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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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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旨在研究天主教普世夫婦懇談會，試圖探求其對台灣天主教堂區家

庭 牧靈的影響，並論證其機制與堂區家庭牧靈的關聯性，目的在喚起台灣

天主教會 對家庭牧靈的重視與實踐，能以基督信徒的家庭建設教會，進而

能為生命服務， 參與社會的發展，達到家庭牧靈與福傳的使命。 本研究的

結果發現，普世夫婦懇談會所舉辦的夫婦週末營，透過分享夫婦以 他們真

實的生命故事現身說法，容易引起學員夫婦的共鳴，願意改善婚姻的品 

質，尤其在課程的內容，涵蓋聖經教導的信仰幅度，當面對配偶的不可愛

之處， 能以信仰的眼光，超越自己的有限而願意接納對方，有別於時下一

般的夫婦成長 課程，只有理論的教導，鮮有靈性生命的滋養，難以踰越自

己的有限。夫婦懇談 會的週末營，理論著墨不多，淺顯易懂，適合任何階

層的夫婦參加。 其次，夫婦懇談會之所以能影響夫婦，願意改善婚姻生

活，就是參加夫婦週 末營後的續談小團體，在團體動力的催化下，彼此鼓

勵，彼此學習所致。研究者 也發現，只要善用用夫婦懇談會的功能，落實

於堂區，建立屬於堂區的夫婦信仰 小團體，在小團體中大家以基督為中

心，夫婦彼此分享，夫婦彼此關懷，彼此鼓 勵，學習過聖化基督徒的婚姻

生活，彼此恩愛，家庭和諧美滿，在聖言的光照下， 夫妻必能同心合意，

為傳揚基督的福音作見證。 關 

摘

要

(英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and the impact 

that Worldwide Marriage Encounter Association has made on the Taiwan Catholic 

Church in the family pastoral domain. It is my humble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would 

help the Taiwan Catholic Church realize the value of Christian family pastoral care, 

and, by doing so, effectively further deliver the Gospel to the world. A major finding 

in this research is that the Marriage Encounter Weekend held by the worldwide 

association allows the attending couples to echo with the sharing couples’ real-life 

stories and motivate them to desire for a better marriage. The content of the program, 

in particular and unlike other courses for married couples, is designed to include some 

related Bible teachings so that couples can exceed individual’s limits and accept 

his/her spouse’s weaknesses with the help of faith and continuous spiritual 

nourishment from the doctrine. Besides the sharing of the couples’ true stories,the 

Marriage Encounter Weekend provides some simple and clear ideas based on the 



Gospel which are easily understandable to couples of all educational levels. Another 

factor of the success of the Marriage Encounter Weekend is the proceeding monthly 

meetings after the weekend. All attending couples of the same weekend program form 

a strong growing team in which they encourage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continuously through their monthly meetings. Also,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in this 

thesis that the Marriage Encounter can be fully adopted in domestic churches to 

establish each church’s own couples group in which couples share with and learn 

from the others to live a holy Christian marriage life and to build a healthy and happy 

family. All couples, as a result, can work together as witness to the doctrine and love 

in the light of God’s Word and further deliver the Gospel/the Good News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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