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度

讀經計劃

傳道書(四至十一月)「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結論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當盡的本分。」(傳 12:13)
四月開始我們將會看傳道書。書中慨嘆世事萬物最終無一存留，周而復始看似沒有意
義。生命是否只是一場虛空？讓我們一起詳閱傳道書，查考書中智慧、探索人生意義。
────────────────────────────────────────────────────
第一週 (3 月 30 日至 4 月 5 日) : 背景（側讀：王上 2:1-12、3:1-15、4(全章)）
作者
大多數福音派的學者，都以所羅門為本書的作者，因為書中作者的自白：
1. 大衛的兒子 (傳 1:1、撒下 12:24-25、代上 3:5)
2. 在耶路撒冷作王，又是傳道者 (傳 1:1)
3. 有大智慧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 (傳 1:16、王上 3:12)
4. 他曾動大工程，建造房屋 (傳 2:4、王上 7:1-2)
5. 有許多妃嬪 (傳 2:8、王上 11:1-3)
6. 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財寶 (傳 2:8、王上 9:28、10:10-11、14:24)
7. 又陳說許多箴言 (傳 12:9、王上 4:32)
所羅門王
所羅門是大衛和拔示巴所生的兒子，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平安」(代上 22:8)。所羅門還
有另一個別名，叫做「耶底底亞」
，意思是「蒙上帝所愛」(撒下 12:24-25)。上帝特別揀
選所羅門來治理以色列，並為上帝建造殿宇。
所羅門的出生，有上帝的應許(代上 22:8)。所羅門作王也是出於上帝(王上 2:15)。大衛
一心一意要為上帝的名建殿，上帝沒有答應，卻應許他有太平之子，在國家安定的時候，
要來完成這項工程。大衛也曾向以色列的眾首領宣示，他和所羅門作王都是上帝的揀選
(代上 28:4-6)。根據拔示巴所說，大衛曾經向拔示巴起誓說，所羅門必接續他作王(王上
1:30)。但是在大衛晚年的時候，還是經過一番波折才輪到所羅門作王(王上 1:5-53)。
所羅門一作王就肅清內敵，鞏固國位(王上 2:13-46)。但是他也發現自己的不足，他在基
遍獻祭時，夜裡做夢，得上帝向他顯現。上帝問他：
「你願我賜你甚麼？你可以求。」…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王上 3:5-9) 所羅門王向上帝尋求管治人民的智慧，上帝就應允他所求的，賜他聰明智
慧，甚至過去、未來也無人能及。所羅門掛念的是如何治理百姓。他向上帝祈求要有智
慧可以判斷百姓、辨別是非。這種不出於私心的祈求，得到上帝的喜悅。上帝不但賞賜
給他智慧，連他所沒有祈求的富足、尊榮，上帝也一併賜給他。這是後來所羅門能夠享
譽四方最主要的原因。
思考問題：
1. 本周閱讀列王紀上，了解傳道書的作者──所羅門王的背景。所羅門王是怎樣的一個
人、一位君王？你認為他的人生觀是積極還是消極？
2. 如此繁華盛世的一國之君，為何他會有如此感慨？為何所羅門王會寫下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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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4 月 6 日至 4 月 12 日)：背景(側讀：王上 11(全章))
所羅門王(續)
聖經記載所羅門寵愛許多外邦女子，有妃七百，嬪三百。在他晚年的時候，這些妃嬪引
誘他去敬拜別神。為了取悅這些女子，所羅門甚至在耶路撒冷附近為這些神建造邱壇(王
上 11 :1-8)。上帝向所羅門發怒，因為他的心偏離了兩次向他顯現的耶和華上帝。所羅
門的晚年，以東人哈達和亞蘭王利遜起來與以色列為敵；所羅門的臣僕，尼八的兒子耶
羅波安也舉手攻擊王(王上 11:14-40)。先知亞希雅預言所羅門的國度將失去十個支派，
只留下一個支派；還能夠保留一個支派，是因為上帝眷顧大衛的緣故(王上 11:29-40)。
所羅門王並未檢討自己，反倒要殺耶羅波安。除了亞希雅的預言之外，沒有任何先知在
這時期出現或向王提供諫言。最後，所羅門王逝世，掀起南北國分列的局面。
寫作動機
本書寫於所羅門王年老時期，約在主前九七○年間寫於耶路撒冷(傳 1:1)。所羅門治理的
以色列國雖處於全盛時期，但正因他享盡榮華富貴、專心探究世事萬物，了解到成功和
繁榮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人類所有的成就，終有一天會歸於無有。故所羅門王寫下以
往人生塵世悔悟之經歷，以傳示其臣民。書中「虛空」一詞共出現 37 次、
「勞碌」35 次；
「神」40 次、
「人」47 次，可見全書內容集中於對生命意義的探討、疑問。我們應該將
這道理存記於心，好叫我們有智慧地生活。不然，我們在成功時就會驕傲自滿，失敗時
就會失望氣餒。他寫這書的目的，是要說明世上的財物和成就最終皆是虛空，希望人民
明白此虛空乃是世人離開了天上的真神而來。惟有認識神，才會看到日光之上的不虛
空，帶來真正的滿足。本書為猶太人守住棚節時所誦讀之。
除傳道書外，所羅門還作箴言三千句，又作詩歌一千零五首。他講論草木、飛禽、走獸、
昆蟲、水族，名聲傳遍列國(王上 4:29-34)。箴言 1:1、10:1、25:1 都表示這裡所收錄的是
所羅門的箴言。
書名
傳道書的希伯來名字 Koheleth / Qoheleth 並未在聖經其他地方出現。原文字根 Kahal 有「集
會」、「匯集」的意思，Kahal 一字也可引申至「會眾」一詞。名詞 Koheleth 通常解作
「召集人」，是召集群眾參加聚會、負責教導或傳道的人，正如所羅門召集大會一樣(王
上 8：1－2，5)。傳道書的原名應是“召集聚會的人”，召集者是所羅門。「傳道」來
自馬丁路德，他稱該書為”Der Prediger Salomo”即傳道者。表明本書是一種真理的宣
傳，或在大會中之講演。

