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的選擇

成功的老化

第十二課…

再婚的選擇

如果要再婚的話，要婚前想清楚、婚後不糊塗，
日日學相處、處處願順服，
學相處 處處 順
天天倚靠主，才能夠牽手奔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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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的人可能會遇到喪偶、離婚、失婚…的情況，
再婚並不是必須的、是個人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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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再婚的正確動機
2. 了解如果再婚需要特別注意些什麼事情
3. 怎樣決定是否再婚
4. 了解再婚之前需要釐清的一些事情
5. 對考慮再婚的
對考慮再婚的，婚後生活的適應有所幫助
婚後生活的適應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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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在老年人當中越來越普遍、
越來越被社會大眾所接受，
來 被 會 眾
受
很多再婚者是從自己所認識的人當中
或跟自己類似背景裡，選擇再婚的伴侶。
 年長女性喪偶、失婚，比較多保持單身，佔 49%
 男性有 14% 保持單身，
大多數的男性可能會再婚
男女不同其原因：
1. 85 歲以上男性比同年齡的女性經濟收入高一些
2. 85 歲以上 50% 的男性、10% 的女性仍然有婚姻關係
3. 喪偶之後，男性再婚者比女性多七倍
喪偶 後
再婚者
多
4. 女性喪偶後，獨居者比男性更多一些
老年女性 老年男性更可能是獨立自主的獨居者
5. 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可能是獨立自主的獨居者，
獨立自主的能力也比男性更強

從目前的社會文化發展來看，
再婚越來越多被社會大眾、家人所接受跟了解，
 不表示喪偶或失婚的人一定要選擇再婚
 選擇再婚、保持單身，都應該被尊重、被接納的，
再婚的老年男女有權利選擇跟自己結婚的配偶
同住、共築新的婚姻家庭關係，
一同來經營新的婚姻之旅
誰也不願意看到失婚、離婚、喪偶的情況，
 但是當有這樣事情發生時，
但是當有這樣事情發生時
再婚也是可能一種選擇
 所有的婚姻關係，不論是第一次、或是再婚，
所有的婚姻關係 不論是第 次 或是再婚
都需要雙方努力投入、經營彼此的堅定委身、
付出愛心 關懷 願意繼續學習 成長
付出愛心、關懷，願意繼續學習、成長，
才能夠享受美好婚姻家庭的關係

怎樣堅定自己是否已經預備好再婚？
一、對過去已經結束或失落的婚姻，處理情況怎樣？
 喪偶，是否已走過哀傷的過程、
預備好進入另外一段全新的婚姻關係？
 離婚，在過程中所受到的傷害、仇恨、
苦毒、憤怒，是不是已經處理，
而且達到饒恕、自由、釋放？
 對未來婚姻的期盼或影響，有全部的了解，
能夠理性、實際的來面對現實？
研究婚姻的學者大多數同意 ─
 在喪偶
在喪偶、離婚之後，不要太快下決定
離婚之後 不要太快下決定
馬上進入另外一段新的感情之旅
 人並不是機械，而是有情緒
人並不是機械，而是有情緒、有感覺的，
有感覺的，
都需要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和調適

三、個人要為自己的快樂來負責，
千萬
千萬不要認為不快樂的原因
為
樂
是因為我是單身、單親，所以才不快樂，
把自己的快樂、滿足建立在未來配偶的身上，
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四、再婚的動機如果只是為了滿足性的需求、對方的金錢，
都不合乎聖經的婚姻觀、價值觀。
五、因為缺乏安全感而想要再婚，擔心自己
更老時沒有人照顧 盼望找 人來照顧
更老時沒有人照顧，盼望找一人來照顧，
這也不應該是再婚的理由，
 每個人的健康情況都可能有變化
每個人的健康情況都可能有變化，誰曉得
誰曉得
找來照顧自己的人，卻成為自己需要去照顧的對象
 純粹基於自私的動機而進入婚姻的關係，
這個基礎也是非常脆弱的

二、要分辨過份誇張的親密感，
不見得等於真實 委身的愛的關係
不見得等於真實、委身的愛的關係，
 這種過度的親密感，不一定是婚姻穩固的根基
 要問的問題就是：你們兩人是否真正相愛？
正
並且是來自意志的決定跟委身，
願意一生一世守約；
而不只是想要感覺親密、或覺得
兩人在一起很舒服、很好，就好了
委身的愛、守約的愛，才是婚姻穩固的基礎。
當某人失婚、離婚、喪偶，
認識 個異性時 很可能在孤單的情況
認識一個異性時，很可能在孤單的情況，
很快就進入過度親密感的關係，
要記得 ─ 這不一定是真愛的基礎。
這不 定是真愛的基礎

