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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上 人 間 
 

傳道書之（六）11:7-12:14 

引言、永遠不要忘記「具體」 
 

要進入傳道者的信仰世界，甚至說要進入真真正正的基督信仰的世界，你必需要具體──具

體地成為「你自己」，具體地活在「如實的人間」，並且具體地在苦罪人間裡發出與傳道者的

相若的呻吟嘆息：「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不要把自己偽裝成為一個

「聖徒」、一個「宗教家」、一個「懺悔者」，或一個「聖朝者」，然後在一個虛擬的平台（譬

如教堂或修道院）裡，以虛擬的你虛擬地「敬拜」一個虛擬的上帝。舉例說，若你是那個井

旁的撒瑪利亞婦人，你必需承認，「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若

你是殺夫奪婦的大衛，你必需承認，「你就是那人」，若你是以利亞，你必需承認，「你不勝

於你的列祖」，若你是彼得，你就必需承認，「眾人會離開主，你也會」。 

 

真切地明白自己是個不堪的人，又活在一個不堪的人世中，就像先知以賽亞所說：「我是個

嘴唇不潔的人，又活在嘴唇不潔的民中」，這就是「信」，而且不僅是信心的起點，也是信心

的終點──終此一生，你的「信」都絕不會使你「成為別人」和「活在另一個世界」。事實

上，剛剛相反，過去正正因著「不信」，你拒絕「成為自己」，不甘於「活在這個世界」，於

是，你拒絕上帝和祂為你設定的限制，為自己打造一座又一座的「巴別塔」，為要成就自己

的千秋霸業，還美其名曰「建設社會」、「造福人類」，甚至偽裝為「基督化世界」、「為上帝

發夢」之類的「宗教行為」。真正的「信」，卻使你甘心、知命，也欣然地「成為自己」並甘

於「活在這個世界」，因為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意義不在於「改變」自己和世界，而是在於如

實地「接受」自己和世界。當然，這個「接受」之所以稱為「信」，因為它不是自甘墮落，

不是麻木不仁，而是甘心、知命，也欣然地相信一切日光之下的苦罪存在，在日光之上都有

上帝超然的美意，並且同樣甘心、知命，也欣然地將「改變」自己和世界的職份，完全交託

在上帝手裡──由祂按祂的大能、旨意、命定來成就一切，自己不作任何「僭越」舉動。 

 

我可以告訴大家，今天，大家在坊間聽到的所謂「信」，一種架空具體的人性、人間和人生

的「抽象信心」，說憑著所謂「信心」之助，你就可以改變這樣、改變那樣，骨子裡，其實

統統都是「不信」！因為「喪失具體，就喪失信仰」！傳道者的信仰卻是真實的，因為他隻

字沒有離開具體真實的人性、人間和人生來談論信仰。 

 

今天要講的是《傳道書》系列最後的一篇講章，但我心裡很沉重，因為「這話甚難，誰能聽

呢？」現實上，大家到處聽回來的，都告訴你，「信」就是「否定」然後「改變」人性、人

間和人生，把這一切都「否定」然後「改變」了，你就「得道」了、就「成聖」了。大家卻

不知道，這樣的做法，實質等同「自我神化」，與始祖亞當、夏娃想「與神相似」、與法利賽

人想靠行為追求自己的義、與敵基督想「取代基督」，骨子裡是同一回事。自己以為在尋找

「稱義」，事實上卻是在「反叛」上帝，最終只會招來「定罪」，而真正的信倒是要走上一條

表面上幾乎相反的路，放棄一切「宗教偽裝」，這種講法，真是「詭異」得幾乎無法用言語

表達，更遑論叫人理解和受落。所以，我講姑且講，大家聽得到的就聽吧──各安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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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道者的布局──從「假安慰」到「真驚嚇」 
 

傳道者的「信仰思路」，對於今天絕大多數人，包括為數不少的「基督徒」，甚至「牧師」和

「學者」，都是匪夷所思的。因為我們總是希望得到非常「直接」的解救、「軟綿綿」的安慰

和「馬上就會好起來」的承諾。傳道者卻知道，這不是解救、不是安慰，甚至不是承諾，這

些不過是「隱瞞病情」，是以虛假的宗教來掩飾人間實相，然後取代真實信仰的「信仰三聚

氰銨」，最後，只會使人更加遠離上帝和救恩。所以，傳道者本其大智慧與大悲情，反常道

而行，先以「假安慰」再以「真驚嚇」，將我們的信仰心路推向絕境，好可以「絕處逢生」。 

 

