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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的选择
第十二课…

再婚的选择

如果要再婚的话，要婚前想清楚、婚后不糊涂，
日日学相处 处处愿顺服
日日学相处、处处愿顺服，
天天倚靠主，才能够牵手奔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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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的人可能会遇到丧偶、离婚、失婚…的情况，
再婚并不是必须的 是个人自己的选择
再婚并不是必须的、是个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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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在老年人当中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越来越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很多再婚者是从自己所认识的人当中
或跟自己类似背景里 选择再婚的伴侣
或跟自己类似背景里，选择再婚的伴侣。
 年长女性丧偶、失婚，比较多保持单身，占 49%
 男性有 14% 保持单身，
大多数的男性可能会再婚
男女不同其原因：
1. 85 岁以上男性比同年龄的女性经济收入高一些
2. 85 岁以上 50% 的男性、10% 的女性仍然有婚姻关系
3. 丧偶之后，男性再婚者比女性多七倍
4. 女性丧偶后，独居者比男性更多一些
年女性
年男性更可 是
者，
5. 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可能是独立自主的独居者，
独立自主的能力也比男性更强

课程目标
1. 了解再婚的正确动机
2. 了解如果再婚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事情
3. 怎样决定是否再婚
怎样决定是 再婚
4. 了解再婚之前需要厘清的一些事情
5. 对考虑再婚的，婚后生活的适应有所帮助

从目前的社会文化发展来看，
再婚越来越多被社会大众、家人所接受跟了解，
 不表示丧偶或失婚的人一定要选择再婚
 选择再婚、保持单身，都应该被尊重、被接纳的，
再婚的老年男女有权利选择跟自己结婚的配偶
同住、共筑新的婚姻家庭关系，
一同来经营新的婚姻之旅
谁也不愿意看到失婚、离婚、丧偶的情况，
 但是当有这样事情发生时，
但是 有 样事情发生时，
再婚也是可能一种选择
 所有的婚姻关系，不论是第一次、或是再婚，
所有的婚姻关系，不论是第 次、或是再婚，
都需要双方努力投入、经营彼此的坚定委身、
付出爱心、关怀，愿意继续学习、成长，
才能够享受美好婚姻家庭的关系

怎样坚定自己是否已经预备好再婚？
一、对过去已经结束或失落的婚姻，处理情况怎样？
 丧偶，是否已走过哀伤的过程、
预备好进入另外一段全新的婚姻关系？
 离婚，在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仇恨、
苦毒、愤怒，是不是已经处理，
而且达到饶恕、自由、释放？
 对未来婚姻的期盼或影响，有全部的了解，
能够理性、实际的来面对现实？
研究婚姻的学者大多数同意 ─
 在丧偶、离婚之后，不要太快下决定
马上进入另外一段新的感情之旅
 人并不是机械，而是有情绪、有感觉的，
人并不是机械 而是有情绪 有感觉的
都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和调适

三、个人要为自己的快乐来负责，
千
千万不要认为不快乐的原因
要认为 快乐的原因
是因为我是单身、单亲，所以才不快乐，
把自己的快乐 满足建立在未来配偶的身上
把自己的快乐、满足建立在未来配偶的身上，
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四、再婚的动机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性的需求、对方的金钱，
都不合乎圣经的婚姻观、价值观。
五、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想要再婚，担心自己
更老时没有人照顾，盼望找 人来照顾，
更老时没有人照顾，盼望找一人来照顾，
这也不应该是再婚的理由，
 每个人的健康情况都可能有变化，谁晓得
找来照顾自己的人，却成为自己需要去照顾的对象
 纯粹基于自私的动机而进入婚姻的关系，
纯粹基于自私的动机而进入婚姻的关系
这个基础也是非常脆弱的

二、要分辨过份夸张的亲密感，
不见得等于真实 委身的爱的关系
不见得等于真实、委身的爱的关系，
 这种过度的亲密感，不一定是婚姻稳固的根基
 要问的问题就是：你们两人是否真正相爱？
要问的问题就是 你们两人是否真 相爱
并且是来自意志的决定跟委身，
愿意一生一世守约；
而不只是想要感觉亲密、或觉得
两人在一起很舒服、很好，就好了
委身的爱、守约的爱，才是婚姻稳固的基础。
当某人失婚、离婚、丧偶，
认识 个异性时 很可能在孤单的情况
认识一个异性时，很可能在孤单的情况，
很快就进入过度亲密感的关系，
要记得 ─ 这不一定是真爱的基础。
这不 定是真爱的基础