老年再婚需要考慮更多的一些問題，
是第 次
是第一次婚姻不會面臨的問題…
會
一、再婚之後要住在那裡？
如果雙方原來都有自己的房子，
甲方搬入乙方的房子來居住，
那麼甲方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會有作客的感覺，
因為畢竟是搬到一個新的地方。
如果雙方無法達到共識，有兩種可行的方式 ─
 雙方都放棄原來的住屋、另購新屋從頭開始
雙方都放棄原來的住屋 另購新屋從頭開始
 雙方妥協同意先暫時住在某一方的房子，
但有期限 試試看再做決定
但有期限、試試看再做決定、
要不要再搬還是怎麼樣
要經過誠懇的討論 溝通
要經過誠懇的討論、溝通、一起來做決定。
起來做決定

二、再婚之後經濟方面怎麼處理？
兩個人大都有各自的財產，信用狀況、負債的情況，
 有人感覺再婚之後應該所有的錢財合一，
這樣才會有安全委身的感覺
 有人因為過去破碎的婚姻、受害的經驗，
認為再婚之後錢財仍然各自管理、各自負責，
才能夠有安全的感覺
比較好的方式就是坦誠溝通，必要時尋求
法律的諮詢 協助 以達 兩人都滿 的共識
法律的諮詢跟協助，以達成兩人都滿意的共識，
 雙方都能夠接受、互相信任，就可以了
 在溝通過程中特別要考慮對方的感覺，
在溝通過程中特別要考慮對方的感覺
不要只是站在自我本位的立場
金錢不 定能夠換得愛情
金錢不一定能夠換得愛情，
但是金錢卻有可能傷害感情。

四、婚禮、婚宴的地點、型式如何？第二次婚姻
因有前次婚禮的經驗 比較有主見
因有前次婚禮的經驗，比較有主見，
 有人就在家中客廳、由牧師證婚，
莊嚴、親切，上帝的慈愛臨到家中
 有人在教堂、飯店、景點出租會堂
雙方子女參與的程度，要看情況、年齡決定，
 成年子女雖然有自己的看法，
再婚的父母親一定對子女發出誠摯邀請
 婚禮中如果可能，負責某部分的工作，
但是要不要接受、參與程度，
尊
尊重子女各自的決定、不需要勉強，
自
不需
再婚的婚禮仍是以新郎、新娘為主角
婚宴的方式，大部分老年再婚的，
都會考慮以不鋪張、浪費、奢侈為原則。

三、如果雙方面都有前次婚姻的子女，
子女對老年父母再婚的看法，
子女對老年父母再婚的看法
都要坦誠溝通、事先都能夠了解。


老年父母再婚是老年人的決定和權力，
不一定牽涉到子女的同意



但將來在一起生活有互動的關係，所以也要考慮進去，
有可能有需要接觸來往 如果雙方能夠
有可能有需要接觸來往，如果雙方能夠
先有了解、互相保護、支持，
將會使未來混合式的家庭關係接觸時
將會使未來混合式的家庭關係接觸時，
減少傷害、增加溫馨
在處理雙方子女關係，以合理性和公平為優先，
 視非親生的子女如己出，必定能夠更圓滿
視非親生的子女
定能夠更圓滿
 之中關鍵，要以新成立的家庭為首要的考慮

五、要接受再婚的婚前輔導，
 預備要再婚的準新人，有比較周全的再婚的概念
準新
有 較
念
 接受過牧師或專業人士婚前輔導的準新人，
比較會有更多的機會討論、溝通，
一些將來可能遭遇的問題，
預先想清楚可能的解決之道
考慮再婚的老年人，在雙方交往的時候，
 需要有更充分的交往時間、
更有品質的實際互動跟相互了解
更有品質的實際互動跟相互了解，
才能對再婚後的生活、
婚姻的關係更有益處
 太過於匆促的決定，
往往容易形成將來後悔 遺憾的情況
往往容易形成將來後悔、遺憾的情況
這在初次婚姻或再婚，都是類似的原則

聖經再婚的例子 ─ 第一位再婚者就是亞伯拉罕…
創廿五1 亞伯拉罕在撒拉過世之後，

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給他生了…
5-6 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把財物
分給他庶出的眾子，趁著自己還在世的時候，
打發他們離開他的兒子以撒，往東方去。
東
是不是這些同父異母的兄弟將有什麼衝突、矛盾、爭執？
亞伯拉罕有智慧在兩方面先做了預先安排，
 財產的分配，以撒得到所有的、得到最多，
其他的兒子則僅各獲得一部分財產
 將他們居住的地點做分隔的動作，
使他們不會因近距離而產生磨擦、衝突
再婚的混合家庭有可能使家庭成員之間的
關係、互動，是更加複雜的。

