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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逃避少年的私慾？ 

如何善⽤神給我們的⾃由意識，去做合神⼼意的事情？ 

什麼是神的標準？在⽣活裡，⽣命財產⾮常重要，我們在末世中要如何得勝這

世界？我們要有「真理的界限」來作為尺度，不管世界怎麼變，「神的界限」都

⾮常地明確。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

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二 16) 

 

伊甸園裡有那麼多果⼦，神只說：你不可吃那⼀棵，其他你要吃什麼，是你⾃

⼰的選擇。神在讓⼈選擇時，也給⼈清楚的界限，在這界限之內，你可以隨意

地選擇，所以神給⼈「⾃由意識」，⼈在選擇當中，也要為⾃⼰的選擇承擔責

任。 

摩⻄曾向百姓宣告：「我今天呼天喚地來向你們做⾒證，我將⽣死禍福呈明在你

們的⾯前，你們可以⾃⼰選擇，但我希望你們選擇⽣命，選擇神的律法，使你

的後裔都能夠存活。」 

摩⻄在利未記廿六章做了⼀個結論：順命者降之福，逆命者降之災。 

 

神給⼈⾃由意識，什麼不可以做的界限在哪裡？ 

在⼈的「選擇」裡，⼈要附上「承擔責任」這件事。 

神對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謹守遵⾏我向僕⼈摩⻄所吩咐的律法，不可偏

離左右。」你做到了前⾯的話，神就在後⾯給你恩典，我想很多⼈在神的這句

話有體驗，從⼩到⼤，有的⼈讀書，就離開了教會；有的⼈到了婚姻，就選擇

離開了教會；有的⼈進到了社會職場，就選擇物質的追求；有⼈到了年⽼時，

才偏離了神的道。 

 

所以在伊甸園中有兩種選擇，⼀是「⽣命樹」，⼀是「分別善惡樹」。 

這禁令有兩個雙重作⽤： 

 

⼀是對⼈的考驗。 

看⼈是否能⽤⾃由意識，永遠選擇在神這⼀邊， 

同時也暗示⼈，要選擇⽣命樹，這就好像⽼師出考題，因為⽼師不能幫學⽣作

答，所以⽼師告訴學⽣，這張考卷中只有⼀題是錯的。 



神已經告訴你，何者可以吃？何者不可以吃？ 

信仰就是這樣，若你仍懷疑題⽬是錯的，你就對神的話信不下去， 

你會選擇分別善惡的果⼦，那你就在⼈⽣中選錯了； 

其實⼈⽣就是這樣，不斷地在兩棵樹中做選擇，到底選哪個⽐較好？ 

 

「⽣命樹」到底意味著什麼？ 

它是來接觸神、完全享受在神裡⾯的⽣活，不斷地追求變化像神⼀樣，那是什

麼意思呢？因為⼈的驕傲，想要⾃⼰判斷，善惡樹的選擇，是建⽴⾃⼰的能

⼒，今⽇在信仰上，每天都有這兩個選擇題，然⽽，神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每天讀聖經就是在洩題，讓你知道何者是錯的？ 

但是亞當、夏娃不這麼想。 

⽣命樹就是依靠神；善惡樹就是依靠⾃⼰。 

⽣命樹是順服神、不問得失；善惡樹是計算得失，不管神。 

⽣命樹的⽣命是禱告、轉向神；選擇善惡樹，就是思慮、煩惱。 

⽣命樹的選擇是凡事謝恩；善惡樹的選擇是常發怨⾔。 

⽣命樹是⽤愛⼼包容；善惡樹是據理⼒爭、不願吃虧。 

我們的始祖，卻選擇了那個錯的答案，因此，我們看⾒了兩個不同的對應， 

⽣命樹是「像神的性格」；分別善惡樹是「如同神的能⼒」。 

敬⽼尊賢，符合神的旨意是⽣命樹；善惡樹是違背神的旨意。 

⽣命樹的⽅向，是⼀⽣來榮耀神，善惡樹是追求⾃⼰⼀⽣的榮耀。 



 

