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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 向 絕 望 之 路 
 

傳道書之（一）1:1-2:23 

引子、誰為正邪定分界？ 
 

聖經《傳道書》是一卷非常難以「定位」的書卷，因為它身上總是帶著大多數非常「正派」

的「牧師」和「學者」接受不了的「邪氣」。 

 

基督徒當然都口口聲聲說「全本聖經」都是上帝的啟示、都是真理、都是可信和可靠的。不

過，實際上面，我們肯定不是對所有聖經書卷都是等量齊觀、一視同仁的。 

 

有些書卷被我們輕忽是相當「自然」的，因為它們短幅太小，只得一章、兩章，譬如舊約的

《撒迦利亞書》【應爲俄巴底亞書】和新約的《猶大書》，只佔一兩頁，翻過了也不知道。又

有些書卷會被一般信徒輕忽，則是因為它們看上去太玄奧難解，譬如神神秘秘的《以西結書》

及《啟示錄》和哲理高深的《約伯記》等。不過，在較高「檔次」的「學術圈子」裡，它們

卻並不「寂寞」，有頗不少「學者」樂此不疲地進行「研究」。還有一些書卷，因著看上去似

乎信息過時難以「應用」而被多數信徒輕忽，譬如《出埃及記》的後半和《利未記》的全部。

不過在「有板有眼」的「牧師圈子」裡，又有辦法讓它們「復活」過來，講到頭頭是道。 

 

卻是，獨獨有這麼的一卷聖經書卷，它被我們普遍輕忽（嚴重的甚至否定）的原因，卻一不

是因為它篇幅太短（它好歹也有十二章的「中型」大小）、二不是因為它內容玄奧（至少在

字面上很「常識化」，甚至流於「通俗」和「人本主義」）、三不是因為它信息過時（它講的

是千秋不變的「定理」）──這卷就是《傳道書》。何以至此？大家看看全書的首兩節，就可

以明其大半： 

 
1:1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
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

空，凡事都是虛空。 

 

第一、甚麼「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這些經文那裡「像」出自聖經的

口吻呢？出自「佛經」就差不多！而且語氣消極頽廢，實在無益世道人心。一句話，「邪氣

十足」。但是，《傳道書》好歹已經列入了舊約聖經之中，總不能把它一腳踢開吧！於是，比

較「學者型」的人士，就千方百計將這些經文「合理化」──或說這些只是作者的「個人意

見」，不代表「上帝立場」，又或說這些只是作者「少不更事」時的「幼稚觀點」，始終「不

足為訓」，諸如此類。結果貌似留給《傳道書》一個「席位」，但經此「處理」後，實際上已

經面目全非了。至於另一些「牧師型」的人士，則連這樣替《傳道書》「解釋」都怕對會眾

產生「危險」或「不良影響」，最好還是盡量「避而不談」──譬如將《傳道書》矮化為純

粹的「反面教材」或「老人讀物」，非「必要」都不要看，要看也要非常「小心」要得「專

人指引」。總之，就是盡一切可能減少會眾接觸《傳道書》的機會，或延後他們接觸《傳道

書》的時機，免它「教壞細路」。我就看過一本甚麼「聖經手冊」，竟將《傳道書》排到舊約

最後，差點沒擠出「正典」之外。總之，為著這本「麻麻煩煩」的《傳道書》，「學者」們曲

為之說，「牧師」們避而不談，骨子裡，都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和架空《傳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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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甚麼「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這個開場白和自我介紹，就

夠鬼鬼祟祟，惹人生疑的。傳統認為作者就是所羅門，但為甚麼不老老實實說「所羅門的言

語」呢？自稱甚麼「傳道者」，不三不四，莫名其妙。若然作者是另有其人，是一位「匿名

智者」，但他又何必留下這條「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的「線索」，引誘人「對號入

座」呢？總而言之，這位來歷不明、身分成疑的「作者」，一開始就「閃爍其辭」，「藏頭露

尾」，哪麼，他寫的說話（即《傳道書》）又怎能信得過、靠得住呢？再者，就算我們採取最

保守的觀點，肯定作者就是所羅門本人了，但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所羅門怎樣大半生