思考問題：
1. 連同上一周，應對所羅門王的背景有更全面的了解。你能理解為何羅門王要寫傳道書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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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4月13日至4月19日)：(側讀：創世記 3 (全章))
創世記與傳道書
傳道書中的人觀與創世記相同，人都是來自塵土，卻有上帝的氣息(創 2:7、傳 3:20,12:7)。
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人卻生出巧計(傳 7:29)，以致世上充滿罪惡、不公義。創世記首三
章以上帝創造萬物和人開始，至女人受蛇試探，引起對分辨善惡能力的慾望，落入罪的
網羅，並被上帝命定終生勞碌受苦。分辨善惡樹又可譯為智慧樹。擁有分辨善惡的能力，
即是獨立自主的能力。無論創世記或傳道書，人都有一種對智慧、尋找上帝以外、獨立
自主的慾望。傳道書的作者試圖追求智慧，以自己或凡人的方法尋找生命意義。但即使
以他過人的智慧，得到的答案不但不能使他滿足，更讓他了解到智慧的限制──對未
來、世界也無法掌控。創世記及傳道書中，人對智慧的追求，不順服於上帝，結果都只
有悲慘。
創 3:22 上帝因人違背祂的吩咐而得了分辨善惡的智慧，恐怕他們再摘生命樹的果子，便
在罪中永遠活著，便將人逐出伊甸園、並命基路伯守著生命樹。創 3:19 上帝說明人本由
塵土而出，最終也是歸於塵土。自古以來，人都渴望長生不死，超越人自身的限制。相
比起天地萬物，人的生命顯得更短暫。傳道書作者也嘆息物是人非，一代一代的過去，
人在地上最多也只是數十年，對比起天地都只不過轉眼之間，如影子轉動。
傳道書第三章也對生命的限制而慨嘆，生死有時，人到最終也歸於塵土；智慧人、愚拙
人、野獸，最後的結局也一樣。而且似乎人一生，只是在地上短暫、無意義地勞碌，然
後歸回無有。傳道書的作者嘗試以智慧探究人生，了解生命非但有限、更不可預知何時
終結(傳 9:11-12)。那些你不能掌控的卻在掌控你：順境逆境、好運惡運。遇上機遇，愚
莽人可能天降財富，遇到逆境，如何努力也未必得到飽足，既然如此，一切豈不是白花
氣力嗎？勞苦，又為了什麼？

思考問題：
1. 現代科技的進步、智慧的結集，能否解決傳道書中作者的困擾？
2.

現今世界人所追求的是什麼？與創世記、傳道書裡，人的慾望、所追求的是否一樣？

3.

你所追求的又是什麼？你認為你所追求的有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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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4 月 20 日至 4 月 26 日)：速讀傳道書 1-6 及 8 章
在傳道書 1-6 及 8 章中，提到不同的虛空。請讀一遍傳道書 1-6 及 8 章，再填寫下表：
經文
1. （例） 2：15－16
2.

2：19－21、5：15－16

3.

2：26

4.

4：4

5.

4：7－8

6.

4：16

7.

5：10

8.

8：10，14

智慧的虛空

思考問題：
1.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追逐著某種的虛空？

第五週 (4 月 27 日至 5 月 3 日)：速讀傳道書 7-12 章
信仰與生活、智慧的價值
雖然傳道書的作者慨嘆生命的不可知及限制，但他對傳統價值觀抱有懷疑態度，透過觀
察實際生活，反駁及挑戰傳統賞善罰惡、因果報應的信念。他從辯論中，說明如果人生
的意義依照這些傳統的價值觀上，一切就不過是虛空，沒有絕對的價值及永恆的意義。
雖然作者在書中不斷提及智慧的虛空，但他並沒有全然否定智慧的價值。作者認為，當
以順服上帝的態度下使用智慧，能讓人保存生命、明白生命的局限，尋找生命應有的正
確態度。作者藉著智慧，明白一切所得，並不是出於自己的勞碌，乃是出自上帝。因此，
人應該懷著感恩的心享受上帝的供應，而非只沉淪於勞碌的苦澀中，也非以悲觀的心態
虛度光陰。他也知道敬畏神的智慧人，在善惡事情上能維持中庸，不偏激過火。智慧也
可讓人知罪，世上沒有不犯罪的義人，因此，世上的不公義又怎能完全消失？惡人的報
應也不一定臨到；但凡有智慧，知道日光之上有掌權者的人，他們就不會過份執著於別
人所犯的罪、世上的不義，因為知道日後必有審判。最終每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一切負
責。若以地上一切作生活的標準、意義是行不通的，因為一切都會過去。唯有在日光之
上，才有一個絕對的生活標準、意義，就是活在上帝裡，以上帝的教導生活，才能獲得
心靈上的滿足。
第四週建議答案：
②

勞碌的虛空

③

目標的虛空

④

嫉妒、競爭的虛空

⑥

地位的虛空

⑦

金錢的虛空

⑧

遭遇的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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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貪婪的虛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