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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華人基督教會講道信息大綱
主題：人間三大智慧(一)：空、苦、情與信、望、愛
經文：傳道書11: 7-12:1, 7-8, 13-14 《新譯本》
講員：溫偉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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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傳道書》論人生的三大荒謬 — 生命的循環、定數與不公平：
A. 循環(重覆)的生命：無聊的生存和勞碌
「已有 … 必再有，作過 … 必再作；日光之下並無新事。」(1:9;參 1:4-8)
不留痕迹、無人記念的勞碌 — 有甚麽意義？(1:11)
錯誤的解決方法 (1)：享樂主義 (Hedonism) (2:1-11)
錯誤的解決方法 (2)：消極放棄 (2:18-23)
B. 定數（無奈）的生命：命中註定，努力也是徒然
1. 不由我去掌控的人生(3:1-8)；生命總有一天會變得衰殘 (12:1-6)
2. 對生命的無奈 (「定局」)和恐懼 (不可知的將來)：
6
「 各樣事務成就，都有合宜的時機和定局，儘管人的災禍重壓在自己身
7
8
上。 他不曉得未來的事，將來要發生甚麼，誰能告訴他呢？ 沒有
人能支配風，把它留住；沒有人能控制死期；戰爭之時，沒有人能免
役；邪惡救不了行邪惡的人。」(8:6-8)
C.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世界：
 強者欺壓弱者：
1
「 我又看見日光之下所發生一切欺壓的事：受欺壓的流淚，卻無人安
慰他們；欺壓他們的，手裡握著權柄，因此無人安慰受欺壓的。」(4:1)
8
「 如果你在一省之中，看到窮人遭受欺壓，公正和公義被奪去，也不
必因此驚訝。」(5:8a)
 好人得惡報，惡人有好報：
「14 在世上有一件虛空的事，就是義人照惡人所行的受報應，惡人照義
人所行的得報償。我說，這也是虛空。」(8:14)
「15 在我虛空的日子裡，我見過這兩件事：有義人行義反而滅亡，有惡
人行惡倒享長壽。」(7:15)
 事實並不如人所期望的出現：
「16 我在日光之下又看見：審判的地方有奸惡，維護公義的地方也有奸
惡。…. 19 因為世人所遭遇的與牲畜所遭遇的，都是一樣：這個怎樣
死，那個也怎樣死，兩者的氣息都是一樣，所以人並不勝於牲畜。一
切都是虛空。 20 大家都到一個地方去，都出於塵土，也都歸回塵土。」
(3:16, 19-20)
「2 眾人的命運都是一樣的：義人與惡人、好人與壞人、潔淨的與不潔
淨的、獻祭的與不獻祭的，所遭遇的都是一樣的；好人怎樣，罪人也
怎樣；起誓的怎樣，怕起誓的也怎樣。」(9:2)