所以⼈在⾃由意識的選擇，是⾮常重要的，當你選錯答案，⼈類的⽣命就⾛向

滅亡。當⼈離開神所建的伊甸園後，到亞當的第⼆代時就發⽣了兇殺案， 

⼈就隨意嫁娶，神就⽤洪⽔來毁滅。 

神想盡辦法藉著挪亞⼀家⼈，保留敬虔的後代，期待⼈能有敬虔的後裔繁衍， 

可是挪亞的後代，有⼈建造巴別塔，也產⽣了所多瑪和蛾摩拉。 

因此神才呼召選亞伯拉罕作為信仰之延續。 

可⾒⼈是帶著罪性的，因罪性的引導，順著個⼈的私慾，⾛向將來的滅亡， 

從與神同在的⽣活到了世界，離開伊甸園後的虛空， 

⼈從追求⼼理的層⾯，慢慢⾛向物質的層⾯。 

 

我們看⾒在⼤洪⽔退了之後，挪亞做了第⼀次的獻祭， 

神聞到了獻祭的馨⾹之氣，神說：「我不再毁滅這地。」 

但在⼩字裡有提到⼈⼼裡懷著惡念。 

因為⼈犯罪之後帶著罪性，從⼩就帶著惡念，所以⼈先天有犯罪的傾向， 

⼩孩⼦天⽣就會說謊、忌妒、⾃私、⾃⼤、懶惰、貪婪……， 

所以很多⼈說，要透過教育來教化⼈⼼，可是教育到現在，似乎沒有辦法，⼈

反⽽⽤更⾼超的辦法來犯罪。 

 

所以逃避少年的私慾，是什麼意思？這有兩個層⾯的意思。 

1. 那是「渴望」的，是世⼈⼼中所響往的，這無關乎對錯， 

因為這是⼈⼼中所渴望的，就像⼈在伊甸園中，可以隨意選擇分別善惡樹以外

的果⼦，這是神賦予我們的，我們有⾃⼰的想法跟⼼中的渴望。 

2. 慾是「貪念」，這可能是被禁⽌的，或不得體的事。 



從⼈離開伊甸園後，都帶著私慾，若沒有被引導與界限時，⼀定會偏向罪惡， 

因為世界本來就帶著罪惡，為何要強調逃避私慾呢？ 

為何要強調少年時期呢？因為少年時期，正在形成道德及價值觀念。 

他們⼼中不斷地問⾃⼰，我是什麼？我是個有價值的⼈嗎？我在神的⼼⽬中是

什麼？別⼈喜歡我嗎？我喜歡我⾃⼰嗎？所以少年⼈很需要「⾃我認同」。 

若這年紀的孩⼦，沒有給他真理認同，與聖經的界限， 

他所接觸的，若是⽐較罪惡的，那這階段的孩⼦，就會⼀直往罪惡的⽅向去

了。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廿二 6) 

 

⻘少年是可塑性最⾼的時期。 

孩童的教育，決定了他⼀⽣的⾛向，若以⼗⼆歲來說，⼤約是國中⼀年級的時

期，若這時期沒有正確的價值觀，他就會偏離了。若在⼗⼆歲以前給他界限，

告訴他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他的價值觀建⽴之後，到⽼也不會偏離，所以這

段時間，真的是太重要了！ 

 

這是最好的時期，也可能是最壞的時期；是有智慧的時期，也是愚蠢的時期； 

是能產⽣信仰的時期，也是對信仰產⽣疑惑的時期；它可以是最光明的時期，

也可以成為⼈⽣中最⿊暗的時期；它可以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可能是令⼈失

望的冬天；這年紀的孩⼦，是直趨向天國的過程，也可能是直墮地獄的過程； 

⻘少年期是⼈⽣的轉折期、改變期是很重要的，現代的⻘少年誘惑⽐以前多。 

現在是網路的世界，你要什麼資訊網路上都有；你要交朋友、要什麼消遣網路

上也有；你可以在線上遊戲中找回成就感，網路世界就像天空的⾶⿃⾃由遨

翔、無拘無束；⼜像脫韁的野⾺在草原上奔馳，這當中是危機四伏，有許多的

陷阱在其中。 

 

