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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傳道書第九章 

有智慧的生活 

﹝傳道者定意要敬畏神、順服神、享受生命─九 1~十二 14﹞ 

 第八章以神的作為為其主題之一，第九章回到人的光景。 

 第九章僅提到「神」兩次﹝九1、7﹞，都是在他論證的重要點上。 

 九7~9a是第九章的核心主題。也是傳道書中最“快樂”的經文。 

I. 在神手中﹝九 1﹞ 

 若連於上一章：八 16~九 1 為一段落。八 17 結論─我們必須知足，不要想去了

解每一件事。辛勤工作（「費力」），不止息的奮鬥（「尋查」），技巧或經

驗（「智慧」）都不能解開這個謎。智慧人可能會格外的努力，但他們仍會大

惑不解。
1
九 1：「嗯，我已經將這一切都放在心上，並且說明了義人、智慧人

與他們的行為，都在神的手中。人不能知道這些會被愛或遭恨；一切都等在他

們前面。」1 

 片語，「我將…放在心上﹝I have taken …to my heart」：一 13、17；八 9、16

﹝有不同翻譯﹞。「心」是指全部內在心思，不僅是智性推理也包括從感情、

感官，身體與精神上之經歷而來的洞見。 

 「這一切」：到目前為止已論到的和將要論到的 

 「義人和智慧人，並他們的行為」都在神的掌控之下。 

 義﹝人﹞和智慧﹝人﹞放在一起的經文：申十六 19；箴九 9；十一 30；廿三

24；傳七 16，九 1；何十四 9。 

 傳七 16~17 將義人與智慧人對比於惡人與愚昧人 

 箴言三處經文把義與智慧放在一起表明義人即是智慧人，智慧人即是義人 

 箴言的理解與律法書﹝申十六 19﹞和先知書﹝何十四 9﹞一致 

 「他們的行為都在神手中」表明神的大能掌管義人與智慧人的生命/活。2
 

 之前論到人生之享樂時也是出於神的手，二 24 

 「愛或恨」何指？ 

 有人認為是指人的愛恨，因為第6節提到人的愛恨！也就是人不知他人會對

他們的作為有何反應。 

 另一種理解是愛恨指的是神的接納或拒絕，如，瑪一2~3。前面有「義人/

智慧人的作為都在神手中」，後面有「都在他們的前面」﹝anything awaits 

him﹞3─強調未來之不可知；義人/智慧人能知的是都在神手中。 

                                                           
1
 丁道爾註釋 

2
 大衛面臨不可避免從神而來的審判時，也有類似的信念，撒下廿四 14 

3 “anything awaits him” (NASU, NASB) 

“Everything that confronts them” (NRSV) 

“Everything before them is vanity” (RSV—representing an addition to the text) 

“by anything they see before them” (NKJV); “by all that is before them” (K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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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死亡與生命短暫之真實性﹝九 2~10﹞ 

 2 節，「凡臨到眾人的事，都是一樣」。義人─惡人，好人/潔淨人─不潔淨

人，獻祭的─不獻祭的，好人─罪人，起誓的─怕起誓的。沒有例外，人人

都面臨死亡。 

 3 節，「世人的心充滿了惡」但是卻很突然地以「後來就歸死人那裡去了」

結束。死亡是突如其來地臨到！ 

 4 節，「指望」是指把握、信靠、安全、確信，而不是一種期望心態。用狗

和獅子來對比極端，智慧與愚妄﹝箴廿六 11﹞，力量與弱小﹝箴卅 30﹞，

偉大與低下﹝撒上十七 43﹞。活著的的一個強項是他知道自己會死。需要有

三個確信：確信自己要迎見神、確信一個人如何活是要緊的、確信神的榮耀

是人在日光之下要追求的。 

 5 節，「賞賜」和「記念」的雙關語：「賞賜」sakar，而「記念」是 zeker 

從 zakar 而來。人一生努力預期得到的報償並不在於死後被記念。這些經文

沒有否定人死後仍然存在，而是強調一個人只能享受日光之下神在今生的賞

賜。 

 6 節，人的愛、恨、嫉妒在死後都沒有了。一個人的分/賞賜在於不以自我為

中心的享樂，而在於每日各樣活動中的出於神的賞賜而有的喜樂與滿足﹝三

22，五 19﹞。 

 7 節，去！歡歡喜喜吃喝快樂─這正是初代教會的表現﹝徒二 46﹞，保羅的

訓勉﹝腓四 4；提前四 1~4﹞。 

 8 節，身穿白衣﹝慶賀與舒適﹞，香膏─款待﹝詩廿三 5﹞，合一與福分

﹝詩一卅三 1~3﹞，以及歡樂﹝賽六十一 3﹞。 

 9 節，與妻子享受婚姻中的愉悅﹝參：箴五 15~19﹞。享受的對象不是妻子，

而是生命。 

 所羅門並不認為工作是咒詛或選項，聖經強調 

 工作的尊嚴是神創造的一部份﹝創二 15；傳九 7﹞ 

 在墮落世界中工作之必要性﹝創三 17~19；詩一○四 14、23；帖後三

10~12﹞ 

 工作與休息的循環之必要性﹝出廿 9~10，廿三 12；傳五 12﹞ 

 人從工作得到的成果之歡宴﹝出廿三 16；申十六 13~15；傳三 13，九

7~9﹞ 

                                                                                                                                                                                  
“all is before them” (NJPS, JPS, ASV) 