1、假安慰：究竟應不應「享受人生」？ 

 
11:7

光本是佳美的，眼見日光也是可悅的。
8
人活多年，就當快樂多年；然而也當想到黑

暗的日子。因為這日子必多，所要來的都是虛空。
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在

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

的事，上帝必審問你。
10
所以，你當從心中除掉愁煩，從肉體克去邪惡；因為一生的開

端和幼年之時，都是虛空的。 

 

這段經文，驟眼看，傳道者似乎在「安慰」我們，甚至用最「強烈」的字眼，來鼓勵我們忘

記一切，好好地「享受人生」： 

 
11:7

光本是佳美的，眼見日光也是可悅的。
8
人活多年，就當快樂多年；──「光」或「見

光」的意思都是指「活著」，還看得見「日光」。日光之下的日子雖然不一定好過，人偶

然還會講些「死了好過」的負氣話，但是螻蟻尚且偷生，能夠「活著」總是不錯的，所

以，「有氣息」一天，你就應該盡情享受一天。 

 
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

你眼所愛看的；──經文所謂「少年」，其實是泛指你年老力衰的日子未到以先的一切

年月，意思是，你應該好好把握「青春」，盡情享用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因為「青

春不再」呀！ 

 
10所以，你當從心中除掉愁煩，從肉體克去邪惡；──中文聖經裡這個「克去邪惡」，是

在某種「道德主義」或「律法主義」的陰影之下被「譯壞」了的，其實原意與上文「除

掉愁煩」一樣，都是指「掃走一切叫你不快的東西」，完全沒有叫你「禁慾守誡」的意

思，甚至是剛好相反，至少，在這一節裡只可以這樣理解。總之，傳道者叫你忘記一切

人間不快，不要想太多，盡情地享受人生。 

 

不過，你只要稍稍心清眼利，就一定會看得出傳道者其實是「話中有話」，他表面上是「安

慰」你，甚至「慫恿」你去盡情「享受人生」，但骨子裡，「三盆冷水」照頭淋，而且，一盆

比一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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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盆「冷水」： 

 
11:7 光本是佳美的，眼見日光也是可悅的。8 人活多年，就當快樂多年；然而也當想到黑

暗的日子。因為這日子必多，所要來的都是虛空。──傳道者一面煞有介事地叫你好好

享受人生，但另一面卻老是不忘記提醒你要記得自己最後的「黑暗日子」──就是你的

衰老和步向死亡的日子，還補上一句「這日子必多」，真是掃興之極！敢問，老是「記

著」將來那些「黑暗日子」，現在又怎可以「快樂」得起來呢？又叫人「及時行樂」，又

叫人不要「忘記將來」，傳道者究竟居心何在？ 

 

第二盆「冷水」： 

 
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

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上帝必審問你。──傳道者一面叫人喜歡幹

甚麼就幹甚麼，但是話口未完，又警告你，記得你做作的一切，上帝最後都會過問。敢

問大家，一邊想著「上帝終必會過問」，你哪裡敢「為所欲為」呢？甚至連多說一句話

也怕說錯而「罪犯天條」哩！但是，這樣的人生，又如何可能「快樂」得起來呢？ 

 

第三盆「冷水」： 

 
10
所以，你當從心中除掉愁煩，從肉體克去邪惡；因為一生的開端和幼年之時，都是虛

空的。──留意，這個「所以」，承接的不是「上帝必審問你」這句，而是上文一直說

著的「享受人生」，叫你忘懷一切，盡情享樂。不過，接下來的一盆「冷水」卻比上兩

盆更冷，而且冷在骨子裡的「外熱內冷」。傳道者以「因為一生的開端和幼年之時，都

是虛空的」為理由，勸你享受人生，似乎是句「熱心」的安慰話，說「人生反正由頭至

尾都是一場空，老來只是一身病痛（見下文），死後更是一切化為烏有，就算是少年時

候的建樹和成就，都是最終留下住的，那麼，你就不如快快樂樂，度此一生算了。」但

是你稍稍上心在意，就知這哪裡是「安慰」，簡直是不留餘地的「掃興」。因為，傳道者

叫你享受人生的所謂「理由」，說穿了，倒是你一想起來就無法享受人生的「理由」！  

 

