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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上 人 间 
 

传道书之（六）11:7-12:14 

引言、永远不要忘记「具体」 
 

要进入传道者的信仰世界，甚至说要进入真真正正的基督信仰的世界，你必需要具体──具

体地成为「你自己」，具体地活在「如实的人间」，并且具体地在苦罪人间里发出与传道者的

相若的呻吟叹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不要把自己伪装成为一个「圣

徒」、一个「宗教家」、一个「忏悔者」，或一个「圣朝者」，然后在一个虚拟的平台（譬如教

堂或修道院）里，以虚拟的你虚拟地「敬拜」一个虚拟的上帝。举例说，若你是那个井旁的

撒玛利亚妇人，你必需承认，「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若你是

杀夫夺妇的大卫，你必需承认，「你就是那人」，若你是以利亚，你必需承认，「你不胜于你

的列祖」，若你是彼得，你就必需承认，「众人会离开主，你也会」。 

 

真切地明白自己是个不堪的人，又活在一个不堪的人世中，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我是个

嘴唇不洁的人，又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就是「信」，而且不仅是信心的起点，也是信心

的终点──终此一生，你的「信」都绝不会使你「成为别人」和「活在另一个世界」。事实

上，刚刚相反，过去正正因着「不信」，你拒绝「成为自己」，不甘于「活在这个世界」，于

是，你拒绝上帝和祂为你设定的限制，为自己打造一座又一座的「巴别塔」，为要成就自己

的千秋霸业，还美其名曰「建设社会」、「造福人类」，甚至伪装为「基督化世界」、「为上帝

发梦」之类的「宗教行为」。真正的「信」，却使你甘心、知命，也欣然地「成为自己」并甘

于「活在这个世界」，因为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意义不在于「改变」自己和世界，而是在于如

实地「接受」自己和世界。当然，这个「接受」之所以称为「信」，因为它不是自甘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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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同样甘心、知命，也欣然地将「改变」自己和世界的职份，完全交托

在上帝手里──由祂按祂的大能、旨意、命定来成就一切，自己不作任何「僭越」举动。 

 

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大家在坊间听到的所谓「信」，一种架空具体的人性、人间和人生

的「抽象信心」，说凭着所谓「信心」之助，你就可以改变这样、改变那样，骨子里，其实

统统都是「不信」！因为「丧失具体，就丧失信仰」！传道者的信仰却是真实的，因为他只字

没有离开具体真实的人性、人间和人生来谈论信仰。 

 

今天要讲的是《传道书》系列最后的一篇讲章，但我心里很沉重，因为「这话甚难，谁能听

呢？」现实上，大家到处听回来的，都告诉你，「信」就是「否定」然后「改变」人性、人

间和人生，把这一切都「否定」然后「改变」了，你就「得道」了、就「成圣」了。大家却

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实质等同「自我神化」，与始祖亚当、夏娃想「与神相似」、与法利赛

人想靠行为追求自己的义、与敌基督想「取代基督」，骨子里是同一回事。自己以为在寻找

「称义」，事实上却是在「反叛」上帝，最终只会招来「定罪」，而真正的信倒是要走上一条

表面上几乎相反的路，放弃一切「宗教伪装」，这种讲法，真是「诡异」得几乎无法用言语

表达，更遑论叫人理解和受落。所以，我讲姑且讲，大家听得到的就听吧──各安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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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道者的布局──从「假安慰」到「真惊吓」 
 

传道者的「信仰思路」，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包括为数不少的「基督徒」，甚至「牧师」和

「学者」，都是匪夷所思的。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得到非常「直接」的解救、「软绵绵」的安慰

和「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承诺。传道者却知道，这不是解救、不是安慰，甚至不是承诺，这

些不过是「隐瞒病情」，是以虚假的宗教来掩饰人间实相，然后取代真实信仰的「信仰三聚

氰铵」，最后，只会使人更加远离上帝和救恩。所以，传道者本其大智慧与大悲情，反常道

而行，先以「假安慰」再以「真惊吓」，将我们的信仰心路推向绝境，好可以「绝处逢生」。 

 

1、假安慰：究竟应不应「享受人生」？ 

 
11:7

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
8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

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

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

的事，上帝必审问你。
10
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

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这段经文，骤眼看，传道者似乎在「安慰」我们，甚至用最「强烈」的字眼，来鼓励我们忘

