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歌智慧書詩歌智慧書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畫面右上角
切換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10 秒後自動播放

第十八課第十八課 傳道書傳道書--幸福四千萬幸福四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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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十一9 – 十二8

十一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看的；

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神必審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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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1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

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

2 不要等到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雨後雲彩反回，

3 看守房屋的發顫，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

傳道書十一9 – 十二8

4 街門關閉，推磨的響聲微小，

雀鳥一叫，人就起來，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5 人怕高處，路上有驚慌，杏樹開花，

蚱蜢成為重擔，人所願的也都廢掉；

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弔喪的在街上往來。

6 銀鍊折斷，金罐破裂，

瓶子在泉旁損壞，水輪在井口破爛，

7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8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傳道書幫助我們瞭解 ─眼光很重要！

傳道者用日光之上的眼光，幫助我們…
不要陷入日光之下的封閉系統

眼光決定你人生的色彩

你生命要幸福嗎？眼光留意幸福四千萬幸福四千萬。

1. 千萬記得人生是一條不歸路

十二章 到了洞底，第二節開始 在談老化 ─

趁還沒有老化之前，你留心、你要享樂。

3 看守房屋的發顫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

─ 手在發抖

─ 腰彎下去了

─ 牙齒愈來愈少、愈來愈鬆

─ 眼睛已經昏暗，

白內障、視網膜剝離了



1. 千萬記得人生是一條不歸路

4 街門關閉
推磨的響聲微小

雀鳥一叫，人就起來
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5 人怕高處
路上有驚慌
杏樹開花

蚱蜢成為重擔
人所願的也都廢掉

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
弔喪的在街上往來

6 銀鍊折斷、金罐破裂
瓶子在泉旁損壞、
水輪在井口破爛

─ 耳朵關閉了

─ 街上推磨的聲音聽不到了

─ 年老的特徵睡不久

─ 喉嚨不太能說話了

─ 有懼高症

─ 怕摔倒、骨質疏鬆

─ 頭髮白、或愈來愈少

─ 腰彎了、起不來

─ 想願的，吃點飯、睡點覺，

一輩子賺的用不光，

性慾也沒有了

─ 參加喪禮、甚至自己的喪禮

─ 別人參加你的喪禮，來來往往

─ 脊椎骨、頭顱

─ 像胃、血液、心臟

1. 千萬記得人生是一條不歸路

所有的身體通通在破爛，最後是塵土仍歸於地。

二到六節 在談老化 ─ 從少年一直到老一條不歸路，

萬般皆下垂，唯有血壓高

人類不歸路的過程當中經過四化 ─

知識退化、器官老化、思想僵化、等待火化

第一章到十二章 這個老年人告訴年輕人 ─

我已經老了，你在年幼的時候當快樂。

過了六七十歲還在夢想初戀情人，錯！這是一條不歸路。

人死了以後，進入不知名的陰間，泥土、蟲吃你，

那種痛苦像莎士比亞《惡有惡報》裡所說的 ─

死是多麼恐怖，死後不知要往哪裡去，

僵硬躺臥的身體不能動彈，

直到完全腐化、溫暖的身軀化為黏土

2. 千萬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九9 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

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

因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勞碌的事上所得的分。

生命在上帝裡面，不要把工作當作唯一的優先

要有事奉超過事業的方式來看自己

叔本華 ─ 人生好像拚命的船前行，克服危險之後，

卻在死亡這個暗礁之前，全舟粉碎。

留得青山在，享受現在上帝給你的祝福跟同在。

傳道書在談兩件事 ─

Rejoice 歡樂，十一9 你要在幼年的時候當快樂

Remember，十二1 記念造你的主

年輕的時候，用健康買金錢，老的時候，金錢買健康買健康，，

划不來！年紀輕輕家庭都不管了…

3. 千萬要趁親人年輕的時候，好好去愛他

十二2a 不要等到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

創世記第一章 第一天所創造光明跟光，

第四天所造日頭、月亮、星宿，

通通被顛覆了，象徵人已經到盡頭 ─

第一章 日頭會上去又下來

這邊 日頭不再上來，已經是末世、已經是熄燈

第二節開始 不只在講老化，在講整個宇宙最後要過去，

末世的時候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

日頭要變黑、月亮不放光、眾星要墜落、

天勢都要震動，那個時候很多人死亡。

十二章末四節 不單單在談人，在談整個大自然、包括裡面的人，

通通進入主再來之前，耶和華日子的審判。



3. 千萬要趁親人年輕的時候，好好去愛他

3a 看守房屋的發顫，有力的屈身

男人力氣再大，耶和華的日子會發抖、會屈膝的

3b 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太二四章 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女人被挪走一半