想想，這就好像一邊叫你盡情地吃喝，但一邊又說這樣吃了會肥，那樣吃了會病，那樣吃了

還會死，然後又說反正吃不吃都要死，就吃吧！──這些說話，不聽還好，聽了，你還怎麼

吃得下呢？總而言之，傳道者那三盆「冷水」，把你甚麼「享受人生」的興緻都掃得一乾二

淨了。所以，我說，傳道者這幾節裡說的，全部都是「假安慰」──越「安慰」就越叫你心

寒、越叫你心灰意冷。不過，用「假安慰」澆完「冷水」還不夠，傳道者接下來的，還要給

你一大段驚心動魄的「真驚嚇」。 

 

2、真驚嚇：終歸還是「一無所有」！ 

 
12:1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

先，當記念造你的主。
2
不要等到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雨後雲彩反回，

3

看守房屋的發顫，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
4
街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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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推磨的響聲微小，雀鳥一叫，人就起來，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5
人怕高處，路上

有驚慌，杏樹開花，蚱蜢成為重擔，人所願的也都廢掉；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弔喪的

在街上往來。6銀鍊折斷，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損壞，水輪在井口破爛，7塵土仍歸於

地，靈仍歸於賜靈的上帝。
8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到了非常接近尾聲的部分，傳道者再一次重申：「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與第一章

遙遙呼應，叫你不要忘記人「生而虛空」的人間真相，因為天下人間，沒有人可以逃得出生

老病死然後最終被人間徹底忘記的宿命。傳道者還怕我們信得「抽象」，於是，他更加「繪

形繪聲」，非常細緻刻劃我們將來老死時候悲慘可怕的情景，有十足的「驚嚇效果」： 

 
2 
......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雨後雲彩反回，──日月無光，這個形容

令我們想到主耶穌說的「世界未日」，也想到「人的末日」，極其可怕。 

 
3
看守房屋的發顫，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看

守房屋的是手、有力的是腿、推磨的是牙齒、從窗戶往外看的是眼，合起來，就是老到

手足虛弱無力、牙齒脫落，老眼昏花，身體上機能一樣一樣的衰退。身體機能衰退，又

進一步導至生活上的委縮。 
 

4
街門關閉，推磨的響聲微小，雀鳥一叫，人就起來，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街門

關閉推磨聲小，指的是年老力衰不能如常參與工作；雀鳥一叫人就起來，指的是年老力

衰到不能如常休息，很容易就醒，連睡覺都成為困難；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指的是年

老力衰到甚至不能如常娛樂，連玩都力不從心，多可怕！總之，老到人如「枯木」，完

全無法正常地投入生活。 
 

5
人怕高處，路上有驚慌，杏樹開花，蚱蜢成為重擔，人所願的也都廢掉──人的衰老

不但摧殘你的肉體，也進一步摧殘你的心靈。少年時候，天不怕地不怕，現在，卻是風

吹草動，甚麼也怕。杏樹開花，是老到一頭白髮，蚱蜢成為重擔，是再沒有少年時候的

精壯活力，人所願的也都廢掉，是一切少年時的夢想慾求，都隨風而逝，不堪回首。不

過，人老來心理委縮，不僅因為機能衰退，更是因為自知時日無多，再無奮鬥動力。 

 
5 
......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弔喪的在街上往來。

6
銀鍊折斷，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

損壞，水輪在井口破爛，
7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上帝。──最後，是走上世

人必經之路──死亡。「銀鍊折斷，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損壞，水輪在井口破爛」，展

示的是一口破敗無水的井的景象，以水的枯竭象徵生命的全然枯竭。至此，人生僅餘的

就只有「肉體」與「靈魂」了。但最後連這兩樣都「沒有」了──肉體歸於塵土而化為

無有，靈則歸於上帝──意指要聽候上帝發落，也是不由自主了（詳見下文）。總之，

在他所曾經活過的人間，他曾經活過的一切痕跡，都歸於無有──夢斷了無痕。 

 