记一切，好好地「享受人生」： 

 
11:7

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
8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光」或「见

光」的意思都是指「活着」，还看得见「日光」。日光之下的日子虽然不一定好过，人偶

然还会讲些「死了好过」的负气话，但是蝼蚁尚且偷生，能够「活着」总是不错的，所

以，「有气息」一天，你就应该尽情享受一天。 

 
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

你眼所爱看的；──经文所谓「少年」，其实是泛指你年老力衰的日子未到以先的一切

年月，意思是，你应该好好把握「青春」，尽情享用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青

春不再」呀！ 

 
10
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中文圣经里这个「克去邪恶」，是

在某种「道德主义」或「律法主义」的阴影之下被「译坏」了的，其实原意与上文「除

掉愁烦」一样，都是指「扫走一切叫你不快的东西」，完全没有叫你「禁欲守诫」的意

思，甚至是刚好相反，至少，在这一节里只可以这样理解。总之，传道者叫你忘记一切

人间不快，不要想太多，尽情地享受人生。 

 

不过，你只要稍稍心清眼利，就一定会看得出传道者其实是「话中有话」，他表面上是「安

慰」你，甚至「怂恿」你去尽情「享受人生」，但骨子里，「三盆冷水」照头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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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8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

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传道者一面煞有介事地叫你好好

享受人生，但另一面却老是不忘记提醒你要记得自己最后的「黑暗日子」──就是你的

衰老和步向死亡的日子，还补上一句「这日子必多」，真是扫兴之极！敢问，老是「记

着」将来那些「黑暗日子」，现在又怎可以「快乐」得起来呢？又叫人「及时行乐」，又

叫人不要「忘记将来」，传道者究竟居心何在？ 

 

第二盆「冷水」： 

 
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

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传道者一面叫人喜欢干

甚么就干甚么，但是话口未完，又警告你，记得你做作的一切，上帝最后都会过问。敢

问大家，一边想着「上帝终必会过问」，你哪里敢「为所欲为」呢？甚至连多说一句话

也怕说错而「罪犯天条」哩！但是，这样的人生，又如何可能「快乐」得起来呢？ 

 

第三盆「冷水」： 

 
10
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

空的。──留意，这个「所以」，承接的不是「上帝必审问你」这句，而是上文一直说

着的「享受人生」，叫你忘怀一切，尽情享乐。不过，接下来的一盆「冷水」却比上两

盆更冷，而且冷在骨子里的「外热内冷」。传道者以「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

是虚空的」为理由，劝你享受人生，似乎是句「热心」的安慰话，说「人生反正由头至

尾都是一场空，老来只是一身病痛（见下文），死后更是一切化为乌有，就算是少年时

候的建树和成就，都是最终留下住的，那么，你就不如快快乐乐，度此一生算了。」但

是你稍稍上心在意，就知这哪里是「安慰」，简直是不留余地的「扫兴」。因为，传道者

叫你享受人生的所谓「理由」，说穿了，倒是你一想起来就无法享受人生的「理由」！  

 

想想，这就好象一边叫你尽情地吃喝，但一边又说这样吃了会肥，那样吃了会病，那样吃了

还会死，然后又说反正吃不吃都要死，就吃吧！──这些说话，不听还好，听了，你还怎么

吃得下呢？总而言之，传道者那三盆「冷水」，把你甚么「享受人生」的兴致都扫得一乾二

净了。所以，我说，传道者这几节里说的，全部都是「假安慰」──越「安慰」就越叫你心

寒、越叫你心灰意冷。不过，用「假安慰」浇完「冷水」还不够，传道者接下来的，还要给

你一大段惊心动魄的「真惊吓」。 

 

2、真惊吓：终归还是「一无所有」！ 

 
12:1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

先，当记念造你的主。2 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反回，3

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4
街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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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5
人怕高处，路上

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

在街上往来。6银炼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7尘土仍归于

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
8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到了非常接近尾声的部分，传道者再一次重申：「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与第一章遥

