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Winter 生命河靈糧堂裝備課程：

傳道書（四）

張瓊濱牧師 ▪ 孫維川弟兄 2/10/2019

傳道書第四課：命定的人生

一．
二．
三．
四．

萬事運行，都有定時（3：1-8)
神按其時，成為美好（3：9-11）
人測不透，神的作為（3：11-13）
永恆的神，人當敬畏（3：14-15）

五．
六．
七．
八．

神的審判，也有定時（3：16-17）
人與牲畜，都歸塵土（3：18-20）
唯獨靈魂，歸屬不同（3：21）
不知往後，寧享今生（3：22）

一． 萬事運行，都有定時（3：1-8)
a. 美好的一面，敗壞的一面。
b. 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
c. 善良的一面，邪惡的一面。
d. 人沒有辦法控制，掌握。
e. 人沒有辦法逃脫，避免。

二． 神按其時，成為美好（3：9-10）
a. 人生工作勞碌有什麼益處？
b. 傳道者回答：
i. 是要他們為此煩惱。
ii. 在適當的時候要成為美好。

三． 人測不透，神的作為（3：11-13）
a. 永遠的意識 – 神賜給人的。
b. 但是人仍然無法測透神的作為。
c. 還是尋樂享福吧。
d. 勞碌中享福，這是神的賞賜。

四． 永恆的神，人當敬畏（3：14-15）
a. 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計劃萬代長存。（詩篇 33：11）
b. 我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好叫你們遵守耶和華—你們
神的命令，就是我所吩咐你們的。（申命記 4：2）
c. 你們要順從耶和華—你們的 神，敬畏他，謹守他的誡命，聽從他的話，事奉
他，緊緊跟隨他。（申命記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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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祂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啟示錄 1：4）；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
動的影兒（雅各書 1：17）

五． 神的審判，也有定時（3：16-17）
a. 傳道者觀察日光之下有不公平、不公義之處。
b. 而且這不平、不義是在應有公平、公義之處。
c.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信實行在你前面。（詩篇 89：14）
d.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都展開了，並另有一卷展
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着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啟示錄 20：12）

六． 人與牲畜，都歸塵土（3：18-20）
a. 神的創造，人與動物都屬塵土，死後都歸塵土。
b. 人的氣息與動物的氣息也都一樣。
c. 凡動物的生命和人類的氣息都在他手中。（約伯記 12：10）
d. 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考驗人肺腑的， 要按各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結果報應他。
（耶利米書 17：10）

七． 唯獨靈、魂，歸屬不同（3：21）
a. 誰知道人的氣息()רוח是往上升，走獸的氣息是下入地呢？（聖經和合本）
b. 有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牲畜的魂（“魂”的原文與“靈”〔3:21〕和“氣息”
〔3:19〕相同）是下降而入地呢？（聖經新譯本）
i. ( רוחruch): Spirit or spirit (232x), wind (92x), breath (27x) Strong’s
Concordance.
c. 誰能證明人的氣息往上升，動物的氣息下入地？
d.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命之氣吹進他的鼻孔，這人就成了有靈的活
人。（創世記 2：7）

八． 不知往後，寧享今生（3：22）
a. 傳道者的結語
i. 人最好是在自己所作的事上自得其樂。
ii. 誰能使他看見他自己死後的事呢？
b. 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和做法來面對”虛空“的人生？擴張帳幕 左右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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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課程進度
1. 01/20/19

傳道書總論

（一）

2. 01/27/19

傳道書總論

（二）

3. 02/03/19

虛空的人生

（第 1-2 章）

4. 02/10/19

命定的人生

（第 3 章）

5. 02/17/19

勞碌的人生

（第 4 章）

6. 02/24/19

追求財富的人生

（第 5-6 章）

7. 03/03/19

智慧的人生

（第 2 下，7，8，10 章）

8. 03/10/19

享樂的人生

（第 9，11 章）

9. 03/17/19

衰老死亡的人生

（第 12 章上）

10. 03/24/19

敬畏的人生

（第 12 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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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三1-8
5 丟石頭有時，撿石頭有時； 負、正

1 凡事都有定期，

懷抱有時，不抱有時；

正、負

正、負

6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

正、負

栽種有時，拔出有時；

正、負

保存有時，拋棄有時；

正、負

3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

負、正

7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

負、正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負、正

沉默有時，說話有時；

負、正

負、正

8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

正、負

負、正

戰爭有時，和平有時。

負、正

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
2 生有時，死有時；

4 哭有時，笑有時；
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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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三9-15
9