總結這一切叫人驚心動魄的宿命的，就是： 

 
8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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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強調一遍，「虛空」不是從來沒有，而是曾經有過，卻最後等同沒有，這是極深、極深

的大悲哀。如果你家中「死過人」，你看著他們的「遺物」，感應到他們曾經實實在在地存在

過，而如今卻成了「似有若無」的存在，因而有說不盡的悲哀，那你就必明白傳道者的大悲

情，也明白人生的悲哀所在，也會更易明白下文傳道者說到「拯救」的時候的思路，就是不

要膚淺地以為救恩只是關乎「天堂地獄」，救恩真正關切的，是如何解救你的「虛空」。 

 

至此，從「假安慰」到「真驚嚇」，傳道者將我們的信仰心靈推到「絕境」，不容許我們以任

何方式（包括膚淺的宗教）來淡化人生的悲苦和絕望的真相，使我們毫無「生路」可言。但

此情此景，我們還怎可以「絕處逢生」呢？ 

 

二、從「假出路」到「真出路」 
 

未說到傳道者的「真出路」之前，先說說坊間「推銷」的兩條「假出路」，因為一旦「貨比

貨」，大家就更可以一目了然，明白真相了。 

 

１、瞎子領路（一）──自欺欺人的「成功神學」 
 

對於《傳道書》的「結論」，坊間有不少所謂「解經家」把焦點幾乎完全放在貌似「正面」

的第十二章第一節上面：「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

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然後，就教你怎樣怎樣去為自己「打造」一個

「積極」、「快樂」、「美滿」的人生，與坊間的「成功心理學」或「青少年成長ＸＸ課」之類

的講法，除了隨口引兩句聖經之外，完全沒有分別。對於下文十二章二至八節，那些令人看

得心驚肉跳的「負面」的經文，這些「解經家」幾乎視而不見，或者只是隨口亂解一通就算

數，好像人生必然會遇上的「衰老與死亡」的宿命，可以靠著人的所謂「積極樂觀」（或美

名之曰「信仰」）和「良好生活」（或美名之曰「道德」），就可以「打破」似的。 

 

坊間這種只要「認識上帝、信了耶穌，守好誡命」，人生就不再「虛空」的講法，表面上好

像很正統，但從根本上講，其實是「反信仰」的，是變相的「自救主義」，因為他們之所謂

「信耶穌」完全是個可有可無的「假動作」，與當年「少年財主」故作謙卑去問耶穌「做甚

麼可以得永生」一樣，都是一種虛假的信仰，骨子裡相信的其實仍然是他們自己。這種建基

於「成功神學」的講法，絕對不是傳道者的原意，甚至截然相反。這是第一條「假出路」。 

 

２、瞎子領路（二）──比苦罪人生更可怕的「（偽）敬虔主義」 
 

第二條「假出路」與第一條「精神暗合」（骨子裡都是「靠自己」），不過外表稍異。第一種

是當代流行的「人本主義」的講法，對人事實上是非常樂觀的──他肯好起來，就一定可以

好起來，全無難度。第二種「假出路」，卻是一種較古老的「（偽）敬虔主義」的講法，表面

看對人沒有那麼樂觀，甚至不斷強調人的「罪性」與「軟弱」，於是，就勸你天天「警醒度

日」，免得一旦「放鬆」就會行差踏錯招來「審判」。我疑心這些「敬虔主義者」看完《傳道

書》後，在他們心目中，除了十二章一節外，唯一有「屬靈意義」的只有這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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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14

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 

 

即是說，傳道者說甚麼「虛空的虛空」，說甚麼「享受人生」，你都不要管他，總之，你要警

醒度日、戰戰兢兢、事無大小都要十足謹慎，小心上帝「審問你」，才是唯一要緊的事。 

 

老實說，我實在不明白這些所謂「敬虔主義者」的「心理」是怎樣運作的，我不明白他們怎

可以忍受一種這樣冰冷的信仰、一位這樣可怕黑口黑臉的上帝。我只說我的就算了。對於我

來說，讀完《傳道說》得出的若只是一個這樣的「結論」，我就真的痛苦得「想死」！我懇

請大家不要「抽象」，請「具體」想一想： 

 