為何許多⻘少年，會選擇崇拜影歌星？ 

因為覺得他們活得有價值，因此追隨他們，也因此價值觀會受影響⽽偏差， 

若是對⾃⼰不夠肯定，加上家庭的關係不夠和諧，將來投⼊社會，會有許多掙

扎難處，若所遇的環境不佳、或升學不如意、家庭破碎等問題，他們的性格、

操守、⾏為，會變得⾮常極端，社會上就多了⼀個問題⻘年。 

 

⾛⼊⻘少年的孩⼦，在⼼中都有⼀份⾃⼰期待的⾃由，對他們⽽⾔，這是⾮常

重要的事情，因為要⾃由，所以受不了⽗⺟親的囉嗦，因為要⾃由，所以討厭

家庭的規矩與束縛，只要有⼀點的管束，他就覺得權利受到侵犯，當⾃由受到



限制時，他就無法忍受，他⼼中告訴⾃⼰，我⻑⼤了，我不再需要提醒，我要

追求⾃由。 

 

有位⻘少年⼀⼼想要追求⾃由，於是來到美國的⾃由⼥神像⾯前，就問神像

說：「請妳教我，如何能真正得到⾃由？」他彷彿感覺到⾃由⼥神像對他說：

「你看看我，我的⼿已經舉酸了，都沒有辦法放下來，我要求⾃由，卻也是不

⾃由的時候。」有時我們所要求的⾃由，是⾃由還是我們⽣命上的束縛？ 

 

有位⻘少年不顧家⼈反對，半夜兩點才回到家，他說：「我有⾏動的⾃由。」 

他不斷向⽗⺟說：「這是我的身體，我想要怎樣就怎樣！我要抽煙，我要喝酒、

吸毒都是我的⾃由，今天我得肺癌、肝癌也是我的⾃由！」 

難道⾃由真的是無界限嗎？⾃由，是想做就做沒有約束嗎？⾃由，是完全沒有

底限嗎？是不是別⼈只能說 YES，不能說 NO 嗎？你所謂的⾃由，是⼀切都照

著我的想法，才是真⾃由？ 

 

今⽇神給⼈「⾃由」，是⼀定要在「界限」裡享受⾃由，界限裡的⾃由，是⼀種

保障的⾃由，⼈帶著罪性，必須要⽤「律」來約束⾃⼰的⾏為。如果亞當、夏

娃能在神的界限裡享受⾃由，他們的活命還在伊甸園裡，越過界限就必死亡。

聖經裡的⾃由是受拘束、但是有保障的，超過界限就是放縱，會帶來悔恨與痛

苦。 

 



今⽇隨著男⼥頻繁地接觸，因此有很多情慾的事情發⽣，這讓我們看到⻘少年

在追求⾃由的當中，⽤⼑把⾃⼰給刺透了。 

 

什麼是罪中之樂？ 

有位戒毒的毒犯，曾經形容什麼是罪中之樂？ 

他說：就好像⽗⺟愛你，愛你 99 次，駡你 1 次，但是你就忘記了⽗⺟前⾯ 99

次的愛你，你全忘了，你只記得駡你的那⼀次。⽤毒品來說，毒品給⼈的感覺

很愉快，但是很短暫，為了⼀時的愉快，你要付出許多代價，你會痛苦、你會

掙扎，但是你⼀看到毒品，就把痛苦忘記了，你只想到快樂，但是這種快樂很

快就結束了。 

 

這兩段正反的形容，讓我們看到了，什麼是罪中之樂？ 

由此可⾒，罪中之樂是痛苦的，就像毒品⼀樣，其實你很痛苦，但你為了追求

「短暫的快樂」，反⽽「⻑期的痛苦」，只要你碰到了就很難翻身。 

甚⾄有⼈戒毒到最後，覺得⾃⼰的⼈⽣，沒有希望⽽想要⾃殺，他覺得活不下

去，因為他追求的快樂，是不在界限裡的，因此他說：他知道⽗⺟⾮常愛他，

但他染上毒癮後⾮常痛苦。你所謂的⾃由，就是讓愛你的⼈傷⼼嗎？ 

 

