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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 向 绝 望 之 路 
 

传道书之（一）1:1-2:23 

引子、谁为正邪定分界？ 
 

圣经《传道书》是一卷非常难以「定位」的书卷，因为它身上总是带着大多数非常「正派」

的「牧师」和「学者」接受不了的「邪气」。 

 

基督徒当然都口口声声说「全本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都是真理、都是可信和可靠的。不

过，实际上面，我们肯定不是对所有圣经书卷都是等量齐观、一视同仁的。 

 

有些书卷被我们轻忽是相当「自然」的，因为它们短幅太小，只得一章、两章，譬如旧约的

《撒迦利亚书》【应为俄巴底亚书】和新约的《犹大书》，只占一两页，翻过了也不知道。又

有些书卷会被一般信徒轻忽，则是因为它们看上去太玄奥难解，譬如神神秘秘的《以西结书》

及《启示录》和哲理高深的《约伯记》等。不过，在较高「档次」的「学术圈子」里，它们

却并不「寂寞」，有颇不少「学者」乐此不疲地进行「研究」。还有一些书卷，因着看上去似

乎信息过时难以「应用」而被多数信徒轻忽，譬如《出埃及记》的后半和《利未记》的全部。

不过在「有板有眼」的「牧师圈子」里，又有办法让它们「复活」过来，讲到头头是道。 

 

却是，独独有这么的一卷圣经书卷，它被我们普遍轻忽（严重的甚至否定）的原因，却一不

是因为它篇幅太短（它好歹也有十二章的「中型」大小）、二不是因为它内容玄奥（至少在

字面上很「常识化」，甚至流于「通俗」和「人本主义」）、三不是因为它信息过时（它讲的

是千秋不变的「定理」）──这卷就是《传道书》。何以至此？大家看看全书的首两节，就可

以明其大半： 

 
1:1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2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

空，凡事都是虚空。 

 

第一、甚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些经文那里「像」出自圣经的

口吻呢？出自「佛经」就差不多！而且语气消极颓废，实在无益世道人心。一句话，「邪气

十足」。但是，《传道书》好歹已经列入了旧约圣经之中，总不能把它一脚踢开吧！于是，比

较「学者型」的人士，就千方百计将这些经文「合理化」──或说这些只是作者的「个人意

见」，不代表「上帝立场」，又或说这些只是作者「少不更事」时的「幼稚观点」，始终「不

足为训」，诸如此类。结果貌似留给《传道书》一个「席位」，但经此「处理」后，实际上已

经面目全非了。至于另一些「牧师型」的人士，则连这样替《传道书》「解释」都怕对会众

产生「危险」或「不良影响」，最好还是尽量「避而不谈」──譬如将《传道书》矮化为纯

粹的「反面教材」或「老人读物」，非「必要」都不要看，要看也要非常「小心」要得「专

人指引」。总之，就是尽一切可能减少会众接触《传道书》的机会，或延后他们接触《传道

书》的时机，免它「教坏细路」。我就看过一本甚么「圣经手册」，竟将《传道书》排到旧约

最后，差点没挤出「正典」之外。总之，为着这本「麻麻烦烦」的《传道书》，「学者」们曲

为之说，「牧师」们避而不谈，骨子里，都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和架空《传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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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甚么「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这个开场白和自我介绍，就

够鬼鬼祟祟，惹人生疑的。传统认为作者就是所罗门，但为甚么不老老实实说「所罗门的言

语」呢？自称甚么「传道者」，不三不四，莫名其妙。若然作者是另有其人，是一位「匿名

智者」，但他又何必留下这条「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的「线索」，引诱人「对号入

座」呢？总而言之，这位来历不明、身分成疑的「作者」，一开始就「闪烁其辞」，「藏头露

尾」，哪么，他写的说话（即《传道书》）又怎能信得过、靠得住呢？再者，就算我们采取最

保守的观点，肯定作者就是所罗门本人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所罗门怎样大半生

享尽荣华富贵和后来「衰收尾」──宠幸妃嫔、拜祭假神、偏离上帝的事迹，都是人所共知

的。所罗门的大富大贵，对于比较「前卫开明派」的人士来说，会认为他在《传道书》说甚

么「虚空的虚空」，不过是大财主吃饱饭没事做的「无病呻吟」；而所罗门晚年的「堕落」，

又会使比较「保守道德派」的人士，觉得他既有「行为不检」的「不良纪录」，则他的「教

训」（即《传道书》的内容）就不免可疑，不能尽信了。 

 