路得記的路得，發生在黑暗、墮落、敗壞的士師記時代，
路得的見證好像是黑暗中的明珠…
 路得的前夫死於故鄉摩押，是兩個媳婦之一，
卻選擇跟隨婆婆拿俄米，從熟悉的故鄉
遷徙到陌生的伯利恆，是很大的人生變動
 堅定的跟隨婆婆所信的耶和華神，
使得她下定決心做這樣的選擇、勇往直前
 路得後來的再婚，完全不是出於本身的計劃，
是因為順服婆婆、相信拿俄米所相信的耶和華神，
一步一步的踏上再婚的道路
讀完聖經，知道真正幕後的大導演是耶和華神。
各位長輩們如果要再婚時，
也要好好的尋求神的引導 相信神
也要好好的尋求神的引導，相信神
會按照祂的美意，來引導、來帶領。

再婚的夫妻如果本身的婚姻關係不夠穩固，
如果再加上前次婚姻子女間的衝突，
婚
就使得婚姻關係面對極大的挑戰跟危機…
 將非親生子女視如己出，會使彼此關係和諧
 如果他們已經長大成人，
最合宜的態度就是將他們視如成年朋友一樣
 當子女有自己的家庭後，更是看待他們
是獨立的單位，不要干涉太多、不要過度掌控和介入，
讓子女有健全的分化、獨立，能夠更多的成長
亞伯拉罕趁著自己還在世的時候，
就注意潛在的問題 而預先做了安排
就注意潛在的問題、而預先做了安排，
 亞伯拉罕對再婚所產生的結果相當清楚
 以負責任、有智慧、有愛心的態度，
以負責任 有智慧 有愛 的態度
盡量使家庭成員和睦，真不愧是信心之父！

再婚者在處理前次婚姻關係時，可分成三種類型…
1 喪偶者：需要處理悲傷、失落，是情緒、心理狀況，
1.
喪偶者 需 處 悲傷 失落 是情
沒有處理，會影響再婚之後相處情緒上的表達。
關於失落，約伯記有很好的實例 ─
他失去兒女、財產、健康，甚至失去
妻子對他的尊重，但是約伯忍耐…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神為愚妄。

伯一21-22

悲傷處理有時間性、急不得的，每個人情況都不一樣，
悲傷處理有時間性
急不得的 每個人情況都不 樣
 仍然在悲傷中沒有完全走過來的人，
是不合適在這個時候發展新的關係
 悲傷的情緒需要倚靠神的幫助，一步一步走過來

2. 離婚的：彼此需要處理兩方面的問題， 1) 饒恕 ─
 夫妻在離婚過程及前後，難免彼此傷害，
夫妻在
前後 難免
傷害
離婚是令人難過傷痛的失落
 在分手前後都可能帶來很多的傷害，
使得受害者如果沒有學習饒恕，
 便有可能因為心中的苦毒、仇恨
而走不出來，一直活在離婚的陰影裡面
 也會對再婚後的婚姻關係，造成負面的影響
太六14-15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

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如果自己本身曾經傷害了配偶，
也要在不再傷害對方的情況為原則，
尋求對方的饒恕、也要求神饒恕自己。
寬恕使人得到自由釋放。

3) 從來沒有結過婚的要和喪偶或離婚者結婚，

要多了解所要新組成的家庭成員，在婚前有坦誠的溝通
多 解
新 成 家庭成員 在 前有
溝
 再婚者的這一面也要了解對方一些事都是第一次，
要站在對方的立場，多多的嘗試、了解，
而有耐心寬容的對待，給予時間、空間，學習成長


2) 有關學習功課的問題，

想一想自己在前次婚姻有沒有做錯什麼，
想
想自 在前次
有 有做錯什麼
以至造成離婚、婚姻的破裂？
 如果有的話，就思考造成婚姻失敗的因素
是否已經去除、改進了？
婚姻是經營雙方的關係，許多問題夫妻都要負起責任的，
既然前次婚姻已經破裂失敗，前次婚姻配偶的情況
也不是自己能夠掌控、改變的，
唯一可以改變的是自己，
 擔起該負的責任，給予有正面更新、成長的機會
 如果確定自己問心無愧，就把自己的前途
交給上帝來引導、帶領、看顧


離婚者在情緒上跟喪偶者一樣，
離婚者在情緒上跟喪偶者
樣
也需要做悲傷的處理跟醫治。

所有再婚者的老年夫妻，都將因為實踐
聖經教訓的真愛，而蒙福、彼此受益，
教
真愛
蒙
受益
真愛的定義…
林前十三4-8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腓三13-14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應用這個教訓在再婚的生活上，就可以勉勵
應用這個教訓在再婚的生活上
就可以勉勵
 再婚者把過去先做一個結束，讓兩人從頭開始
 特別是再婚的這
特別是再婚的這一方，千萬不要拿過去的配偶
方，千萬不要拿過去的配偶
跟再婚的配偶來做比較，那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祝福所有的再婚者，靠著主的恩典、繼續活出主的愛，
能夠建 討 喜 的婚 家 生
能夠建立討主喜悅的婚姻家庭生活
 所有單身的長輩們，也靠著主的恩典、討主喜悅，
繼續的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畢竟再婚是一種選擇，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