老年再婚需要考虑更多的一些问题，
是第 次婚姻 会面临的问题
是第一次婚姻不会面临的问题…
一、再婚之后要住在那里？
如果双方原来都有自己的房子，
甲方搬入乙方的房子来居住，
那么甲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会有作客的感觉，
因为毕竟是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如果双方无法达到共识，有两种可行的方式 ─
 双方都放弃原来的住屋、另购新屋从头开始
双方都放弃原来的住屋 另购新屋从头开始
 双方妥协同意先暂时住在某一方的房子，
但有期限 试试看再做决定
但有期限、试试看再做决定、
要不要再搬还是怎么样
要经过诚恳的讨论 沟通
要经过诚恳的讨论、沟通、一起来做决定。
起来做决定

二、再婚之后经济方面怎么处理？
两个人大都有各自的财产，信用状况、负债的情况，
个
都有各自的财产
负债的情
 有人感觉再婚之后应该所有的钱财合一，
这样才会有安全委身的感觉
 有人因为过去破碎的婚姻、受害的经验，
认为再婚之后钱财仍然各自管理、各自负责，
才能够有安全的感觉
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坦诚沟通，必要时寻求
法律的咨询跟协助，以达成两人都满意的共识，
 双方都能够接受、互相信任，就可以了
 在沟通过程中特别要考虑对方的感觉，
在
中特
考虑对
感 ，
不要只是站在自我本位的立场
金钱不 定能够换得爱情，
金钱不一定能够换得爱情，
但是金钱却有可能伤害感情。

四、婚礼、婚宴的地点、型式如何？第二次婚姻
因有前次婚礼的经验 比较有主见
因有前次婚礼的经验，比较有主见，
 有人就在家中客厅、由牧师证婚，
庄严、亲切，上帝的慈爱临到家中
亲
帝 慈爱 到家中
 有人在教堂、饭店、景点出租会堂
双方子女参与的程度，要看情况、年龄决定，
 成年子女虽然有自己的看法，
再婚的父母亲一定对子女发出诚挚邀请
 婚礼中如果可能，负责某部分的工作，
但是要不要接受、参与程度，
尊重子女各自的决定、不需要勉强，
再婚的婚礼仍是以新郎、新娘为主角
婚宴的方式，大部分老年再婚的，
婚宴的方式
大部分老年再婚的
都会考虑以不铺张、浪费、奢侈为原则。

三、如果双方面都有前次婚姻的子女，
子女对老年父母再婚的看法，
子女对老年父母再婚的看法
都要坦诚沟通、事先都能够了解。


老年父母再婚是老年人的决定和权力，
不一定牵涉到子女的同意



但将来在一起生活有互动的关系，所以也要考虑进去，
有可能有需要接触来往，如果 方能够
有可能有需要接触来往，如果双方能够
先有了解、互相保护、支持，
将会使未来混合式的家庭关系接触时，
减少伤害、增加温馨
在处理双方子女关系，以合理性和公平为优先，
 视非亲生的子女如己出，必定能够更圆满
非
，
够
 之中关键，要以新成立的家庭为首要的考虑

五、要接受再婚的婚前辅导，
 预备要再婚的准新人，有比较周全的再婚的概念
预备要再婚的准新人 有比较周全的再婚的概念
 接受过牧师或专业人士婚前辅导的准新人，
比较会有更多的机会讨论、沟通，
较会有 多
会
沟
一些将来可能遭遇的问题，
预先想清楚可能的解决之道
考虑再婚的老年人，在双方交往的时候，
 需要有更充分的交往时间、
更有品质的实际互动跟相互了解，
才能对再婚后的生活、
婚
婚姻的关系更有益处
关系更有
 太过于匆促的决定，
往往容易形成将来后悔、遗憾的情况
这在初次婚姻或再婚，都是类似的原则

圣经再婚的例子 ─ 第一位再婚者就是亚伯拉罕…
创廿五1 亚伯拉罕在撒拉过世之后，

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给他生了…
5-6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把财物
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
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 往东方去
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是不是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将有什么冲突、矛盾、争执？
亚伯拉罕有智慧在两方面先做了预先安排，
 财产的分配，以撒得到所有的、得到最多，
其他的儿子则仅各获得一部分财产
 将他们居住的地点做分隔的动作，
使他们不会因近距离而产生磨擦、冲突
再婚的混合家庭有可能使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互动，是更加复杂的。

路得记的路得，发生在黑暗、堕落、败坏的士师记时代，
路得的见证好像是黑暗中的明珠…
路得的见证好像是黑暗中的明珠
 路得的前夫死于故乡摩押，是两个媳妇之一，
却选择跟随婆婆拿俄米，从熟悉的故乡
迁徙到陌生的伯利恒，是很大的人生变动
 坚定的跟随婆婆所信的耶和华神，
使得她下定决心做这样的选择、勇往直前
 路得后来的再婚，完全不是出于本身的计划，
是因为顺服婆婆、相信拿俄米所相信的耶和华神，
一步一步的踏上再婚的道路
读完圣经，知道真正幕后的大导演是耶和华神。
各位长辈们如果要再婚时，
要好好的寻求神的引导，相信神
也要好好的寻求神的引导，相信神
会按照祂的美意，来引导、来带领。