這樣，做事的人在他所勞碌的事上得到甚麼益處呢？

10

我觀看

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裏；然而
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

12

我知道，人除了終身喜樂納福，沒有一件幸福的事。

13

並且人人吃喝，在他的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

14

我知道 神所做的都必存到永遠；無所增添，無所減少。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15

現今的事以前就有了，將來的事也早已有了，並且
新再來。

神給世人的擔子，使他們在其中勞苦：
神

神的賞賜。
神這樣做，

神使已過的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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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三1-15
A

1-8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
B

9 這樣，做事的人在他所勞碌的事上得到甚麼益處呢？
C

10

C’ 11

B’ 12

我觀看

神給世人的擔子，使他們在其中勞苦：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裏；
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

我知道，人除了終身喜樂納福，沒有一件幸福的事。 13 並且人人
吃喝，在他的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 神的賞賜。

我知道 神所做的都必存到永遠；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做，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15 現今的事以前就有了，將來的事也早
已有了，並且 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

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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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三1-15 對稱結構
A (3:1-8)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
做事的人在他所勞碌的事上得到甚麼益處呢？

B (3:9)
C (3:10)

神給世人的擔子，使他們在其中勞苦

C’ (3:11)

神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裏

B’ (3:12-13)
A’ (3:14-15)
主旨

在他的一切勞碌中享福

神所做的都必存到永遠；無所增添，無所減少。

A: 神規劃
B: 人勞碌
C: 神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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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三16-22
16

我又見日光之下，應有公平之處有奸惡，應有公義之處也有奸惡。

17

我心裏說：「 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因為在那裏，各樣事務，一切工作，
都有定時。」

18

我心裏說：「為世人的緣故， 神考驗他們，讓他們看見自己不過像走獸一
樣。」

19

因為世人遭遇的，走獸也遭遇，所遭遇的都一樣：這個怎樣死，那個也怎樣
死，他們都有一樣的氣息。人不能強於走獸，全是虛空；

20

都歸一處，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

21

誰知道人的氣息是往上升，走獸的氣息是下入地呢？

22

總而言之，人能夠在他經營的事上喜樂，是最好不過了，因為這是他應得的
報償。他身後的事誰能領他回來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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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三16-22 對稱結構
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

A (3:16-17)

人與獸同樣氣息，所遭遇的都一樣。

B (3:18-19)

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

C (3:20)

誰知道人的氣息往上升，走獸的氣息下入地呢？

B’ (3:21)

他身後的事誰能領他回來看呢？

A’ (3:22)
主旨 A: 審判
B: 人與獸
C: 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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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萬事都有定時 (v. 1)

神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裏 (v. 11)

人生最好是尋樂享福 (v. 12)

應有公平公義之處有奸惡 (v. 16)
現今的事以前就有了，將來的事也
早已有了 (v.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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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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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審判也有定時 (v. 17)

人不能強於走獸全是虛空 (v. 19)

因為這是他應得的報償 (v. 22)

神考驗他們 (v. 18)
身後的事誰能領他回來看呢？
(v.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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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第三章 大綱
1. 萬事運行，都有定時（3：1-8)
2. 神按其時，成為美好（3：9-11）
3. 人測不透，神的作為（3：11-13）
4. 永恆的神，人當敬畏（3：14-15）
5. 神的審判，也有定時（3：16-17）
6. 人與牲畜，都歸塵土（3：18-20）
7. 唯獨靈魂，歸屬不同（3：21）
8. 不知往後，寧享今生（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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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事運行，都有定時（3：1-8)
a. 美好的一面，敗壞的一面。
b. 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
c. 善良的一面，邪惡的一面。
d. 人沒有辦法控制，掌握。
e. 人沒有辦法逃脫，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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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按其時，成為美好（3：9-10）
a. 人生工作勞碌有什麼益處？
b. 傳道者回答：
i. 是要他們為此煩惱。
ii. 在適當的時候要成為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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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測不透，神的作為（3：11-13）
a. 永遠的意識 – 神賜給人的。
b. 但是人仍然無法測透神的作為。
c. 還是尋樂享福吧。
d. 勞碌中享福，這是神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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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恆的神，人當敬畏（3：14-15）
a. 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計劃萬代長存。（詩篇33：11）
b. 我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好叫你們遵守
耶和華—你們 神的命令，就是我所吩咐你們的。（申命記4：2）
c. 你們要順從耶和華—你們的 神，敬畏他，謹守他的誡命，聽從他的
話，事奉他，緊緊跟隨他。（申命記 13：4）
d. 祂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啟示錄 1：4）；在祂並沒有改變，
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各書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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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的審判，也有定時（3：16-17）
a. 傳道者觀察日光之下有不公平、不公義之處。
b. 而且這不平、不義是在應有公平、公義之處。
c.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信實行在你前面。（詩
篇 89：14）
d.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都展開
了，並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着這些案
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啟示錄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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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與牲畜，都歸塵土（3：18-20）
a. 神的創造，人與動物都屬塵土，死後都歸塵土。
b. 人的氣息與動物的氣息也都一樣。
c. 凡動物的生命和人類的氣息都在他手中。（約伯記 12：10）
d. 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考驗人肺腑的， 要按各人所行的和他做
事的結果報應他。（耶利米書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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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唯獨靈、魂，歸屬不同（3：21）
a. 誰知道人的氣息()רוח是往上升，走獸的氣息是下入地呢？（聖經和合
本）
b. 有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牲畜的魂（“魂”的原文與“靈”〔3:21〕
和“氣息”〔3:19〕相同）是下降而入地呢？（聖經新譯本）
i.

