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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婚者需要增加一些討論的主題
1 過去跟前夫、前妻的情況，離婚跟喪偶不太一樣：
1.
過去跟前夫 前妻的情況 離婚跟喪偶不太 樣
離婚會有藕斷絲連，跟前妻或前夫的兒女可能有來往，
因為子女監護的問題常常需要去討論，
會造成現在夫妻的困難、困擾
2. 雙方都曾離過婚、喪偶，要尊重彼此的過去，
他的過去是他的一部分，譬如：
他的
 跟原來配偶所生的兒女，需要去照顧、幫助他們
 喪偶這一方對於前妻的思念、思想，
喪偶這 方對於前妻的思念 思想
要體諒到對方不認識你原來的配偶，
不要 直把原來的配偶搬出來
不要一直把原來的配偶搬出來
我曾經遇到過男的喪偶再婚，女的是第一次婚姻，
要太太穿他前妻的衣服，她不能接受
要太太穿他前妻的衣服
她不能接受 ─ 我就是我
一方面接納他的過去，一方面自己那方也要敏感、小心一點

一、是不是合乎聖經的教訓？簽涉離婚的問題…
蒙恩得救之前離婚 經過認罪悔改 重生得救
1. 蒙恩得救之前離婚，經過認罪悔改、重生得救
2. 原來的配偶犯淫亂罪而不願意悔改，
聖經 有 方犯淫亂罪 不願意悔改而離婚
聖經：有一方犯淫亂罪、不願意悔改而離婚，
再婚是可以的，因為婚約已經破壞了
3. 原來的配偶沒有信主
原來的配偶沒有信主、而且離棄信主的這一方
而且離棄信主的這 方
4. 夫妻一方受到配偶長期、持續的虐待，
 受虐者為了生命安全而離婚
受虐者為了生命安全而離婚，也是可以再結婚
也是可以再結婚
 家暴可不可以離婚有很多爭議，我自己認為 ─
瑪拉基書 婚姻是
婚姻是一個盟約，
個盟約，
同時上帝厭惡以暴力待妻和詭詐的事情，
暴力待妻等於違背了盟約，是離婚的一個理由
5. 配偶死亡可以再結婚，因為婚約已經結束

3. 過去傷害的醫治情況，必須在再婚輔導過程中談一談：
喪偶也是一個創傷，需要悲傷處理，
如果沒有處理，會把創傷帶進現在的婚姻，
有可能影響到現在的婚姻
4. 再婚的時候年紀會比較大一點，
 性格、個性、興趣，都比較難改變，
也有可能稍微做些變化、只是比較不容易
 在輔導時要去幫助他們想一想 ─
什麼是你覺得對方、盼望他改變，
看能 能 變 讓他們 溝通
看能不能改變，讓他們去溝通、去談一談，
談 談
早睡晚睡、喜歡熱的、喜歡冷的、擠牙膏…
需要更多了解

5. 再婚必然會牽涉到各自過去財產的部分，
要了解他有沒有欠債？有些人很有錢，
解 有 有 債 有些人很有錢
結婚之後錢怎麼處理？遺囑怎麼寫？


有一對再婚夫妻七、八十歲時要寫遺囑，
女方是離婚之後再婚、有兩個兒女，
男方是喪偶之後再婚、有五個兒女，
錢是要分 份 每人 份 還是我的歸我的 你的歸你的
錢是要分七份、每人一份，還是我的歸我的、你的歸你的？
最後男方先過世，遺產全部過繼給再婚妻子，
所有的 個兒女都沒有任何的抱怨
所有的七個兒女都沒有任何的抱怨…
 有一個兒子說：「我爸爸七十幾歲、還要再結婚，
我看那女的是要我爸的錢！」
我說：「你爸爸有權力決定他要不要結婚，
至於錢那是你爸爸賺的 不是你賺的 」
至於錢那是你爸爸賺的、不是你賺的。」
 有些人為了財產對簿公堂，跟父母親、兄弟姊妹都有

三、簡單的結論
1 再婚的關係可能比前婚更困難、更複雜、更費心力，
1.
再婚的關係可能比前婚更困難 更複雜 更費心力
不論第一次或再婚，都需要努力經營、倚靠神的恩典
2. 再婚比第一次婚姻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建立穩固的關係，
一般人第一次婚姻隨著生命的發展過程，是在一個
合乎社會以及生理心理時鐘的情況之下
進入婚姻，很自然的什麼時候結婚、
有小孩，比較容易穩定下來
 再婚等於生命有一個轉折、方向轉變，
需要長一點的時間才能慢慢培養出感情來


3. 再婚的關係可能每天都需要新的適應
再婚的關係可能每天都需要新的適應、調整、改變，
調整 改變
 每個人隨著年日的成長，老習慣越來越多
 年紀大
年紀大、老習慣不容易改，要漸漸的去調整，
老習慣不容易改，要漸漸的去調整，
飲食、生活作息、習慣、溝通模式，都需要

6. 跟前夫、前妻接觸，雙方面要有所了解、約法三章，
討論小孩監護權打電話來，不要在晚上幾點以後，
護權打電 來
在
後
類似這種都要講清楚，談清楚是最好的
7. 跟對方的兒女怎麼樣的一個關係，也是講清楚，
有人期盼再婚對象成為親生兒女的父親、母親
 有人覺得就是阿姨、叔叔，永遠不是父母親
 小孩也不一樣，很小的時候會期盼新的爸爸或媽媽，
大一點就坦白講 ─ 你的妻子、丈夫，不是我爸爸、媽媽
 社會期盼、家族期盼，都很不一樣，都會造成問題
有正確的對角色的期盼，是彼此能夠接受的，就很好