我曾駐牧⼀間教會，在凌晨兩點時，接到了⼀通電話， 

通常在半夜接到電話，是⾮常緊張的，我聽到電話的那邊，⼀個媽媽哽咽地

說：「我的孩⼦到現在還沒有回家，和幫派⻤混。」她不斷地哭。 

因為她的孩⼦說：「我要打⼯，我要⾃由，別⼈的⽗⺟都不管他們幾點回家，要

回來也是我的⾃由；別⼈的⽗⺟會給他們很多錢，也不會問他們錢花在哪裡；

男同學都穿⽿洞，⽗⺟也不會管，你什麼都管。」 

我聽了好⼼痛，我們的孩⼦真的⻑⼤了嗎？如果⻑⼤了，請你們表現出來。 

我昨天聽到⼀個⻘年的話很受感動，他曾經很叛逆，做了許多讓⽗⺟難過的

事，他的⽗⺟親總是⽤愛來告訴他，他無法接受，他也是很晚回到家，幾乎是

凌晨了，他以為回到家⼤家都在睡覺，但他卻發現客廳的燈是亮的，他的⽗⺟

為了等他回來，在客廳裡⼀直為他禱告。他回到家聽到⽗⺟的禱告聲，⼼裡⾮

常感動，我的⽗⺟到底為我跪了多久？那⼀刻起⻘年對⾃⼰說：「我不再讓⽗⺟

親流淚。」 

 

什麼叫「⻑⼤」？就是不要讓你的⽗⺟，再為你流⼀滴淚。 

什麼叫「⻑⼤」？就是你所做的⼀切事情，都讓⽗⺟親⾮常放⼼，讓⽗⺟因⽣

你⽽感到驕傲。 

 



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箴廿三 25) 

 

這證明你是有價值的，在神的眼中你也是有價值的。 

什麼是「⾃由」？ 

⼀、⾃由不是⾃私 

⾃由不是想做就做，⾃由是願意承受必要的個⼈的限制， 

⾃由是享受⾃由的同時，也要尊重別⼈的⾃由。 

 

⼆、⾃由不是⾃傲 

你在享受⾃由的同時，卻不讓⼈⾃由，那就是以⾃我為中⼼了。 

當⼀個⼈不以神為中⼼時，就會被罪惡所捆綁， 

罪惡有種吸引⼒，會讓⼈去做惡事，還以為是⾃由，其實都是罪中之樂。 

 

三、⾃由不是放縱 

⾃由不是⾃我放縱，不是站在⾃⼰的感覺，也要站在別⼈的⽴場，去感受別⼈

的感覺。所以，在我們的⽣活裡，不要放縱⾃⼰。 

 

3-1 要控制⾃⼰的「⾆頭」 

在年少時，有時說話會沒⼤沒⼩的，所以要會控制⾃⼰的⾆頭， 

也從控制當中，學習限制⾃⼰的⾃由。聖經說：我們所說的話，將來都要句句

供出來，憑你的話定你為義，或定你有罪。 

 

在⻘少年期，對⽗⺟講話要三思⽽⾏，你怎麼對你的⽗⺟親，就是怎麼對神？ 

你愛你的⽗⺟親，就是愛主耶穌。⽗⺟⽣下我們，神賦予他們管理的責任，神

給他們權柄，你不服從他們，就是不服從神。 

 

3-2 要控制「社交上」的⾃由 

我們的確要有娛樂，但選擇時需要⼩⼼。 

 

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神必審問你。 

(傳十一 9) 

 

3-3 要控制「交朋友」的⾃由 

最重要的，就是在交朋友上要⼩⼼選擇。 

很多⻘年因為交友的關係⽽改變，因為物以類聚， 

和什麼樣的⼈交往，你就變成什麼樣的⼈。 



要如何享受界限裡的「真⾃由」？ 

⼀、不犯罪的⾃由 

1-1 勝過情慾的⾃由 

今⽇享受界限裡的⾃由，也要珍惜聖經的⾃由，享受⾃由卻不犯罪。輕易的勝

過情慾的⾃由。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

願意做的。 (加五 17)   

 

⻘少年時期，⼼中常有兩個律在交戰，聖經也說：情慾和聖靈是彼此為敵的。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

他。(約壹五 18 )  

 

所以在⻘少年期，要過著得勝的⽣活，當私慾在我們⼼中不斷作祟的時候，不

是順著它，⽽是控制它，你才能在這場爭戰中得勝，才能有治服⼰⼼的⾃由。 

 

