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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七個月的時間，相信大家對傳道書已經有一定的認識，亦對當中的經文所引發出來
的人生哲理有深入的思考，這個月就讓我們再次完整地讀傳道書一次，看看整卷書所帶
出的訊息，了解這卷書裡面所蘊藏的智慧。
────────────────────────────────────────────────────
第一週 (11 月 2 日至 11 月 8 日) : 第一章至第三章
由於經文中有特別解釋的字詞意思已於之前的讀經資料中提及，今次不會再節錄這些釋
經資料。大家可瀏覽教會網頁，參閱 4-10 月讀經資料。
傳道書大綱：
A. 前言 (1:1 – 11)
1. 介紹作者 (1:1)
2. 傳道書的題詞：虛空的虛空 (1:2)
3. 一首論及人的勞碌的詩 (1:3 – 11)
B. 主體 (1:12 – 12:7)
1. 追尋智慧、享樂、勞碌的虛空 (1:12 – 2:26)
2. 萬事皆有定時 (3:1 – 15)
3. 人世間的不公義 (3:16 – 22)
4. 雜思 (4:1 – 16)
5. 在上帝面前當慎言 (5:1 – 7)
6. 財富的虛空 (5:8 – 6:9)
7. 未來一切已由上帝命定，人查不出來 (6:10 – 8:17)
8. 人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9:1 – 11:6)
9. 給年青人的忠告 (11:7 – 12:7)
C. 後記 (12:8 – 14)
1. 傳道書的題詞：虛空的虛空 (12:8)
2. 傳道者的言語由牧者所賜。(12:9 – 1)
3. 最終的勸勉：敬畏上帝、謹守誡命 (12:12 – 14)
思考問題：
1. 有人認為傳道者在 2:10 以及 11:9 鼓勵人隨心所欲，享受人生，與民數記 15:39 (請自
行參閱該段經文) 的教導是相違背的，你同意嗎？
2. 智慧人是不是真的不會被人記念？傳道者這個說法，和詩 112:6 的說法有矛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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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5 日)：第四章至第六章 9 節
「虛空」的不同解釋：
「虛空」(hebel)是傳道書的主題，因此，了解「虛空」的意思對認識傳道書有很大的幫助。
虛空(hebel)的原意是「煙霧」或「氣息」
，原文的字根在舊約聖經一共出現了七十多次，其
中約一半次數是在傳道書出現的。舊約聖經提到這個字時，通常取其喻義，因為是比喻的緣故，
於是就衍生出一連串不同的解釋。至於這個字在傳道書的意思到底是什麼，更是眾說紛紜。
傳統的立場將 hebel 理解為「虛空」(和合本、呂振中譯本、新譯本)或「空虛」(現代中文
譯本)。至於英文譯本，則大多譯為“vanity”，vanity 的意思較「虛空」豐富，除了「虛空」外，
亦可解作「沒有實質、不真實、無效或沒有價值」。無論是譯作「虛空」或「vanity」，它的意
思都是較為負面的，與「無意義」相近。

hebel 第二個可能的含義是「沒有實質、短暫的」
，這個含義與 hebel 的原意—氣息—的特質
吻合，正如詩 144:4 所說：
「人不過像一口氣(hebel)；他的年日如影消逝。」這「短暫」的含義，
與傳道書某些經文，如 3:19、6:12、7:15、8:14、9:9 和 11:10 都很配合。

hebel 第三個可能的含義是「無法理解的」或「神秘」。採納這個看法的學者認為：傳道者
是用 hebel 來指人生是「謎一樣的」
，非人所能夠全然了解的，即使像傳道者一樣滿有智慧，亦
不能參透世事。特別是人世間不合理的事，更是人所不能明白的。其中 2:22-23 這兩節經文被
引用為支持這個解釋的例子，但這個解釋亦難以通用於整卷傳道書中。
第四個可能的含義是「不合理」及「諷刺」
。一個人勞碌的成果可能會歸給他所不認識的、
沒有勞碌的人，這是不合理的。智者與愚者、好人與壞人、敬虔的與不敬虔的，都有相同的命
運，這是不合理的。人生很多時是很諷刺、充滿不合理的事的，不過，也惟有察覺到人生種種
的不合理的現象，並且認識到生命的諷刺時，人才會誠實地生活下去。
第五個可能的解釋是「荒謬」，採納這個解釋的猶太學者 Fox 給「荒謬」下的定義是：
「合
理的期望和實際的結果之間的懸殊」
。換句話說，
「荒謬」所指向的，是現實與期望兩者之間出
現的張力，這張力容易使人感到灰心、憤恨和不滿，
「荒謬」因此比「諷刺」的解釋更為負面。
總括來說，以上五個解釋都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一個解釋是與傳道書所有出現的 hebel
的經節上下文完全吻合的。有學者因此主張，傳道書的 hebel 一字是帶有多重意義的；應該按

hebel 出現的上下文，賦予 hebel 不同的含義。不過，正如上文提及的猶太學者 Fox 指出，hebel
是傳道書的鑰字，傳道書每個主要段落的結束，都會出現這個字眼，顯示在傳道者心目中，hebel
應該是這個世界具有的一種特徵，所以，若賦予 hebel 不同的含義，這個串聯整卷書的主題就
會消失。解決這個困難的其中一個方法，是賦予 hebel 一個主導的含義 (如「短暫」)，然後在
不同的經節，加入其他較次要的含義。
大家再讀傳道書時，不妨試試以不同解釋了解「虛空」，看看對經文會否有新的體會。
思考問題：