享盡榮華富貴和後來「衰收尾」──寵倖妃嬪、拜祭假神、偏離上帝的事蹟，都是人所共知

的。所羅門的大富大貴，對於比較「前衛開明派」的人士來說，會認為他在《傳道書》說甚

麼「虛空的虛空」，不過是大財主吃飽飯沒事做的「無病呻吟」；而所羅門晚年的「墮落」，

又會使比較「保守道德派」的人士，覺得他既有「行為不檢」的「不良紀錄」，則他的「教

訓」（即《傳道書》的內容）就不免可疑，不能盡信了。 

 

說了這麼多，總意就是《傳道書》因著它表面上「異於尋常」的「信息」及背後「身份成迷」

的「作者」，在許多「正派人士」的心目中，就難免產生一種揮之不去的「邪氣」，使它一直

受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冷落。卻又是「誰為正邪定分界」呢？──是「學者」？是「牧

師」？還是......大家知道嗎？ 

 
太 1:6

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 

 

大衛有許多名媒「正」娶的老婆，但是上帝卻偏偏要透過最「邪」的一支──大衛強搶回來

的「烏利亞的妻子」身上生的所羅門繼承王位。這不是很「邪門」麼？ 

 
路 11:31

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她從地極而來，要聽所羅門

的智慧話。 

 

主耶穌說末日審判的時候，外邦人（南方的女王）因著肯認真聽信「所羅門的智慧話」而有

資格來審判本來理論上是所羅門臣民的以色列人，就正如說終有一天，許多「回教徒」會認

真悔改相信耶穌，有資格來審判「偽基督徒」，這不也是很「邪門」的說法麼？還有，大家

更要知道，不要人云亦云： 

 
傳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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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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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傳道書》本身絕不容許我們把它矮化、架空為聊備一格的「反面教材」或「兒

童不宜」的「老人讀物」。清清楚楚，傳道者刻意「指名道姓」，突出《傳道書》最主要針對

的對象是「少年人」（屬靈上講包括「初信者」）。《傳道書》事實上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少年

讀物」，教會不單只不應該把《傳道書》放在聖經書卷的「包尾」，更應該將它放在「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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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每一個基督徒進入基督信仰的「入門讀物」。因為《傳道書》講的是「人生」，再從

「人生」而及於「信仰」。未諳人生，信仰根本就無從講起──不以身以心體會「人生而虛

空」的實際，不明白人世間的際遇無常和愛恨糾纏，就不要空談甚麼永生天堂、道德聖潔、

祈禱讀經、福音遍傳。今天，正正是因為有太多人不讀《傳道書》、不通《傳道書》，甚至妨

礙別人讀《傳道書》，大夥兒在完全沒有「人生」的基礎上空談「信仰」，結果，基督教就淪

落到今日鬧鬧哄哄而其實蒼白空洞的田地。 

 

算了，不說太多「晦氣說話」了，我們就做好「自己」的本份，去讀好、解好這本非常寶貴

的《傳道書》吧！ 

 

開始時，先簡單說個大概，《傳道書》的宗旨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句話： 

 

通 古 今 而 知 絕 望 ， 達 上 下 以 處 安 然 
 

至於《傳道書》的結構（或說布局），則是一個精彩絕倫的「四部曲」： 

 

人 生 與 信 仰 的 點 ── 線 ── 面 ── 體 
 

聽上去有點玄虛，沒甚麼的，聽我慢慢分解就會明白了。今天，第一步，我會領大家透過細

意解讀《傳道書》1:1-2:23，進入「傳道者」刻意安排給我們走上的「絕望之路」──對古人

絕望、對自己絕望、對後人絕望，最後「終極絕望」。 

 

一、對「古人」絕望 

 

1:1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 

 
這裡，大家可能仍念念不忘究竟「作者」是誰？究竟是不是所羅門？甚至好想用各種「考古」

的方法，去搞清楚這個「神秘人」的身分，否則好像就不能安心讀下去似的。但是，我卻好

想大家對「作者」這個概念「開放」（或說「放開」）一些： 

 

