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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的歷史背景中，作者以傳道者自稱，

是 個 集者 集會 發是一個召集者、集會的發言人

書中說是做過以色列王、大衛的後裔

經文描述的情境，也指向在所羅門做王時期，

可能是比較晚期，對他自己的人生做出某種反省

以色列人每逢住棚節誦讀傳道書，

住棚節是以色列節期中屬於收藏節，

在秋收冬藏、每年七月廿二號之後

連續守節七天、是歡樂節慶，第八天有嚴肅會

歡慶中傳道書在吟唱時乃是說 ─ 虛空的虛空…
這是以色列人屬神子民的智慧 ─這是以色列人屬神子民的智慧  
在歡樂的節慶中吟唱，無所忌諱的居安思危

給成年猶太人守節當中一劑預防注射，給成年猶太人守節當中 劑預防注射

世界當中太多不能掌握、不能逆料的！

字義研究— 虛空，在傳道書出現非常多次，

跟佛家所談的虛空是兩 事跟佛家所談的虛空是兩回事，

佛家說人世都是紅塵，

看破 塵後是避世 遁 空門人看破紅塵後是避世的、遁入空門

四大皆空都是空，所以不要去看

傳 書中讓 看 破紅塵需要有智慧傳道書中讓你看見 ─ 洞破紅塵需要有智慧，

帶你、證明給你看，世界是虛空的

拉著讀者的手，去探究虛空 ─ 這個世界就是虛空

虛空的字義，是荒謬、諷刺、不能理解、短暫的…
一、實質上不能抓住

六12 人一生虛度的日子，就如影兒經過，六12 人 生虛度的日子，就如影兒經過，
誰知道甚麼與他有益呢？

誰能告訴他身後在日光之下有甚麼事呢？誰能告訴 身後在 光之下有甚麼事呢？

不能抓住、會過去，因為有時間的因素。

一、實質上不能抓住

二1 我心裡說：「來吧，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

誰知，這也是虛空。

二11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

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

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他感受到這種抓不住的短暫，用虛空來表達。

十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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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生的開端和幼年之時，都是虛空的。

作者帶我們探討生命、喜樂、成功、青春，

都不能長久、人不能永遠擁有

在為曾經擁有、卻不能長久擁有的事實，

在哀悼



人所不能掌握或不能控制的，卻是在神手中，

在這 嘆息中 掌 掌 權 還 帝在這個嘆息中，很甘願的把掌握、掌控的主權交還給上帝…

二26 神喜悅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

惟有罪人，神使他勞苦，叫他將所收聚的、所堆積的

歸給神所喜悅的人。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

虛空不全是負面的 ─
不在我的掌握，可是在上帝掌握當中。

六1-2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禍患重壓在人身上，

就是人蒙神賜他資財、豐富、尊榮，就是人蒙神賜他資財、豐富、尊榮，

以致他心裡所願的一樣都不缺，

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來吃用。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 反有外 來吃用