人生世上，少年時候多少有一些風光日子，會有一些建樹和成就，但終歸留不住帶不走，這

是「虛空」；晚年風光不再了，身體和心靈都要飽受軟弱和病痛的煎熬，直到死日，這又是

「虛空」；死了之後，一切是非成敗都歸於塵土，過後漸漸被人忘記，好像從沒有生過在世

上一樣，這更是「虛空」。這樣的人生已經夠慘夠苦了；本來，傳道者說「既是這樣，那就

盡情享受今生」的講法，也算是個「聊勝於無」的「解脫」，卻是，無端端加上個「事無大

小，上帝必審問你」，一下子就連這個「聊勝於無」的「解脫」都沒了，就慘上加慘。 

 

當然，那些「敬虔主義者」會說，你只要今生裡「認識上帝，信了耶穌，守好誡命」，將來

的結局總會「好起來」的。還是那句，我實在不明白這些「敬虔主義者」的「心理」是怎樣

運作的，我不明白他們怎可以這樣「有把握」──他們真的「認識上帝，信了耶穌，守好誡

命」嗎？對不起，我並不看好他們，就正如我也不看好我自己一樣。我只知道，拿著這樣的

所謂「信仰」，一輩子活在一個莫名其妙把我「推進」這個苦不堪言的人間受罪，還廿四小

時監察我的行為，最後還會「審問」我的「上帝」的陰影下，坦白說，我受不了！──我受

不了的不是要我「守行為」，而是要我信這樣「心理變態」的「上帝」，還要稱祂為「父」！ 
 
我不想研究這些「敬虔主義者」的「心理」，總之，我的「心理」就是完全無法接受這個講

法就是《傳道書》的「結論」。於是，我拋下那些貌似正統的宗教常識，細讀聖經，貫通聖

經，進入傳道者的「思路」，卻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３、智者導航──從無知到智慧到信心的得救之路 
 

傳道者卻是完全沒有上述「成功主義者」那種膚淺的「樂觀」，也沒有「敬虔主義者」那種

造作的「道德」，事實上，《傳道書》自始至終都不斷地提醒我們，人永遠不可能「打破」人

生苦罪的宿命，即使靠所謂「信仰」與「道德」都不可能。事實上，基督信仰的真義，不是

幫助你去「打破」生老病死、苦罪沉淪的人生大限，而是讓你去「接受」它，然後「聽候上

帝發落」。不過，人除非對自己和對世界有「本質性」的絕望，否則，他不會生出對上帝、

對基督的真正信心。傳道者費盡心機，千言萬語，反覆論證，談古論今而及於萬代，要把我

們推到「信仰絕境」的苦心，亦正正在此。至於傳道者如何透過寫作《傳道書》，把我們推

到「信仰絕境」呢？傳道者（或說「編者」）最後簡單總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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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再者，傳道者因有智慧，仍將知識教訓眾人；又默想，又考查，又陳說許多箴言。
10

傳道者專心尋求可喜悅的言語，是憑正直寫的誠實話。11 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會中

之師的言語又像釘穩的釘子，都是一個牧者所賜的。
12
我兒，還有一層，你當受勸戒：

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 

 

有些人見這裡轉換了「敘事觀點」，由「我」（第一身）轉為「傳道者」（第三身），就煞有介

事查來查去，要查證誰是作者或有幾多個作者或各作者的立場觀點的異同與關係，結果是迷

著考古忘了讀經。我就大而化之，一句話，誰是作者或有幾多個作者都好，他（他們）的立

場歸結一樣，本體相同。事實上，智慧文體「假託」許多身份在說話，但背後的作者其實只

是一人的寫法是相當可能的。我們不是常常說，聖經的最終作者只有一位，就是上帝麼？ 

 