说了这么多，总意就是《传道书》因着它表面上「异于寻常」的「信息」及背后「身份成迷」

的「作者」，在许多「正派人士」的心目中，就难免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邪气」，使它一直

受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冷落。却又是「谁为正邪定分界」呢？──是「学者」？是「牧

师」？还是......大家知道吗？ 

 
太 1:6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大卫有许多名媒「正」娶的老婆，但是上帝却偏偏要透过最「邪」的一支──大卫强抢回来

的「乌利亚的妻子」身上生的所罗门继承王位。这不是很「邪门」么？ 

 
路 11:31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

的智能话。 

 

主耶稣说末日审判的时候，外邦人（南方的女王）因着肯认真听信「所罗门的智能话」而有

资格来审判本来理论上是所罗门臣民的以色列人，就正如说终有一天，许多「回教徒」会认

真悔改相信耶稣，有资格来审判「伪基督徒」，这不也是很「邪门」的说法么？还有，大家

更要知道，不要人云亦云： 

 
传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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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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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传道书》本身绝不容许我们把它矮化、架空为聊备一格的「反面教材」或「儿

童不宜」的「老人读物」。清清楚楚，传道者刻意「指名道姓」，突出《传道书》最主要针对

的对象是「少年人」（属灵上讲包括「初信者」）。《传道书》事实上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少年

读物」，教会不单只不应该把《传道书》放在圣经书卷的「包尾」，更应该将它放在「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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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每一个基督徒进入基督信仰的「入门读物」。因为《传道书》讲的是「人生」，再从

「人生」而及于「信仰」。未谙人生，信仰根本就无从讲起──不以身以心体会「人生而虚

空」的实际，不明白人世间的际遇无常和爱恨纠缠，就不要空谈甚么永生天堂、道德圣洁、

祈祷读经、福音遍传。今天，正正是因为有太多人不读《传道书》、不通《传道书》，甚至妨

碍别人读《传道书》，大伙儿在完全没有「人生」的基础上空谈「信仰」，结果，基督教就沦

落到今日闹闹哄哄而其实苍白空洞的田地。 

 

算了，不说太多「晦气说话」了，我们就做好「自己」的本份，去读好、解好这本非常宝贵

的《传道书》吧！ 

 

开始时，先简单说个大概，《传道书》的宗旨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句话： 

 

通 古 今 而 知 绝 望 ， 达 上 下 以 处 安 然 
 

至于《传道书》的结构（或说布局），则是一个精彩绝伦的「四部曲」： 

 

人 生 与 信 仰 的 点 ── 线 ── 面 ── 体 
 

听上去有点玄虚，没甚么的，听我慢慢分解就会明白了。今天，第一步，我会领大家透过细

意解读《传道书》1:1-2:23，进入「传道者」刻意安排给我们走上的「绝望之路」──对古人

绝望、对自己绝望、对后人绝望，最后「终极绝望」。 

 

一、对「古人」绝望 

 

1:1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这里，大家可能仍念念不忘究竟「作者」是谁？究竟是不是所罗门？甚至好想用各种「考古」

的方法，去搞清楚这个「神秘人」的身分，否则好象就不能安心读下去似的。但是，我却好

想大家对「作者」这个概念「开放」（或说「放开」）一些： 

 

第一、就算肯定了作者是所罗门本人，你解《传道书》就会没有疑问和困难吗？（这点引言

中已讲过了。）第二、圣经的成书是可以有一个过程的，即使最初的作者是所罗门，或主要

的言论来源是所罗门本人，也不必排除有后人加工编辑的可能，即是，圣经是容许某程度上

的「集体创作」的，这丝毫不减圣经的权威。第三、《传道书》明显是以「文学」的形式来

表达的作品，绝对可以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包括采取「多重叙事观点」来表达，譬如首

