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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財富、長壽是不是就會快樂？勞碌一生、生活樸素是不是就得不到福氣？讓我們今
個月細讀傳道書第五至六章，看看傳道者有什麼看法？
────────────────────────────────────────────────────
第一週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 : 第五章 1 – 7 節
經文分段：
1. 到上帝面前來要謹慎 (5:1)
2. 在上帝面前言語要寡少 (5:2 – 3)
3. 向上帝許願要償還 (5:4 – 5)
4. 不要以無心為藉口，推卸責任 (5:6)
5. 結論：要敬畏上帝 (5:7)
在這段經文中，以下地方值得注意：
1. 由 5:1 開始，傳道者的表達方式有所改變，5:1 之前是敘述性的句子，由 5:1 起則是一連串命令式的
句子，並列出相關的原因。
2. 這段經文的主題是在上帝面前要謹慎，所提及的事情都是和言語有關的。

釋經節錄：
5:1

「聽」不是指「聽見」，而是有「聽從」、「服從」的意思。
「勝過愚昧人獻祭」或譯「勝過獻愚昧人的祭」，是指那些徒有外表，卻沒有敬虔的心。(參
撒上 15:22)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作惡」直譯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作惡」，原文的意思並不清楚。有學
者在句子中加了「除了」這個前置詞，譯成「因為他們除了作惡，什麼都不知道」。而《和
合本》和《新譯本》則譯作「他們不知道所作的是惡」。

5:2

「冒失」也可譯作「急於」。

5:3

在原文中是沒有「顯出」這個詞語的。傳道書之後亦有提及類似「話語多，顯出愚昧」的
訊息 (6:11、10:14)。

5:4

在以色列和古近東的國家，是相當普遍的，當人向神明尋求幫助時，同時亦會向神明許下
承諾，若得到它們的幫助或護庇，就會向神明獻上一些禮物。
「因他不喜歡愚昧人」的希伯來文直譯是“愚昧人沒有喜樂”。

5:5

此節經文直譯是「不許願，勝過許願卻不還願」。

5:6

「祭司」原文作「使者」。在七十士譯本和敘利亞語文本中，該詞譯為“神”。有人認為
這裡的「使者」指神，是為了避免提到祂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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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根據 5:1–4，愚昧人有什麼特徵？你也有這些特徵嗎？
2. 許願和祈禱有什麼分別？我們可向神許願嗎？你可曾向神許願？許願後有沒有向神
還願？
3. 你也會因為事務多而多夢嗎？你會否因為工作忙碌，以致晚上也記掛著工作而影響睡
眠？甚至影響你敬拜神？你可以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4. 1:4 提到「話語多，顯出愚昧」
，雅各書亦有類似的訊息：「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
過失；若有人在言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 3:2)。
你最近試過因為失言而得罪人或得罪神嗎？如何才可以避免「話語多」？

第二週 (7 月 6 日至 7 月 12 日)：第五章 8 – 12 節
經文分段：
1. 窮人受欺壓的無奈 (5:8 – 9)
2. 財富的虛空 (5:10 – 12)
釋經節錄：
5:8

「欺壓」一詞首次出現於 4:1，在 4:1，傳道者質疑，遭受欺壓的人是否還值得活下去。到
了本節，傳道者則純粹是在解釋，在當時存在的權力架構下，受欺壓的事是無可避免的，
叫人不要感到驚奇。
「鑒察」一詞在舊約經常出現，其含意可以是負面的「控制」、「監視」，也可以是正面
的「看顧」、「保護」。

5:9

本節第一句直譯是「但地的益處，在各方面，是」
，而第二句直譯是「君王，為一塊被服事
的田地」
，所以這節經文的準確意思是什麼，是相當難確定的。有些譯本將本節譯成「但君
王對國家、對有耕種之田地的、大體說來，總是有益的」
，但這樣譯法卻和第 8 節的內容不
太配合。

5:11

「貨物」原文是「好的事物」，指財富和隨之而來的一切享受。
「吃的人」可能是指財主的食客朋友或親戚，也可能是喻指必要的支出，如要繳納的稅款，
或其他的消費等等。
「眼看而已」可能是指眼前的享受，即財富唯一的益處，就是能給予人即時的、眼見的享
樂。