遥呼应，叫你不要忘记人「生而虚空」的人间真相，因为天下人间，没有人可以逃得出生老

病死然后最终被人间彻底忘记的宿命。传道者还怕我们信得「抽象」，于是，他更加「绘形

绘声」，非常细致刻划我们将来老死时候悲惨可怕的情景，有十足的「惊吓效果」： 

 
2 ......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反回，──日月无光，这个形容

令我们想到主耶稣说的「世界未日」，也想到「人的末日」，极其可怕。 

 
3
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看

守房屋的是手、有力的是腿、推磨的是牙齿、从窗户往外看的是眼，合起来，就是老到

手足虚弱无力、牙齿脱落，老眼昏花，身体上机能一样一样的衰退。身体机能衰退，又

进一步导至生活上的委缩。 
 

4 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街门

关闭推磨声小，指的是年老力衰不能如常参与工作；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指的是年老力

衰到不能如常休息，很容易就醒，连睡觉都成为困难；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指的是年

老力衰到甚至不能如常娱乐，连玩都力不从心，多可怕！总之，老到人如「枯木」，完

全无法正常地投入生活。 
 

5
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人的衰老

不但摧残你的肉体，也进一步摧残你的心灵。少年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却是风

吹草动，甚么也怕。杏树开花，是老到一头白发，蚱蜢成为重担，是再没有少年时候的

精壮活力，人所愿的也都废掉，是一切少年时的梦想欲求，都随风而逝，不堪回首。不

过，人老来心理委缩，不仅因为机能衰退，更是因为自知时日无多，再无奋斗动力。 

 
5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

6
银炼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

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
7
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最后，是走上世

人必经之路──死亡。「银炼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展

示的是一口破败无水的井的景象，以水的枯竭象征生命的全然枯竭。至此，人生仅余的

就只有「肉体」与「灵魂」了。但最后连这两样都「没有」了──肉体归于尘土而化为

无有，灵则归于上帝──意指要听候上帝发落，也是不由自主了（详见下文）。总之，

在他所曾经活过的人间，他曾经活过的一切痕迹，都归于无有──梦断了无痕。 

 

总结这一切叫人惊心动魄的宿命的，就是： 

 
8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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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强调一遍，「虚空」不是从来没有，而是曾经有过，却最后等同没有，这是极深、极深

的大悲哀。如果你家中「死过人」，你看着他们的「遗物」，感应到他们曾经实实在在地存在

过，而如今却成了「似有若无」的存在，因而有说不尽的悲哀，那你就必明白传道者的大悲

情，也明白人生的悲哀所在，也会更易明白下文传道者说到「拯救」的时候的思路，就是不

要肤浅地以为救恩只是关乎「天堂地狱」，救恩真正关切的，是如何解救你的「虚空」。 

 

至此，从「假安慰」到「真惊吓」，传道者将我们的信仰心灵推到「绝境」，不容许我们以任

何方式（包括肤浅的宗教）来淡化人生的悲苦和绝望的真相，使我们毫无「生路」可言。但

此情此景，我们还怎可以「绝处逢生」呢？ 

 

二、从「假出路」到「真出路」 
 

未说到传道者的「真出路」之前，先说说坊间「推销」的两条「假出路」，因为一旦「货比

货」，大家就更可以一目了然，明白真相了。 
 

１、瞎子领路（一）──自欺欺人的「成功神学」 
 

对于《传道书》的「结论」，坊间有不少所谓「解经家」把焦点几乎完全放在貌似「正面」

的第十二章第一节上面：「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

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主。」然后，就教你怎样怎样去为自己「打造」一个

「积极」、「快乐」、「美满」的人生，与坊间的「成功心理学」或「青少年成长ＸＸ课」之类

的讲法，除了随口引两句圣经之外，完全没有分别。对于下文十二章二至八节，那些令人看

得心惊肉跳的「负面」的经文，这些「解经家」几乎视而不见，或者只是随口乱解一通就算

数，好象人生必然会遇上的「衰老与死亡」的宿命，可以靠着人的所谓「积极乐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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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间这种只要「认识上帝、信了耶稣，守好诫命」，人生就不再「虚空」的讲法，表面上好

象很正统，但从根本上讲，其实是「反信仰」的，是变相的「自救主义」，因为他们之所谓

「信耶稣」完全是个可有可无的「假动作」，与当年「少年财主」故作谦卑去问耶稣「做甚

么可以得永生」一样，都是一种虚假的信仰，骨子里相信的其实仍然是他们自己。这种建基

于「成功神学」的讲法，绝对不是传道者的原意，甚至截然相反。这是第一条「假出路」。 

 