尾用「第三身」（他）来讲论，中间的主体则用「第一身」（我）来叙述，以致看上去好象有

两个「作者」，这是完全合法的写法。第四、我相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

指「背后的最终作者」，不管他是何人，你说是「上帝」也可以──故意制造出一种「疏离

感」，不想我们「对号入座」去「锁定」某某人是作者。这是因为「作者」要说的是「日光

之下」一切人的人生真相和信仰出路，而不是某某人的「个人体会」或「特殊见证」，所以

过度「死锁」作者就是所罗门或者任何人，对我们理解《传道书》的中心信息反而会构成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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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我说得更「玄」一点，就是作者极可能是要你亲身代入，将自己视同「作者」，好去与

他一同经历、体会人生信仰的种种真相。事实上，你若细心去读、投入去读、你很快就可以

与「作者」共鸣，「不分彼此」了。甚至读到最后，你会赫然发现，「作者」原来就是「你」

自己。对于这个「作者」，我大而化之，「尊重经文」，在讲章中就称呼他做「传道者」！ 

 

终于算是讲完「作者」了，但有一个关键词是不得不先简单讲一讲的，那就是「虚空」，否

则一落手就搞错，之后就很难「挽」过来的了。 

 
1:2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经文开首就一连五个「虚空」，表示极度虚空，但究竟何谓「虚空」呢？按一般的讲法，会

把「虚空」讲成为「空虚」，好象是甚么都「没有」、一场「空」的意思。「虚空」这个字眼

的希伯来原文有「一口气」或「一阵风」的意思，但「气」也好，「风」也好，终归是「有」

或「有过」，不能强说「没有」。事实上，彻底否定人间并不符合基督教信仰（连犹太教也不

符），因为就算物质世界都是上帝造的，不是「虚无」的，也不是「邪恶」的，这个讲法当

然也不是「传道者」的本意。（详见下文）我们应留意到传道者强调「虚空」的同时，经常

与「捕风」并举： 

 
1:14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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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

空，也是捕风。 

 

大家一定要留意，「捕风」这个形象突出的不是「风的不存在」，而是「风的抓不住」。「捕风」

之所以徒劳无益，不是在于「风在本质」──它是虚假的、错误的、不存在的、短暂的、有

罪的、污秽的，诸如此类，而是在于「人的本质」──人因着能力或本性上的限制，使他永

远无法「抓得住风」。传道者绝没有说过「风」是坏的东西（若是，则「抓不住」有甚么可

惜呢？）反之，他倒明示暗示「风」是好的东西，所以可惜的，是我们「抓它不住」。这才

是「虚空」的本义。这种「虚空」，化而为我们生存的感喟，就不是「全然没有」，而是「似

有若无」的失落感。简单总结，就是传道者绝对不像某些「牧师」或「学者」，用「虚空的

虚空」来肤浅地否定人生、否定物质、否定世界和否定任何享乐，传道者要揭发的，是人生

最深层的无奈，就是「日光之下」，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总是「滑不留手」。大家抓紧这个

对「虚空」的基本理解，不要搞错，再读下去，就一里通百里明了。 

 
1:3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甚么益处呢？  

 

传道者非常诚实，《传道书》里头没一只字矫情造作地否定人间和享乐。他虽说「人一切的

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甚么益处呢？」我们却不要以为他彻底否定「人一切的

劳碌」的好处。一面享受着各种物质文明的好处（如用计算机）而一面说这样是「虚空」那

样是「罪恶」是非常伪善和令人讨厌的。大家一定要会意，传道者说的「益处」原意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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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即是会「剩下」些甚么。传道者所要突显的「人生虚空」，不是你「得不到」，也不

是得到了的当下「不享受」，而是你得到了、享受了，但「之后」还「剩下」些甚么呢？ 

 
1:4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5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6
风往

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7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

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8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

足。9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0岂有一件事人能指

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11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

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有不少人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一句，认为是用「恒久」的「地」来

对比「人生」的苦短。这是捉错用神了。大家看之后的几句，从「日头」说到「风」再说到

「江河海水」，我们都看不到对比，反看到衬托──传道者强调的不是人类与地（或自然界）

的不同，而是相同──日光之下，天下万物都一体同悲。「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

长存」所要讲的，是「徒劳无功」，「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劳师动众，打生打死，这个世