8. 合乎實際的期盼
合乎實際的期盼：再婚者傾向於對再婚的配偶
再婚者傾向於對再婚的配偶
有超過實際、過度完美、過度崇高的期盼，
離婚後再婚的，覺得現在結婚對象比以前更好，
其實不一定，有很多可能更需要適應的…

4. 終身大事不要輕易的做決定，
進入之前好好的思想、考慮、預備，
前
想 考慮
進入之後還是一樣委身。
再婚的關係也可能使你想再逃避、又不能輕易的逃避，
 可能遇到困難、挫折，後悔又再結婚
 可是不能這樣做 — 再逃避對自己又是一個打擊，
對別人的看法也是一個打擊
就會陷入一個很不容易處理的情況
5. 再婚的關係需要面對更複雜的外在壓力，包括
雙方父母、兒女、家人、工作、前夫、前妻，
在人際的關係 有 複雜
在人際的關係上有更複雜、更多的壓力
的 力
6. 再婚關係如果雙方都願意去努力、委身、協調，
也 定能夠達到 個相當成功 完滿的境界，
也一定能夠達到一個相當成功、完滿的境界，
還是可以達到合乎神的心意

父母同意與否
父母
同意與否
一、父母不同意的理由是什麼？
1. 因為信仰完全不
因為信仰完全不一樣，基於聖經的理由：譬如
樣 基於聖經的理由 譬如
 對方是不合乎聖經的離婚、現在又要再結婚，
又沒有處理清楚這 類的
又沒有處理清楚這一類的，
就要好好考慮父母親反對的原因
 兩人八字不合
兩人八字不合、算命的結果是沖到什麼東西，
算命的結果是沖到什麼東西，
那當然是不合乎聖經
2 文化上來講︰譬如
2.
 盼望自己的兒女不要跟異族通婚，
對自己民族有優越感，別的民族都不如自己，
說外國人是蕃仔、阿豆仔，有藐視的意思
 對出身某些地方的人、文化、職業瞧不起等等，
這些都是不一定完全合理

二、具體的建議
1. 父母親非常反對，先暫時等候一段時間，
當然看他們年紀、成熟度、適婚的情況而決定，
 台灣話「吃快弄破碗」，越趕有時更慢、弄糟糕
 終身大事是一輩子的事情，為什麼急著馬上做決定，
稍微再緩一點、再想一些，也是很好
2 保持溝通的線常常敞開：
2.
保持溝通的線常常敞開
做兒女的將婚者、父母親也不要斷掉這個線，
 你要跟他結婚我就把你打斷腿、都不要回家
你要跟他結婚我就把你打斷腿 都不要回家
 你不要我跟他結婚、我偏要，我也不要你這父母
溝通線常常保持著 ─ 我知道
你們是為我們的好處、但我也有我的考慮，
如果出於神 神會在其中開路 引導 帶領
如果出於神，神會在其中開路、引導、帶領。

3. 功能上來講：父母的生命成熟、子女的生命不成熟，
父母看到將來會出問題，所以反對，這個就是要考慮，
要勸子女 ─ 父母親是了解你、出於愛你的原故，
他講的這些道理難到沒有道理嗎？
 有時父母親是比較成熟的一些觀念，
給年輕人的建議就好好的考慮
 甚至還沒有成年，奉兒女之命成婚，
也有可能在教會發生
就是要看實際的情況，在他們的交友過程中，
實 的
父母親的反對是什麼原因？
這是 CASE BY CASE，每個情況都不一樣，
必須遇到真正的情況，
才能夠做進一步的討論。

3. 當新的資訊、新的觀點差入時，
隨時預備調整自己的心態或看法：
隨時預備調整自己的心態或看法
 將婚者發現要結婚的對象有某些毛病
不適合結婚的地方，要喊卡、要停止，
不要被情感弄瞎了眼睛，以至後來後悔
 做父母親的也應該這樣，也許對年輕人了解不夠，
等到慢慢了解夠了，發現雖然今天不是怎麼樣，
可是也滿有潛力的…，慢慢也會去接納
當新的資訊加進來時，要改變心態 ─ 不論是父母或兒女
4. 要確定衝突、不同意，不是自私的動機、而是就事論事，
兒女要結婚父母反對，是出於自私的動機
兒女要結婚父母反對
是出於自私的動機
 兒女可能出於自私的動機 ─
盼望快快離開這個家 就趕快結婚
盼望快快離開這個家、就趕快結婚，
這也不是很正確的動機


5. 要確定選擇相反的決定，
不是 是為 反叛 逃避未解決的問題
不是只是為了反叛、逃避未解決的問題：
將婚者選擇反對父母親不同意而硬要結婚，
必須要了解 ─ 是不是為反叛而反叛？
還是跟家裡的人相處不好、想要逃避？
6. 父母跟兒女雖然彼此不同意的情況之下，仍要保證、確定
彼此有一個愛的關係：父母跟兒女是血緣上的關係，
神讓我們出生在這個家庭、有祂的美意，
 要常常保證 ─ 就算不
就算不一定同意你這個婚姻，我還是愛你，
定同意你這個婚姻 我還是愛你
但這是你的決定，你要為你自己的決定負責
 做兒女的也是
做兒女的也是一樣
樣 ─ 即便我不同意你們的看法
即便我不同意你們的看法，
我一定要跟他結婚，並不表示我不孝順，
我會為我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愛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