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6/12/2011 

題目：指向正北 

經文：提摩太后書 3：1—9 

主旨：在這個道德混淆不清的時代，我們要以愛神愛人作為生命真方向 

引言： 

 

我想大家可能這個星期在新聞上都已經看到這樣的一個消息，本地的一對

75、73 歲的夫婦因為家裡有一個 Party，要出去買東西，開車的話大概只需要

25到 30 分鐘來回就可以了，因為轉錯了一個彎，一個 25或 30分鐘的一個事變

成了 30 個小時，開了 500 英哩的路，一直開到•••當他們被發現的時候，他們已

經完全的困擾了，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試想：一個只是二十幾分鐘的短距離的開

車去買東西，結果變成了一個開了 30 個小時，500 英哩的旅程。完全的困擾，

不知道方向。 

 

我自己向來都不喜歡開車到曉斯頓的市中心，因為這一個城沒有正正當當的

放在一個“東南西北”的這一格子裡面，如你們都知道，曉斯頓這個城市在東西

南北是一個歪歪的方向，所以我沒有辦法知道南是在哪裡，如果我說南邊是 59

號，那我沒有辦法開到 59號那裡。在沒有 GPS 時代，經常的迷失，如果沒有 GPS

一定要有指南針，告訴我南在哪裡，北在哪裡，然后我可以朝著南開，到 59 號

公路，然后在開回來。生命是不是也是如此，當我們沒有一個方向的時候，我們

會覺得亂，我們會覺得迷失。我想我們當中有許多的人在談話的時候，很容易有

感嘆，不知道這個世界到底變成什麼世界了。 

 

在我們研讀《提摩太后書》的時候，我們看到保羅重復的在那提醒提摩太說：

提摩太，你要剛強，提摩太，你要壯膽，提摩太，你要站立的住。在今天我們所

讀的這段經文裡，保羅在那裡告訴提摩太你要剛強，你要壯膽的環境是什麼樣

的？在什麼樣的處境裡，你要壯膽，你要剛強？ 

 

保羅在這一段的經文裡一開始，他就說：“你應當知道”。這是一句相當重

的話語，就是提摩太你要記住這一句話你不該不知道的。然后接著下來 8節的經

文，保羅就在那裡告訴提摩太你所處的環境是什麼樣的環境？而且也在那裡告訴

提摩太說：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在這樣的一個道德混亂的處境裡，你要跌倒，

你要軟弱，你不能站起來，是一件很輕易的事。如果你要在這一個困擾的環境裡，

混亂迷失的環境裡，能夠站得住的話，提摩太，你生命裡面，一定要有一個准確

的指南針，是指向正北邊的，正北就是要愛神愛人。 

 

1.我們正活在末后的日子 

 

在第 1節，講到“末后的日子，必有艱難的時期來到”。聖經講到，末后的

日子，一般是指耶穌基督降生一直到他再來，那一段時間。因為這個原固，在五

旬節的時候，彼得在《使徒行傳》在第 2章那裡說：“神說，在末后的日子，我

要把我的靈澆灌所有的人，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青年人要見異象，你們

的老年人要作異夢。”彼得在那裡宣告說：這些的預言都應驗了，所以現在我們

已經在末后的日子了，就是耶穌的降生和耶穌的再來的之間。 



所以當保羅在寫這一段的經文的時候，《提摩太后書》第 3 章說：不是在將

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當耶穌來之前會有 1 2 3， 這不是保羅的用意，保羅在

那裡描寫他那個時代的特色。當我們仔細的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和第一世紀沒有太大的差別，當然我們在科技方面是天壤之別，完全

不同的世界，但在人性的道德上面，我們大概差不多是一樣的。 

 

這個末后的時代的特色是什麼呢？他這裡講到有艱難的日子，在其他的翻譯

本裡，是有很可怕的日子會來到，在那個時候的生活，是非常的混亂，在那個時

候的生活，是許多不正常的事情。讓我們來看一下，在那個時代，那些的特點是

什麼呢？ 

 

2.末后的日子充滿了歪曲的價值觀 

 