這是虛空，也是禍患。

人的手很小抓不住、是短瞬，擁有的可是會失去，所以虛空人的手很小抓不住、是短瞬，擁有的可是會失去，所以虛空

在自己嘆息虛空失落之中，轉眼看見在上帝的掌握中…

二、理性上無法了解、抓不住，不能測透、捉摸、充滿奧秘，

對比中讓我們思想 帝的旨意不可理解 不容質疑對比中讓我們思想 ─ 上帝的旨意不可理解，卻不容質疑…

三16-18 我又見日光之下，在審判之處有奸惡，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

我心裡說，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因為在那裡，各樣事務，

一切工作，都有定時。我心裡說，這乃為世人的緣故，

是神要試驗他們 使他們覺得自己不過像獸 樣是神要試驗他們，使他們覺得自己不過像獸一樣。

傳道書的作者有這個智慧，

探索人生時他發現︰怎麼會這樣？

我們常有這種嘆息，這就是虛空的意義。

三19-21 因為世人遭遇的，獸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樣：

這個怎樣死，那個也怎樣死，氣息都是一樣。這個怎樣死 那個也怎樣死 氣息都是 樣

人不能強於獸，都是虛空。都歸一處，都是出於塵土，

也都歸於塵土。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獸的魂是下入地呢？

傳道者帶我們去探索人生，怎麼會這樣？可是事情就是這樣！

四7-8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有一件虛空的事：有人孤單無二，

竟 息 為無子無兄，竟勞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他說：

「我勞勞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樂，到底是為誰呢？」

這也是虛空 是極重的勞苦這也是虛空，是極重的勞苦。

很多勞勞碌碌，為誰呢？沒有答案，很 勞勞碌碌 為誰呢 沒有答案

好像就必須這樣繼續做下去

我們會問，不見得有答案，好在 ─ 上帝在！我們會問 不見得有答案 好在 上帝在

五10 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

貪愛豐富的 也不因得利益知足 這也是虛空貪愛豐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這也是虛空。

