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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然 安 頓 
 

傳道書之（二）2:24-3:22 

引子、請還信仰一個「複雜」 
 

俄網的「複雜」是常常連我自己也大感「意外」的。一個看起來應該是基督教的網站，卻先

前大講儒家孔孟的道理，而今又大講道家老莊的學問，甚至想到用聖經《傳道書》裡的信息

來貫通、總結和昇華他們的思想情懷。俄網的信仰觀之所以會如此複雜，因為事實上，人間

本來就複雜、人生本來也複雜、人性本來就更複雜，所以，對應於真實的人間、人生、人性

的信仰，自必然也應該「複雜」。 

 

不過，我之謂信仰上的複雜，卻並不是神學上的玄奧高深（譬如耶穌的神人二性有幾多種的

「組合」）、不是經籍上的浩如煙海（譬如正經、旁經、偽經加起來有多少卷），不是註解上

的長篇大論（譬如一句經文甚至一個原文就搞出成千上萬字的註解）、不是教義上的邏輯森

嚴（譬如「因信稱義」如何運作的整個「推論」）、不是禮儀上的煩煩瑣瑣（譬如各種教會慶

節應該如何嚴格執行）、也不是制度上的重重疊疊（譬如各等「聖職人員」的權責配合和彼

此關係）。這些其實都是蒼白造作的「假複雜」，我疑心很可能是某些「宗教專業人士」賴以

維生或百無聊賴而日積月累堆砌出來的「假複雜」。真實的人間、人生、人性會呼喚真實故

而複雜的信仰，但這種複雜是「真複雜」，是血肉飽滿的複雜，是切膚蝕骨的複雜。 

 

真信仰的真複雜，緣自一個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的信仰事實──人既有對「日光之上」的超然

嚮往，又有泥足於「日光之下」的沉重現實。真實的人間、人生、人性，不可能截然二分為

正邪黑白、靈肉善惡，然後一刀兩斷，各走各路。某些「自由派」混同黑白抹殺是非、又有

某些「基要派」非黑即白非是即非，其實都是「殊途同歸」──都是抹殺了真實信仰的複雜

性，實質上，就是破壞了信仰本身。 

 

在《傳道書》裡面，我們看到不少「模稜兩可」的說話、不少「前文不顧後理」的斷言，不

少「忽然跳躍」的轉接，究其實，都不過是傳道者以他的大智慧與大悲情，兼容並存「日光

之上」的至理與「日光之下」的現實的努力成果，好使真理可以活於人間，好使人間可以活

出真理。許多經文表面上的所謂「矛盾衝突」，都不過是由於我們將人生、將信仰都看得太

過簡單而來的，只要我們肯還信仰一個「複雜」，就可以馬上豁然開朗，心領神會。 

 

大家不要搞錯，我說要還信仰一個「複雜」，絕對不是想搞「信仰複雜化」，剛剛相反，我最

終的目的只是想還信仰一個「簡單」，好讓大家都明白「道不遠人」，「真理離我們不遠」。今

天，我就會以《傳道書》2:24-3:22 為例，講明傳道書裡頭一個看似非常「複雜」而其實是極

其「簡單」的信仰邏輯── 
 

怎可以從人生的百般無奈──「忽然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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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可以「忽然安頓」？ 
 
前邊，傳道者從過去說到現在說到將來，說到萬念俱灰，無限淒涼： 

 

說到過去── 
1:4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8
萬事令人厭煩，人不

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 

 

說到現在── 
2:4

我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葡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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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後來──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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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卻「忽然」之間，講出幾句好像「從天而降」，非常「安頓」的「結論」： 

 
2:24

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
25
論到吃用、享福，誰

能勝過我呢？
26
上帝喜悅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惟有罪人，上帝使他勞苦，

叫他將所收聚的、所堆積的歸給上帝所喜悅的人。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 

 

搞甚麼呢？怎可以這樣「跳躍」呢？前面明明說過去一切世代都是虛空的虛空，他自己投身

努力大半生，發現也是虛空的虛空，再想到將來的世代不過重演過去和自己的故事，甚至更

不如，都是虛空的虛空，統統都虛空了，理應是「終極絕望」呀，就算不自殺，也應該咒天

罵地，或至少自暴自棄，這才「合邏輯」呀。為甚麼忽然間就好像甚麼都看通了，可以快快

樂樂地生活下去？ 

 

我相信必定有好些人會很「簡單」的說：「傳道者悔改了嘛！他信了上帝（或說耶穌）嘛！

──那麼就一切都會好起來了，或者至少都有了意義了，就不再虛空了！總之，就是信主前

後一百八十度轉變啦！」──真的這麼「簡單」嗎？對不起，我相當疑心這種講法，是只有

整天躲在冷氣辦公室裡無所用心的人才想得出來的。 

 