第 2 節到第 5 節，一共有 19 句話來表達那個時代是如何的，“那時，人會

專愛自己、貪愛錢財、自誇、高傲、褻瀆、悖逆父母、忘恩負義、不聖潔、 3

沒有親情、不肯和解、惡言中傷、不能自律、橫蠻兇暴、不愛良善、 4 賣主賣

友、容易衝動、傲慢自大、愛享樂過於愛 神，”當你看這段經文的時候，你所

看見的，所得到的一個印象乃是一個完全被歪曲到的價值觀的一個現況。事情不

應該是這樣的。但是卻是如此。我們把它歸類解開來看一下。 

 

1. 錯導的愛 

 

V4,“愛享樂過於愛神”特別是第 4 節的最后一句話愛享樂，過於愛神。我

們要注意的是最后那幾個字：過於愛神，過於愛神其實是這段經文裡一個主旨思

想，因為我們人被創造就是能夠愛神愛人，在聖經裡，那一個道德的控制，那個

管理，那個一致的主旨就是盡心，盡意，盡性，愛主我們的神。這是聖經裡講到

控制我們人的那個道德律，就是愛神和愛人。在這段的經文裡面，我們體會到，

因為罪的緣故，我們愛的那個本能已經被歪曲掉了，我們沒有去愛神，我們在那

裡愛自己，愛錢財，愛享樂，讓我們稍微用巔倒的次序來看。 

 

A.   V.4愛享樂。  就是第 4 節最後的一句話。 愛享樂過於愛神。享樂這

兩個字在第一世紀就是指著享樂主義，就是沉迷於過去好的生活，吃得好，穿的

好，住得好。在生命裡有一個很好玩的時間。我記得多年前有一個朋友從 

St.Louis 搬到南加州，不久之后有機會見面，問他在南加州過得怎麼樣，他就

是一句話告訴我，就是好玩，大人好玩，小孩子也好玩，那時候，我在想像，我

想難道這就是生命嗎？去個地方，那地方怎麼樣，就是好玩。有一個廣告的標題

是說：長得好看，住得好，可以經濟貸款。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住得好，你要

相貌好，我們會貸款給你，有了錢，你可以住得好，你可以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有了錢，你可以改容，使你變成那一個標准先生，標准女士。我們以滿足我們的

五官，感官成為了人生中的最終目的。 

 

 

   B.貪愛錢財。  除了愛享樂，這裡提到貪愛錢財，當我們的愛不是對上神的

時候，我們的愛就是對上了享樂，並且很自然的導向上了錢，當金錢是最終目的



的時候，那所有的一切包括人也成為了我們的工具，成為了我們的手段而已，錢

我們知道會導致貪心。在 2008 年，世界的金融機構的崩潰，也只不過反映出人

的貪心而已。住在曉斯頓久的人都知道，在 2011，Enron公司的崩潰也是因為貪

心，為了得到更多的錢，所以虛造了一些的公司，只有其名沒有其實的。因為錢

的緣故，往往最好的朋友可以成為敵人，可以在法庭裡面互相的控訴。多年前，

有一位青少年因為一塊錢就把自己的朋友殺死了，錢財是沒有底的一個井。當然

我們沒有很多人去賭城賭錢，如果你開車經過，你去那裡度假，為了是要吃，為

了是要看，你大概也會賭一下吧，你不要告訴我你沒有拉過那個老虎機 （lottery 

machine），你拉了第一次，你大概會拉第二次，如果你輸了兩毛五的話，你會說

我第二次一定可以把那贏回來﹔如果你贏了兩毛五，你還會想再賭，你會說：我

可以贏更多的錢，可以把錢捐給教會。我記得多年前，在聖路易的教會，一位教

會的師母和我太太談話，她說：你不知道我們教會最近多尷尬，我們教會的弟兄

去賭錢贏了好多的錢，被訪問，他還說，把贏來的錢捐給教會，這個師母說，你

說我們怎麼辦呢，這件的事情還在報紙上登出來了。錢是一個無限底的井，滿足

不了的，越多越好，越多越好，他有那種控制我們的能力。 

 

因為這個緣故，保羅在寫信給提摩太的時候，最后他講的一句話，貪財是萬惡之

本。當然錢和享樂本身不是不好的事情，這是好的，我們可以用來用的，生命裡

面是要吃得好，住得好，但是不是我們要追求的那一個對象。 

 

c、愛自己  在第 2 節在那裡說：“人會專愛自己”。這就是以我為中心，

我是整個宇宙的中間，別人都要牽著我的意念，別人都要遷就我的計劃。這一個

的自愛當然在最近二十年來，在西方的社會，在東方也是一樣的，我們都愛惜自

己的身體。我們不錯要保持身體的健康，但是往往我們過分了一點，把我們的身

體變成神一樣的在那裡敬拜。如果你看一下你的社區的刊物，在我們的那一個社

區有一個刊物，有一些醫療方面的廣告，面充滿了之前和之后的照片，如果你有

一些錢的話，你也會拍一些之前之后的照片。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當然我不能說

這是不好的，但往往你會過了那條線﹔將自己成為了世界的心。 

 