第一、就算肯定了作者是所羅門本人，你解《傳道書》就會沒有疑問和困難嗎？（這點引言

中已講過了。）第二、聖經的成書是可以有一個過程的，即使最初的作者是所羅門，或主要

的言論來源是所羅門本人，也不必排除有後人加工編輯的可能，即是，聖經是容許某程度上

的「集體創作」的，這絲毫不減聖經的權威。第三、《傳道書》明顯是以「文學」的形式來

表達的作品，絕對可以有「藝術加工」的成分，包括採取「多重敘事觀點」來表達，譬如首

尾用「第三身」（他）來講論，中間的主體則用「第一身」（我）來敘述，以致看上去好像有

兩個「作者」，這是完全合法的寫法。第四、我相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

指「背後的最終作者」，不管他是何人，你說是「上帝」也可以──故意製造出一種「疏離

感」，不想我們「對號入座」去「鎖定」某某人是作者。這是因為「作者」要說的是「日光

之下」一切人的人生真相和信仰出路，而不是某某人的「個人體會」或「特殊見證」，所以

過度「鎖死」作者就是所羅門或者任何人，對我們理解《傳道書》的中心信息反而會構成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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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我說得更「玄」一點，就是作者極可能是要你親身代入，將自己視同「作者」，好去與

他一同經歷、體會人生信仰的種種真相。事實上，你若細心去讀、投入去讀、你很快就可以

與「作者」共鳴，「不分彼此」了。甚至讀到最後，你會赫然發現，「作者」原來就是「你」

自己。對於這個「作者」，我大而化之，「尊重經文」，在講章中就稱呼他做「傳道者」！ 

 

終於算是講完「作者」了，但有一個關鍵詞是不得不先簡單講一講的，那就是「虛空」，否

則一落手就搞錯，之後就很難「挽」過來的了。 

 
1: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經文開首就一連五個「虛空」，表示極度虛空，但究竟何謂「虛空」呢？按一般的講法，會

把「虛空」講成為「空虛」，好像是甚麼都「沒有」、一場「空」的意思。「虛空」這個字眼

的希伯來原文有「一口氣」或「一陣風」的意思，但「氣」也好，「風」也好，終歸是「有」

或「有過」，不能強說「沒有」。事實上，徹底否定人間並不符合基督教信仰（連猶太教也不

符），因為就算物質世界都是上帝造的，不是「虛無」的，也不是「邪惡」的，這個講法當

然也不是「傳道者」的本意。（詳見下文）我們應留意到傳道者強調「虛空」的同時，經常

與「捕風」並舉： 

 
1:14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2:11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4:16

他所治理的眾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無數；在他後來的人尚且不喜悅他。這真是虛

空，也是捕風。 

 

大家一定要留意，「捕風」這個形象突出的不是「風的不存在」，而是「風的抓不住」。「捕風」

之所以徒勞無益，不是在於「風在本質」──它是虛假的、錯誤的、不存在的、短暫的、有

罪的、污穢的，諸如此類，而是在於「人的本質」──人因著能力或本性上的限制，使他永

遠無法「抓得住風」。傳道者絕沒有說過「風」是壞的東西（若是，則「抓不住」有甚麼可

惜呢？）反之，他倒明示暗示「風」是好的東西，所以可惜的，是我們「抓它不住」。這才

是「虛空」的本義。這種「虛空」，化而為我們生存的感喟，就不是「全然沒有」，而是「似

有若無」的失落感。簡單總結，就是傳道者絕對不像某些「牧師」或「學者」，用「虛空的

虛空」來膚淺地否定人生、否定物質、否定世界和否定任何享樂，傳道者要揭發的，是人生

最深層的無奈，就是「日光之下」，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總是「滑不留手」。大家抓緊這個

對「虛空」的基本理解，不要搞錯，再讀下去，就一里通百里明了。 

 
1:3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  

 