界（地），到头来还不过是一样！之后数句，说到的「日头......急归所出之地。风......不住地

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说的都是同一个信息，就是日

光之下，一切劳苦，不管是人类的、大自然的，统统都是劳而无功，白干一场。 

 

我再强调，传道者绝不是说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世代是假的，不是说日头没有动过、风没有刮

过、水没有流过，也不是说他们「运转」的当下毫无作用，而是说，这一切曾经真实「发生」

过、「运转」过的事情，到了「后来」，却好象从没有发生过一样。之所以「已有的事后必再

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因为这些「已有的事」的果效和作用，稍纵即逝，好象从未有过

的一样。「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人生，就像被无端赶

进运动场里去「跑圈」，辛苦跑了一个圈回来，不过是「返回起点」，之前跑的，全部不算数，

永远是「白跑」，但又不得「不跑」。这种虚空感，用较现代的术语，就是「荒谬」。 

 

有不少人「释经」，说传道者笔下的这种「虚空人生」，就是人活在「日光之下」，却没有上

帝、没有启示、不信耶稣，又不遵行上帝诫命的「物质主义」或「纵欲主义」或「世俗主义」

或「虚无主义」的人生写照了。这类「释经家」往往最爱举一些「偏」得不能再「偏」的特

殊例子来「说明」这种「没有上帝的虚空人生」，譬如临死前吩咐人在他的棺木两边挖两个

洞，让他伸出手来，告诫世人他空手而来空手的去的「亚历山大大帝」、又或领过诺贝尔文

学奖却最后吞枪自杀的「海明威」、又或同样吞枪自杀而死的身为亿万富豪的柯达公司的创

办人「伊斯曼」。老老实实，这些都是「例外中的例外」，能这样有名、财、权的人，已经是

例外，这样拥有名、财、权而自杀告终或公开承认自己生命空虚的人，更是例外。 

 

一年到晚，总有三几十个大家比较认识的影视明星、财主名流、学界翘楚忽然自杀，又或忽

然宣告急流勇退，甚至看破红尘，走去「信教」或者「出家」。但是与之同时，却有成千上

万、成万上亿的「后继者」，打破头髗也要争着去做明星、做财主、做教授。甚么「虚空的

虚空」？绝大多数人，一辈子连想都没有想过哩！就算稍稍想过，也要去干他一场──让我

做到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有权、像「海明威」那样有名、像「伊斯曼」那样有财，才来

跟我说「空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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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虚空的虚空」，的确是日光之下的「人间真相」，但那不是随口说说的一时感触，更

绝不等于就是人人皆见的「群众观点」。能真切觉悟「人生而空虚」的，绝非一般人，而是

已经「超凡入圣」的人。用传道者的话，就是要有大智能和大努力才能参明觉悟的： 

 
1:12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
13
我专心用智能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
14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

是捕风。
15
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 

 

清清楚楚，我们看到传道者不是「天生」或按「常识」就能明白「虚空的虚空」这个人间真

相，他是博览群书、贯通古今，从「历史现象」（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看到「自然现象」（日

月江河循环不止），才能融汇出「虚空的虚空」这个「结论」。事实上，仍然沉醉于人间的芸

芸众生，根本不会有这种觉悟。洞悉「虚空的虚空」绝对不是一个泛泛的「人间观点」，他

是一个人已经某程度上「超出人间」才能看得到的真相。这点，传道者是非常自觉的： 
 

1:16
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能，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

能和知识的事。 

 

其实《传道书》的信息是非常「立体」的，一般讲法将它一分为二，甚么「日光之上」和「日

光之下」，不但过分简化，甚至严重歪曲、破坏它的信息。传道者不断突显日光之下「空虚

的空虚」，正正是因为能够明鉴人间空虚的人，其实是极少极少的，而不先充分明白人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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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眼光来参透万事。要开出「希望」，必先要迈向「绝望」，这点以后会「不停」讲。 

 