總之，這幾句話道出傳道者引導我們進入真正的信仰的布局與心思──傳道者「又默想，又

考查，又陳說許多箴言」，為要引導我們具體有血有肉地明白天上人間的真相。傳道者的言

語一方面像驅趕牛羊的「刺棍」，催使我們離開日光之下膚淺的人間學理，要我們「用點氣

力」去洞悉人間「虛空」的真相，不致迷醉於外表堂皇的成就和享樂。傳道者的言語另一方

面又像用來扎營的「釘穩的釘子」，幫助我們穩穩「扣住」日光之上的至高真理，步步邁向

更真實的人生和信仰。這兩者，都是從「一個牧者」，就是我們的天父上帝所賜的，意思是

它們的目的總是相同的，都是為要幫助我們仰望蒼天，回歸父家。 

 

不過，傳道者最後卻非常謙卑地提醒我們：「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意思

可有兩重：第一、信仰是生命與關係的問題，重要的是你透過信與天父重建關係，這不是整

天閉門苦讀和冥想可以取代的，不要本末倒置。第二、信仰最終必定要在實踐中才能全幅領

略，人的智力畢竟有限，不可能事事要「想通了」才去相信。總之，「智慧書」給我們的智

慧是寶貴的，但不要「沉迷智慧」，以為這就是「得道」了。你接下來還要努力，就是《傳

道書》最後兩句要說到的。不過，我的解法與「敬虔主義者」的非常不同。請看下文。 

 

三、上帝竟然記得：生命得脫「虛空」的終極奧秘 
 

12:13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14

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 

 

我一般很不喜歡講甚麼「原文」，因為懂不懂得原文對解經的作用遠比我們想像中「小」，不

過，今次事關重大，也毫不深奧，於是，這裡就簡單講一講。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兩個繙譯上的問題：第一、「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這句又是被人「譯

壞」了的，其實，原來的意思只是「這是人的全部」，但加上「本分」甚麼之後，那種令人

透不過氣的「律法主義」又陰魂不散似地飄來飄去，原文並無這種意味。第二、「上帝都必

審問」裡的「審問」，也譯得大壓倒性地傾向「負面」了，好像上帝只是會「針對壞事」來

過問似的，但是，上文提到明明的是「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所以，我們至少應

該用一個比較「中性」的字眼來譯，譬如「公正處理」。修正後重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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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的全部。
14
因為人所

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公正處理。 

 

這樣重譯之後，大家會感覺到要你一輩子「守行為」，如果「守不了」就「後果堪虞」的那

種嚇人的「律法主義」的意味就明顯減少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經文意義的重點就不再

是「你現在做到甚麼」──你能否守多少律法誡命類，而是「上帝將來必會做甚麼」──祂

終必秉行公義，賞善罰惡。事實上，這樣的「精神」才符合我們基督教「因信稱義」的正統

信仰，也符合我們對公義慈悲的上帝的認識與理解。其實，傳道者最後這兩句說話，只要我

們正確理解，就會像「劃龍點睛」，完全道出生命得脫「虛空」的終極奧秘。 

 

1、衪在乎人間 
 

你若緊跟傳道者的「思路」，就會清清楚楚，人間的「虛空」不是完全充滿苦難和罪惡，而

是即使有許多美善，但我們沒有一樣可以留得下，可以帶得走。我們的少年（好日子）會如

風而逝，我們的晚景是風蠋殘年，我的死後，更最終被人間忘記，彷如無有。人生最大的悲

哀，不是任何具體的苦罪，而是事非成敗、得失善惡，終歸都「被忘記」（不再被記念）。 

 

日光之下，「被忘記」是每個人的宿命，無人可逃，也無法可逃，故為完全絕望！卻是，出

乎意料的是，在日光之上，竟然有這樣的一位上帝，祂遠在高天，卻竟然「在乎人間」，你

的悲歡愛恨，得失榮辱，行善行惡，或隱或顯──祂都決意「不會忘記」！ 

 

這又如何呢？──你一定要進入傳道者（不是任何「牧師」或「學者」）的「思路」，就是人

的絕境是「被人間忘記」，故此，相應的拯救就是「被上帝記念」──姑勿論被記起的是好

事壞事，結局是得永生還是永死。因為傳道者關心的，不是「天堂地獄」和誰可上天堂誰會

下地獄之類的「客觀實用」的問題，而是上帝究竟是一位怎樣的上帝。這是一種「主體對主

體（Subject to Subject）」的信仰。 

 