傳道者非常誠實，《傳道書》裡頭沒一隻字矯情造作地否定人間和享樂。他雖說「人一切的

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我們卻不要以為他徹底否定「人一切的

勞碌」的好處。一面享受著各種物質文明的好處（如用電腦）而一面說這樣是「虛空」那樣

是「罪惡」是非常偽善和令人討厭的。大家一定要會意，傳道者說的「益處」原意是「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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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會「剩下」些甚麼。傳道者所要突顯的「人生虛空」，不是你「得不到」，也不是得

到了的當下「不享受」，而是你得到了、享受了，但「之後」還「剩下」些甚麼呢？ 

 
1:4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5
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

6
風往

南颳，又向北轉，不住地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
7
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江

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
8
萬事令人厭煩，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

足。9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10豈有一件事人能指

著說這是新的？哪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11
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

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 

 

有不少人解「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這一句，認為是用「恆久」的「地」來

對比「人生」的苦短。這是捉錯用神了。大家看之後的幾句，從「日頭」說到「風」再說到

「江河海水」，我們都看不到對比，反看到襯托──傳道者強調的不是人類與地（或自然界）

的不同，而是相同──日光之下，天下萬物都一體同悲。「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

長存」所要講的，是「徒勞無功」，「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勞師動眾，打生打死，這個世

界（地），到頭來還不過是一樣！之後數句，說到的「日頭......急歸所出之地。風......不住地

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說的都是同一個信息，就是日

光之下，一切勞苦，不管是人類的、大自然的，統統都是勞而無功，白幹一場。 

 

我再強調，傳道者絕不是說那些曾經存在過的世代是假的，不是說日頭沒有動過、風沒有颳

過、水沒有流過，也不是說他們「運轉」的當下毫無作用，而是說，這一切曾經真實「發生」

過、「運轉」過的事情，到了「後來」，卻好像從沒有發生過一樣。之所以「已有的事後必再

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因為這些「已有的事」的果效和作用，稍縱即逝，好像從未有過

的一樣。「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人生，就像被無端

趕進運動場裡去「跑圈」，辛苦跑了一個圈回來，不過是「返回起點」，之前跑的，全部不算

數，永遠是「白跑」，但又不得「不跑」。這種虛空感，用較現代的術語，就是「荒謬」。 

 

有不少人「釋經」，說傳道者筆下的這種「虛空人生」，就是人活在「日光之下」，卻沒有上

帝、沒有啟示、不信耶穌，又不遵行上帝誡命的「物質主義」或「縱慾主義」或「世俗主義」

或「虛無主義」的人生寫照了。這類「釋經家」往往最愛舉一些「偏」得不能再「偏」的特

殊例子來「說明」這種「沒有上帝的虛空人生」，譬如臨死前吩咐人在他的棺木兩邊挖兩個

洞，讓他伸出手來，告誡世人他空手而來空手的去的「亞歷山大大帝」、又或領過諾貝爾文

學獎卻最後吞槍自殺的「海明威」、又或同樣吞槍自殺而死的身為億萬富豪的柯達公司的創

辦人「伊斯曼」。老老實實，這些都是「例外中的例外」，能這樣有名、財、權的人，已經是

例外，這樣擁有名、財、權而自殺告終或公開承認自己生命空虛的人，更是例外。 

 

一年到晚，總有三幾十個大家比較認識的影視明星、財主名流、學界翹楚忽然自殺，又或忽

然宣告急流勇退，甚至看破紅塵，走去「信教」或者「出家」。但是與之同時，卻有成千上

萬、成萬上億的「後繼者」，打破頭髗也要爭著去做明星、做財主、做教授。甚麼「虛空的

虛空」？絕大多數人，一輩子連想都沒有想過哩！就算稍稍想過，也要去幹他一場──讓我

做到像「亞歷山大大帝」那樣有權、像「海明威」那樣有名、像「伊斯曼」那樣有財，才來

跟我說「空虛」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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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虛空的虛空」，的確是日光之下的「人間真相」，但那不是隨口說說的一時感觸，更

絕不等於就是人人皆見的「群眾觀點」。能真切覺悟「人生而空虛」的，絕非一般人，而是

已經「超凡入聖」的人。用傳道者的話，就是要有大智慧和大努力才能參明覺悟的： 

 
1:12

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色列的王。
13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

