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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2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3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4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恸有时 跳舞有时
5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6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寻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7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8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喜爱有时 恨 有时 争战有时 和好有时
9 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甚么益处呢？
10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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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第三章 1-15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12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我知道世人 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13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
这也是神的恩赐。
这也是神的恩赐
14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 是要 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15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
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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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第三章 1-15

传道书好像一个老先生，过了一生之后告诉年轻人 ─
人生不要走很多死路，
所罗门王走过金钱、名声、地位的死路。

死路是因为进入封闭系统，就像太阳、风、水，
在这个巡回、被卡住的绕圈子里面。

传道 书帮助我们 ─人生要活出色彩，
 人要生活得好，年老的时候就当有年轻人的活力，
人要生活得好 年老的时候就当有年轻人的活力

年轻人就必须有老年人的经验跟智慧
 老传道者让年轻的读者留心 ─
不要陷入日光之下，才有办法活出生命的色彩
第三章

谈几个重点，让年轻的人不要到老才发觉 ─

我就这样过了一生
我就这样过了
生！
怎样活出生命的色彩？

1. 不要把人生的中心，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
传道书十 章当中有 段有名的诗歌 ─
传道书十二章当中有三段有名的诗歌
一3-11

时空之诗，三1-9 时间之诗，十二2-7 死亡之诗。

时间之诗在描绘人生有很重要的真理，
就像铜板的两面 ─ 不会永远是正的、也有负面，
 不会永远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生命不是我们所要求、所盼望那般完美
从这边二十八次的时，希伯来文 eth，
共七节的经文 每 节有四次的 th
共七节的经文、每一节有四次的eth…

七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完美的数字。
但是这个完美的数字，看出人在七组当中的约束，
对比，人生所有的经历，
人生所有的经历
一对比
都在固定的时间所限制，非常无奈。

1. 不要把人生的中心，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
我的儿子国小毕业，我去参加他们毕业典礼，
小毕业
毕业
女生 都很难过，要分开了、抱在一起哭，
男生 还懵懵懂懂不懂事，
要分开了很快乐、彼此欢笑，
有人哭、有人笑，蛮像时间之诗。

时间不在你手中，我们都被时间所限制，
从时空之诗、进入时间之诗、最后都要进入死亡之诗，
你会感叹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吗？
感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
 日光之下所有的事物，人没有主导权
日光之下所有的事物 人没有主导权
 我们都在时空的阴影之下，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
原来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人 是时空的产物
原来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人，是时空的产物，
意味着人的劳碌是虚空，是必然的结果。

1. 不要把人生的中心，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
这二十八次的时间对比，包括 ─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有时，
国家跟国家，就像三国演义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战争之后又有和好，这个对比好像瞬间会翻盘的。
它还谈个人、社会…
 生有时、死有时，你不能避开
生有时 死有时 你不能避开
 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不拔出的话
拔出的话会烂掉
会烂掉
 杀戮有时，受伤就需要医治，不医治也会死掉
杀戮有时 受伤就需要医治 不医治也会死掉
 拆毁有时，拆毁之后要建造
 不能完完全全只有生、只有笑，因为哭有时、笑有时
能完完
有生
有笑
十四对的对比当
当中，就发觉生命有缺陷、并不完美，
，就发
并 完 ，
有时欢乐、有时有眼泪。

1. 不要把人生的中心，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
有一个注释学者 ─ 第三章 论天时跟天命，
 上帝的安排、管理、支配、操纵，
太空中的庞奇万象、时间发生的瞬息万变，
都在上帝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之下
 人的自由意志，也不能够摆脱上帝的过问，
上帝仍然掌控，悲欢离合其实不能收放自如的
年轻人喜欢说 ─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拥有，
，
这句话是虚幻，因为寻找有时、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
有时，
很多人际关系撕裂，很难缝补的 ─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
原来今生的篮子，就跟 第一章 时空之诗一样 ─
太阳上去又下来 人不能掌控时间
太阳上去又下来，人不能掌控时间，
我们是有限的人、可怜的人…

2.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我
神叫世人劳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原来是上帝让人劳苦、让人在时空当中
11a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前面六天创造万有之后，最后创造人…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三10