我很相信，我的信仰心靈與傳道者的信仰心靈基本上是一樣的，就是我們都能夠忍受在日光

之下的人間苦罪，卻不能夠忍受在日光之上有一位對人間麻木不仁、視而不見、冷酷無情的

上帝。若你的信仰心靈與我們相近，不用多解釋，你也必明白，若是稍遠，我懇請你嘗試盡

量「挨近」一些，以求明白。 

 

傳道者與全本聖經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們的上帝是一位「在乎的上帝」，人間一切

是非善惡，悲歡愛恨，祂都是有眼見的，有耳聽的，這一切，祂都必會記在心上，只要等到

時候一到，祂就必定會來「過問」並且「公正處理」。這是因為，祂的「沉默」不過是暫時

的，祂的「關切」才是永遠的。基督教應該講的，是這樣的「信」。 

 

在伯特利向雅各顯現，在荊棘叢裡向摩西顯現，在西乃山上向以利亞顯現，在大衛犯罪後派

先知拿單來指責他，沉默了四百年後透過施洗約翰然後主耶穌再向人間講話，復活後在提比

哩亞海邊再向門徒顯現，在五旬節裡差聖靈如約降臨，在大馬色路上點化保羅，甚至在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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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旁特意尋找那位已經有五個丈夫的苦命婦人、又在耶利哥城在眾目睽睽之下進到稅吏撒該

的家裡，以至最後榮耀歸來更新天地審判萬民，在在都證明，上帝不會忘記──上帝不會忘

記我們，不會忘記祂的百姓，不會忘記祂的僕人！ 

  

人本來的宿命是「被人間忘記」，化為無有。日光之下，沒有誰能永遠「記得我們」，沒有人

可以「拯救」我們脫離這個宿命，因為連那個人自己最終也要被人忘記。但是，有了上帝，

有了上帝的「記念」，我們的一生就有可能不至於全然「無有」了。我們本來都是注定要成

為「一無所有」的世人，卻因著有上帝的「記念」而不至於「一無所有」，這就是上帝「拯

救」我們的奇妙的第一步。 

 

2、衪在乎你的「小信小義」 
 

更美的「拯救」，是我們的上帝不僅在乎人間，也在乎我們的「小信小義」，竟記得我們一切

微不足道的信心或道德行為。讀最後這兩節經文，大家不應該只看到負面的一面──對惡人

的審判和報應，至少，也應該同時看到正面的一面──對義人的伸冤與補償。所謂「公平處

理」，必然包含這兩重的意思，不能只有一邊。我們的上帝不單只在乎我們，還在乎我們的

所謂「義」，這就是上帝「拯救」我們更奇妙的第二步。而我們會被上帝記得的那些「小信

小義」，其實，就是傳道者所說的「人的全部」了。 

 

不過，我擔心大家已經飽受「荼毒」，總愛向負面想：「上帝雖說會公平處理，但問題是我總

是惡多善少，甚至最終有惡無善，結果還不是死路一條麼？」我請你倒過來想一想：你或善

或惡，其實有甚麼大不了呢？上帝的創造會因而缺了一塊或多了一塊嗎？其實，祂竟然「在

乎」你的惡，已經是太「抬舉」你了，某意義講，就算祂「報應」你也是「恩典」呀！──

祂本來可以全不上心由得你自生自滅的呀！現在，祂竟還連你那些毫不起眼的「信」，都算

為你的「義」，這不更是驚天動地的恩典嗎？再者，綜觀聖經，說到末日和審判，我們的天

父最關心的不是「懲辦惡人」，而是為曾在惡人手下受苦受難的「義人」伸冤雪恨──此中

表現的重心，是愛而不是恨，是報答（對義人的忠心）而不是報應（對惡人的邪惡）。 

 

我們若明白《傳道書》的結論、思路和「信仰深度」，你就必知道天父的拯救絕對不僅是救

你「入天堂」那麼淺膚鄙俗，而是「拯救你的一生」。本來，你一生裡或善或惡、或信或不

信，都是「虛空」的，因為反正終歸都「無人記念」，都是白費一場，但因著上帝的「記念」

和祂終必會「公平處理」，你一生裡或善或惡、或信或不信，就不再是白費一場了，人的生

命就不再是一片「虛空」了，而人生的奮鬥堅持，就「忽然」間都有根有據了。上帝，就是

這樣，奇妙而整全地「拯救了我們的一生」。 

 