至此，我们看到传道者引导我们迈向「绝望」，要我们看出历世历代的虚空。不过，这只是

「一小步」而已，还有许多必经的「步骤」。原来，当一个人自以为「洞悉」了「虚空的虚

空」的人间真相，就会自以为超凡入圣，高人一等，「我找到了」。结果，在他对「别人」绝

望的同时，对自己却生出了「希望」。但这种希望是靠不住的，是必需进一步打破的： 

 
17
我又专心察明智能、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

18
因为多有智能，就多有愁烦；

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传道者曾为着自己的大智能而高兴了一阵，但是很快，他就发觉，他的所谓「觉悟」又有甚

么「益处」呢？他能够改变一点甚么么？不能够！他可以终止这些无意义的循环么？不可以！

哪他「觉悟」来干甚么呢？这样，传道者的绝望，又向前「迈进」了「一小步」，但要去到

「终极绝望」，路还远哩！  

 

有不少人将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理解为作者或传

道者的「经验之谈」，是他一生的某种「结论」。这就是完全搞错了。其实直到这里，基本上

都是传道者「读书」读回来的感触与觉悟而已。大家知道，「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超越一个

人的时间限制，「日月江河循环不止」超越一个人的空间限制，这些都不可能是靠个人的经

验观察可以得到的，只能通过博览群书来得着。传道者是一个读书人，通过大量读书──当

然是发人深省的有份量的书（所谓「箴言」），贯通古今贤人智者的智能，完全「超时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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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悟了不可能用「一生」参明的人生至理。这个就是读书的「妙用」了。毕竟，人生有限，

不可能事事都亲身经验和明白，而且，如果一定要吸过毒、离过婚、发过达、破过产、自过

杀、患过癌症才可以参明人生虚空的真相，那就太「可怕」了！──可怕的不是这个「参透」

的过程太痛苦，而是根本没有人可能捱得过，更遑论捱过了然后参透人生！ 
 

弟兄姊妹，一定要多读书，还要读有份量的书！不读书或者只读那些「ｘｘ鸡汤」或「ｘｘ

速成」之类的书，你根本不可能明白《传书道》的真正意义。甚么是有份量的书呢？告诉大

家，多读些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和哲学吧，绝对有用。今天所谓「主流教会」，大部分东西

都是抄袭自美国，而美国是一个在「人生哲学」上几乎「交白卷」的国家！没有「人生」就

没有「信仰」，「美式信仰」有几空洞无物，大家自己去想象一下吧！ 

 

二、对「自己」绝望 

 

前面说到，传道者对人生的「虚空的虚空」的「结论」是他读书「读」出来的，但这绝不意

味他像某些「牧师」或「学者」那样，只是抽空、抽象地「谈论人生」。传道者绝不是木无

表情的「禁欲主义者」，也不是专喜欢「唱衰世界」幸灾乐祸的「犬儒主义者」。我前面已经

再三强调，传道者不是本质上否定世界、人生和任何享乐，认为这些是本质上坏的东西，反

之，他其实是很喜爱「日光之下」的一切，他痛心、落漠的，倒是这一切美好之物，为甚么

总是滑不留手，会得而复失。 

 

传道者不是个理论多多的「白面书生」，而是个热情投入的「性情中人」，他内心深处对上帝

的信仰、对美善的追求，使他不能够就此「满足」于读书读出来的「虚空的虚空」的人生结

论。于是，他「反求诸己」，盼望他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不可能中的可能」：  

 
2:1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2我指嬉笑说：

「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
3
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

心却仍以智能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4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
5
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

6
挖

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
7
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

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
8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

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
9
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

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能仍然存留。
10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它的；

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

中所得的分。 

 

我们看前文后理，丝毫看不见传道者有因为他「动大工程」和「享大宴乐」而有甚么「罪疚

感」，这是那些木口木面的「学者」与「牧者」强解进去，又或者死死扣住「所罗门」是作

者，就将所罗门的失败事迹强行「读入去」的结果。我们细看经文，就知道令传道者痛心疾

首的，不是他怎样曾一度「陷溺享乐」的过错，而是这些享乐终归「带不走」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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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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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我们又看到传道者又有「大发现」了，就是他经此「亲身经历」后，得到比之前单靠

「读书」得来的更加确切和有力的大智能，更加明白人生而空虚的真相。传道者不禁暗暗自

喜，因为他以为「经此一役」而确证人生真是「虚空的虚空」的结论，也是个了不起的「大

收获」，总算是没有「虚度」此生，至少，比同样是「虚度」一生而连这个「发现」都没有

的大多数人更胜一筹： 
 

12 我转念观看智能、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甚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

行的就是了。
13
我便看出智能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14
智能人的眼目光明，愚

昧人在黑暗里行。...... 