永生原文永恒，人有永恒观，大自然、动物没有永恒观，
上帝给人在伊甸园赐给他永生的。
但是人一堕落以后、离开伊甸园…
11b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就没有永恒观，进入死亡、进入劳苦，
唯一能做的就是劳碌中享福，跟所爱的妻在一起
20 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
，
，
一3-4

2.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
海德格 ─ 人被卷入生存之后，便奔向死亡
 浪漫派作曲家李斯特，交响诗前奏曲的序 ─

人生不过是迈向死亡前的一连串前奏曲
 你要有永恒观 ─
 三、四十岁年轻的时候，用健康买金钱，
把家庭、信仰、健康、属神、灵修都丢了
 六、七十岁，是用金钱买健康，划不来啊！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三12-13
三12
13

随时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他把永恒给你，
随时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
他把永恒给你
要让你脱离日光之下，去寻找无意义的金钱…，
却忘了日光之上的上帝；
却忘了日光之上的上帝
不要到老的时候才感叹说 ─ 我就这样过了一生！

地却永远长存！最后推回人、又归回地、结束人生。

3. 放弃短暂，抓住永恒

3. 放弃短暂，抓住永恒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要用日光之上的眼光，来活在日光之下…
 没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历史书，
也不懂大卫、所罗门王、诗歌智慧书，
没有这些背景，就像箴言、约伯记、
甚至有外邦人，都不重要

三11

上帝给你永恒、帮助你有永恒观，
银财 、
月亮、
都 有永
。
金银财宝、太阳月亮、被造之物都没有永恒观。
人生二十八次的时间、七乘四的组合，
 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是定时的，
过了以后就过去了，最后结果都是劳苦
 除非跳脱时间的相对，从上帝的眼光 ─
不要被世界的东西、世界的名声抓住
挪威作家易卜生最后的作品《当死者复生》，
》
最后在问：我们如果能够从死里再活过来，
再看这一辈子的话 你看到什么？
再看这一辈子的话，你看到什么？
他回答：所看到的就是 ─ 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活过！

 重要的要认识这个神 ─

不只是以色列、亚伯拉罕的神，
更是创造万有 人类 太阳 月亮的神
更是创造万有、人类、太阳、月亮的神
 他把太阳、星星、月亮，通通摆在舞台上，
好让你我能够进入上帝借着传道书
所创造的伊甸园当中，去享受他所造的


传道书在帮助你归零，而不要被世界抓住、被它绑住！

4. 要抬头来看日光之上的上帝，神有几个特征…

4. 要抬头来看日光之上的上帝，神有几个特征…

 永恒的创造者 ─

 末世的审判者 ─

3:11 神造万物；3:14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永存

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
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三17

摩西碰到上帝 ─ 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历史的主宰者
宰者 ─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
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又回到时间之诗的时 eth，二十八次的
eth 二十八次的 eth，
eth
这边第二十九次出现 ─上帝最后末世有审判。

三15

历史在重复，就跟太阳在绕，日头上去又下来、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的作为是被上帝掌控的，
来 人的作为是被上帝掌控的
九1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
，
，

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
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
历史在上帝手中，上帝掌握、掌权，时间都在他的手中。

亲爱的主，

祷告

我们需要你，
因为我们在这时空有限、
被约束的世界当中，
往往被今生的世界观绑住。

帮助我们脱离，
脱离
就要仰望、信靠、认定你是我们的主；
让永恒的主光照我们，
让永恒的主光照我们
在短暂的时空当中，
与主同行 与主同乐
与主同行、与主同乐，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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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

你看到这世界也不公平、让你不平的事，
你看到这世界也不公平
让你不平的事
上帝说 ─ 你仰望日光、信靠他、仰望他…
13他要让你享福，他慈爱，趁你年纪轻轻的时候
他要让你享福 他慈爱 趁你年纪轻轻的时候 ─
懂得跟妻子、儿女、老板、在教会跟信徒，能够事奉教会，
跟信徒相爱 各尽其职 在爱里建立健康的教会
跟信徒相爱、各尽其职，在爱里建立健康的教会。
仰望日光的上帝，他是救主，他审判、他爱、他创造、他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