II. 「信」與「愛」— 轉化生命的無聊與無奈
A. 因為看見了神 (2:24-26)：

25

「 人最好是吃喝，在自己的勞碌中自得其樂；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
26
離開了他，誰能有吃的呢？誰能享樂呢？ 神把智慧、知識和喜樂賜給他
所喜悅的人，卻使罪人作收集和積聚的差事，把所得的歸給神所喜悅的
人。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
1. 看見 (發現)神的手 (v.24)：
 「我看 …」— 換一個角度去看
 每時每刻經歷神的同在 — 卡繆 (Albert Camus)的《薛西弗神話》
 發現的樂趣
2. 看見神的賜予 (vv.25-26)：感恩的心
 誰是「罪人」？誰是「神所喜悅的人」？
 感恩 — 慶幸擁有那不應擁有的
 從感恩而來的盡忠
B. 因為信任神— 命中注定也不是悲劇 (3:11, 14)
1. 不能改 (v.14)：
14
「 我知道神所作的一切，都必永存，無可增添，無可減少；神這樣作，
為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知自己的有限 → 存敬畏的心
 「享福」與「省察」— 人當下的權利和責任 (7:13-14)
13
14
「 要觀察神的作為，因為他所屈曲的，誰能弄直呢？ 在亨通的日子，
應當享福；遭遇患難的時候，就當省察。神使這兩樣並存，為了叫人
查不出未來的事。」
2. 將來不可知 (v.11)：
11
「 他使萬事各按其時，成為美好；他又把永恆的意識放在人的心裡；
雖然這樣，人還是不能察覺神自始至終的作為。」
 看不出神的作為 → 對神美意的信任
C. 我們相應的態度 =
1. 要承認、接受生命虛空的事實
2. 就要珍惜還有的機會
 「你
年幼 … 當記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頭 …」(12: 1- 2)
 「要來的，都是虛空的。」(11:8b)
 「年輕人哪！你在幼年時要快樂，在壯年的日子，要使你的心歡暢。」
(11:9)
III. 「信」與「望」— 沒有怨氣的去面對這個不公平的世界
A. 要承認、接受這是一個事實：
1. 因為這是一個不可預料的世界：
11
「 我又看見在日光之下，跑得快的未必得獎，勇士未必戰勝，智慧的
未必得糧食，精明的未必致富，博學的未必得人賞識，因為時機和際
12
遇左右眾人。 原來人並不知道自己的時機，正像魚被惡網圈住，鳥
被網羅捉住，險惡的時機忽然臨到世人身上的時候，世人也照樣陷在
其中。」(9:11-12)
2. 因為這是一個人陷害人的世界：

 你會被他人的罪所連累：「 智慧勝於戰鬥的武器，但一個罪人能破
壞許多好事。」 (9:18)
21
 你也令他人受累：「 人所說的一切話，都不要放在心上，因你可能
22
聽見僕人咒罵你。 其實你心裡明白，自己也曾多次咒罵別人。」
(7:21-22)
5
 小人當道：「 在日光之下我看見一件憾事，好像是出於官長無意的
6
7
錯誤， 就是愚昧人得居眾多高位，富有的人卻處卑位。 我見過奴
僕騎馬，貴族卻像奴僕一樣在地上步行。」(10:5-7)
B. 我們應當如何自處？
1. 既然這是一個不可預料的世界，我們的責任就是 — 在自己的範圍，盡
自己的本份
4
5
「 看風的，不撒種；觀雲的，不收割。 你不曉得風的路向，不知道骨
頭如何在孕婦胎中形成，照樣，創造萬物之神的作為，你也不得而知。
6
早晨要撒你的種，直到黃昏也不要歇手；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種得
成，是早撒的，或晚撒的，或兩者都一樣好。」(11:4-6)
2. 神有更高、更終極的審判：
(a) 高位之上，還有更高的審判：
8
 「 如果你在一省之中，看到窮人遭受欺壓，公正和公義被奪去，
也不必因此驚訝，因為高位者之上有較高的照應，在他們之上還
有更高的。」(5:8)
17
 「 我自己心裡說：“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因為各樣事務、各樣
工作都有定時。”」(3:17)
(b) 都在神的手裏：
1
 「 我留心這一切事，並加以闡明：就是義人、智慧人和他們所作的，
都在神手裡。臨到他們的一切，無論是愛是恨，人都不領悟」(9:1)
12
 「 罪人既然作惡百次，還享長壽，那麼我知道敬畏神的人，就是
13
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的，必享福樂。 惡人卻沒有福樂，也得不
到長壽；他好像影子的短暫，因為他在神面前不存敬畏的心。」
(8:12-13)
18

IV. 總結：《傳道書》深度的人生智慧
1. 承認、接受事實 — 這根本就是一個荒謬、虛空的世界
2. 但我們卻在其中看見 — 看見神的手、看見神的賜予
3. 所以我們 — 對神 (「記念你的創造主。」12:1)
1) 心存感恩 (2:25-26)
2) 信任神「使萬事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3:11)；信任「神必審判義人和
惡人」 (3:17; 11:9; 12:14)
4. 所以我們 — 對當下自己的生活
1) 珍惜還有的機會 (2:24; 9:9; 3:12-13; 5:18-19; 8:15)
2) 在自己的範圍，盡自己的本份 (11:4-6)
※ 基督徒：
〔能夠〕享受生命的豐富 / 〔但也〕深知生命的虛空
〔懂得〕把握今天的快樂 / 〔卻又〕預備將來的永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