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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傳道書第七章 

生命複雜，謹慎而活 

﹝傳道者透過應用，從神之護理來解釋表面上之不公﹞ 

 傳道者在本章使用多種圖像﹝images﹞：燒荊棘的爆聲、彎曲的不能變直、

僕人的悄悄話、墮落之人剛硬的心…。 

 傳道者在六10~12把死亡比作在每個個人生命中掌權的王，進入第七章繼續

更廣泛、更深入探討此議題。到了第七章結尾，反思人類的墮落﹝七29﹞。 

 第七章充斥一個神學張力：當死亡打斷神賜給人美好的生命之時，這位有至

高無上主權的神仍然掌管這受造界嗎？日光之下的生命/生活充滿亞當悖逆帶

來的一切包袱和後果，這是個墮落敗壞的世界。 

 七1的諺語 “A good name is better than a good ointment,”﹝名譽強如美好的膏

油﹞其中的“good”是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橋樑，傳道書前半部和後半部的橋

樑。“better than”─強如、勝過…提出對比，帶出：智慧勝過愚昧，公義勝

過邪惡： 

 無論生死，好名聲勝過外在香氣﹝1a節﹞ 

 人死之日勝過人出生之日﹝1b節﹞ 

 喪禮勝過慶典﹝2節﹞ 

 憂傷強如喜笑﹝3節﹞ 

 智慧人的責備強如愚昧人的歌唱﹝5節﹞ 

 事情的終局強如事情的起頭﹝8a節﹞ 

 存心忍耐的勝過居心驕傲的﹝8b節﹞ 

 面對現實展望未來勝過對過去之懷舊之情﹝10節﹞ 

 智慧人選擇﹝上述﹞勝的，愚昧人則相反 

 真正敬虔之人嚴肅面對生死，知道他要站在公義的永生神面前交賬。人活著

是要取悅神，不是取悅自己！ 

 七1~14呼應箴言： 

 

傳道書七章1~14節 箴言 

12b 三2 、 16a 

5 十三1，十五31 

3 十四13 

9 十四17a 

8b, 9 十四29，十六32a 

7 十五27 

1a 廿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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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永恆一個人現今的光景﹝七 1~14﹞ 

 一個敬虔的人在年老體衰之時，滿有盼望離開此生，面對永生神；脫離

墮落帶來之後果。 

 當那美好往日過去，而患難之日來臨時；有信仰的生命能否勝過憂患之

日？所羅門之回答宣告了肯定的答案；即使在墮落狀態，生命依然值得

一活，直到主命定我們離世的日子來到。在這樣的處境下，思考何謂人

生中之“美好”？ 

 死是好的﹝?﹞﹝七 1~4﹞  

 所羅門回應六 12 的問題：誰知道甚麼與他有益呢？提到兩方面─名譽和

死的日子。在創造之時，神透過命名行使權柄：創一 5、9、10、26。亞

當為動物和女人命名：創二 19、20、 23，三 20。父母也為新生兒命名。

但是人死之時的名聲比名字更為重要。 

 在1a節中，所羅門用詩意表達：tov shem mishshemen tov. “Good” (tov) 出

現在句首與句尾，使人印象深刻。 

 出生開始了日光之下的短暫存在，死亡卻推進人進入永恆存在。保羅的

表達：「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我正在兩難之間，情

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腓一21、23﹞ 

 第2、4節構成一對諺語夾著第3節： 

 

遭喪的家vs. 宴樂的家﹝2節﹞ 

憂愁與喜笑 

憂傷與喜樂﹝3節﹞1
 

遭喪之家vs. 宴樂之家﹝4節﹞ 

 