再婚的夫妻如果本身的婚姻关系不够稳固，
如果再加上前次婚姻子女间的冲突，
如果再加上前次婚姻子女间的冲突
就使得婚姻关系面对极大的挑战跟危机…
 将非亲生子女视如己出，会使彼此关系和谐
 如果他们已经长大成人，
最合宜的态度就是将他们视如成年朋友一样
 当子女有自己的家庭后，更是看待他们
是独立的单位，不要干涉太多、不要过度掌控和介入，
让子女有健全的分化、独立，能够更多的成长
亚伯拉罕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
就注意潜在的问
就注意潜在的问题、而预先做了安排，
而 先做了安排，
 亚伯拉罕对再婚所产生的结果相当清楚
 以负责任、有智慧、有爱心的态度，
以负责任、有智慧、有爱 的态度，
尽量使家庭成员和睦，真不愧是信心之父！

再婚者在处理前次婚姻关系时，可分成三种类型…
1 丧偶者：需要处理悲伤、失落，是情绪、心理状况，
1.
丧偶者 需要处理悲伤 失落 是情绪
理状况
没有处理，会影响再婚之后相处情绪上的表达。
关 失落 约伯记有很好的实例 ─
关于失落，约伯记有很好的实例
他失去儿女、财产、健康，甚至失去
妻子对他的尊重，但是约伯忍耐…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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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处理有时间性、急不得的，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悲伤处理有时间性、急不得的，每个人情况都不
样，
 仍然在悲伤中没有完全走过来的人，
是不合适在这个时候发展新的关系
 悲伤的情绪需要倚靠神的帮助，一步一步走过来

2. 离婚的：彼此需要处理两方面的问题，1) 饶恕 ─
 夫妻在离婚过程及前后，难免彼此伤害，
夫妻在离婚过程及前后 难免彼此伤害
离婚是令人难过伤痛的失落
 在分手前后都可能带来很多的伤害，
在分手前后都可能带来很多的伤害
使得受害者如果没有学习饶恕，
 便有可能因为心中的苦毒、仇恨
而走不出来，一直活在离婚的阴影里面
 也会对再婚后的婚姻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
太六14-15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如果自己本身曾经伤害了配偶，
如果自己本身曾经伤害了配偶
也要在不再伤害对方的情况为原则，
寻求对方的饶恕 也要求神饶恕自己
寻求对方的饶恕、也要求神饶恕自己。
宽恕使人得到自由释放。

3) 从来没有结过婚的要和丧偶或离婚者结婚，

要多了解所要新组成的家庭成员，在婚前有坦诚的沟通
要多了解所要新组成的家庭成员
在婚前有 诚的沟通
 再婚者的这一面也要了解对方一些事都是第一次，
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多多的尝试、了解，
在
多多 尝
解
而有耐心宽容的对待，给予时间、空间，学习成长


2) 有关学习功课的问题，

想一想自己在前次婚姻有没有做错什么，
想
想自己在前次婚姻有没有做错什么
以至造成离婚、婚姻的破裂？
 如果有的话，就思考造成婚姻失败的因素
有
考造成婚
素
是否已经去除、改进了？
婚姻
婚姻是经营双方的关系，许多问题夫妻都要负起责任的，
妻
负 责
既然前次婚姻已经破裂失败，前次婚姻配偶的情况
也不是自己能够掌控、改变的，
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
 担起该负的责任，给予有正面更新、成长的机会
 如果确定自己问心无愧，就把自己的前途
交给上帝来引导、带领、看顾


离婚者在情绪上跟丧偶者一样，
离婚者在情绪
跟丧偶者 样，
也需要做悲伤的处理跟医治。

所有再婚者的老年夫妻，都将因为实践
圣经教训的真爱 而蒙福 彼此受益
圣经教训的真爱，而蒙福、彼此受益，
真爱的定义…
林前十三4-8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腓三13-14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应用这个教训在再婚的生活上，就可以勉励
 再婚者把过去先做一个结束，让两人从头开始
 特别是再婚的这
特别是再婚的这一方
方，千万不要拿过去的配偶
千万不要拿过去的配偶
跟再婚的配偶来做比较，那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祝福所有的再婚者，靠着主的恩典、继续活出主的爱，
能够建立讨主喜悦的婚姻家庭生活
 所有单身的长辈们，也靠着主的恩典、讨主喜悦，
续 走在
道路
继续的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毕竟再婚是一种选择，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