２、瞎子领路（二）──比苦罪人生更可怕的「（伪）敬虔主义」 
 

第二条「假出路」与第一条「精神暗合」（骨子里都是「靠自己」），不过外表稍异。第一种

是当代流行的「人本主义」的讲法，对人事实上是非常乐观的──他肯好起来，就一定可以

好起来，全无难度。第二种「假出路」，却是一种较古老的「（伪）敬虔主义」的讲法，表面

看对人没有那么乐观，甚至不断强调人的「罪性」与「软弱」，于是，就劝你天天「警醒度

日」，免得一旦「放松」就会行差踏错招来「审判」。我疑心这些「敬虔主义者」看完《传道

书》后，在他们心目中，除了十二章一节外，唯一有「属灵意义」的只有这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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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14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 

 

即是说，传道者说甚么「虚空的虚空」，说甚么「享受人生」，你都不要管他，总之，你要警

醒度日、战战兢兢、事无大小都要十足谨慎，小心上帝「审问你」，才是唯一要紧的事。 
 

老实说，我实在不明白这些所谓「敬虔主义者」的「心理」是怎样运作的，我不明白他们怎

可以忍受一种这样冰冷的信仰、一位这样可怕黑口黑脸的上帝。我只说我的就算了。对于我

来说，读完《传道说》得出的若只是一个这样的「结论」，我就真的痛苦得「想死」！我恳请

大家不要「抽象」，请「具体」想一想： 

 

人生世上，少年时候多少有一些风光日子，会有一些建树和成就，但终归留不住带不走，这

是「虚空」；晚年风光不再了，身体和心灵都要饱受软弱和病痛的煎熬，直到死日，这又是

「虚空」；死了之后，一切是非成败都归于尘土，过后渐渐被人忘记，好象从没有生过在世

上一样，这更是「虚空」。这样的人生已经够惨够苦了；本来，传道者说「既是这样，那就

尽情享受今生」的讲法，也算是个「聊胜于无」的「解脱」，却是，无端端加上个「事无大

小，上帝必审问你」，一下子就连这个「聊胜于无」的「解脱」都没了，就惨上加惨。 

 

当然，那些「敬虔主义者」会说，你只要今生里「认识上帝，信了耶稣，守好诫命」，将来

的结局总会「好起来」的。还是那句，我实在不明白这些「敬虔主义者」的「心理」是怎样

运作的，我不明白他们怎可以这样「有把握」──他们真的「认识上帝，信了耶稣，守好诫

命」吗？对不起，我并不看好他们，就正如我也不看好我自己一样。我只知道，拿着这样的

所谓「信仰」，一辈子活在一个莫名其妙把我「推进」这个苦不堪言的人间受罪，还廿四小

时监察我的行为，最后还会「审问」我的「上帝」的阴影下，坦白说，我受不了！──我受

不了的不是要我「守行为」，而是要我信这样「心理变态」的「上帝」，还要称祂为「父」！ 
 
我不想研究这些「敬虔主义者」的「心理」，总之，我的「心理」就是完全无法接受这个讲

法就是《传道书》的「结论」。于是，我拋下那些貌似正统的宗教常识，细读圣经，贯通圣

经，进入传道者的「思路」，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３、智者导航──从无知到智慧到信心的得救之路 
 

传道者却是完全没有上述「成功主义者」那种肤浅的「乐观」，也没有「敬虔主义者」那种

造作的「道德」，事实上，《传道书》自始至终都不断地提醒我们，人永远不可能「打破」人

生苦罪的宿命，即使靠所谓「信仰」与「道德」都不可能。事实上，基督信仰的真义，不是

帮助你去「打破」生老病死、苦罪沉沦的人生大限，而是让你去「接受」它，然后「听候上

帝发落」。不过，人除非对自己和对世界有「本质性」的绝望，否则，他不会生出对上帝、

对基督的真正信心。传道者费尽心机，千言万语，反复论证，谈古论今而及于万代，要把我

们推到「信仰绝境」的苦心，亦正正在此。至于传道者如何透过写作《传道书》，把我们推

到「信仰绝境」呢？传道者（或说「编者」）最后简单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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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查，又陈说许多箴言。
10

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11 智慧人的言语好象刺棍；会中

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12
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戒：