1-2 治服⼰⼼的⾃由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箴十六 32) 

 

我們發脾氣時，若能控制、能治服我們的⼼，我們就是勇⼠。 

我們要求主耶穌，給我們治服⼰⼼的⾃由。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 23) 

 

你的⼼怎麼樣？決定你在神⾯前的價值。 

 

⼆、不受物質束縛的⾃由 

2-1 有不貪⼼的⾃由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

了。(提前六 10) 

 

別⼈有的，我們為什麼⼀定要有呢？ 

我們要在有的事上，來感念我們的⽗⺟親。 

 



2-2 有不⽐較的⾃由 

因為「⽐較」是很痛苦的事情，我們不要和別⼈⽐，要和⾃⼰⽐。 

 

2-3 有不發脾氣的⾃由。 

 

2-4 有不上網、不打電玩的⾃由； 

 

2-5 有不跟隨流⾏的⾃由。 

這些才是真⾃由，這些是神給我們的⾃由，你可以⾃由地去享受⾃由， 

但也要⼩⼼魔⻤的⼯作。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

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弗二 2) 

 

今⽇⽗⺟親⽤神的道，對你說：你為什麼不能接受？ 

你要⼩⼼魔⻤在裡⾯⼯作。 

許多事運⾏到後⾯，你⾃⼰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或者，做了之後過了⼀段時間，到最後才知錯了。 

所以，⻘少年在很多事上要三思⽽⾏。 

 

若你不能順服⽗⺟的權柄時，就是該跪在神⾯前的時候。 

若⽗⺟所要求的不合真理，我們要⽤神的道理，來跟他們說這是不對的； 

若⽗⺟要求的是合乎真理的事，那我們就要遵守。 

因為在界限裡，是要我們享受真正的⾃由， 

這是聖經給我們⾃由的原則。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他的

轄制。(林前六 12)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林前十 23） 

 

凡事：指凡⾏的事 

因此，我們在做⼀件事之前，要先想想這對我有益處嗎？ 

我⽗⺟親看了會⾼興嗎？別⼈看了這件事情會⾼興嗎？ 

我做了這件事情，是否受到轄制了呢？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

救。（林前十 33）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林前八 13) 

 

真正的⾃由，是站在別⼈的⽴場，使別⼈不要跌倒，來享受你的⾃由， 

所以保羅說：如果⻝物會叫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吃⾁和得救無關， 

但因為顧及別⼈的信仰，在這個⾃由之內，我可以做⾃我限制。 

 

所以，在任何⼀件事，我們在⾏動前可以思考：我做這事情真有益處？ 

這件事情可以讓⼈靈性得到造就嗎？這事情可以榮耀神嗎？ 

若經過這三個判斷都符合，你就可以去做；若其中有⼀樣不符合，你就不要

做，因為做了之後會後悔，以後你絕對會痛苦，所以要做正確的選擇。 

 

聖經告訴我們兩件事： 

1. 要逃避： 

要逃避少年的私慾，逃避就是躲避，這不是想法⽽是動詞，能遠離不對的事，

去追求對的事情，所以⻘少年，是有許多事是要逃避的。 

 

2. 要追求： 

我們要清⼼禱告、追求公義、仁愛、信德、和平，若遇到不對的事情，就像逃

命般地逃之夭夭，逃避是消極的，追求是積極，我們如此做，在神眼中是有價

值的，才能成為貴重的器⽫，為主所⽤。 

 

主認識屬祂的⼈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他的人」；又說：

「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提後二 19) 

 

神賞賜給我們聖靈，是給我們應許，這「印記」有三種意思： 

1. 表明它是屬於誰的？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

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

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

千年。(啓廿 4) 

 

 



聖靈的印記，就好像我們被蓋上印章，就是代表了⾏號，表明了我們是屬於

誰？ 

2. 表明它的內涵實質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

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弗一 13)  

 

我們得到聖靈，就是歸屬神，我們每個動作、每個思考，都代表了我們是屬神

的，不是外在，⽽是連內涵，都要歸屬神。 

 

3. 表明它的屬性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加六 17) 

 