信主之後就會「一切都好起來」麼？不要自欺了。我聽過不少這類所謂「見證」，卻經常發

覺，這些人本來就「不壞」，或至少「很有條件」（譬如出身中產或遇到「貴人」），所以就算

他們不是所謂「信耶穌」，而是「信佛」或「當童軍」，都一樣可以「好起來」。而且他們之

所謂「好起來」的標準，不過是更加健康快樂、幸福美滿，我實在看不出與主耶穌釘十字架

有甚麼關係。這類所謂「見證」，甚麼財團的「慈善基金」都可以如法泡製一千幾百個出來。 

 

你只要稍稍誠實，「雙腳沾地」，就必知道信主前後，你的人生際遇並沒有甚麼實質改變，生

活的壓力並不減少，人際的相處一樣複雜，生命的「虛空感」和「無力感」，你知道，總是

時不時又湧上心頭。事實上，你信主之後，因著良心更敏感、對人更上心、對事更執著，加

之有了「教會生活」之後生活更加繁忙、時間更加拉緊。總之，就是有更多的機會遇到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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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無奈的局面，度過短短的「信仰蜜月期」後，你很可能活得比信主前更加辛苦困惑。不但

如此，假如你「不幸」像挪亞、亞伯那樣敬畏上帝、像摩西、耶利米那樣悲天憫人，像以利

亞、保羅那樣執著信仰，像約伯、傳道者那樣洞悉世情，我保證，人世間的滔滔苦罪，一定

會把你壓得透不過氣來。總之，一般「不信的世人」其實活得相當「怡然自得」，但是「信

主的你」，倒是整天嘆息著「虛空的虛空」。 

 

我上一篇已經說過，活在「日光之下」的一般人（即所謂「點的人生」），根本不會發覺自己

的「虛空的虛空」，他們絕大多數非常樂此不疲地在人間追逐，最多只有片斷的失望。失望

到會自殺或出家的，只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唯有具備一定的「日光之上」的眼界的人，譬如

傳道者或老子、莊子等哲人，才會「看」得出這個人生而虛空的真相。基督徒也者，其實也

是別具「日光之上」的眼界的人。許多時候，正正因為他們有這種「超然」的眼界，更深切

地看見自己的罪性，看到人間的苦楚，明白生命的艱難，於是就更加痛苦，更加痛心於人間

的虛空。上篇提到過的摩西、約伯、耶利米，都是這類偉大的信仰心靈，所以，他們對於人

生空虛的吶喊，也最為真切動人。說這麼多，總意只是一句，傳道者這個「忽然安頓」，我

們一定不可以看得這麼「簡單」。接下來，我就會帶大家細心去分解其中「不一樣的邏輯」。 

 

二、首論人的「安頓」與「安份」 

 
2:24

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 

 

我一早強調過，傳道者突顯的人生痛苦，不是人生一點快樂都沒有，事事都不如意，事事都

不成功。總對不是這樣，身為「王」的傳道者更不是這樣。令傳道者感到大虛空的，是再好

的東西，得到了，當下也享受了，卻都會像「捕風」或「追逐空氣」一樣，總是抓不穩、留

不住。大家細看上文，就可以清楚知道傳道者「針對」的是怎麼樣的人生「空虛」： 

 
1:4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11
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

後來的人也不記念。......
2:16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永遠無人記念，因為日後都被忘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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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者所悲嘆的，是一切的勞苦工作和智慧酬算的「果效」，到了「後來」都無法保存，最

終都會被人忘記，都是白幹一場。就算留給所謂「後人」，但將來的世代也不過如此，終歸

還是好像從來沒有過的一樣。有過，卻無法留住，彷如無有，這就是「虛空」。人心裡極大

的一重痛苦，就是這種「得到過的好東西沒法留住」的感覺，但更悲慘的，是無知的世人卻

又因此而生出另一重更大的痛苦，就是痴心妄想可以用點甚麼方法來「將得到過的好東西永

遠留住」。到頭來，機心算盡，還是甚麼都留不住，這就是「苦上加苦」。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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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節裡頭的「勞碌累心」，重點不是如何「得著」，而是如何「留住」，因為上文所講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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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自己已經得到的留給後人」的問題。大家一定要明白傳道者的邏輯──「得不著」只

是相對的痛苦，「留不住」才是絕對的痛苦。因為「得不著」指涉的是「個別的事件」，「得

不著」的原因可以是「偶然」的，意思是換個環境、方法、時機，你就仍然有可能得著，犯

不著要完全絕望。但是，「留不住」所指涉的是「整個的人生」，「留不住」的原因是「必然」

的──就是你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死（必死），也無法支配你死後的世代，這個是你無可逃於