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
14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

都是捕風。
15
彎曲的，不能變直；缺少的，不能足數。 

 

清清楚楚，我們看到傳道者不是「天生」或按「常識」就能明白「虛空的虛空」這個人間真

相，他是博覽群書、貫通古今，從「歷史現象」（一代過去一代又來）看到「自然現象」（日

月江河循環不止），才能融匯出「虛空的虛空」這個「結論」。事實上，仍然沉醉於人間的芸

芸眾生，根本不會有這種覺悟。洞悉「虛空的虛空」絕對不是一個泛泛的「人間觀點」，他

是一個人已經某程度上「超出人間」才能看得到的真相。這點，傳道者是非常自覺的： 

 
1:16

我心裏議論說：我得了大智慧，勝過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而且我心中多經歷智

慧和知識的事。 

 

其實《傳道書》的信息是非常「立體」的，一般講法將它一分為二，甚麼「日光之上」和「日

光之下」，不但過分簡化，甚至嚴重歪曲、破壞它的信息。傳道者不斷突顯日光之下「空虛

的空虛」，正正是因為能夠明鑑人間空虛的人，其實是極少極少的，而不先充分明白人間空

虛的真相，人也根本不可能真心仰望上天，注目「日光之上」的上帝及祂的作為，並以上帝

的眼光來參透萬事。要開出「希望」，必先要邁向「絕望」，這點以後會「不停」講。 

 

至此，我們看到傳道者引導我們邁向「絕望」，要我們看出歷世歷代的虛空。不過，這只是

「一小步」而已，還有許多必經的「步驟」。原來，當一個人自以為「洞悉」了「虛空的虛

空」的人間真相，就會自以為超凡入聖，高人一等，「我找到了」。結果，在他對「別人」絕

望的同時，對自己卻生出了「希望」。但這種希望是靠不住的，是必需進一步打破的： 

 
17
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這也是捕風。

18
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

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傳道者曾為著自己的大智慧而高興了一陣，但是很快，他就發覺，他的所謂「覺悟」又有甚

麼「益處」呢？他能夠改變一點甚麼麼？不能夠！他可以終止這些無意義的循環麼？不可

以！哪他「覺悟」來幹甚麼呢？這樣，傳道者的絕望，又向前「邁進」了「一小步」，但要

去到「終極絕望」，路還遠哩！  

 

有不少人將第二節「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理解為作者或傳

道者的「經驗之談」，是他一生的某種「結論」。這就是完全搞錯了。其實直到這裡，基本上

都是傳道者「讀書」讀回來的感觸與覺悟而已。大家知道，「一代過去一代又來」超越一個

人的時間限制，「日月江河循環不止」超越一個人的空間限制，這些都不可能是靠個人的經

驗觀察可以得到的，只能通過博覽群書來得著。傳道者是一個讀書人，通過大量讀書──當

然是發人深省的有份量的書（所謂「箴言」），貫通古今賢人智者的智慧，完全「超時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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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悟了不可能用「一生」參明的人生至理。這個就是讀書的「妙用」了。畢竟，人生有限，

不可能事事都親身經驗和明白，而且，如果一定要吸過毒、離過婚、發過達、破過產、自過

殺、患過癌症才可以參明人生虛空的真相，那就太「可怕」了！──可怕的不是這個「參透」

的過程太痛苦，而是根本沒有人可能捱得過，更遑論捱過了然後參透人生！ 

 

弟兄姊妹，一定要多讀書，還要讀有份量的書！不讀書或者只讀那些「ｘｘ雞湯」或「ｘｘ

速成」之類的書，你根本不可能明白《傳書道》的真正意義。甚麼是有份量的書呢？告訴大

家，多讀些中國古典文學、歷史和哲學吧，絕對有用。今天所謂「主流教會」，大部分東西

都是抄襲自美國，而美國是一個在「人生哲學」上幾乎「交白卷」的國家！沒有「人生」就

沒有「信仰」，「美式信仰」有幾空洞無物，大家自己去想象一下吧！ 

 