( רוחruch): Spirit or spirit (232x), wind (92x), breath (27x) Strong’s
Concordance.

c. 誰能證明人的氣息往上升，動物的氣息下入地？
d.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命之氣吹進他的鼻孔，這人就成了
有靈的活人。（創世記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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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知往後，寧享今生（3：22）
a. 傳道者的結語
i. 人最好是在自己所作的事上自得其樂。
ii. 誰能使他看見他自己死後的事呢？

b. 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和做法來面對 “虛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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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空？
1. 為什麼會虛空？
2. 虛空的反面是什麼？
3. 虛空的本質是什麼？
4. 從靈、魂、體的角度探討虛空。

2/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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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在西方文化中的痕跡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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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ed in western culture
1.

Abraham Lincoln quoted Ecclesiastes 1:4 in his address to the reconvening Congress on
December 1, 1862, during the darkest hour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One generation
passeth away, and another generation cometh: but the earth abideth for ever.' ... Our strife
pertains to ourselves—to the passing generations of men; and it can without convulsion be
hushed forever with the passing of one generation.“

2.

On the 22d day of September last a proclamation was issued by the Executive, a copy of
which is herewith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 expressed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that paper, I now respectfully recall your attention to what may be called
"compensated emancipation."

3.

A nation may be said to consist of its territory, its people, and its laws. The territory is the only
part which is of certain durability. "One generation passeth away and another generation
cometh, but the earth abideth forever." It i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to duly consider and
estimate this ever-enduring part. That portion of the earth's surface which is owned and
inhabited by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well adapted to be the home of one national
family, and it is not well adapted for two or more. Its vast extent and its variety of climate and
productions are of advantage in this age for one people, whatever they might have been in
former ages. Steam, telegraphs, and intelligence have brought these to be an advantageous
combination for one unite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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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ning of William Shakespeare's Sonnet 59 references Ecclesiastes 1:9–10.
A.

which has been is what will be,
That which is done is what will be done,
And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10 Is there anything of which it may be said,
“See, this is new”?
It has already been in ancient times before us.
9 That

2.

The main character in George Bernard Shaw's short story The Adventures of the
Black Girl in Her Search for God meets Koheleth "known to many as
Ecclesiastes".

3.

he title of Ernest Hemingway's first novel The Sun Also Rises was taken from
Ecclesiastes 1:5.
A.

4.

23

192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Alan Lerner曾改編其喜劇作品《賣花女》（Pygmalion）成音樂
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該音樂劇又改編為好萊塢同名賣座電影而家喻戶曉。

Pete Seeger's song "Turn! Turn! Turn!" takes all but one of its lines from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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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 Turn! Turn! (To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The Byrds
To everything (turn, turn, turn)

To everything (turn, turn, turn)

There is a season (turn, turn, turn)

There is a season (turn, turn, turn)

And a time to every purpose, under heaven

And a time to every purpose, under heaven

A time to be born, a time to die

A time of love, a time of hate

A time to plant, a time to reap

A time of war, a time of peace

A time to kill, a time to heal

A time you may embrace,

A time to laugh, a time to weep

a time to refrain from embracing

To everything (turn, turn, turn)

To everything (turn, turn, turn)

There is a season (turn, turn, turn)

There is a season (turn, turn, turn)

And a time to every purpose, under heaven

And a time to every purpose, under heaven

A time to build up, a time to break down

A time to gain, a time to lose

A time to dance, a time to mourn

A time to rend, a time to sew

A time for peace, I swear it's not too late

A time for love, a time for hate

A time to cast away stones, a time to gather stone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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