天下之間的「宿命」，是必然的、絕對的絕望。 
 
總之，傳道者所針對的虛空，不是得不到的或不能享受的遺憾，而是，儘管得到過了、享受

過了，卻因著人生命的極限而無法將這些幸福抓住、留下的大遺憾。上篇說過了，至此，絕

望之路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無路可走了。但是，為甚麼傳道者可以「忽然安頓」起來呢？ 
 
我再嚕囌一次，就是令傳道者絕望的不是他的「個人際遇」（他的際遇其實好到不得了），而

是他的「信念」裡頭所關涉的「人的本質」──無法控制他的生死（必死），和無法支配他

死後的世代。簡言之，這種絕望是來自他的信念而非際遇。不明白嗎？我舉個例子。「人人

都有一死」始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但請你用心環顧四周，看看有幾多人會因為「人人都有

一死」而絕望或影響他重大的人生信仰的抉擇，我就看不見多少，因為「人人都有一死」並

不是很多人的「信念」──他們心底裡並不將它當做一回事。一個未死的人，卻能經常自覺

著自己和全人類都必有一死，這才算是信念。傳道者懷著類似的信念，於是他才會絕望。 
 
這個既然是一個信念（在你的信仰心靈裡的重要事實），那就意味這是不可改變的，掙扎也

無用的。既然終歸也無法「抓住」，那就爽性不要「抓住」，盡量「享受當下」就是了。於是

傳道者就發這個「忽然安頓」的呼籲： 
 

2:24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 
 
隨遇而安，有得你做就做，有得你吃就吃──既知道「憂慮明天」（後來）超出人能控制的

極限，那麼，「享受今天」倒是一種很「謙卑務實」的人生態度。這種從極大的絕望，忽然

跳到很大的「安頓」的做法，其實一點不難理解，秘訣就在於這四個字──接受現實。 
 
說個好離譜但又很平常的例子給大家聽，大家就會更明白：有好幾次，因為自己一時疏忽或

真是太巧合，約了不同的人於同一時間聚會。自己發現了後，就一直坐立不安，整天想著如

何「處理」這個「難題」，一直想到困擾不堪。及至約會的當天或前夕，仍是萬分苦惱。卻

是忽然之間「大徹大悟」──「煩惱甚麼？我根本怎麼想也不可能同時赴幾個約會，選一個

然後推辭其他幾個就是了！」大家明白嗎？原來，我的煩惱不是來自如何「同時出席幾個約

會」的所謂難題，因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故而也沒有好煩的。我的真正煩惱其實是來自我

的「無知」──連人必然受制於時空限制都忘記了，妄想怎樣「分身赴會」。一旦「接受現

實」──人只能同時赴一個約會，我就不再煩惱了，推了其他而只赴一個，就是了。 
 
人一旦真正覺悟自己生而為人的限制，知道掙扎到最後也是毫無益處的，他就不會再妄想打

破甚麼限制，到了這一刻，他就會接受現實「忽然安頓」。這個「邏輯」看以複雜，其實是

非常顯淺的。不過，傳道者能夠「忽然安頓」的原因，卻又不只是「走投無路」下「宣告投

降」而已，背後，還有著更深刻、更動人的基礎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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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論神的「主權」和「善意」 

 
2:24

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
25
論到吃用、享福，誰

能勝過我呢？
26
上帝喜悅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惟有罪人，上帝使他勞苦，

叫他將所收聚的、所堆積的歸給上帝所喜悅的人。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 
 

參看：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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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傳道者對於人的「宿命」的信念並不是完全絕望的，因為內裡有一個隱隱然的「上帝

因素」。日光之下，的確是一片絕望，全無生路。但是，在傳道者的「信仰邏輯」裡，他卻

沒有從關於人的「絕望」推論到關於「上帝」的絕望，因為我們不能從自身的無能──不能

控制生死和死後的世代──就推論出上帝也是無能或者祂根本不存在或不慈愛的結論。 

 

當然，傳道者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前設」的，他沒有提出任何證明就肯定了有上帝。傳道者

怎麼可以這樣肯定呢？我想必有人這樣說：「他是以色列的王呀，當然是他的宗祖遺傳給他

啦；再不是，他既是聖經作者，上帝自然可以直接啟示給他的。」這些當然都是事實，我也

是這樣相信，但是，若我們只需要這種「標準答案」，何苦要有《傳道書》這類傾向「智慧

文體」的聖經書卷呢？事實上，《傳道書》的寫作特色容許甚至鼓勵我們，可以將信仰想得

更加「哲理」一些、「人性」一些、「人間」一些。 

 