二、對「自己」絕望 

 

前面說到，傳道者對人生的「虛空的虛空」的「結論」是他讀書「讀」出來的，但這絕不意

味他像某些「牧師」或「學者」那樣，只是抽空、抽象地「談論人生」。傳道者絕不是木無

表情的「禁慾主義者」，也不是專喜歡「唱衰世界」幸災樂禍的「犬儒主義者」。我前面已經

再三強調，傳道者不是本質上否定世界、人生和任何享樂，認為這些是本質上壞的東西，反

之，他其實是很喜愛「日光之下」的一切，他痛心、落漠的，倒是這一切美好之物，為甚麼

總是滑不留手，會得而復失。 

 

傳道者不是個理論多多的「白面書生」，而是個熱情投入的「性情中人」，他內心深處對上帝

的信仰、對美善的追求，使他不能夠就此「滿足」於讀書讀出來的「虛空的虛空」的人生結

論。於是，他「反求諸己」，盼望他自己可以成為一個「不可能中的可能」：  

 
2:1我心裏說：「來吧，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誰知，這也是虛空。2我指嬉笑說：

「這是狂妄。」論喜樂說：「有何功效呢？」
3
我心裏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體舒暢，我

心卻仍以智慧引導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當行何事為美。
4

我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葡萄園，
5
修造園囿，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木樹；

6
挖

造水池，用以澆灌嫩小的樹木。7 我買了僕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僕婢；又有許多牛群羊

群，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眾人所有的。
8
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財寶，並各省的

財寶；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愛的物，並許多的妃嬪。
9
這樣，我就日見昌盛，勝

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10
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它的；

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這就是我從勞碌

中所得的分。 

 

我們看前文後理，絲毫看不見傳道者有因為他「動大工程」和「享大宴樂」而有甚麼「罪疚

感」，這是那些木口木面的「學者」與「牧者」強解進去，又或者死死扣住「所羅門」是作

者，就將所羅門的失敗事跡強行「讀入去」的結果。我們細看經文，就知道令傳道者痛心疾

首的，不是他怎樣曾一度「陷溺享樂」的過錯，而是這些享樂終歸「帶不走」的悲哀。 

 
11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

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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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後，我們又看到傳道者又有「大發現」了，就是他經此「親身經歷」後，得到比之前單靠

「讀書」得來的更加確切和有力的大智慧，更加明白人生而空虛的真相。傳道者不禁暗暗自

喜，因為他以為「經此一役」而確證人生真是「虛空的虛空」的結論，也是個了不起的「大

收穫」，總算是沒有「虛度」此生，至少，比同樣是「虛度」一生而連這個「發現」都沒有

的大多數人更勝一籌： 
 

12 我轉念觀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而來的人還能做甚麼呢？也不過行早先所

行的就是了。
13
我便看出智慧勝過愚昧，如同光明勝過黑暗。

14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

昧人在黑暗裏行。...... 

 

不過，不消多久，傳道者又回心一想：「這又如何呢？」 

 
14
......我卻看明有一件事，這兩等人都必遇見。

15
我就心裏說：「愚昧人所遇見的，我

也必遇見，我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裏說，這也是虛空。
16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永

遠無人記念，因為日後都被忘記；可歎智慧人死亡，與愚昧人無異。 

 

傳道者不是自作聰明，而是真是聰明──能夠參明別人一輩子、幾輩子都不明白的真相，只

是哪又如何？在代代都會過去，人人都有一死的前提下，一切都是一樣，都是白費一場。 

 

至此，大家心清眼利的話，就會看得出傳道者其實是「跑了兩個圈」了。「第一圈」，他博覽

群書、觀察萬物、貫通古今，得出一個所謂大覺悟、大智慧，但發現哪又如何？──人總要

活下去呀，難道「覺悟」了就不用吃飯，不用生活，天天等死麼？於是，「第二圈」，他就親

自「下場」，寄望打出一個「缺口」，創出一個「例外」來。傳道者大概好像彼得，以為「眾

人會跌倒，我總不會！」又或像以利亞，以為「我必勝於我的列祖！」沒想到到頭來，都是

「一樣」──「我並不勝於我的列祖！」彼得「痛哭」，以利亞「求死」，而傳道者「第二圈」

都跑完了，卻發現自己只是「返回起點」，終於發出最頹然絕望的哀號： 

 
17
我所以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為煩惱，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不知大家是否了解，傳道者「親自下場之後」與他「親自下場之前」相比，他的覺悟或人生