 為遭喪之家哀傷2
 

 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2節﹞ 

 以賽亞的觀察─義人死亡，無人放在心上…﹝賽五十七1﹞。喪禮

的好處： 

1. 更清楚理解墮落帶來之終極後果 

2. 對於生命之短暫有適切之考量 

3. 被提醒我們如何活至關要緊 

4. 再次委身於在永恆情況下活著 

5. 預備死亡 

                                                           
1
心……「可以放正」或「……是放端正的」，這種譯法較恰當（比喜樂更好），因為它所指的是內

在生命可以「安置得更好」，以致能做更正確的判斷和評價，「放正」指一個人對生命的態度（參 

NIV）。一個正視死亡的人，內在的生命可能會變得更好──但受苦卻不必然產生這種結果。﹝丁道

爾註釋﹞ 
2
 一般為七日，亞倫與摩西過世時，以色列人哀傷卅日﹝民廿 29；申卅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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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習安慰與被安慰的價值 

7. 明白沒有人為自己活，也無人向自己死 

 這樣，第3節幫助我們理解往遭喪之家的益處 

 箴十四13是否與此節矛盾？ 

 第4節，智慧人與愚昧人的對比再次出現。此處的信息：智慧人的心因參

加喪禮增進屬靈健康；而愚昧人的心在喪禮之時仍遲鈍一心只在狂歡與

歡樂。 

 智慧之優越性﹝七 5~12﹞： 

 以謙卑、忍耐、樂於改正去面對責備是智慧人的標誌﹝5 節﹞3
 

 許多人以愚昧幽默閃避責備或作為不良行為與態度之藉口﹝6 節﹞ 

 鍋下燒荊棘的爆聲雖響，但不持久也不能使鍋加熱，很快就被火燒盡。

都是虛的，hebel 與六 9、11、12 產生共鳴。 

 我們聽甚麼就成了甚麼，我們的耳是門：金門─智慧、知識、聖潔、公

義、恩典；糞門─愚昧、無知、不潔、罪孽、粗俗。前者才是正路，雖

然乍聽之下，責備之聲不如歌聲悅耳。 

 在一個墮落的世界中，真正符合聖經的智慧招來逼迫。壓迫使智慧人說

或做出愚妄話/事；腐敗顛覆智慧。賄賂對正直人也有同樣的破壞力。﹝7

節﹞ 

 事情的終局怎能比起頭強呢？﹝8 節﹞有如賽跑，到終點線才算數。下半

節，存心忍耐的勝過居心驕傲的，字面翻譯：“Better is length of spirit 

than height of spirit.”。“Length of spirit”是指耐心堅忍─不輕易發怒﹝slow 

to anger﹞﹝參：箴十四 29，十五 18，十六 32 都用 length of anger，意思

是 slow to anger。“Height of spirit”在箴十六 18 中指傲慢之心。耐心與謙

卑使一個人能等到事物的終局，並真正見證到終局強過起頭的真理！ 

 不耐與驕傲引起惱怒﹝9 節﹞。愚昧人的心尋求快樂﹝4 節﹞，歌聲缺乏

智慧﹝5 節﹞，笑聲短暫﹝6 節﹞，他會心存惱怒﹝9 節﹞。這愚昧人頑

固，缺乏耐心尋求智慧，不看重真理。 

 缺乏智慧的愚昧人對過去有不健康和不合理的懷舊之情﹝10節﹞。其實

他是選擇性的記憶，關於世界墮落的情形和人的罪性有錯誤的神學性理

解，對於現今的機會視而不見，對於未來沒有耐心。這樣的思維不是出

於智慧。人不能以渴望活在另一個時代，來面對這個時代的難題。 

 「見天日」─喜悅與享樂﹝十一 7，十二 1~2﹞，也指在世上的生命﹝詩

五十八 8﹞。有智慧又有產業經歷益處﹝11 節﹞。愚昧人就像浪子浪費

產業﹝二 18~19、21；路十五 12~13﹞。有產業又有智慧提供保護﹝12

節﹞；但是財富與智慧都只能提供短暫的庇護，都不能避免死亡。 

 全權之神掌控﹝七 13~14﹞ 

 察看神的作為﹝13 節﹞4，在列了各樣好處之後，將焦點轉向神。 

                                                           
3
智慧人的責備實例：撒下十二 1～12；愚昧人的歌唱可見於摩六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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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作為不能被改變﹝參：一 15，三 14﹞，好的﹝直﹞或壞的﹝曲﹞情