當你自己成為你自己世界的中心的話，你會導致了那個自夸，那個驕傲。自

夸就是在那裡夸耀、夸張自己的成就，我們都有成就，看看我們這裡的人，年輕

的，中年的，年長的，讓你寫你的歷立書給我看的的時候，你大概可以寫好幾張，

都是你的成就，我們都要恭喜你，但是會不會我們將我們的成就變成我們夸耀的

事情。在每一次的談話裡面總是有辦法把話題轉到我的成就那件事上來，告訴我

是怎麼樣的白手起家的，我是怎麼樣的到我今天的地步，然后不停的在那自夸。

這一個的驕傲，這一個的自夸也會導致一種的褻瀆，另外一種的翻譯不禮貌的，

對人粗暴的一些的舉動。因為當我驕傲的時候，我很容易的看不起你，總會覺得

你沒有我好，當你講你在你的學校拿到了什麼獎，我馬上會說，我的那一個學位

比你更好，我不會立馬說出來，但在我的心裡我會這樣的陰影，我的那一個比你

的更好。然后我們很容易在人的后面講一些負面的話語，這些都是我們在日常生

活中所經歷的。在人的背后講人的話，一般來說，都是些負面的。有時候，我會

鼓勵弟兄姊妹說：我和某某人談話的時候，他提到你多麼的好，當然他的第一個

反應說不會的，為什麼這樣的說？因為我都習慣了別人在我后面講的都是不好的

話語，這是我們一般的人經常會遇到的。這些都是因為我們失去了那一種的謙



卑，我們在那驕傲，在那自夸，這種的話語都不能建立一個身體，反而在一個群

體裡，造成了不和睦，不合一。 

 

2.歪曲的家庭生活 

 

除了這種錯導的愛，然后接著下來是講到一個錯誤的歪曲的家庭的生活。這

一段的經文是不容易處理的經文，因為有十九個項目，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話，特

別是講道的人，一不小心就會變成了在講流水帳，一句話，一句話的解釋，如果

這樣的話，講幾個禮拜都沒有辦法講完了，所以我就按著 斯托得的一些的寫作，

盡量把它們歸類一下，斯托得就將另外五個的表達就歸類於家庭的生活裡面，他

說這裡描寫歪曲掉的家庭的生活。 

 

首先的是兒女們悖逆父母，背叛父母，這個經文從第 3節這裡，就是講到悖

逆父母，聖經是教導我們要孝順父母，特別當我們還年輕，還年幼，住在父母家，

是理所當然的﹔ 

 

第二點講到忘恩負義，就是講到對父母一點感恩的心都沒有。有時候感覺到

在這個時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總是在那裡感覺父母欠了自己的東西一樣。當然

有時候我們做父母的沒有做好，這是我們的錯的，我們沒有責任﹔但當你是一個

成年的孩子的時候，你不要生活在像父母欠了你東西一樣的，父母按著他們所能

的在支持我們，在幫助我們，在供養我們，要有一個感恩的心。在母親節，有很

多的卡，你會寫給你父母，這是很好的，但是這些比不上與他們言語的一個電話，

買個卡片寫幾個字寄給他們，這些我們好多人都不會做了。到店裡面，揀一個寫

好的，不是很肉麻的卡片，寄給父母。是不是？當父母接到你的那個卡片的時候，

聽到你的那個聲音，你的父母就是最大的安慰。下個星期就是父親節了，我們這

些做兒女的，父親還在的，就是我們該做我們該做的事，一個電話或一個卡片，

這是知道他們的心會感覺到悲傷和溫暖。 

 

然后這裡有一句話就是不聖潔，一般聖潔是指人和神的那個關系，人在神面

前的敬虔，但是在古希臘的文學裡面，聖潔是用來形容兒女和父母的那種的孝順

和尊重，這裡指一些的孩子對父母完全沒有尊重，所以不單是在這個社會，孩子

對父母沒有禮貌。在箴言裡，有一句話說我兒呀，不要輕看你母親的教導，不要

看不起他，特別是年長的父母，不要輕看他們，我們要在那裡尊重他們。 

 