結論有甚麼不同，以致他「虛空」的程度會有這樣大的分別。換個問法，是歷世歷代的人其

實已經跑了無數個「圈」子了（當是「N」個圈吧），傳道者自己「落場」跑，也不過是「多

跑一圈」而已（即「N+1」圈），所差「一」而己，分別不應該太大吧！ 

 

要明白其中奧妙，大家一定要明白人是怎麼「看」東西的，就是你永遠本能地以「主觀鏡頭」

來「看」世界，而你只要肯足夠地用心觀察（像傳道者），是有可能「看」到所有人的──

但是除了你自己，因為你自己永遠不可能出現在你自己的「主觀鏡頭」之下。結果，你觀察

到「一切」，甚至下了相當可靠的「結論」，卻就是不自覺地忘記「算」你自己，於是，下意

識裡，你就永遠是一個「例外」。這就解釋了不只是凡俗之輩，而是連許多「智者」都會在

信仰上「功虧一匱」的原因，因為他們總是看漏了自己。 

 

卻是一旦像傳道者那般「親身下場」，也經驗到「世人」一般的「空虛」，他就有一個極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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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層次的覺悟，就是他並不是一個超然的「觀察者」，而是一個「局中人」。這種感覺，大概

就好像一個醫術極高明的「醫生」，卻發現自己竟也是一個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樣。至

此，傳道者忽然「發現」一個可極可怕的事實，「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已過的世代，無人

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而他，竟然就是其中的「一代」。理論上說，人人

都知道自己一定會死，所以，到死的時候，理應不該感到「意外」吧！但大家知道，絕對不

是這樣的。同樣，傳道者很早就發現「一代過去一代又來」的「道理」，但是他真的從來沒

有想到，自己竟然也是「其中之一」。這是很不同層次的「絕望」。人最決定性的絕望，正是

對自己的絕望！唯有連對自己都絕望，才是真正絕望。至此，傳道者的絕望之路，就又「邁

進」了相當不小的一步了。 

 

三、對「後人」絕望 

 

2:12
我轉念觀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而來的人還能做甚麼呢？也不過行早先所

行的就是了。......18 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

留給我以後的人。
19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勞碌所得的，就是我

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這也是虛空。
20
故此，我轉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的一切工

作，心便絕望。
21
因為有人用智慧、知識、靈巧所勞碌得來的，卻要留給未曾勞碌的人

為分。這也是虛空，也是大患。
22
人在日光之下勞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勞碌上得著甚麼

呢？
23
因為他日日憂慮，他的勞苦成為愁煩，連夜間心也不安。這也是虛空。 

 

驟看，我們會覺得傳道者太武斷、太狂妄也太悲觀──你自己失敗，卻怎可以「看死」後輩

中人一定沒有一個「好得過你」呢？就算你自己「不勝於你的列祖」，也應該鼓勵你的後繼

者可以「勝過」你，打出一個「缺口」、創造一個「例外」吧！ 

 

大家用心感悟，就會知道傳道者對後來者的絕望，不是由於武斷、狂妄或悲觀，而是發自極

深厚的同情心：傳道者完全「預計」得到，他的後輩中，必有人像他一樣，站在相當的智慧

高度，飽覧群書、博通古今，然後又發出「虛空的虛空」的人生感喟；跟著又因為心有不甘

或不忍，於是挺身「下場」一試，最後發現「果然空虛」；再後來，在他的後輩的後輩中，

必又有人像他的後輩一樣，站在相當的智慧高度，飽覧群書、博通古今，然後又發出「虛空

的虛空」的人生感喟；跟著又因為心有不甘或不忍，於是挺身「下場」一試，最後發現「果

然空虛」。......如此這般，一個又一個、一代又一代，重走傳道者、傳道者的前輩、傳道者的

前輩的前輩，其實一早就已經走過的「冤枉路」。悲哀的不只是「虛空」、悲哀的不只是「枉

然」，最可悲可哀的，是無數的「善意」就是這樣被蹧蹋、被遺忘。想想，這是一幅多麼可

悲可哀的圖畫： 

 