3c 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襯托出舊約三個故事 ─

西西拉 士師記第五章 媽媽從窗戶往外看，

擔心兒子將軍西西拉會不會死在戰場的焦慮不安

米甲從窗戶往外看，看到大衛迎約櫃進大衛城，

想到爸爸掃羅的王位不保、家世不見，心裡辛酸痛苦

耶洗別 王下第九章 從窗戶往外看，

發覺耶戶已經派人上樓，把她丟到樓底下摔死

說明末世耶和華日子降臨的時候，女人、男人…
上帝降臨的時候，是非常可怕的！

3. 千萬要趁親人年輕的時候，好好去愛他

4a 街門關閉 ─ 那一天城裡的民生活動通通式微，

就像 啟示錄十八章 第七碗所描繪 ─

歡樂、藝人、買賣、小孩子、喜筵的聲音，

通通不能再聽見

4b 雀鳥一叫，人就起來

更好的翻譯 ─ 耶和華日子降臨的時候，鳥被嚇醒

4c 歌唱的女子 ─ 就是指著鳥，也都衰微 ─ 下來，

飛上去的鳥發覺下面這麼多死人，下來瞧個究竟

5a 人怕高處 ─ 人是歌唱的女子，指的是鳥，

鳥看下面有驚慌、好可怕，隱含 啟示錄十九章 ─

飛鳥要吃盡地上各樣的將軍、富戶、各樣的人。

耶和華的日子一降臨的時候，天地無光，

上帝要審判這世界，這世界最後會過去的。

3. 千萬要趁親人年輕的時候，好好去愛他

6a 銀鍊折斷，金罐破裂

猶太人在主前第九世紀埋葬的時候，

把燈光放在墳墓裡，表示黑暗、等待光明，

銀鍊、金罐是跟燈有關的。

6b 瓶子在泉旁損壞 ─ 表示摔壞，

猶太人埋葬死人，把鍋、盤、瓦片摔爛，

說這個人死了，說明全面性、全世界都要收攤了。

5b 杏樹開花 ─ 杏樹原文可能是植物，

最好的翻譯 杏樹惹人厭煩，漂亮的杏樹 ─

因為耶和華的日子降臨，樹變成乾了，開的花讓人討厭。

5c 蚱蜢成為重擔

施洗約翰吃蝗蟲野蜜，蝗蟲可能是豆莢子的豆，

指植物光禿禿的，全面性綠色植物不見了。

3. 千萬要趁親人年輕的時候，好好去愛他

你已經在參加喪禮了 ─

5c 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

連太陽都不再升起，世界都進入熄燈號，

人必須離開這個世界，我們都是過客，

要回去靈魂永恆的歸宿。

要愛你親人、好好知道你的同工、

好好事奉、傳道人好好牧會…
趁年紀輕，趕快事奉、趕快委身，

不要再耽誤你的時間。

有有 十二章 末世的眼光，才不會被世界所限制 ─

這世界最後要過去，天上的國才是我們的焦點

世界上的國末世降臨的時候，是全面毀壞的



4. 千萬要有永恆眼光來投資今生

每個喪禮都是你自己喪禮的預演，不要等到那一天才發覺 ─

塵土仍歸於地，卻忘了你還有一個靈魂歸向上帝。

盼望你的墓碑不是只是寫著虛空 ─

這個人不事奉上帝、不懂得上帝、不懂得仰望上帝。

趁今天歸向上帝，仰望祂！

凡活著的人必死 ─

基督教的時間觀是直線，不像佛教的輪迴、圓形。

人的一生是自己的哭聲開始，別人的哭聲結束

三十歲，看學歷；三十歲之後，看經歷；

年老的時後，看病歷

不要等到老化，好好投資永恆、好好事奉，

不管是學問、地位、經歷、金錢、名聲…
這些如果沒有上帝、沒有投資永生，都是短暫的！

聽我們禱告，仰望感恩，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禱告禱告
求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知道 ─ 人生是一條不歸路，

趁年輕三四十歲 ─ 不要用健康買金錢，

懂得用永恆的眼光投入，

來事奉、來愛主、來耕耘、

來愛家人、來傳福音、來建造你的教會。

我們需要你，來提升我們 ─

從日光之下進入永恆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