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道書好像是一個年輕人聽老先生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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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色彩的人生，看智慧過於知識

箴言 ─ 平常，約伯記 ─ 反常，傳道書 ─ 無常，
傳道書告訴我們 ─ 無常，虛空的虛空的時候，
你需要有敬畏上帝、日光之上的智慧；
z 單單有聰明、有智慧，卻沒有上帝，危機會四伏的
z 從序到跋就發覺 ─ 智慧、人的腦筋，不是那麼可靠
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色列的王。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知神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
15 彎曲的，不能變直；缺少的，不能足數。
18 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一12-13

從傳道書找到幾個功課 ─
1. 看清這世界是一個封閉系統
就像月亮、太陽、星星、風跟水
2. 不要把人生的中心，
單單放在今生這個籃子裡面
不能單單讓日光之下成為人生唯一的焦點
3. 有色彩的人生，會看重價值超過價格
所羅門王非常有錢，
最後他發覺錢、享受，並不能讓他真正滿足，
因為錢、價格，不比價值更重要

4. 有色彩的人生，看智慧過於知識
他自己的感嘆，他即使是教導別人…
09 我有智慧，用知識教訓眾人
11 好像刺棍、會中之師的言語
12 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
所羅門王寫過很多詩歌智慧書…
13 這一些總意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你還是要上帝，不能單單有聰明就可以成為老師

十二章

傳道書原文的意思就是 Teacher 老師，
是教導別人的，教導別人更需要上帝。

智慧 不是人生的唯一、不是人生的一切。
他用本身的告白告訴我們說 ─
他這麼聰明，卻有一些事情他彎不過去，超過他的極限。

第一章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三5-6

4. 有色彩的人生，看智慧過於知識

4. 有色彩的人生，看智慧過於知識

z 智慧不是幫助你無往不利的 ─
七7

z 智慧有邊緣、有牆壁

勒索使智慧人變為愚妄，賄賂能敗壞人的慧心。
人以為的智慧聰明，如果沒有上帝，也是有危機的

我說，要得智慧，智慧卻離我遠。
萬事之理，離我甚遠，而且最深，誰能測透呢？

七23b-24

z 智慧有所不知的 ─

你要察看神的作為；因神使為曲的，誰能變為直呢？
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
因為神使這兩樣並列，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甚麼事。

你有聰明智慧，卻知道自己非常渺小。
蘇格拉底 ─ 愈聰明的人，愈瞭解自己的愚拙。

七13-14

你有智慧、有聰明，但是不可能預測明天、掌握將來。
z 智慧不能刷去罪性 ─

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個官長更有能力。
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

七19-20

即使有智慧，還是犯罪，並不是義人。

5. 有色彩的人生體會 ─ 明天不會永遠是你的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
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
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
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魚被惡網圈住，鳥被網羅捉住，
禍患忽然臨到的時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九11-12

飛毛腿一定贏？不見得！
z 歌利亞很強壯，最後被大衛刺殺
z 士師記第七章 基甸三百勇士殺了米甸人

到了終點真正贏的，還不是你能夠預測的，
你不能對明天有把握。

z 智慧不是人生的一切

王的話本有權力…，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時候和定理，
因為人的苦難重壓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將來的事，
因為將來如何，誰能告訴他呢？

八4-7

在日光之下太多危機四伏，
你不能靠人本的智慧，你需要上帝。

5. 有色彩的人生體會 ─ 明天不會永遠是你的
有三個平行 ─
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貲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
三個未必、不一定有把握…
z 有 體力、技能、聰明、學位，
不一定能把握在人生的球場上…樣樣得勝
z 投資報酬率在日光之下不一定成正比，
很多意外人生、好多變數，人無從預測 ─
海嘯、地震、颶風、車禍、失業、生病，無從預測
九章十一節