傳道者究竟如何肯定上帝的存在、全智與慈愛，下文就會講述。總之，傳道者是一開始就肯

定了這一切的。於是，人的「絕望」就不構成終極的絕望──人無法掌控世界，不意味世界

失控；人無法透解自己生命的奧秘，也不等於生命就是毫無意義。皆因，背後還有上帝。人

的際遇，無論如何淒慘或難明，總是「出於上帝的手」，都是「上帝叫世人經練」的。 

 

不過，大家一定要留意，傳道者不像我們平時「講見證」那樣，直接或一一對應地用「神的

旨意」來解釋我們個別的經歷或遭際。傳道者的意思是「一切的遭遇」、「所有人的遭遇」，

都是「出於上帝的手」。傳道者在此沒有為任何遭遇提供具體的「上帝解釋」，而是說「一切

遭遇」都「總有解釋」──邏輯是「背後總有上帝」。不過，以下這幾句經文又好像為傳道

者自己的遭遇提供了「合理解釋」，這又是甚麼回事呢？ 

 
2:25

論到吃用、享福，誰能勝過我呢？
26
上帝喜悅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惟有

罪人，上帝使他勞苦，叫他將所收聚的、所堆積的歸給上帝所喜悅的人。 

 

傳道者似乎在為自己的富貴「解釋」，講到是上帝特別「獎勵」他的，又好像說到罪人不會

得到上帝的賜福，他既得福，就一定不是罪人云云。其實，傳道者並不真是在「解釋」自己

的遭遇，更不是吹捧自己怎樣好所以有福。《傳道書》的下文有就有不少「反面例證」講出

日光之下「好人不一定有好報」的事實。這幾句要說的是先揭示一個「通例」（大原則），就

是一切「總有解釋」，而最後的「解釋」就是上帝總是公平的、慈愛的。傳道者不是在解釋

自己的遭遇，而是要肯定一切到最後總有解釋，為第十二章「一切事神必審問」設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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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論神的「主權」和「善意」 

 

單單解釋二章廿四至廿六節三節經文，就說了足足四版紙，但大家不用擔心，因為下文重重

覆覆，「一段過去，一段又來，主旨卻永遠長存」，講來講去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只是層次上

略有進展，解釋的進度也就可以相應大幅加速。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2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

有時；
3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4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

舞有時；
5
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6
尋找有時，失落有

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7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8喜愛有時，

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9
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益處呢？ 

 
3:10

我見上帝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
11
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

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承接上文的信念，人自身無法掌握世界和世事，卻不等於世界和世事是失控的，或只是無意

識地盲目運轉的，又或僅是周而復始徒勞無功地循環往返的。在上帝的心意和計劃裡，一切

都有「定時」──意味「日光之下」的世事，表面上是「無意義」和「徒勞」的，但以一個

更高層次（即「日光之上」）的眼光看，它們其實是有意義、有進展、甚至有目的的。人生

而虛空，因為我們不能把美好的事物抓住、留下，但上帝可以。這個就是上帝的主權，也就

是上帝之為上帝而不同於世人的重要「判準」。 

 

傳道者同時又強調，上帝的的「定時」是人不能參透、無力改變的，於此，人必須自知，不

要妄想靠人力來「改變」上帝的計劃。（我討厭「動作多多」的靈思派和甚麼「禱告搖動上

帝的手」的講法，原因在此。）這當然不是叫我們不做事、不努力，而是不強求、不妄為，

因為凡事都有上帝的時候，到了時候，自有收成，我們能作的，只是按時播種，並且欣然接

受上帝的最終安排。不過，這個「接受」不是痛苦無奈的，因為傳道者又告訴我們，這位大

能的主權上帝，同時又是萬分仁慈的。 

 
3:11

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 
 

原來，在上帝的設計與心思裡面，不只有時候，更有最美的時候，而今天看似虛空、無意義

和無從解釋的世事，到最後，不只有解釋，更有最美的解釋。這是多麼令人感動的說法。更

加美麗的，是我們之所以感應到人生的空虛與絕望，是出自上帝「將永生（永遠）安置在世

人心裏」的美好安排。正正因為我們心裡有「永恆的觀念」、有「永生的渴想」，我們才會對

抓不住、留不下美好事物，有這樣痛入心痺的大遺憾和大悲哀。而這份大遺憾和大悲哀，又

觸動我們的心靈，無法滿足於「日光之下」的追逐，甚至不能滿足於一般「哲學」的或「宗

教」的沉思冥想，而必要更加提高一線，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信祂的主權，更信祂

的慈愛。這不是泛泛論證出來的「上帝論」，而是發自人心靈的最大渴想的期待。上帝將「永

生（對永恆渴想）」放進你心裡，叫你虛空、叫你絕望，目的只是為引導你抬頭看天父、早

日回天家──這是多麼壯麗的大慈悲，多麼超然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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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論人的「安頓」與「安份」 

