给他的媳妇，

问题就是不敢直接沟通、保留面子

3. 权威相对于友善：3. 权威相对于友善：

 现在我们对下一代，大部分满友善的、像朋友一样

我们的长辈对我们比较真的是长辈，我们的长辈对我们比较真的是长辈，

有时长辈会认为我们教导儿女太松、太随便，

其实我们是用我们的方法在教导其实我们是用我们的方法在教导

也是提醒 ─ 一代管一代，不要管到下一代去了。

4. 过去老年人有权威的原因

1) 所有的产业都是老年人的，

拥有田产、地产，经济上来讲他的优势

2) 经验累积：以前人教育程度比较低，知识都是经验累积，

活得越久的人经验越多，有什么问题就去请教他 ─活 的 经验越多，有什 问 就去请教他
乡下没有很好的医生，身体有什么病痛就请教他，

他们都知道、有这个经验他 都知道、有 个 验

3) 寻根：每一个人都会想找自己的根，

当然就是长辈当然就是长辈

4) 长辈常常担任仲裁者的角色，

遇到纷争去请教长辈遇到纷争去请教长辈

5) 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敬老尊贤

6) 领导者：常常长辈在乡下，讲一句话就算数了



5. 了解长辈情绪的需要
有被忽略的感觉1) 有被忽略的感觉

2) 安全感的失落

在过去3) 活在过去
4) 需要了解、支持、帮助

跟长辈相处，有时候他会重复的讲一些

过去的故事 讲了好几遍还要再讲过去的故事，讲了好几遍还要再讲，

比较体谅了解长辈的晚辈，就会故意

制造机会让他去讲 因为他讲的时候制造机会让他去讲，因为他讲的时候

很开心、回到过去甜美的经验

耐烦的话 就 说「不耐烦的话，就会说「你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这样的话相处就不会太好，

了解他们的心态！

五、长辈对待成年子女

1. 给子女独立自主的机会：

记得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不再是小孩

2. 培养宽广的饶恕之心：可能因为文化不同、

时代不同，他们所做所为表达出来的方式、

不尽然合乎长辈所期盼，在饶恕里面彼此包容
3. 学习控制言语：

 长辈怕被忽略，就会多讲一些话、变成罗唆

自求多福，找到自己老朋友去谈一谈多 ，

4. 一代管一代的原则：

你已管好、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你 管好、教育好自 的下 代，

儿女要去管他的儿女，不必管太多

5. 三自的原则：自求多福、自得其乐、有自知之明，5. 三自的原则：自求多福、自得其乐、有自知之明，

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好好去过自己的日子

6. 了解儿女的压力：

现在的儿女在现代化的生活当中现在的儿女在现代化的生活当中，

是很不容易的 ─
作 教育工作的压力、教育子女的压力、

人际关系的压力，了解他们

7. 加强自己跟神亲密的关系：

鼓励长辈们真正可以倚靠的是神，

 年老发白的时候还是要倚靠神
 如果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神有

跟子女也会有更亲密的关系

三代同堂的时候，三代同堂的时候，

劝勉年轻的一代、也要劝勉长辈的一代，
大家能够在主里面，大家能够在主里面，

更多的一起来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

婆媳关系婆媳关系
过去的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 婆婆影响儿媳的家庭，

现代的社会有时候变成媳妇欺压婆婆。现代的社会有时候变成媳妇欺压婆婆。

 H.Baker 研究中国家庭的优先次序，媳妇是排在最末位，

1 血亲优于姻亲 血浓于水 媳妇不是血缘 血统关系1. 血亲优于姻亲，血浓于水，媳妇不是血缘、血统关系

2. 男尊女卑，媳妇是女的

3 尊老敬贤 媳妇又是最年轻的3. 尊老敬贤，媳妇又是最年轻的

但媳妇熬成婆，做婆婆可能反过来欺压媳妇，

婆媳关系在华人文化是非常高的一个危机婆媳关系在华人文化是非常高的一个危机

有些年轻人的婚姻家庭，因为婆婆介入而造成影响，

有一个婆婆好像要去帮助她的儿子，半夜还会帮他盖被，

某个角度好像是爱自己的儿子某个角度好像是爱自 的儿子
但会不会影响到年轻一代，也是要很小心的去处理



假设婆婆没有安全感、或是过去的婚姻不是非常满意，

她会把全部的注意跟爱集中在儿子身上她会把全部的注意跟爱集中在儿子身上，

会觉得儿子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

是 走 会 舒是被抢走了，当然心里面会不舒服。

媳妇了解婆婆的感觉跟心态，

了解她们母子之间的关系，

生活上的照顾、金钱的奉养，是非常重要的

婆婆也了解媳妇的心态和感觉，她是从别人家里

嫁过来的，进入这个家庭要经过适应的过程

原则上就是鼓励婆媳之间走第二里路，

圣经：有人要你走第一里路，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圣经：有人要你走第 里路，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
意思就是多做一点、多替别人想一点
但讲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但讲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真的要有主耶稣的爱才能够去考虑到对方