 

不过，不消多久，传道者又回心一想：「这又如何呢？」 

 
14
......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

15
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

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能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
16
智能人和愚昧人一样，永

远无人记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能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 

 

传道者不是自作聪明，而是真是聪明──能够参明别人一辈子、几辈子都不明白的真相，只

是哪又如何？在代代都会过去，人人都有一死的前提下，一切都是一样，都是白费一场。 

 

至此，大家心清眼利的话，就会看得出传道者其实是「跑了两个圈」了。「第一圈」，他博览

群书、观察万物、贯通古今，得出一个所谓大觉悟、大智能，但发现哪又如何？──人总要

活下去呀，难道「觉悟」了就不用吃饭，不用生活，天天等死么？于是，「第二圈」，他就亲

自「下场」，寄望打出一个「缺口」，创出一个「例外」来。传道者大概好象彼得，以为「众

人会跌倒，我总不会！」又或像以利亚，以为「我必胜于我的列祖！」没想到到头来，都是「一

样」──「我并不胜于我的列祖！」彼得「痛哭」，以利亚「求死」，而传道者「第二圈」都

跑完了，却发现自己只是「返回起点」，终于发出最颓然绝望的哀号： 

 
17
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不知大家是否了解，传道者「亲自下场之后」与他「亲自下场之前」相比，他的觉悟或人生

结论有甚么不同，以致他「虚空」的程度会有这样大的分别。换个问法，是历世历代的人其

实已经跑了无数个「圈」子了（当是「N」个圈吧），传道者自己「落场」跑，也不过是「多

跑一圈」而已（即「N+1」圈），所差「一」而己，分别不应该太大吧！ 

 

要明白其中奥妙，大家一定要明白人是怎么「看」东西的，就是你永远本能地以「主观镜头」

来「看」世界，而你只要肯足够地用心观察（像传道者），是有可能「看」到所有人的──

但是除了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永远不可能出现在你自己的「主观镜头」之下。结果，你观察

到「一切」，甚至下了相当可靠的「结论」，却就是不自觉地忘记「算」你自己，于是，下意

识里，你就永远是一个「例外」。这就解释了不只是凡俗之辈，而是连许多「智者」都会在

信仰上「功亏一匮」的原因，因为他们总是看漏了自己。 

 

却是一旦像传道者那般「亲身下场」，也经验到「世人」一般的「空虚」，他就有一个极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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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次的觉悟，就是他并不是一个超然的「观察者」，而是一个「局中人」。这种感觉，大概

就好象一个医术极高明的「医生」，却发现自己竟也是一个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样。至

此，传道者忽然「发现」一个可极可怕的事实，「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已过的世代，无人

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而他，竟然就是其中的「一代」。理论上说，人人

都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所以，到死的时候，理应不该感到「意外」吧！但大家知道，绝对不

是这样的。同样，传道者很早就发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道理」，但是他真的从来没

有想到，自己竟然也是「其中之一」。这是很不同层次的「绝望」。人最决定性的绝望，正是

对自己的绝望！唯有连对自己都绝望，才是真正绝望。至此，传道者的绝望之路，就又「迈

进」了相当不小的一步了。 

 

三、对「后人」绝望 

 

2:12
我转念观看智能、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甚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

行的就是了。......18 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

留给我以后的人。
19
那人是智能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

在日光之下用智能所得的。这也是虚空。
20
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

作，心便绝望。
21
因为有人用智能、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

为分。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
22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甚么

呢？
23
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 

 

骤看，我们会觉得传道者太武断、太狂妄也太悲观──你自己失败，却怎可以「看死」后辈

中人一定没有一个「好得过你」呢？就算你自己「不胜于你的列祖」，也应该鼓励你的后继

者可以「胜过」你，打出一个「缺口」、创造一个「例外」吧！ 

 