況﹞都在神的掌控之下。 

 神掌控我們人生的一切事件，為了我們的益處﹝羅八 28﹞，我們都感謝

﹝帖前五 18﹞；在任何情況下都知足﹝腓四 11~12﹞。在百般艱難中有

喜樂﹝雅一 2；彼前一 6﹞。 

 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14a 節﹞﹝In a good day be in good﹞─不要錯

過好日子的喜樂。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14b 節﹞。我們不能知道明

天﹝甚至今天﹞將如何，沒有規律性可預測。惟一確定的是在主裡有平

安和信心，祂是掌舵者！ 

II. 根據啟示一個人的品格﹝七 15~29﹞ 

兩項主要的品格：智慧與公義。智慧是神所賜的能力，能用非常的客觀性看人

生，以非常的穩定性處理人生。 

 平衡的人生﹝七 15~18﹞ 

 智慧與公義是敬畏神的人之特質。 

 「我所見」﹝15 節﹞5。所羅門觀察到人生之短暫：義人可能生命短暫；

惡人可能長壽。因此，人的壽命和人的靈命沒有必然關係。 

 所羅門的觀察似乎和聖經教導─不論是律法原則﹝例：申四 40，五 16，

卅 17~18﹞或智慧文學﹝例：箴十 27，十二 21﹞─有所矛盾。律法與智

慧是一般通則以及對理想狀況的宣稱。義人順服神而生，活得久；惡人

悖逆神而生，活得短：這並不是和平均壽命相比。只有神知道每個人的

壽命﹝伯十四 5；傳三 1~2﹞。神因為有些人敬虔而延長其壽命，仍可能

比某些惡人短命。 

 所羅門僅是指肉身的生死嗎？或是與神相交的豐盛生命？箴言形容惡人

是在黑暗之中﹝二 13，四 19，廿 20﹞而不在光中。傳道書也如此形容惡

人是在黑暗之中﹝二 14﹞。箴十二 28 不可能是說義人肉身不會死，應該

是指一個不被死亡和黑暗主宰的豐盛生命。 

 16~18 節引起諸多探討：是後來希臘思想的黃金律﹝中庸之道﹞？？或是

警告人不能靠走極端而延長或縮短生命，因為壽命掌控在神的手中。 

                                                                                                                                                                               
4 同樣的字根，被譯為不同的字﹝“see,” “observe,” “consider,” “enjoy,” 

“tell,” “look”﹞：一8、10、14、16，二1、3、 12~13、24 (2x)，三10、13、16、 18、 22 (2x)，四1、 

3、4、 7、11、15、 27、 29，五7、12、17 (2x)，六1~2、5、 6，七13、 14、15，八9、10、 16 (2x) 、 

17，九9、11、13，十5~7，十一4、 7，十二3。 
5
 嚴謹在「日光之下」觀察人生：一 14，二 24，三 10、16、 22，四 4、15，五 13、 18，六 1，七

15，八 9、 10，十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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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義過分」？傳道者勸人提防兩個極端的道德危險。…這裏所禁止

的不是過度的公義，乃是過度的自義。傳道者主張沒有一個義人（七

20）。「不要行義過份」必須解釋為帶諷刺性，指一個人對於自己的

認知和表現自我的方式。譯為太過或過份稍稍超過希伯來文之意，原

意為「大大地」，並沒有「太大」或「過多」的批評之意。下一句肯

定了這個觀點，不要過於自逞智慧，希伯來文包含了一個反身動辭，

可以指「扮演成智慧人」（參民十六 13「自立為王」；撒下十三 5

「裝病」）。扮演義人是要贏得智慧的名聲（參太廿三 7）。﹝丁道

爾註釋﹞ 

 17 節，相反的危險是向罪惡投降。傳道者認為罪惡是人類經驗的事實。

正確的生命是行在兩個極端的中間，避免自以為義，但也不讓與生俱

來的邪惡大行其道。放縱邪惡的結果，可能會不到期而滅亡（詩五十

五 23）。﹝丁道爾註釋﹞ 

 日光之下最有益的是：在還有生命的時候，享受生命並且追求敬虔。 

 敬畏神﹝三 14，五 7﹞的人兩樣都追求。18 節，從哪兩樣而出？ 

 智慧勝於完美﹝七 19~22﹞ 

 強調智慧之重要性：智慧勝過城中十個官長→敬畏神的智慧勝過一群有

經驗者﹝老練領導者﹞的集體“智慧” 