下面是講到沒有親情，在羅馬書裡面，把它翻譯成沒有心，你對你的父母一

點的心都沒有，冷冰冰的，我想不多，但是我們都能看見過，這些都是不健康的。 

 

然后接著下面講的不肯和解，是在家庭裡，不管是父母孩子，是夫妻，還是

兄弟姐妹之間有了紛爭，有了矛盾的時候，不願意彼此的饒恕，讓矛盾、紛爭繼

續留在這個家庭裡面。我想這樣的家庭我們看見的多，心裡好多的感嘆。當然不

單單限制在自己的家庭裡面，也包括了我們的教會，基督徒群體的家庭，看到這

樣的一個現象，不論你去哪一個群體都是這樣，不願意和解，怎麼樣勸都沒有辦

法﹔但是我們這些長大的人，我們這些成年人，要學習，要放手，要學習，要和

解，要學習去饒恕，特別是曾經那些傷害我們的人。 



你可以想想在一個沒有親情，一個忘恩負義的，沒有尊重的家庭裡，是何等

的混亂的環境。當一個人在家裡面，他沒有順服，不懂得感恩，不尊重，是沒有

愛，沒有饒恕，大概他不容易在一個更大的社區跟人有一個健康的關系。 

 

3.錯導的社交生活 

 

我看到了這一個錯導的愛，看到了一個歪曲掉的家庭生活，現在讓我們看歪

曲掉的社交生活。 

 

第 3節講道惡言中傷，就是說別人的壞話，就是半真半假的話，把它扭一下，

變得都是假的，不好聽的話，然后不負責的在那裡散播謠言。 

 

接著下來是不能自律，不能夠管自己，控制不了，就是與聖靈的果子是相反

的，聖靈的果子是怎麼有節制，但這裡所講的是不能自律。我們大概都熟悉上兩

個禮拜的紐約參議員 （Anthony Weiner）的丑聞，大家公認這是一個聰明的人，

但大家都在問：聰明的人為什麼這麼的愚蠢？他所做的可能沒有一條法律可以定

他的罪，罪名可能定不了的，這樣的一個大人，就要做生下來孩子的爸爸，為什

麼做這麼愚蠢的事？在新聞裡，無論是看的也好，聽得也好，為什麼他這麼的愚

蠢？你到處看都是這樣的一個結論。特別有名又權的人越是不能控制他自己，我

想在新聞媒介都有這樣的分析，越是有權的越是不能自律，當然你看上個禮拜的

Time Magazine,在專欄中，有一篇很詳細的報導，都是講到這個問題。人蠻凶暴，

就是指著凶猛的，沒有被順服的一個動物，在我們的世界又是到處可以看得見。 

 

今天的這一段的經文，我們的世界就是那最好的注解，最好的示范。我們看

到在墨西哥殺人的事，以前是殺一個人，兩個人，現在是殺幾十個人，這種的傷

害。最近又在新聞裡，引起很多的注意就是這個小女孩 Caylee 被母親所殺，這

是很殘忍的事情，是我們平常沒有辦法想象到的，但是今天在我們的周圍都是，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些都是社會的極端。不錯，這是極端，但是在極端的背后，反

映出人生命的價值越來越被埋沒掉了。所以這些所謂的極端的事情，在這裡遇

見，在那裡遇見，在東方的社會是這樣，在西方包括美國、歐洲也是這樣。到處

你看到的都是凶暴的事。 

 

然后不愛良善，原來的意思就是恨惡好的事情，任何好的都是與他無關的。

我們可以想到有些人是習慣性的撒謊。多年前，Scot Peck寫了一本書《心靈的

旅程》，之后寫了一本叫做 ‘The people of the lie”在那裡面列出了許多的

例証，個案，有些人就是習慣性的撒謊，在他們的裡面就是沒有好的。 

 

接下來就是賣主賣友，這樣的人誰能信靠他，一個孤單的人，沒有朋友的人。 

 

容易沖動。不經過思想，就在那裡做，就在那裡說，導致了傲慢，自大，自

高。頭腦真的是大大的，以為自己了不起。 

 