九12a 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有一種行業是絕對不可能失業的 ─ 算命的，
抓住人心對將來有好奇，想掌控、想知道。
但很希奇，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5. 有色彩的人生體會 ─ 明天不會永遠是你的
傳道者用其他的動物來襯托 ─
人不能知道自己的定期，結局往往很淒慘…
九12a

魚被惡網圈住，鳥被網羅捉住。

人就像魚、像鳥，禍患圈住、太多不能掌控的。

6. 瞭解上帝給你的時間 ─ 當時的機會，抓住現在
西方諺語：一隻手中的鳥，值過樹林裡的千萬隻，
在你手中的才是真的。
傳道書非常注重 現在享受、感恩、記念上帝，
因為你不知道明天，人生危機四伏。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樣智慧，據我看乃是廣大，
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數稀少，有大君王來攻擊，
修築營壘，將城圍困。城中有一個貧窮的智慧人，
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卻沒有人記念那窮人。
我就說，智慧勝過勇力；
然而那貧窮人的智慧被人藐視，他的話也無人聽從。
然而

九13-16

人有旦夕禍福，就等於 第三章 時間之詩 ─
生有時、死有時、哭有時、笑有時，
原來人不知道將來。
人的結局跟獸完全一樣 ─ 人要死、動物也要死，
死亡的方式是一樣，人看起來沒有高明一點。
傳道書把人弄得很謙卑 ─ 你在的是 timing 時間，
九11b

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機會上帝給的，你的時間不在你手中，明天不會永遠是你的。

他很聰明，救了這城；可是沒人記念、被藐視…
z 你可能對國家有功，卻沒有人記念你
z 聰明智慧，不能保證在政治上能夠成功，
因為政治不在你手中，人間在政治中是很多地雷的

6. 瞭解上帝給你的時間 ─ 當時的機會

傳道書用小動物 ─
死蒼蠅使做香的膏油發出臭氣；
這樣，一點愚昧也能敗壞智慧和尊榮。
好像一粒屎壞了一鍋湯，一對多
九18b 一個罪人能敗壞許多善事。
十1

影射那個城被救的君王，可能就是那個愚昧人，
不懂得下面不知名貧窮的智慧人救他，
也不知道聽從他，
九17b

愚昧人的喊聲。用媒體、操作

人間智慧的人是孤獨的，
z 你有聰明，但是被愚昧所排擠
z 個人的一點點墮落，可以汙染許多的善事

6. 瞭解上帝給你的時間 ─ 當時的機會
你是領袖，你讓社會次序整個顛倒了…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件禍患，似乎出於掌權的錯誤
的錯誤，
，
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
我見過僕人騎馬，王子像僕人在地上步行。

十5-7

z 孔子《禮運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希望有才能的人放在當得的位置。
可是往往是愚昧人立在高位
z 孫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

不要以為歐洲富強之本是中國人的盼望，
而是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當時清朝領袖、頭頭，不懂得用下面的智慧人，
國家很悲哀、社會次序是顛倒的

7. 人生太多變數，你不能靠你的智慧
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危機，通通碰得到 ─
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牆垣的，必為蛇所咬；
鑿開石頭的，必受損傷；劈開木頭的，必遭危險。
鐵器鈍了，若不將刃磨快，就必多費氣力；
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處。
以為聰明，蛇咬人，後面的催眠術也是無益的
未行法術以先，蛇若咬人，後行法術也是無益。

十8-11

小小的 第十章 蟲、蛇、鳥，
z 會破壞原來日光之下，以為都在你掌控
z 你需要上帝，不能單單只要日光之下我的智慧，
其實那個智慧是敬畏上帝來的

敬畏上帝，在平常、無常、反常當中，得到真正的智慧，
回到上帝面前，不能靠自己的聰明了。

親愛的主，

禱告

幫助我們知道 ─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聰明，
要專心仰望耶和華，
讓全能的神在日光之上
引導我們一生的腳步。
在平常、無常、反常，在各樣的環境當中，

我們離開你、什麼都不能做。
交託、仰望，求主讓我們敬畏你、敬拜你。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