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书的历史背景中，作者以传道者自称，

实用释经学

第卅九课…

智慧书：传道书、雅歌

以色列人每逢住棚节诵读传道书，
住棚节是以色列节期中属于收藏节，
 在秋收冬藏、每年七月廿二号之后
 连续守节七天、是欢乐节庆，第八天有严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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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义研究 — 虚空，在传道书出现非常多次，
跟佛家所谈的虚空是两回事，
跟佛家所谈的虚空是两回事
 佛家说人世都是红尘，
 人看破红尘后是避世的、遁入空门
人看破红尘后是避世的 遁 空门
 四大皆空都是空，所以不要去看
 传道书中让你看见 ─ 洞破红尘需要有智慧，
洞破红尘需要有智慧
 带你、证明给你看，世界是虚空的
 拉着读者的手，去探究虚空
着
─ 这个世界就是虚空
这 世界就 虚空

虚空的字义，是荒谬、讽刺、不能理解、短暂的…
一、实质上不能抓住
六12 人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
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

谁知道甚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 诉 身 在
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甚么事呢？
之下有 么事呢
不能抓住、会过去，因为有时间的因素。

欢庆中传道书在吟唱时乃是说 ─虚空的虚空…
这是以色列人属神子民的智慧 ─
 在欢乐的节庆中吟唱，无所忌讳的居安思危
 给成年犹太人守节当中
给成年犹太人守节当中一剂预防注射，
剂预防注射，
世界当中太多不能掌握、不能逆料的！

一、实质上不能抓住
二1 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

谁知，这也是虚空。
二11 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他感受到这种抓不住的短暂，用虚空来表达。
十一10 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

因为 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作者带我们探讨生命、喜乐、成功、青春，
 都不能长久、人不能永远拥有
 在为曾经拥有、却不能长久拥有的事实，

在哀悼

人所不能掌握或不能控制的，却是在神手中，
在这个 息中 很甘愿的把掌握 掌控的主权交还给上帝
在这个叹息中，很甘愿的把掌握、掌控的主权交还给上帝…
二26 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

三16-18 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

惟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聚的、所堆积的
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虚空不全是负面的 ─
不在我的掌握，可是在上帝掌握当中。
六1-2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

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
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
丰富 尊荣，
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
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来吃用。
这是虚空，也是祸患。
人的手很小抓不住、是短瞬，拥有的可是会失去，所以虚空
人的手很小抓不住
是短瞬 拥有的可是会失去 所以虚空
 在自己叹息虚空失落之中，转眼看见在上帝的掌握中…


四7-8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

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
无子无兄
竟劳碌不息 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 他说
「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
这也是虚空 是极重的劳苦
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
很多劳劳碌碌，为谁呢？没有答案，
 好像就必须这样继续做下去
我
我们会问，不见得有答案，好在
，
得有答案， 在 ─ 上帝在
上帝在！
五10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

贪爱丰富的 也不因得利益知足 这也是虚空
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
不满足

去赚去得

不会满足

二、理性上无法了解、抓不住，不能测透、捉摸、充满奥秘，
对比中让我们思想 ─上帝的旨意不可理解，却不容质疑…
上帝的旨意不可理解 却不容质疑

虚空

传道者帮助我们提问︰在这难以掌握、理解的世界，
传道者帮助我们提问
在这难以掌握、理解的世界，
我要怎样活出一个精彩人生？怎样做一个智慧人？

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
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
是神要试验他们 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
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

传道书的作者有这个智慧，
探索人生时他发现︰怎么会这样？
我们常有这种叹息，这就是虚空的意义。
三19-21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 样。
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
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
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

传道者带我们去探索人生，怎么会这样？可是事情就是这样！

他用一种衬托的方法，
 让你看见人生有光明面，像是一幅织锦图
让你看见人生有光明面 像是 幅织锦图
 人生的织锦有背面，有很多的线头、千头万绪…
在背
在背面所看不到的那些人生，也是人生的事实！
看 到
是
事实
传道书带领读者去洞悉人生的背面，
告诉你说 ─ 人生是虚空的，
空
 不要把无法掌握的、当做宝贝不肯放
 不要把无法理解的、假装不存在
帮助我们去探讨，在人生中这些种种
你不能掌握、你不能理解，
这是 个多么健康的态度！
这是一个多么健康的态度！
 你不是世界的主宰，不用回答问题、疑惑
 却有
却有一位造物主
位造物主，可以把困难、疑惑、
可以把困难、疑惑、
空虚的感觉告诉他，他来负责

传道书的文意脉络，像钟摆一样左右摆荡…
 一边的摆度，摆向人生虚空
边的摆度 摆向人生虚空
 另外一个摆荡 ─日光之上，有上帝在管理，
 上帝怎么看这些事呢？劳碌所得，不知道归给谁？
上帝怎么看这些事呢 劳
得 不知道
 那在这样的张力当中，希望在那里？
是上帝使你劳碌又能够有所得，
帝
劳
能够有所得
就安心享用上帝给的祝福吧！
经文有这样的摆荡，虚空跟希望交织着，
是神使
是神使这两样都并存，帮助我们看见人生事实的全部。
样都并存，帮助我 看
事实
部。
当我们读的时候，要看他的上下文 ─
 到底是在那
到底是在那一个摆度当中？
个摆度当中？
不要只停留在悲观的叹息中
 继续往前迈进一步，
继续往前迈进 步
他叫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呢？