大家用心感悟，就会知道传道者对后来者的绝望，不是由于武断、狂妄或悲观，而是发自极

深厚的同情心：传道者完全「预计」得到，他的后辈中，必有人像他一样，站在相当的智能

高度，饱覧群书、博通古今，然后又发出「虚空的虚空」的人生感喟；跟着又因为心有不甘

或不忍，于是挺身「下场」一试，最后发现「果然空虚」；再后来，在他的后辈的后辈中，

必又有人像他的后辈一样，站在相当的智能高度，饱覧群书、博通古今，然后又发出「虚空

的虚空」的人生感喟；跟着又因为心有不甘或不忍，于是挺身「下场」一试，最后发现「果

然空虚」。......如此这般，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重走传道者、传道者的前辈、传道者的

前辈的前辈，其实一早就已经走过的「冤枉路」。悲哀的不只是「虚空」、悲哀的不只是「枉

然」，最可悲可哀的，是无数的「善意」就是这样被蹧蹋、被遗忘。想想，这是一幅多么可

悲可哀的图画： 
 

你跑到半山，想到山顶看景，迎面来了一位满脸风霜的老者，满怀善意告诉你：「少年

人啊，不要上去了，没啥好看的，别浪费时间了！」但你不信，只顾继续跑上山去，结

果果然如老者所言，只好颓然而返。下到半山，迎面来是一个打算上山看景的小子。你

心中不忍，就告诉他：「少年人啊不要上去了，没啥好看的，别浪费时间了！」但他不信，

只顾继续跑上山去。你看着他的背影──惭愧，是因你也是这样不相信在前的那位老者

的善意；悲哀，是因你想象到他必将感到与你一般的惭愧、悲哀......如此的世世代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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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传道者终于「走毕全程」，「迈向」绝望之路的「尽头」了──就是终极地，毫无保留

地参明「虚空的虚空」的人生真相。 

 

但我恳请大家用心肝明白，这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吶喊，绝对

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甚么要不得的「世俗之见」，而是发自人类最深沉睿智的博大智能与悲

天悯人的伟大情操的动人呼唤。大家细看圣经，讲过类似「虚空的虚空」的话的人，哪一个

是「等闲之辈」呢? 

 

摩 西──
诗 90:10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

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约 伯──
伯 14:1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
2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

影，不能存留。
3
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 

 
耶利米──

耶 20:14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 18我为何出

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只有最肤浅冷血的人，才会忍心讲他们讲的是「日光之下」的「世俗观点」。告诉大家，没

有对历史的大参透、对人生的大投入、对人类的大同情，是不可能讲出这种叫天地动容，最

有「正气」的说话的。 

 

结论、两处茫茫皆不见、千秋脉脉命相连 

 

我在引言中已提出过，《传道书》的结构（布局）是一个四部曲：「人生信仰的点──线──

面──体」。在《传道书》的正文里面，「点」的层次是看不见的，因为是「预设」的。 

 

所谓「点的人生」，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关切的不会「离

身超过十尺」，即没有前后的「历史向导」，更没上下的「信仰向导」（稍后详解）。这种人永

远不会感应到真正的「绝望」，也就是传道者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因为他们的人生只是一

个「点」，而「点」是没有「坐标」的，可以「点」在哪里都无所谓。所以，这种人可以不

停地搬家、转工、转学、结婚、离婚、移民......不断地由一个「点」转到另一个「点」。他们

总是以为一切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转换「点」的位置的方法来解决转移，而一切不顺境都

只是「偶然」的，都只是一时「手风」不好而已，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绝望」。 

 

传道者却不同了，他的人生起码是一个有前有后的「线的人生」──他先而因着饱览群书而

来的大智能对古人绝望，继而又因着全情投入现实人生而对自己绝望，再后又因为悲天悯人

的情怀而对后世绝望。传道者的生命关怀绝对不是一个「点」（自己），而是一条「线」──

向前回溯到祖先远古，向后又遥望及子孙万代。但正因这样，传道者的绝望就不是个人际遇

上的「假绝望」（那只是一时失意而已），而是心系人类整体「血脉相连」的真绝望。日光之

下，这条「绝望之路」向前向后都完全看不见尽头，找不到出口，唯一的「出路」，就唯有

往上望。如何往上望呢？下一篇就会讲到如何从「线的人生」过度到「面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