你跑到半山，想到山頂看景，迎面來了一位滿臉風霜的老者，滿懷善意告訴你：「少年

人啊，不要上去了，沒啥好看的，別浪費時間了！」但你不信，只顧繼續跑上山去，結

果果然如老者所言，只好頹然而返。下到半山，迎面來是一個打算上山看景的小子。你

心中不忍，就告訴他：「少年人啊不要上去了，沒啥好看的，別浪費時間了！」但他不

信，只顧繼續跑上山去。你看著他的背影──慚愧，是因你也是這樣不相信在前的那位

老者的善意；悲哀，是因你想像到他必將感到與你一般的慚愧、悲哀......如此的世世

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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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傳道者終於「走畢全程」，「邁向」絕望之路的「盡頭」了──就是終極地，毫無保留

地參明「虛空的虛空」的人生真相。 

 

但我懇請大家用心肝明白，這個「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的吶喊，絕對

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甚麼要不得的「世俗之見」，而是發自人類最深沉睿智的博大智慧與悲

天憫人的偉大情操的動人呼喚。大家細看聖經，講過類似「虛空的虛空」的話的人，哪一個

是「等閒之輩」呢? 

 

摩 西──
詩 90: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

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約 伯──
伯 14:1

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
2
出來如花，又被割下，飛去如

影，不能存留。
3
這樣的人你豈睜眼看他嗎？又叫我來受審嗎？ 

 
耶利米──

耶 20:14
願我生的那日受咒詛；願我母親產我的那日不蒙福！......

 18
我為何出

胎見勞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滅呢？ 
 

只有最膚淺冷血的人，才會忍心講他們講的是「日光之下」的「世俗觀點」。告訴大家，沒

有對歷史的大參透、對人生的大投入、對人類的大同情，是不可能講出這種叫天地動容，最

有「正氣」的說話的。 

 

結論、兩處茫茫皆不見、千秋脈脈命相連 

 

我在引言中已提出過，《傳道書》的結構（布局）是一個四部曲：「人生信仰的點──線──

面──體」。在《傳道書》的正文裡面，「點」的層次是看不見的，因為是「預設」的。 

 

所謂「點的人生」，就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生，沒有過去，沒有將來，關切的不會「離

身超過十尺」，即沒有前後的「歷史向導」，更沒上下的「信仰向導」（稍後詳解）。這種人永

遠不會感應到真正的「絕望」，也就是傳道者所說的「虛空的虛空」，因為他們的人生只是一

個「點」，而「點」是沒有「座標」的，可以「點」在哪裡都無所謂。所以，這種人可以不

停地搬家、轉工、轉學、結婚、離婚、移民......不斷地由一個「點」轉到另一個「點」。他們

總是以為一切的「問題」都可以通過轉換「點」的位置的方法來解決轉移，而一切不順境都

只是「偶然」的，都只是一時「手風」不好而已，不存在根本意義上的「絕望」。 

 

傳道者卻不同了，他的人生起碼是一個有前有後的「線的人生」──他先而因著飽覽群書而

來的大智慧對古人絕望，繼而又因著全情投入現實人生而對自己絕望，再後又因為悲天憫人

的情懷而對後世絕望。傳道者的生命關懷絕對不是一個「點」（自己），而是一條「線」──

向前回溯到祖先遠古，向後又遙望及子孫萬代。但正因這樣，傳道者的絕望就不是個人際遇

上的「假絕望」（那只是一時失意而已），而是心繫人類整體「血脈相連」的真絕望。日光之

下，這條「絕望之路」向前向後都完全看不見盡頭，找不到出口，唯一的「出路」，就唯有

往上望。如何往上望呢？下一篇就會講到如何從「線的人生」過度到「面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