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有些人见这里转换了「叙事观点」，由「我」（第一身）转为「传道者」（第三身），就煞有介

事查来查去，要查证谁是作者或有几多个作者或各作者的立场观点的异同与关系，结果是迷

着考古忘了读经。我就大而化之，一句话，谁是作者或有几多个作者都好，他（他们）的立

场归结一样，本体相同。事实上，智慧文体「假托」许多身份在说话，但背后的作者其实只

是一人的写法是相当可能的。我们不是常常说，圣经的最终作者只有一位，就是上帝么？ 

 

总之，这几句话道出传道者引导我们进入真正的信仰的布局与心思──传道者「又默想，又

考查，又陈说许多箴言」，为要引导我们具体有血有肉地明白天上人间的真相。传道者的言

语一方面像驱赶牛羊的「刺棍」，催使我们离开日光之下肤浅的人间学理，要我们「用点气

力」去洞悉人间「虚空」的真相，不致迷醉于外表堂皇的成就和享乐。传道者的言语另一方

面又像用来扎营的「钉稳的钉子」，帮助我们稳稳「扣住」日光之上的至高真理，步步迈向

更真实的人生和信仰。这两者，都是从「一个牧者」，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所赐的，意思是

它们的目的总是相同的，都是为要帮助我们仰望苍天，回归父家。 

 

不过，传道者最后却非常谦卑地提醒我们：「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意思

可有两重：第一、信仰是生命与关系的问题，重要的是你透过信与天父重建关系，这不是整

天闭门苦读和冥想可以取代的，不要本末倒置。第二、信仰最终必定要在实践中才能全幅领

略，人的智力毕竟有限，不可能事事要「想通了」才去相信。总之，「智慧书」给我们的智

慧是宝贵的，但不要「沉迷智慧」，以为这就是「得道」了。你接下来还要努力，就是《传

道书》最后两句要说到的。不过，我的解法与「敬虔主义者」的非常不同。请看下文。 

 

三、上帝竟然记得：生命得脱「虚空」的终极奥秘 
 

12:13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14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 

 

我一般很不喜欢讲甚么「原文」，因为懂不懂得原文对解经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中「小」，不

过，今次事关重大，也毫不深奥，于是，这里就简单讲一讲。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两个翻译上的问题：第一、「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句又是被人「译

坏」了的，其实，原来的意思只是「这是人的全部」，但加上「本分」甚么之后，那种令人

透不过气的「律法主义」又阴魂不散似地飘来飘去，原文并无这种意味。第二、「上帝都必

审问」里的「审问」，也译得大压倒性地倾向「负面」了，好象上帝只是会「针对坏事」来

过问似的，但是，上文提到明明的是「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所以，我们至少应

该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字眼来译，譬如「公正处理」。修正后重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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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全部。
14
因为人所

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公正处理。 

 

这样重译之后，大家会感觉到要你一辈子「守行为」，如果「守不了」就「后果堪虞」的那

种吓人的「律法主义」的意味就明显减少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经文意义的重点就不再

是「你现在做到甚么」──你能否守多少律法诫命类，而是「上帝将来必会做甚么」──祂

终必秉行公义，赏善罚恶。事实上，这样的「精神」才符合我们基督教「因信称义」的正统

信仰，也符合我们对公义慈悲的上帝的认识与理解。其实，传道者最后这两句说话，只要我

们正确理解，就会像「划龙点睛」，完全道出生命得脱「虚空」的终极奥秘。 

 

1、衪在乎人间 
 

你若紧跟传道者的「思路」，就会清清楚楚，人间的「虚空」不是完全充满苦难和罪恶，而

是即使有许多美善，但我们没有一样可以留得下，可以带得走。我们的少年（好日子）会如

风而逝，我们的晚景是风蠋残年，我的死后，更最终被人间忘记，彷如无有。人生最大的悲

哀，不是任何具体的苦罪，而是事非成败、得失善恶，终归都「被忘记」（不再被记念）。 

 

日光之下，「被忘记」是每个人的宿命，无人可逃，也无法可逃，故为完全绝望！却是，出

乎意料的是，在日光之上，竟然有这样的一位上帝，祂远在高天，却竟然「在乎人间」，你

的悲欢爱恨，得失荣辱，行善行恶，或隐或显──祂都决意「不会忘记」！ 

 