1. 在舊約中，
「生不如死」或「未曾生存過，比活著更好」的思想，是不是傳道者獨有的 (4:3)？
試閱讀伯 3:1-19、耶 20:10-18 和腓 1:21-23，比較一下傳道者和約伯、耶利米和保羅的想
法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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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2 日)：第六章 10 節 –第八章
傳道書的「矛盾」
當你再讀傳道書時，有沒有發覺傳道者所講的訊息有時會看似互相矛盾？你能舉出
一些例子嗎？
論點一
矛盾一 這世界是沒有報應的
(8:10 -12 上、8:14)
矛盾二 活著比死了更好 (9:1-6)
矛盾三 智慧是虛空的、沒有益處
(1:17-18、2:15-16)
矛盾四 喜樂是虛空的
(2:1-2)
矛盾五 日光之下的勞碌是虛空的
(1:14、2:11、2:18、4:4、4:6)
矛盾六 眾女子中沒有一個是正直的
(7:27-28)
*括號內的是該論點的相關經文

論點二
上帝是會審判的
(3:17、7:17、11:9 下)
已死的人，勝過活著的人 (2:17、4:2)
智慧是有益的、有用的
(7:11-12、7:19、9:17-18)
喜樂是好的，是上帝所賜的
(2:24-26、5:19、8:15、11:9 上)
人在上帝賜他的日子，享受日光之下
勞碌得來的好處是美事 (5:18)
鼓勵人和他的妻子快活度日 (9:9)

我們應如何解釋這些矛盾呢？以下是一些看法：
1. 兩方的對話：將有關經文視為傳道者與另一位持相反意見的人的對話。不過這個解釋
的問題是，傳道書的經文本身沒有明確的句子或提示，讓讀者可以清楚分辨出哪幾段
經文是與傳道者對話的人的論點；哪幾段是傳道者本身的言論或反駁。
2. 內在的矛盾:視有關矛盾為傳道者內心的矛盾和掙扎。又或者是傳道者在不同的處境
下，就同一個問題有不一樣的反應。
3. 重新的詮釋：檢視有關經文的詮釋，看看是否有其他可能的解讀。
思考問題：
1. 這段經文的訊息是：未來一切都是由上帝命定的，是人不能查出來的。為什麼上帝
不讓人控制自己的命運？如果每個人都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世界會怎樣？
人倚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去過活有什麼問題？
2. 即使人沒有能力操控一切，但上帝為什麼不讓我們預知將來，而要我們活在未知之
中？能夠預知未來，不是能讓我們活得更好、作更好的決定嗎？

第 3 頁，共 4 頁

第四週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9 日)：第九章至第十二章
傳道書中的「上帝」
傳道書共有十二章，按希伯來文聖經的章節編排，只有第十章是沒有提及上帝的，
換句話說，整卷傳道書差不多每一章都有提及上帝。給人的感覺是：傳道者所認識的上
帝，每時每刻都縈繞他的腦海，而世間所發生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與上帝相關。
傳道書提及上帝的時候，原文一共用了四個動詞，分別是：「賜予」、
「造」
、「敬畏」
和「審判」
。
「賜予」的上帝：提及上帝是賜予的，主要有六段經文---1:13、2:24-26、3:10-15、
5:18-6:2、9:7-10 和 12:7。上帝所賜予的，包括智慧、知識、喜樂、在勞碌中享受的機
會…值得留意的是，傳道書主體經文部份的開始(1:13)和結束(12:7)，都提及上帝是一位
賜予者，首尾呼應，突顯上帝作為賜予者的角色。
上帝「所造」的：亦可理解為上帝的「作為」
，主要有六段經文---3:10-15、7:13-14、
7:29、8:16-17、11:5 和 12:1。經文所強調的，是上帝的作為，人不能參透。上帝造萬物、
各按其時成為美好，人不能改變上帝的計劃。亨通和患難的日子都是出於上帝的作為，
上帝有絕對的主權。
對上帝的「敬畏」
：包括有以下經文---3:14、5:1-7、7:15-18、8:12-13 和 12:13。敬畏
上帝，不只限於風調雨順的日子，在不能洞悉上帝的計劃，在不公義的事擺在眼前的時
候，人對上帝也要心存敬畏。
上帝的「審判」：主要包括以下三段經文---3:16-19、11:9 和 12:14。我們所做的事，
神都必審問，所以要謹慎。
上帝創造萬物，祂行事有祂的時間表，人不能參透，人要接受作為受造物的限制，
在創造主面前，謙卑俯伏，在上帝賜予人在地上的日子，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懷著
感恩的心享受上帝所賜予的一切。
思考問題：
1. 傳道者在整卷書的總結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現今很多人都體會到人生的虛
空、無奈，勞碌一生卻不知為了什麼，社會上充斥著不公義、不合理、荒誕的事情，
與傳道書所說的吻合，但他們卻得不到傳道者的結論，不去敬畏神，亦沒有謹守祂
的誡命，這是什麼緣故？
2. 很多人認為傳道書的訊息十分消極，你認同嗎？

經過幾個月研讀傳道書後，你對傳道書的觀感有沒有什麼轉變？或許隨著人生的經
歷越來越豐富，你再閱讀傳道時亦會有另一番的體會，願主的話語時刻在你的心中，
成為你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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