有一个婆婆，先生过世之后，儿子就把妈妈接到他家来住，

儿子是娶洋媳妇 西方人的观念是儿子是娶洋媳妇，西方人的观念是

夫妻主轴，父母、亲子是次要的。

有 次儿子生日 「 我有一次儿子生日，「你生日那天，我为你

煮一餐拿手好菜」，她想儿子会很高兴。

「你不要为我们煮，我太太也不见得会喜欢，

不如你给我们一张支票，我生日那天你帮我看小孩，

让我们出去享受一个晚上，我就非常谢谢你。」

妈妈心里非常难过，跑到房间去哭，

开了一张支票慷慨的送给儿子，

「你们去好好享受一个晚上吧！」就帮他看小孩。

没想到这很有爱心、智慧的行动，

却渐渐的让她跟媳妇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却渐渐的让她跟媳妇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很有爱心、智慧。

再婚的混合家庭的家人关系再婚的混合家庭的家人关系
现在再婚家庭越来越多，丧偶的、离婚的、失婚的，

比第一次婚姻更复杂、更多因素需要去考虑，第 婚姻更复杂、更多因素需要去考虑，

也都需要神的恩典。

再婚的家庭也有一些家人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再婚的家庭也有 些家人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
1. 共同建立家庭的规范，夫妻管教的态度要一致：

 也许过去管教儿女的方法不一样， 也许过去管教儿女的方法不 样，

来自不同过去家庭的规范

现在结婚成为一个家庭 你有你的儿女、现在结婚成为 个家庭，你有你的儿女、

我有我的儿女，共同住在这个屋檐下，

夫妻两人要一起商量好 ─ 遇到什么事情夫妻两人要 起商量好  遇到什么事情

要怎样来规范、怎样教导我们的儿女
2 要视如己出：即便不是亲生的子女 也要视如己出2. 要视如己出：即便不是亲生的子女，也要视如己出、

好像自己亲生子女一样

3. 维护孩子的旧爱：假设是离婚关系造成的，

儿女对生父 生母还有感情 要维护他的 爱儿女对生父、生母还有感情，要维护他的旧爱…
4. 关爱新的配偶：不管他是第一次结婚还是再婚，

要把重点放在新的配偶要把重点放在新的配偶，

原配偶为讨论儿女的问题，会有来往沟通，

不要忘记现在配偶的感觉是怎样

5. 建设孩子的新爱：孩子与新父亲、新母亲的关系，

中间者必须要去协助两方面建立好的关系。

 父亲有自己的儿子，他再结婚有一个阿姨，

怎样居于中间让儿子跟新的长辈建立关系…
如果新加进来的妻子还没有自己的小孩，

管教的责任尽量是由父亲自己来管，

千万不要说既然嫁过来，这就是你的小孩、妳要去管，

感情都还没有建立就要去管…



5. 继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也要去了解、协调：

年纪小的时候很容易 在 起 年纪小的时候很容易玩在一起

 年纪大了，已经各自有生活习惯，就不容易调和

6. 建立新的规范、且尽量做到公平的原则：

如果对自己的儿女有这样的规范，

那对配偶的儿女也要有同样公平的原则

7. 了解个别差异：7. 了解个别差异：

不同的生活习惯、对新婚姻有不同的看法，

小孩很小时比较容易接纳新加入的父母亲，小孩很小时比较容易接纳新加入的父母亲，

十几岁以后比较不容易接纳、更大一点又 OK 了

感觉是否被爱也有不同 了解他们的爱之语感觉是否被爱也有不同，了解他们的爱之语，

然后用他们的方式来对他们表达

处理孩子不公平的感受：找出原因 去处理那个感觉处理孩子不公平的感受：找出原因，去处理那个感觉

孩子控制性、掌控性比较强，夫妻好好讨论、去处理

8. 注意沟通和倾听：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要有共识…
9 对自己的情绪负责 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配偶 姻亲9. 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配偶、姻亲 ─

「我生气、是你使我生气」，这是不负责任的讲法，

事情 待我 我 气你用什么事情对待我、我要不要生气，

那是我自己可以回应的
也不能说：就是因为你讲这样的话、

你做这样的事，我才会这么难过、这么伤心

情绪管理，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情绪来负责。

10. 鼓励家人的表达：假设自己的母亲或是父亲过世、

父亲或母亲再婚，这小孩可能会比较压抑，

就鼓励他把心里真正的感觉表达出来，就鼓励他把 真 的感觉表达出来，

然后耐心的去处理

再婚的家庭也能因为双方的努力而经营成功，再婚的家庭也能因为双方的努力而经营成功，

而让这家庭能够成为更讨神喜悦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