因此我們要與罪劃清界線，要能夠⾃潔，脫離卑賤的事，成為神貴重的器⽫， 

在神的眼中，不在乎你的材質是什麼？外⾯的社會，會⽤⾦、銀、銅、鐵，來

做為排列順序，成績好、美貌也是社會上排列的價值，但聖經裡不是這樣；神

看的是：如果你能脫離卑賤的事，那你就能成為貴重的器⽫，若你追求聖潔，

⾛在神的道路上，那你在神的眼中是最有價值的，這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價值

觀。 

 

稱呼主名的⼈ 

泥在窯匠的手中怎樣，在神手中也是怎樣，建立栽植或拔出拆毀，全由神來衡

量人的表現。（耶十八 4－10） 

 

約瑟年輕的時候，就被賣到埃及為奴，他有許多的試探， 

包含了⼯作成就，以及精神、財富，⼀般⼈的反應可能就隨波逐流、與世為友

了，但是，約瑟到了波提乏家裡，甚⾄當了總管仍舊能分別為聖、出污泥⽽不

染，主⼈的妻⼦主動投懷送抱。 

這是性的誘惑，也是致命的吸引⼒，他若做了，可以⼈財兩得， 

但約瑟的反應，是勇敢地拒絕，他寧可得罪主⼈，也不願得罪神。 

為何他能得勝？因為他敬畏神。「我怎能做這⼤惡，來得罪神？」約瑟⼝中的

「我」裡⾯已包含了神，「我」強調了神如何來看？這很重要，我們都敬畏神，

神就來幫助我們。我們要成為先知先覺的⼈，不要不知不覺，在我們的成⻑過

程中，要有拒絕的勇氣，若不敢說「不」，就會有下⼀步的試探。因為真理的堅

持，就是從說「不」開始的。 

 

 



他們滿眼是淫色（原文是淫婦），止不住犯罪，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心中習慣

了貪婪，正是被咒詛的種類。(彼後二 14) 

 

你的⼼若是不堅固，別⼈⼀說話，你的⼼就被牽⾛了， 

若你常來聚會，你的尺度、界限就會很清楚，因此⻘少年要與⾃⼰來⽴約。 

第⼀：要與「眼睛」⽴約。 

 

我與眼睛立約，怎能戀戀瞻望處女呢？(伯卅一 1) 

 

不要犯罪，就是要與眼睛⽴約，若你眼睛看到的是不對的事情，你的⼼思意念

也會跟著不對，所以才要⽴志與⾃⼰的眼睛⽴約。 

 

第⼆：要與「⼼」⽴約。 

聖經提到了要約束⾃⼰的⼼，要謹慎⾃守，有時候沒有⼈看到你做什麼？但你

要知道，有⼀雙神的眼睛正在看著你。 

 

今⽇我們要追求幸福美滿⽣活，更重要的是要以神為核⼼價值， 

⼈⽣追求到最後，就是三⻆形頂端的神，所有⽣命的核⼼價值就在神裡⾯， 

你在神裡⾯，可以享受到平安、滿⾜的⽣活，若你不進⼊神裡⾯，你遇到試

探，你會進⼊⼈⽣的虛空。 

 



我們要問⾃⼰，你喜歡現在的⾃⼰嗎？ 

你喜歡現在的劇本嗎？⼈⽣像⼀齣戲，每天我們都在寫⾃⼰的劇本， 

你可以決定⾃⼰的戲，是要以喜劇收場，還是悲劇收場？ 

因為⼈⽣每個階段的選擇，都會影響到你的未來。 

若我們有更多的思考，我們今天做的事，明天會後悔嗎？ 

絕對不要先做再說、明天再說，若你能肯定，今天做了明天絕對不會後悔的

事，過了明天你喜歡昨天做的決定，若你的⼈⽣，每天都在肯定的理念中過⽣

活，過了⼀年之後，你仍喜歡現在的決定，甚⾄過了三年、⼗年、六⼗年，你

仍不會後悔你的決定。甚⾄到了⽣命要結束時，你也不會後悔。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

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神必審問你。所以，你當從

心中除掉愁煩，從肉體克去邪惡；因為一生的開端和幼年之時，都是虛空的。 

(傳十一 9-10) 

 

你在⻘少年時看你所愛看的，但是你要付出代價， 

期待⼤家都⾏在神的道路上，真正享受在主裡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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