三、智慧文学，
智慧让人大胆面对人生当中有困惑，
智慧让人大胆面对人生当中有困惑
是我们不能解释、无法掌握的
A. 困惑中选择敬畏上帝，我不明白、不表示上帝不明白，
困惑中选择敬畏上帝 我不明白 不表示上帝不明白
 困惑中在上帝面前谦卑，这个态度就是敬畏
 许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因为稍纵即逝，
纵 逝
B. 无常当中能够感恩，把人生的主权懂得交给上帝
─
选择冒险积极的人生态度，把握每一个机会。
十一9b 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
你要交账 ─ 到
到底手上握着种子，要撒还是不要撒？…
手
着种子，
是
在这个矛盾当中，传道者很有智慧说 ─
 撒了，虽然不一定有收获
撒了，虽然不 定有收获
 可是肯定的，如果现在不撒，就一定没有收获
十一1-6 描述所有的不知道，传道者劝勉

传道书有几个特性…
一、护教
护教 ─
当处在上帝创造、秩序不明显的世界当中，
 常常会问 ─怎么会这样？
怎 会 样
 在这个观察跟体会，如何在挣扎中活出信仰呢？
二、福音 ─ 传道书衬托出福音是上帝给人类的希望，
 如果把希望放在世界，总是撞得头破血流
果 希
在 界， 是 得头
 传道书作者在人头破血流之先，他说︰
我所探索过的 生，除了敬畏上帝、有别的出路吗
我所探索过的人生，除了敬畏上帝、有别的出路吗？
传道书对传福音是绝佳的范例︰到底世界的希望在那里？
 传道书的背景是一个昏暗的背景，
传道书的背景是 个昏暗的背景，
在昏暗的人生世界中，希望在那里？
每
每一件事情有上帝的掌握，
件事情有上帝的掌握，
衬托出福音带给这个世界的希望

C. 在短瞬中要珍惜，
很多事情 是长久拥有的 懂得将短瞬的生命投资永恒
很多事情不是长久拥有的，懂得将短瞬的生命投资永恒…
 全情投入、活出喜悦雀跃的生命，像住棚节欢度节庆
 我知道喜乐不长久、收成不永存，
我 道喜
久 收成 永存
可是我活在当下、是上帝给我的恩赐
环境中有艰困，传道书的智慧引导我们看见 ─
仍然可以不悲观、不逃避、不幻想，有智慧的洞察人生。
这个人生世界的舞台，我们仅此一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因为悲观、怕失败而不敢付出吗？不！
D. 洞察人生就是艰苦的
可是在当中让我们一同奋进，
因为日光之下的世界上帝在掌管，
在 个舞 ， 力
、 情
就在这个舞台，全力以赴、全情投入
传道书用一种不同的角度，来探索人生的智慧。

雅歌是一种抒情的智慧，像一首长篇的情诗，

他的修辞还原到当时主前第十世纪的文化背景…

像戏剧诗 ─有主角、剧情，在情境、对话当中，
有 角
情 在情
中
上帝引导我们，在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在受造当中，
这个部分何等的奇妙、可畏！
 像情诗、类似田园诗，
 背景有花园、树木、花果、又有剧情
 留意发言人，所表达、描述的主体


虽然在释经史有不同的角度，可是可以准确的先了解 ─
主前第十世纪的历史背景、人的内在世界与情感，
注重全篇的文意脉络，
 男、女主角彼此对唱、很多戏剧张力里，
表达出可以被上帝救赎的爱情
 让我们重返伊甸园的角度，
让我们重返伊甸园的角度
来读这一首情诗

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祷告

当研读智慧文学的时刻，
智慧文学
 发现原来人的一生是这么的精彩
 你所救赎的人生是这么值得精彩的活出来
你所救赎的人生是这 值得精彩的活 来
引导我们，从智慧文学的研读里，
让我们欣赏你自己的作为
 也许就是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帮助我们 ─
透过你所带来的救恩，
透过你所带来的救恩
真正可以在世旅居的当中，
可以活的精彩 活出你的荣美！
可以活的精彩、活出你的荣美！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一14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

隐基底是在死海东岸的 块绿洲，死海是不毛之地，
隐基底是在死海东岸的一块绿洲
死海是不毛之地
 葡萄园是没有野生的，一定是有人开垦栽植
 她描述良人 是在一片荒漠中的一块绿洲，
是在一片荒漠中的一块绿洲
当中一个精细的葡萄园里的一颗凤仙花
像华人很熟悉的诗句 ─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有这样的惊喜 爱慕
有这样的惊喜、爱慕。
情诗
情
雅歌
在情诗当中有剧情，让我们在雅歌的文脉中，
去欣赏他的修辞、平行句、所表达的情感性、
验性、
体是什
经验性、描述的主体是什么？
在上帝的智慧当中，我们的情感也可以经历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