我懇請大家若自問是「基督教」的，就請你真是「基督教」的，而不是滿腦子都是「天堂地

獄」、「做個好人」、「改善品格」之類不知所謂的「偽基督教」！只要你肯謙卑、認真地進入

傳道者的「思路」，不好拿本「現成字典」來解經，動心動情，真理其實離我們不遠，天父

的慈悲心意，也離我們不遠！事實上，天父與傳道者用心相同，他們把我們推到絕境，都只

為「迫」出我們的信心，最後拯救我們。記得，使人滅亡的不是絕境，而是人在絕境中仍不

肯甘心「就範」，還苦苦「死撐」──這就叫做不信，這才是致死之罪。 



  10

結語、故事未完──關於「體的人生」 
 

至此，《傳道書》的結論都講完了，指明了一條得救之路，就是由「無知」──只顧今生眼

前短暫的得失享樂的「點的人生」，到「智慧」──透過對生死禍福的反省而進到的「線的

人生」，最後去到「信心」──透過對信心的把握而仰望上帝及祂終必成就一切的應許而進

入的「面的人生」。不過，我一開始時提過的「體的人生」，到現在卻仍未見下文呀！ 

 

其實，你心清眼利，就應該看到，《傳道書》其實也沒有詳細描寫「點的人生」，它一開始寫

的就是傳道者的觀察、反思與身體力行，已經進入了「線的人生」，之後，是更深的信仰反

思，最後到了「面的人生」就行人止步，也沒有再伸述「體的人生」了。原來，「點的人生」

是《傳道書》下筆前的「前設」，是不言而喻的；而「體的人生」則是《傳道書》結筆前的

「前設」，也是不言而喻的。因為，若是沒有「點的人生」，那麼，「虛空的虛空」就無從說

起，同樣，若是沒有「體的人生」，那麼，信靠和盼望上帝也是毫無根據的了。 

 

甚麼是「體的人生」呢？──「體的人生」就是終有一天，上帝（基督）再來公正處理一切

人間善惡，引入永遠不再有死亡（不再被遺忘）的新天新地後，活在那個天地裡的人生。之

所以稱為「體」，因為在那時候，天國降臨人間，所以「點」、「線」、「面」都和諧交融，融

為一「體」，渾成一「體」了。 

 

不明白嗎？我最後多說幾句吧！「點的人生」，只顧近身事物，不知道自己生而虛空，也就

沒有太多掙扎，但遺憾的是對日光上下的人間真相都一無所知，知之太晚；「線的人生」，思

前想後，念及蒼生，很有「情懷」與「睿智」，能洞悉虛空真相，但正正因此，就多有痛苦

掙扎，更遺憾的是「徒有覺悟」而「救世無力」；至於「面的人生」，對下深明人間實相而不

事糾纏，對上又相信上帝心腸而安心信服，明白到人生世上的依歸和目的所在。不過，他畢

竟仍然活在人間，斷斷續續的某種「遺憾感」總是揮之不去，甚至因為「預見」了天國的美

善而對人間的苦罪有更加「超乎常人」的不忍與痛苦。卻是，這一切「遺憾」，到了「體的

人生」，因主耶穌已經再來，天國降臨人間，都必定不再有了。如此任何一方面都再無遺憾

的人生，就是「體的人生」。這是《傳道書》以至全本聖經指向的，是我們所盼望的，也是

我們今天仍然活在「面的人生」裡的人（即基督徒）賴以堅持所信的最大動力。 

 

弟兄姊妹，丟下滿有「律法主義」的「陰魂」的舊版本，進入傳道者的信仰思路和關懷，再

細讀以下的新版本，你就應對《傳道書》以至基督信仰，有截然不同的「觀感」： 

 
12:13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的全部。
14
因為人所

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公正處理。 

 

記得，就是全世界都忘記你，天父卻總不會忘記你！──你對祂的敬畏服從，本來算不得甚

麼，但祂竟然放在心上，要算為你的義；你一生裡的得失榮辱，本來也算不得甚麼，但祂竟

然又放在心上，要為你討回公道。這就是《傳道書》，這就是「救恩」，這也是「基督教」之

所以為「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