 20~22 節，即使智慧人和義人仍脫離不了墮落本性的影響。在日光之下，

無人能說自己不受罪之影響。因此不能靠自己的智慧與公義享受神的恩

賜。20 節：羅三 9~20﹝尤其是 10 節﹞，也呼應王上八 46。 

 保羅宣稱「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 23﹞，所羅門則是強調人再怎麼努

力也不能避免死亡。罪與死是如此的確定無論多麼努力都不能逃脫。人

如何從其中得到解救？如何經歷日光之上的生活？答案：敬畏神﹝五 7，

七 18﹞。 

 每個人在言行上都有缺失﹝20~22 節﹞。明顯意識到自己的罪性的人較容

易不在意他人愚昧和不善的言語。 

 尋求一個解釋﹝七 23~29﹞ 

 所羅門承認他缺乏智慧能夠回答人生中的難題，特別是人生中之不公

和不可避免之死的問題。失敗的原因之一是他太過倚賴他強烈想以及

定意要得智慧﹝23 節﹞。真正的智慧惟獨源於神。雖然所羅門是最有

智慧的人，也有來自神所賜﹝主要是判斷治理的智慧﹞之智慧；在書

寫傳道書之時，他終於明白他的智慧是有限的。只有神才是全智的！

所羅門得到和約伯一樣的結論﹝伯廿八 12~13、23﹞。終極的智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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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人之地」﹝伯廿八 13﹞，只有神知道智慧之所在﹝伯廿八

23﹞。這樣的智慧「離我甚遠，而且最深，誰能測透呢？」﹝七 24﹞ 

 如何進入日光之上的生命？約伯提到一位救贖主﹝伯十九 25~27﹞，

所羅門知道有這樣一位救贖主嗎？ 

 所羅門想要發現這終極智慧﹝25 節﹞：要知道、要考察、要尋求。他

之前已有結論：三 11﹝七 14 也得到相同結論﹞，七 24 再問：誰能測

透呢？連最有智慧的所羅門都不能。 

 令人驚異的是，所羅門仍舊在找答案！而且將之比擬為與一女勾引者

的關係﹝26 節﹞。這個困難經文有不同解釋。可能是把這婦人作為愚

蠢的比擬﹝箴九 1~6、13~18﹞﹝可能基於所羅門自身的經驗，被許多

妃嬪勾引以致遠離神﹝王上十一 1~8﹞？﹞ 

 28 節的困難：什麼意思？用誇張表達﹝千人中之一人，類似用法：伯

卅三 23﹞強調這一個人的特殊性？非關性別，而是強調此人之不可得！

用 29 節解釋 28 節：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們尋出許多巧計。6
 

III. 結論 

 平衡：智慧是否使我們避免極端？ 

 力量：智慧是否使我們穩定？ 

 洞見：智慧是否使我們心思清晰？ 

 

IV. 思考問題 

 我是否預備好離世？ 

 有哪些事可以幫助你面對人生中的經歷和神話語的應許之間表面看起來的矛

盾？ 

 享受生命與追求敬虔有時候會有怎樣的衝突？ 

 「日光之下」與日光之上的生命有何關聯？ 

                                                           
6
人的罪是顛倒是非（巧計是指深思熟慮的計策，要勝過原先的計劃），是故意的（尋出有積極、持

續的含意），普世性的（他們是將前面所提到的人個人化；參王上八 46；羅三 23），多樣的（許多

是指罪各種不同的表現方式：「各人偏行己路」，賽五十三 6）﹝丁道爾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