“both are before him” (ESV) 

“Everything lies ahead of them” (HCSB) 

“no one knows what lies ahead” (NET—connecting the phrase more closely with 
what comes before it; cp.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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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靈引導的工作之靈性﹝出卅一 3~5，卅六 2~8；羅十六 3、6、9、

12；弗四 12；西三 23﹞ 

 工作供應群體﹝申廿四 19；申卅一 10~31；傳四 9；徒廿 35；弗四 28﹞ 

 工作的盈利﹝箴十四 23；路十 7﹞ 

 有神賜福的工作得到的昌盛﹝申卅 9；詩九十 17；箴十三 11﹞ 

 九 7~9 表達一 3 問的問題：人在日光之一切的勞碌有什麼益處？態度與方式：

歡歡喜喜、心中快樂、經歷神的悅納、有一位所愛的妻 

 10 節，重拾 4~6 節的思想，預期傳道書在十一 1~十二 8 的結論 

 陰間﹝死人的去處﹞沒有工作、謀算、知識智慧 

 他沒有否定死後的存在，而是要強調全心在日光之下活著，尋求只有在

日光之下才能享受的神的賞賜 

 林前十 31 

III. 人生中不可避免的諷刺﹝九 11~12﹞ 

 2 節有五組對比，現在有五樣諷刺： 

 快跑的未必能贏 

 力戰的未必得勝 

 智慧的未必得糧 

 明哲的未必得貲財 

 靈巧的未必得喜悅 

 這五樣使得人生不可預測﹝參：摩二 14~15；詩卅三 17，一四七 10；箴廿一

31﹞；促使讀者思想神掌控一切結果。惟獨神給予人看重的：智慧、勝利、食

物、財富、成功…﹝撒上十七 47；詩卅三 16~17；羅九 16﹞ 

 11 節，時刻與機會 

 12 節，無人能知這些諷刺性的時刻；禍患忽然臨到。所羅門至此的挫折僅是

暫時的，到了十二章會有更清晰的反思。 

IV. 從歷史學教訓﹝九 13~18﹞ 

 這段的主題又回到智慧。「智慧﹝的﹞」共出現___次。 

 講到有一個受攻擊的小城和一位有智慧的市民﹝14~15 節﹞。一方面，結果重

覆了先前的模式﹝二 16，四 13~16，九 5﹞─人們至終忘記智慧人和他們的功

績。在這個例子中，城小使忘記更加尖銳。另一方面，智慧確實產生果效，包

括戰爭期間挽救性命。﹝類似情形：撒下廿 14~22﹞ 

 這個故事：(1)智慧勝於勇力﹝16a 節﹞，(2)人並不都看重智慧﹝16b 節﹞，(3)

有權力之人很難聽信智慧之言﹝17 節﹞，(4)無論智慧多偉大，一個罪人能敗

壞許多善事﹝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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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節，「安靜之中」是指「聽」還是指「說」？智慧人不受本地人的尊敬

﹝太十三 57；可六 4；路四 24；約四 44﹞ 

 至此，所羅門打破人的自足性﹝整地﹞，可在下兩章建構與栽植 

V. 思考問題 

 我們為何在生命中填滿干擾與不必要的憂慮？ 

 基督徒要如何享受神在「日光之下」的賜予？ 

 人生中有哪些事是我們不能掌控的？ 

 

【附錄】  HYMN 88 (Isaac Watts) 

Life the day of grace and hope. Eccl. 9:4-6,10. 

Life is the time to serve the Lord, 

The time t' insure the great 

reward; 

And while the lamp holds out to 

burn, 

The vilest sinner may return. 

[Life is the hour that God has 

giv'n 

To 'scape from hell and fly to 

heav'n; 

The day of grace, and mortals may 

Secure the blessings of the day.] 

The living know that they must 

die, 

But all the dead forgotten lie; 

Their mem'ry and their sense is 

gone, 

Alike unknowing and unknown. 

[Their hatred and their love is lost, 

Their envy buried in the dust; 

They have no share in all that's 

done 

Beneath the circuit of the sun.] 

Then what my thoughts design to 

do, 

My hands, with all your might 

pursue; 

Since no device nor work is 

found, 

Nor faith, nor hope, beneath the 

ground. 

There are no acts of pardon passed 

In the cold grave, to which we 

haste; 

But darkness, death, and long 

despair, 

Reign in eternal silence there. 
 

http://www.ccel.org/study/Ecclesiastes_9: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