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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書的第三、
傳道書的第三、四章中，作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人勞碌的意義。
作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人勞碌的意義。
────────────────────────────────────────────────────
第一週 (6 月 1 日至 6 月 7 日) : 第三章 1 – 9 節
萬物皆有一定的規律
萬物皆有一定的規律
釋經節錄：
釋經節錄：
3:1

此句是三章 1-8 節的主題，2-8 節為例子，說明萬物都有定期，也是神的美意。
（參 11 節）

3:3

「殺戮」並非單指蓄意殺人，也指戰爭、死刑等，甚至也可以指醫學上的疾病，
就如毒瘤、癌症。
猶太文化中「拋擲石頭」有夫妻同房的意思，而「堆聚石頭」則指女性不可行
房的期間。

3:5
3:7

猶太人在哀傷時，特別親人離世，會將外衣撕裂。縫補，對比前句就是將撕裂
的衣服縫補，意指哀傷會有結束、心靈會有平伏的時候。

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 作者所舉的例子皆是人的際遇
作者所舉的例子皆是人的際遇，
，對比天地，
對比天地，都有定時、
都有定時、有限的，
有限的，並非永恆。
並非永恆。這「定時」
定時」
原有神的美意，
原有神的美意，但為什麼卻成為人的「
但為什麼卻成為人的「虛空」
虛空」、煩惱的來源
、煩惱的來源？
煩惱的來源？
2. 現今人所追求的是什麼
現今人所追求的是什麼？
？我們投注大量資源、
我們投注大量資源、知識、
知識、時間，
時間，所發展的科技
所發展的科技，
展的科技，目的往往
是希望突破「
，例如生命的壽命
是希望突破「定時」這個「
這個「限制」
限制」
，例如生命的壽命、
例如生命的壽命、農產品的生長周期等等。
農產品的生長周期等等。你認
為我們成功嗎？
為我們成功嗎？科技帶來的成果能滿足我們嗎？
科技帶來的成果能滿足我們嗎？
3. 你是否也在嘗試打破這些「
你是否也在嘗試打破這些「定時」？
定時」？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什麼？帶給你什麼？
帶給你什麼？

4. 在一連串舉例後
在一連串舉例後，
，作者提出「
作者提出「做事的人在他所勞碌的事上得到甚麼益處呢？
做事的人在他所勞碌的事上得到甚麼益處呢？」若只
從人的眼光看地上的勞碌，
從人的眼光看地上的勞碌，對我們自己有什麼用處？
對我們自己有什麼用處？

5. 既然萬事都有定數，
既然萬事都有定數，我們是否就可以以被動或悲觀的態度，
我們是否就可以以被動或悲觀的態度，度過一生？
度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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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6 月 8 日至 6 月 14 日)：
：第三章
第三章 10 – 15 節
勞碌背後的意
勞碌背後的意義
釋經節錄：
釋經節錄：
3:10

「使他們在其中勞苦」有譯本譯成「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或「使他們謙順」
。

3:11

「永恆」
：時間、永遠、有限等等這概念都是人所獨有，其他生物所沒有的。
這裡說明這些概念是神賦予我們的。而下半節則說明神自有祂在「時間」上
的計劃，人不能完全明白。
「喜樂納福」指主動正面的追求美好而快樂的生命。

3:12

適當地運用時間、生命，並合宜地享受成果，是神所喜悅的，也是從神而來
的。
3:14-15 傳道者說明神的主權：祂是永存的、祂的計劃是完美的。祂是值得我們散畏
的。
3:13

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

將第 10 節與第 9 節比較，
節比較，作者分別以什麼／
作者分別以什麼／誰的角度看人的勞碌？
誰的角度看人的勞碌？

2.

從第 11 節裡，
節裡，為什麼神賦予我們「
為什麼神賦予我們「時間」
時間」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是否就如上一節所提問，
是否就如上一節所提問，讓
我們看見時間給人的限制？
我們看見時間給人的限制？還是神希望我們能藉著這概念，
還是神希望我們能藉著這概念，看見祂的美意？
看見祂的美意？

3.

其他的動物既沒有智慧明白什麼是永生，
其他的動物既沒有智慧明白什麼是永生，因此也無心追求永生。
因此也無心追求永生。幾個簡單的慾望
滿足了，
滿足了，可以說牠們生存的意義就完備了。
可以說牠們生存的意義就完備了。但人不是這樣，
但人不是這樣，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
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
望是無止境的 。
最大的慾
最大的慾望就是達到永恆、
望就是達到永恆、永生。
永生。古埃及人將人屍體作成木乃伊，
古埃及人將人屍體作成木乃伊，就是盼望永存
不朽。
不朽。歷代的帝王，
歷代的帝王，都設法獲得長生不老的仙術
都設法獲得長生不老的仙術。
獲得長生不老的仙術。這一切都說明，
這一切都說明，人本能裡有一
個潛在的、
個潛在的、對「永生」
永生」的需求。
的需求。若不得著它，
若不得著它，就叫人永遠不得滿足。
就叫人永遠不得滿足。神的創造是
完美的，
完美的，人既然有一個求取永生的潛在本能
人既然有一個求取永生的潛在本能，
一個求取永生的潛在本能，就必有一個「
就必有一個「永生」
永生」在等著滿足它
在等著滿足它 。
只是大多數人尚未找到它而已
只是大多數人尚未找到它而已。
尚未找到它而已。基督徒接受了耶穌基
基督徒接受了耶穌基督的救恩
耶穌基督的救恩，
督的救恩，獲得永生的盼望
獲得永生的盼望；
的盼望 ；
你是否滿足？
你是否滿足？若你心裡仍不覺得滿足喜樂，
若你心裡仍不覺得滿足喜樂，是什麼原因？
是什麼原因？

4.