不滿足 去賺去得 不會滿足 虛空不滿足 去賺去得 不會滿足 虛空

傳道者幫助我們提問︰在這難以掌握、理解的世界，傳道者幫助我們提問︰在這難以掌握 理解的世界

我要怎樣活出一個精彩人生？怎樣做一個智慧人？

他用一種襯托的方法，

讓 看 有光明面 像是 織錦讓你看見人生有光明面，像是一幅織錦圖

人生的織錦有背面，有很多的線頭、千頭萬緒…
在背面所看不到的那些人生，也是人生的事實！

傳道書帶領讀者去洞悉人生的背面，

告訴你說 ─ 人生是虛空的，

不要把無法掌握的、當做寶貝不肯放

不要把無法理解的、假裝不存在

幫助我們去探討，在人生中這些種種幫助我們去探討 在人生中這些種種

你不能掌握、你不能理解，

這是一個多麼健康的態度！這是 個多麼健康的態度！

你不是世界的主宰，不用回答問題、疑惑

卻有一位造物主，可以把困難、疑惑、卻有 位造物主，可以把困難 疑惑

空虛的感覺告訴祂，祂來負責



傳道書的文意脈絡，像鐘擺一樣左右擺盪…
邊的擺度 擺向人生虛空一邊的擺度，擺向人生虛空

另外一個擺盪 ─ 日光之上，有上帝在管理，

上帝怎麼看這些事呢？勞碌所得，不知道歸給誰？

那在這樣的張力當中，希望在那裡？

是上帝使你勞碌又能夠有所得，

就安心享用上帝給的祝福吧！

經文有這樣的擺盪，虛空跟希望交織著，

是神使這兩樣都並存，幫助我們看見人生事實的全部。是神使這兩樣都並存 幫助我們看見人生事實的全部

當我們讀的時候，要看他的上下文 ─
到底是在那一個擺度當中？到底是在那一個擺度當中？

不要只停留在悲觀的嘆息中

繼續往前邁進一步繼續往前邁進一步，

他叫我們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呢？

傳道書有幾個特性…
護教一、護教 ─
當處在上帝創造、秩序不明顯的世界當中，

常常會問 ─ 怎麼會這樣？

在這個觀察跟體會，如何在掙扎中活出信仰呢？

二、福音 ─ 傳道書襯托出福音是上帝給人類的希望，

如果把希望放在世界，總是撞得頭破血流果把希望 在 界 總是撞得頭 流

傳道書作者在人頭破血流之先，他說︰

我所探索過的人生，除了敬畏上帝、有別的出路嗎？我所探索過的人生 除了敬畏上帝 有別的出路嗎？

傳道書對傳福音是絕佳的範例︰到底世界的希望在那裡？

傳道書的背景是一個昏暗的背景，傳道書的背景是 個昏暗的背景

在昏暗的人生世界中，希望在那裡？

每一件事情有上帝的掌握，每 件事情有上帝的掌握

襯托出福音帶給這個世界的希望

三、智慧文學，

智慧讓 膽 對 當中有困惑智慧讓人大膽面對人生當中有困惑，

是我們不能解釋、無法掌握的

A. 困惑中選擇敬畏上帝，我不明白、不表示上帝不明白，

困惑中在上帝面前謙卑，這個態度就是敬畏

許多事情不在我們的掌握當中，因為稍縱即逝，

B. 無常當中能夠感恩，把人生的主權懂得交給上帝

十一1-6描述所有的不知道，傳道者勸勉 ─ 
選擇冒險積極的人生態度，把握每一個機會。選擇冒險積極 機會

十一9b 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神必審問你。

你要交帳 ─ 到底手上握著種子，要撒還是不要撒？…你要交帳 到底手上握著種子 要撒還是不要撒

在這個矛盾當中，傳道者很有智慧說 ─
撒了，雖然不一定有收穫撒了 雖然不 定有收穫

可是肯定的，如果現在不撒，就一定沒有收穫

C. 在短瞬中要珍惜，

多事情 是長 有 懂得 瞬 命投資永恆很多事情不是長久擁有的，懂得將短瞬的生命投資永恆…
全情投入、活出喜悅雀躍的生命，像住棚節歡度節慶

我知道喜樂不長久、收成不永存，

可是我活在當下、是上帝給我的恩賜

環境中有艱困，傳道書的智慧引導我們看見 ─
仍然可以不悲觀、不逃避、不幻想，有智慧的洞察人生。

這個人生世界的舞台，我們僅此一生、沒有第二次的機會，

因為悲觀、怕失敗而不敢付出嗎？不！

D. 洞察人生就是艱苦的

可是在當中讓我們一同奮進，可是在當中讓我們 同

因為日光之下的世界上帝在掌管，

就在這個舞台，全力以赴、全情投入就在這個舞台 全力 赴 全情投

傳道書用一種不同的角度，來探索人生的智慧。



雅歌是一種抒情的智慧，像一首長篇的情詩，

像戲劇詩 ─ 有主角、劇情，在情境、對話當中，

上帝引導我們，在人的內心情感世界、在受造當中，

這個部分何等的奇妙、可畏！

像情詩、類似田園詩，

背景有花園、樹木、花果、又有劇情

留意發言人，所表達、描述的主體

雖然在釋經史有不同的角度，可是可以準確的先了解 ─
主前第十世紀的歷史背景、人的內在世界與情感，主前第十世紀的歷史背景 人的內在世界與情感

注重全篇的文意脈絡，

男、女主角彼此對唱、很多戲劇張力裡，男 女主角彼此對唱 很多戲劇張力裡

表達出可以被上帝救贖的愛情

讓我們重返伊甸園的角度，讓我們重返伊甸園的角度，

來讀這一首情詩

他的修辭還原到當時主前第十世紀的文化背景…

一14我以我的良人為一棵鳳仙花，在隱基底葡萄園中。

隱基底是在死海東岸的一塊綠洲，死海是不毛之地，隱基底是在死海東岸的 塊綠洲，死海是不毛之地，

葡萄園是沒有野生的，一定是有人開墾栽植

她描述良人 是在一片荒漠中的一塊綠洲，她描述良人 是在一片荒漠中的一塊綠洲，

當中一個精細的葡萄園裡的一顆鳳仙花

像華人很熟悉的詩句像華人很熟悉的詩句 ─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有這樣的驚喜 愛慕有這樣的驚喜、愛慕。

在情詩當中有劇情，讓我們在雅歌的文脈中，在情詩當中有劇情 讓我們在雅歌的文脈中

去欣賞他的修辭、平行句、所表達的情感性、

經驗性、描述的主體是什麼？經驗性 描述的主體是什麼？

在上帝的智慧當中，我們的情感也可以經歷救贖。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當研讀智慧文學的時刻，當研讀智慧文學的時刻

發現原來人的一生是這麼的精彩

你所救贖的人生是這麼值得精彩的活出來你所救贖的人生是這麼值得精彩的活出來

引導我們，從智慧文學的研讀裡，

讓我們欣賞你自己的作為讓我們欣賞你自己的作為

也許就是在我們生命的深處，幫助我們 ─
透過你所帶來的救恩透過你所帶來的救恩，

真正可以在世旅居的當中，

可以活的精彩 活出你的榮美！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可以活的精彩、活出你的榮美！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