這一些給我們的，都看到的這一些歪曲的價值所帶來的現象，而且這自我為

中心的行為，都是在社會上的生活是負面的，不能夠建造別人的，是對社會是有



害的，對群體是有害的。當我們看到在這三節經文，這一個人際關系，家庭關系，

一個完全的崩潰，造成了莫大的混亂，今天的社會是不是如此？當我們與長輩談

話的時候，難怪他們會說：我都不知道這個社會變成了什麼樣子了，每一次看新

聞的時候，看完了都莫名其妙，怎麼這個社會還有這個樣子？我們完全的混亂掉

了。 

 

你看，當我們自己代替神的時候，就會導致了混亂。因為人不是神，人是神

所造的，為的是愛他，愛人，那個愛人愛神是生命裡的那個正北。當你沒有這個

正北的時候，你有的就是混亂。 

 

III。在末后的日子充滿了歪曲的宗教實踐 

 

當保羅用了很多字句來描寫這個社會歪曲價值的時候，他最后轉到宗教。 

 

1. 宗教的形式  在第 5、6節，“有敬虔的形式，就否定敬虔的能力”，或用另

一個翻譯本的，他們有宗教的形式，有外在的表現。當我們看剛才講的那十九個

形容詞的時候，都讓人感覺到驚訝，這些的人都是宗教人士﹔這十九個人表達，

這個形容詞，所描寫的人很可能在第一世紀教會的一份子，特別是亞細亞教會的

一份子。如果這些人一點都沒有宗教意識的話，我想你和我都完全的了解，他們

沒有神，所以他們的生命是這樣，他們是賣友，沒有親情等等。但是，這裡可怕

的是，這是一群有宗教意識的人，而且甚至是教會的成員。也因為他們是有宗教

意識，所以這上面的形容詞從第 2節到第 5節，對很多人來說是何等的困擾。 

 

他們的宗教是什麼，有外在的形式。他們可能禮拜六去教堂，禮拜天去基督

徒的群體，在那裡有敬拜。他們也很可能熟悉基督徒的詞句，但是他們心理面一

點都沒有與神關系的那個實在，裡面沒有這個信仰的能力，有的只是外面。他們

好像是教會的一部分，但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言語，卻與神的那個標准，神的話

語完全是有抵觸的。今天我們稱那些人是假冒偽善的，是偽君子。當你的朋友跟

你說：我不來這個教會，因為你們都是假冒偽善的人。你說對，你說得對，聖經

也是這樣的說，教會裡就有一些假冒偽善的人，這是真的世界。 

 

一個真正的宗教，一定要有一個外在的形式跟內心的實在平衡。你還記得我

們談到提摩太前書的時候，你要舉起你聖潔的手隨處禱告，重點是你要禱告，你

怎麼樣禱告，你要舉起聖潔的手，為什麼舉起聖潔的手，你記得我們的教導，你

的禱告一定要有聖潔的生活聯系在一起，可能有太多的人在那裡禱告，可沒有聖

潔的心。你有那一個宗教的形式。但一定要有那個宗教的內心，那個與神的關系，

如果沒有與神的關系，你來教會，你來團契，不過是假冒偽善的人。 

 

2.宗教的熱衷 

 

他們不單指有宗教的形式，在第 6節，“他們中間有人潛入別人的家，操縱

無知的婦女，然后這些婦女被罪壓住，又被各種的私慾拖累。在今天的字句裡面，

這一些的宗教人士非常的熱心，他們想盡了辦法進入你的家裡，今天是怎麼進入

你的家裡面的？今天是透過 Internet，如果你家的那個電視能夠連到互聯網的



話，就從那進入你的電視，就這樣進入到你的家裡。又好像推銷員 QVC Channel，

他們的推銷能力好強，看了一兩個廣告之后，我很想打電話，我現在就買的話，

一百塊的東西二十塊錢就買到了，但是身邊沒有那個電話，要站起來去拿那個電

話，然后我說算了，不方便。哪些人的去買呢？ 哪些人去買地拖或蒸氣機？是

那些一直覺得自己的家不干淨的人，如果我家裡面再干淨一些，如果我的穿的麻

紗衣服還能再直一點就好了。有這樣人的話，就會馬上陶二十塊錢去買那個東西。 

 

當你對你的現狀不滿，有罪疚感的時候，那他們的推銷員就厲害了，如果你

家的小狗小貓把你家弄得臭臭臟臟的，他們賣的東西會給你的家弄得干干淨淨

的，你一定回去買，因為你有罪疚感。會不會這裡所講的，這些的人，這些的婦

女被這些得罪所壓住，所控制，所感覺不同的罪疚感，這些的宗教的推銷員一進

來就抓住了你這個弱點，在那裡操縱你，在那裡利用你。 

 