為什麼現今的人，
為什麼現今的人，一方面追求永恆，
一方面追求永恆，另一方面又不承認永恆的神？
另一方面又不承認永恆的神？這個不順服說
明了什麼？
明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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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6月
月15日至
日至6月
日)：
：第三章16節至
節
日至 月21日
三章 節至四
節至四章6節
日光之下的不公及欺壓
釋經節錄：
釋經節錄：
3:17-18 這兩句「心裡說」代表了兩個不同的角度看日光之下發生的不公義。17 節是
以日光之上、永恆的眼光；神是掌權者，祂並不會漠視受欺壓的事；而 18 節
以地上的、目前的眼光，但仍有所學習：人性的陰暗面，與獸無異，為著自
身的利益而損害他人。
3:21
有的翻譯成：
「誰認識人的靈──那往上昇的，與獸的靈──那下入地的呢？」
有兩個意思：第一，強調人和獸在死後是有分別的。第二，表達大多數人並
不知道人與獸的分別，不明白最終命運的差異，以致所過的生活彷彿沒有分
別似的。
4:2-3
在此，傳道者將限在「日光之下」的觀點推理至極處，沒有將來公義的盼望，
地上的不公義只會讓人絕望。
4:4
傳道者指出人的勞碌有時是來自不斷想勝過別人的欲望。在其他地方，智慧
書的作者曾描述「嫉妒」的破壞力，它會「激怒」人，使他變得殘酷（箴 6:34）
，
會毀壞人的身體（箴 14:30）。這是「日光之下」生命的另一幽暗面。
4:5
「抱著雙臂」
：游手好閒，無所事事，懶惰的。
「自食其肉」
：自取滅亡。
4:4-6
這三節是一個對比：4 節是好鬥的態度，而 5 節則是消極放棄的態度。第 6
節表達的是介於 4-5 節裡的中庸之道。傳道者反對懶惰，也不贊成過份勞碌。
一點成功而滿足，勝過物質豐腴卻帶來嫉忌，不得安寧。

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 你對生命、
你對生命、對勞碌的態度是怎樣的？
對勞碌的態度是怎樣的？是像４
是像４節裡不斷為超越別人而勞碌？
節裡不斷為超越別人而勞碌？或是５
或是５節
裡消極地挨過每一天？
裡消極地挨過每一天？還是善用自己的時間、
還是善用自己的時間、資源，
資源，並為所獲得的感恩？
並為所獲得的感恩？
2. 試想像，
試想像，沒有了日光之上的眼光，
沒有了日光之上的眼光，地上的人以什麼規範過活？
地上的人以什麼規範過活？以什麼作生活的盼望、
以什麼作生活的盼望、
意義？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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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6 月 22 日至 6 月 28 日)：
：第四章
第四章 7 – 16 節
愚昧人與智慧人的對比
釋經節錄：
釋經節錄：
4:9-12 這段是對比 7-8 節提到的孤單的勞動者。果效在此是指經由合作而得到的成
功。
4:11
在以色列寒冬夜晚旅行的人（參耶 36:22、30）是緊挨著睡覺的。這句諺語是
提到在逆境、試煉以及憂傷中的友伴。
4:13
7-8 節說明孤立的懷處；9-12 說明有同伴的好處。13-16 是 7-12 節的延續，強
調自以為是和愈來愈孤立的愚昧。
4:14
這一節的「這人」
，其實就文法來講，可以指那少年人、也可以指那老年王。
就是說可能每個人都有過少年貧窮、敬畏神而有智慧的時候，後來又變成老
年不能納諫的愚昧王。可能原來是在監獄裡很辛苦出來，後來就不行了。
4:16
雖然這位年輕的王得到大多數人擁護，但卻不長久。因為人都是善變的。

思考問題：
考問題：
1. 在 1313-16 節中我們看到一個不斷重複的劇本：
我們看到一個不斷重複的劇本：一個出身卑微的少年人，
一個出身卑微的少年人，謙卑尋求
神、被神使用，
被神使用，獲得名利；
獲得名利；然後在成功中自滿，
然後在成功中自滿，變成愚昧、
變成愚昧、剛愎自用的老年王，
剛愎自用的老年王，
結果失去神的保守
結果失去神的保守、
失去神的保守、人的愛戴，
人的愛戴，並且被另一個少年人取代。
並且被另一個少年人取代。這有什麼義意？
這有什麼義意？神給
你的，
你的，到最後若果沒有持守在神裡面的就是虛空、
到最後若果沒有持守在神裡面的就是虛空、捕風。
捕風。我們如何可以在成功或
名利中保存謙卑、
名利中保存謙卑、清醒的心？
清醒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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