这又如何呢？──你一定要进入传道者（不是任何「牧师」或「学者」）的「思路」，就是人

的绝境是「被人间忘记」，故此，相应的拯救就是「被上帝记念」──姑勿论被记起的是好

事坏事，结局是得永生还是永死。因为传道者关心的，不是「天堂地狱」和谁可上天堂谁会

下地狱之类的「客观实用」的问题，而是上帝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这是一种「主体对主

体（Subject to Subject）」的信仰。 

 

我很相信，我的信仰心灵与传道者的信仰心灵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能够忍受在日光

之下的人间苦罪，却不能够忍受在日光之上有一位对人间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冷酷无情的

上帝。若你的信仰心灵与我们相近，不用多解释，你也必明白，若是稍远，我恳请你尝试尽

量「挨近」一些，以求明白。 

 

传道者与全本圣经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在乎的上帝」，人间一切

是非善恶，悲欢爱恨，祂都是有眼见的，有耳听的，这一切，祂都必会记在心上，只要等到

时候一到，祂就必定会来「过问」并且「公正处理」。这是因为，祂的「沉默」不过是暂时

的，祂的「关切」才是永远的。基督教应该讲的，是这样的「信」。 
 

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在荆棘丛里向摩西显现，在西乃山上向以利亚显现，在大卫犯罪后派

先知拿单来指责他，沉默了四百年后透过施洗约翰然后主耶稣再向人间讲话，复活后在提比

哩亚海边再向门徒显现，在五旬节里差圣灵如约降临，在大马色路上点化保罗，甚至在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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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旁特意寻找那位已经有五个丈夫的苦命妇人、又在耶利哥城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到税吏撒该

的家里，以至最后荣耀归来更新天地审判万民，在在都证明，上帝不会忘记──上帝不会忘

记我们，不会忘记祂的百姓，不会忘记祂的仆人！ 

  

人本来的宿命是「被人间忘记」，化为无有。日光之下，没有谁能永远「记得我们」，没有人

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宿命，因为连那个人自己最终也要被人忘记。但是，有了上帝，

有了上帝的「记念」，我们的一生就有可能不至于全然「无有」了。我们本来都是注定要成

为「一无所有」的世人，却因着有上帝的「记念」而不至于「一无所有」，这就是上帝「拯

救」我们的奇妙的第一步。 
 

2、衪在乎你的「小信小义」 
 

更美的「拯救」，是我们的上帝不仅在乎人间，也在乎我们的「小信小义」，竟记得我们一切

微不足道的信心或道德行为。读最后这两节经文，大家不应该只看到负面的一面──对恶人

的审判和报应，至少，也应该同时看到正面的一面──对义人的伸冤与补偿。所谓「公平处

理」，必然包含这两重的意思，不能只有一边。我们的上帝不单只在乎我们，还在乎我们的

所谓「义」，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更奇妙的第二步。而我们会被上帝记得的那些「小信

小义」，其实，就是传道者所说的「人的全部」了。 

 

不过，我担心大家已经饱受「荼毒」，总爱向负面想：「上帝虽说会公平处理，但问题是我总

是恶多善少，甚至最终有恶无善，结果还不是死路一条么？」我请你倒过来想一想：你或善

或恶，其实有甚么大不了呢？上帝的创造会因而缺了一块或多了一块吗？其实，祂竟然「在

乎」你的恶，已经是太「抬举」你了，某意义讲，就算祂「报应」你也是「恩典」呀！──

祂本来可以全不上心由得你自生自灭的呀！现在，祂竟还连你那些毫不起眼的「信」，都算

为你的「义」，这不更是惊天动地的恩典吗？再者，综观圣经，说到末日和审判，我们的天

父最关心的不是「惩办恶人」，而是为曾在恶人手下受苦受难的「义人」伸冤雪恨──此中

表现的重心，是爱而不是恨，是报答（对义人的忠心）而不是报应（对恶人的邪恶）。 

 

我们若明白《传道书》的结论、思路和「信仰深度」，你就必知道天父的拯救绝对不仅是救

你「入天堂」那么浅肤鄙俗，而是「拯救你的一生」。本来，你一生里或善或恶、或信或不

信，都是「虚空」的，因为反正终归都「无人记念」，都是白费一场，但因着上帝的「记念」

和祂终必会「公平处理」，你一生里或善或恶、或信或不信，就不再是白费一场了，人的生

命就不再是一片「虚空」了，而人生的奋斗坚持，就「忽然」间都有根有据了。上帝，就是

这样，奇妙而整全地「拯救了我们的一生」。 

 

