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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信仰、婚姻觀 論文頁數：158 頁 本研究針對成長於單親家庭之基督徒

子女的婚姻觀進行研究。受訪者共六位來自父母離異後接受基督信仰的未

婚基督徒。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方法，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研究目的

欲探究原生家庭經驗與基督信仰對其擇偶態度、婚姻的意義與婚姻中的角

色影響為何。透過深入訪談，本研究發現： 一、原生家庭經驗對婚姻觀

的影響 （一）擇偶態度：在擇偶條件上，身受父或母的形象影響，呈現

趨避與彌補的情形。對於異性交往抱持一種隨意並在性觀念上較為開放的

態度。 （二）婚姻的意義：由於父母離異，讓受訪者對婚姻抱持恐懼、

失望、不信任與拒絕態度，並且不反對離婚。 （三）婚姻中的角色：受

訪者不希望自己的婚姻重蹈覆轍，無論是婚姻中的角色扮演或對另一半的

角色期待上，皆希望學習父親或母親一方的優勢特質，或避免父母在婚姻

中的角色缺失。 二、基督信仰對婚姻觀的影響 （一）擇偶態度：不再恐

懼異性、清楚明白如何尋找真愛，性觀念不再是開放態度。在擇偶態度

上，以禱告、聖經教導尋求對象。 （二）婚姻的意義：接受基督信仰之

後，對於婚姻的意義皆持正面的態度；看重婚姻的意義，認為婚姻是神所

設立，夫妻是一生一世終身的盟約。 （三）婚姻中的角色：認同聖經的

教導，丈夫應當保護妻子、愛妻子、成為家中的帶領者，妻子則應當扶持

丈夫、順服丈夫。受訪者認為，夫妻是互補關係，並且要有上帝在其中，

方能維持美好的婚姻關係。在基督裡，彼此順服、彼此扶持。希望透過信

仰的支持，不要輕易離婚。  

摘要

(英) 

The Marital Viewpoints of Christians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marital viewpoints of six Christians who are 

brought up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The researcher adopts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techniques to deal with a great deal of qualitative data, and aims to probe the 

influence of both the family of origin and Christianity on what attitude Christians 

have toward choosing the other partner in marriage,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arriage, and playing the role in marriage. As a result of the in-depth interviews 

conducted, the researcher discovers: 1.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f origin on marital 

viewpoints a. Attitude toward choosing a partner: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fluenced 

by the father or mother image, interviewees tend to avoid the paradoxical characters 

that relate to their parents or tend to find in the other partner the characters that their 

parents did not have. At the mean time, they tend to have casual attitude toward 

relationships and sexual values. b. The significance of marriage: interviewees dread 

and feel disappointed with marriage. They disbelieve, reject marriage and consider 

divorce acceptable. c. The role in marriage: interviewers wish not to repeat what 

happened in their parents’ marriage regardless of the role they will play in 

marriage or regardless of the anticipation they have for the characters of the other 

partner. In other words, they wish to learn the positive traits or avoid the negative 

ones that exist in their parents’ marriage. 2.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on 

marital viewpoints a. The attitude toward choosing a partner: the interviewees no 

longer fear the other sex, clearly understand how to look for the true love as well . 

Most importantly, they no longer have open attitude toward sexual values. They rely 

on prayers and Bible teaching to look for Ms./Mr. Right. b. The significance of 

marriage: the interviewees change to hav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significance 



of marriage after they become Christians. They value the significance of marriage 

and think that God set marriages for human beings and marriage itself is a covenant 

for both husbands and wives. c. The role in marriage: the interviewees give consent 

to Bible teaching. Husbands should protect and love wives and become the heads in 

families. Wives should support and submit to husbands. Interviewees think that 

husbands and wives should given themselves up for the other and serve God as the 

lord of houses so that a good marriage can be maintained. Both husbands and wives 

submit to each other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Christ. In this way, divorce can be 

avoided in the belief of Christianity. Keyword: Single-parent families, Family of 

origin, Christianity, Marital View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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