然后這些人的智慧，理性方面也比較弱，他們喜歡聽人家所講，喜歡人家拿

湯匙去喂。所以他們可以經常的去聽道，但他們不明白。他們沒有用神所給的頭

腦去思考，做那一個正確的決定，他們是要靠別人。所以在談話裡，總是某某人

說什麼，那我問他：那你呢，你自己的立場是什麼，他說我不知道。一天到晚都

是用人家的，告訴他的作為自己的信念，很容易被人說服，被人錯導。 

 

在最后的日子，人就是充滿了歪曲掉的價值，造成了社會包括有時候信徒的

群體充滿了荒謬。所以保羅在第 8節說：你像這樣的一個情況，就如摩西時代的

那兩個人雅尼和佯庇，但當你看就約聖經的時候，你找不到這兩人的名字，但如

果你看《次經》的話，就可以找到這兩個人的名字，他們代表那一個群體，他們

背叛摩西。 

 

他們與神對抗，所以他們是在神的國度之外的。他們有歪曲掉的價值，是神

的敵人，他們可以講話講到很好聽，他們可以很有效率的說服別人，但是他們是

在神之外的，被神所拒絕的，這是提摩太要逃避的。 

 

然后保羅在第 9 節說：“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因為他們愚昧，終必

在眾人面前顯露出來，好像那兩個人一樣的”。保羅對提摩太說：你記得那兩個

人，你要記得，這兩個人是站立不住的，他們的愚昧一顯露，他們就要走了，他

們就消失掉了。異端，錯誤的教育，假冒偽善的事會來的，但是也一定會走的，

只有神的那個真理會永遠長存的。所以提摩太，信徒們，弟兄姐妹們，我們能夠

站立的穩，我們也要站立的穩。 

 

結語 

 

在第一世紀在羅馬的監獄裡，保羅幫助提摩太了解他所在的世界，他是或在

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時代，那個時代的特色就是歪曲掉道德的價值，歪曲掉的宗

教操作。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很容易會灰心。當我看周圍的人沒有一個人這樣

的生活，沒有一個人站立的穩的話，為什麼我要堅持下去？還記得兩年前去得就

是街邊的教會，在那裡，有一個研討班，透過電視，開設的時候，那個教會的牧

師介紹他的教會歡迎我們，我一看是一表人才，是大教會的牧師，穿著就對他尊



敬他幾分。但不到一年，就聽說他與他的太太離婚了，娶了當地很有名的法官的

女兒，又是本地另一個教會繼續他的服事。這些的消息，新聞在你周圍你經常聽

見，看見，那一個牧師與他的秘書結了婚，跟太太離婚就逃掉了。當你看見你周

圍都是混亂的價值的時候，你問自己，為什麼還要堅持下去，好像是傻瓜一樣，

但是保羅在這裡就勸告提摩太：你不要這樣，你的生命裡要有那一個指南針，那

個指南針指向正北，這一個正北就是愛神愛人，如果有一天你離開了這個正北，

你也會進入這個混亂。 

 

你記得我剛才的講的那對 75、73 歲的夫婦，他們因為轉錯了一個彎，然后

開了將近三十個小時，然后一直在那裡開，然后是你的話，你會問路的，除非你

是那種大男子主義不問路的，那沒話說是不是。當然大家都在分析他們，專家在

分析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女們在那分析我們的父母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

覺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們在混亂裡迷失了自己，他們接納現實為應該的，好可

怕。你我是不是這樣？我們當中年紀大的人或者包括我在內，或者不包括我，像

蕭伯母，他們看到世界這樣，他們說這個世界變成什麼樣，因為和他們經歷的世

界不一樣。但是這些 80后、90后生的，我們連這個迷失的概念不一定有，因為

他們一出生就生活在混亂的世界，我們看現狀，我們覺得是應該的，我們就接納

了。 

 

保羅在這段經文裡活生生的描寫，再一次的提醒我們：在你我的生命裡要有

一個指南針，這個指南針指向那個正北，在所有道德混亂的裡面，我們要清楚的

看見，人生最終的那一個方向就是愛神愛人，當你不愛神的時候，你的生命就進

入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