我恳请大家若自问是「基督教」的，就请你真是「基督教」的，而不是满脑子都是「天堂地

狱」、「做个好人」、「改善品格」之类不知所谓的「伪基督教」！只要你肯谦卑、认真地进入

传道者的「思路」，不好拿本「现成字典」来解经，动心动情，真理其实离我们不远，天父

的慈悲心意，也离我们不远！事实上，天父与传道者用心相同，他们把我们推到绝境，都只

为「迫」出我们的信心，最后拯救我们。记得，使人灭亡的不是绝境，而是人在绝境中仍不

肯甘心「就范」，还苦苦「死撑」──这就叫做不信，这才是致死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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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故事未完──关于「体的人生」 
 

至此，《传道书》的结论都讲完了，指明了一条得救之路，就是由「无知」──只顾今生眼

前短暂的得失享乐的「点的人生」，到「智慧」──透过对生死祸福的反省而进到的「线的

人生」，最后去到「信心」──透过对信心的把握而仰望上帝及祂终必成就一切的应许而进

入的「面的人生」。不过，我一开始时提过的「体的人生」，到现在却仍未见下文呀！ 

 

其实，你心清眼利，就应该看到，《传道书》其实也没有详细描写「点的人生」，它一开始写

的就是传道者的观察、反思与身体力行，已经进入了「线的人生」，之后，是更深的信仰反

思，最后到了「面的人生」就行人止步，也没有再伸述「体的人生」了。原来，「点的人生」

是《传道书》下笔前的「前设」，是不言而喻的；而「体的人生」则是《传道书》结笔前的

「前设」，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若是没有「点的人生」，那么，「虚空的虚空」就无从说

起，同样，若是没有「体的人生」，那么，信靠和盼望上帝也是毫无根据的了。 

 

甚么是「体的人生」呢？──「体的人生」就是终有一天，上帝（基督）再来公正处理一切

人间善恶，引入永远不再有死亡（不再被遗忘）的新天新地后，活在那个天地里的人生。之

所以称为「体」，因为在那时候，天国降临人间，所以「点」、「线」、「面」都和谐交融，融

为一「体」，浑成一「体」了。 

 

不明白吗？我最后多说几句吧！「点的人生」，只顾近身事物，不知道自己生而虚空，也就没

有太多挣扎，但遗憾的是对日光上下的人间真相都一无所知，知之太晚；「线的人生」，思前

想后，念及苍生，很有「情怀」与「睿智」，能洞悉虚空真相，但正正因此，就多有痛苦挣

扎，更遗憾的是「徒有觉悟」而「救世无力」；至于「面的人生」，对下深明人间实相而不事

纠缠，对上又相信上帝心肠而安心信服，明白到人生世上的依归和目的所在。不过，他毕竟

仍然活在人间，断断续续的某种「遗憾感」总是挥之不去，甚至因为「预见」了天国的美善

而对人间的苦罪有更加「超乎常人」的不忍与痛苦。却是，这一切「遗憾」，到了「体的人

生」，因主耶稣已经再来，天国降临人间，都必定不再有了。如此任何一方面都再无遗憾的

人生，就是「体的人生」。这是《传道书》以至全本圣经指向的，是我们所盼望的，也是我

们今天仍然活在「面的人生」里的人（即基督徒）赖以坚持所信的最大动力。 

 

弟兄姊妹，丢下满有「律法主义」的「阴魂」的旧版本，进入传道者的信仰思路和关怀，再

细读以下的新版本，你就应对《传道书》以至基督信仰，有截然不同的「观感」： 

 
12:13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全部。
14
因为人所

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公正处理。 

 

记得，就是全世界都忘记你，天父却总不会忘记你！──你对祂的敬畏服从，本来算不得甚

么，但祂竟然放在心上，要算为你的义；你一生里的得失荣辱，本来也算不得甚么，但祂竟

然又放在心上，要为你讨回公道。这就是《传道书》，这就是「救恩」，这也是「基督教」之

所以为「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