思考問題：
1. 在你身上或身邊的人也發生過「窮人受欺壓、並奪去公義、公平的事」嗎？在社會
上或你身邊發生這些事，你會怎樣面對？
2. 為什麼傳道者認為「貪受銀子的，不因銀子知足」？你認同嗎？那麼要怎樣才得到
滿足？
3. 為什麼勞碌的人吃多吃少也睡得香甜？而富足人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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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7月13日至7月19日)：第五章13 – 17節
本段經文論述守財奴的悲哀
釋經節錄：
5:14

「遭遇禍患」譯為“錯誤的投資”更好，即導致嚴重損失的錯誤投資或生意。

5:15

上半節和約伯記 1:21 十分相似。

5:16

「為風勞碌」喻指完全空虛。風是看不見，摸不著，控制不住的。世界的財富也是如此。

5:17

「在黑暗中」應該是比喻財主是個孤獨、痛苦的人。「吃喝」喻指生活。「嘔氣」即是「憤
怒」、「憤怨」。

思考問題：
1. 積存財富的人，是不是必定會「反害自己」？富足的人又是不是必定孤獨、多有煩
惱、經常憤怒？
2. 既然我們赤身而來，亦必赤身而去，我們為什麼仍每日勞碌賺錢？既然遭遇禍患就
會一無所有，為什麼我們仍會儲蓄？我們應以什麼態度看待財富？
第四週 (7 月 20 日至 7 月 26 日)：第五章 18 節 – 第六章 2 節
經文分段：
1. 能享用財富的人充滿喜樂 (5:18 – 20)
2. 不能享用財富的人是一禍患 (6:1 – 2)
釋經節錄：
5:18

「吃喝」含有「友伴」、「喜樂」、「滿足」的意味，也包括「宗教的慶祝」。

5:20

「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指一生充滿歡愉，幾乎忘卻了生命的虛空。
「因為上帝應他的心使他喜樂」(和合本)中的「應」字可解作「回應」，整句話直譯是「上
帝藉他心中的喜樂作出回應」。

思考問題：
1. 為什麼有些人能享用自己勞碌得來的好處，有些人卻不能？神是按什麼準則去作出決
定？
2. 你試過快樂地享受勞碌得來的成果嗎？你又試過辛苦得來的卻給了沒有付出的人去
享受嗎？你當時的感受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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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第六章 3 – 11 節
經文分段：
1. 多子長壽亦未必能享福 (6:3 – 6)
2. 總結：欲望無止境，享受也是虛空 (6:7 – 11)
釋經節錄：
6:3

原文並無「兒子」二字，但可以推測出來。每一個猶太人都希望有許多兒子。他們把孩子
看作從神得到的大福氣（創 24:60；詩 127:3-5）。「一百」寓指「許多」。

6:4

「虛虛而來」指「進入這虛空的世界」，或者譯為「毫無目的的來」。

6:5

「安息」即「安靜」、「安寧」。

6:6

「一個地方」與 3:20 的「一處」，原文字眼相同，指的是「死亡」。

6:8

下半節的意思是「窮人在眾人面前知道怎樣行事為人，又有什麼長處呢？」既然智慧人也
不能得到什麼利益，更何況窮人，儘管懂得怎樣做人，也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6:9

「心裡妄想的」的另一個可能的翻譯是「生命的逝去」
，指「死亡」
。因為「妄想」的字根，
在傳道書多次與死亡扯上關係。因此，本節同樣是提醒人，要抓緊眼前的機會，享受人生，
因為死亡一旦臨到，就再沒有機會了。

6:10

「起了名」的意思是「制定」或「指定」。
「並知道何為人」(和合本)較清楚的翻譯是「大家都知道人是怎樣的」。
「力大」是「強」的意思，「相爭」是「爭辯」。
整句話的意思是「一切發生的事已由上帝所命定，是人不能改變的」。

6:11

「話語」所指的並不是一般的言語，乃是與上帝爭辯的說話。

6:12

「身後」即「死後」。這句意思是「誰能夠告訴他死後這世界上會發生什麼事呢？」

思考問題：
1. 大部份的香港人追求的是什麼？你身邊的人在追求什麼？是不是財富？長壽？吃
喝？享受？你又在追求什麼？想想你身邊哪些人最快樂？他們快樂的原因是什麼？
2. 「人的勞碌都為口腹，心裡卻不知足」
，你同意嗎？那麼怎樣的人才得滿足？
3. 你試過與神爭辯或認為神的安排不夠好嗎？事情有因為你的爭辯而改變嗎？事後你
的想法有沒有改變？
4. 「什麼是對人一生有好處的」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傳道者，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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