 

其實，來到三章十一節，主要的信息基本上講完了，但是傳道者就好像老約翰一樣，都像寫

遺囑一般，怕小子們忘記，一定會反反覆覆把相類的信息再講一遍，甚至幾遍。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13
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

上帝的恩賜。
14
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上帝這樣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看到嗎？都是些差不多的說話。傳道者告誡我們，我們既在「日光之上」有一位這樣有大慈

悲與大智慧的上帝，我們就應當在「日光之下」好好過活。 

 

傳道者卻不像那些木無表情的「牧師」，要你像他們一般木無表情的做一輩子「敬虔人」。傳

道者說的這個「好好過活」是很立體、很整全、很人性、很「自然」的，就是你一方面可以

「放心」，在人間「喜樂」、「吃喝」和「享福」，不要問長問短、不必思前想後；但是另一方

面你也要「上心」，就是也要記得「行善」、並對上帝常存「敬畏」的心。 

 

看到嗎？《傳道書》的「層次」，真是豐富得驚人。「日光之上」的眼界不只一層，以智慧參

明前代，以悲心看透後世，因而生出「虛空的虛空」人生感嘆，這已經是「日光之上」的眼

界的一層，但升高一線，感悟到「虛空」背後總有上帝，有祂的主權在，有祂的慈悲在，這

是「日光之上」的更高的一層眼界。帶著這「日光之上」的覺悟，卻仍得重返「日光之下」

的人間好好過活，但從此要活得「有層次」，不能再像「點的人生」那樣只顧自己，而應兼

及人間與天上，安然地「吃喝享福」，但也不要忘記「敬畏行善」。總之，天上的眼界有至少

兩個層次，人間的生活也有至少有兩個層次，《傳道書》的信息真是立體得驚人，這樣的信

仰境界與蒼白無力的「敬虔主義」，實在差得太遠了。 

 

六、三論神的「主權」和「善意」 

 
3:15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上帝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16我又

見日光之下，在審判之處有奸惡，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
17
我心裏說，上帝必審判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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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乃為世人的緣

故，是上帝要試驗他們，使他們覺得自己不過像獸一樣。 

 

這裡的經文，一望而知，又是重重覆覆啦！其實，由第一章一開首，經文字面上已經是大同

小異的，譬如： 

 
1:4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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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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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眼上，其實與三章十五到十八節說到的「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

且上帝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所差無幾，不過，最不同的，是後者出現大量的「上帝原

素」，不像前者只是一片的「灰暗」，卻是在表面的「灰暗」下面，設上了「光明的底色」。 

 

傳道者再一次強調，只要「有上帝在」，即使世事表面上是虛空──無意義、無解釋（譬如

離譜到「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到底還是有意義、有解釋的。上定暫時隱藏它們的意義與

解釋，目的，一如上述，是要我們「安份」，明白某程度上講，我們活在「日光之下」，「不

過像獸一樣」，好叫我們懂得敬畏和順服上帝。 

 

七、三論人的「安頓」與「安份」 

 
3:19

因為世人遭遇的，獸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樣：這個怎樣死，那個也怎樣死，氣息

都是一樣。人不能強於獸，都是虛空。
20
都歸一處，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

21

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獸的魂是下入地呢？22 故此，我見人莫強如在他經營的事上喜

樂，因為這是他的分。他身後的事誰能使他回來得見呢？ 

 

傳道者還告訴我們，尚有更深的一重隱藏著的善意，是要我們細味和忖摩的： 

 
3:21

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獸的魂是下入地呢？ 
 

記得上面講過了，就是上帝已經將「永生（永恆的觀念與嚮往）」放在「人」心裡，所以人

就應該感應到他與沒有永生觀念與嚮往的「獸」畢竟是不同的──「獸」可以只顧「日光之

下」，因為「獸的魂是下入地」的，但是「人」卻必要同時顧及「日光之上」，因為「人的靈

是往上升」的。知道嗎？人在上帝的心目中是極其寶貴的，所以，我們就絕對不應該活得像

隻「獸」，而應該活得似個「人」。 

 

不過，傳道者又以其一貫的「立體作風」，又提醒我們，在顧及「日光之上」，過敬虔生活的

同時，又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超然」，因為又在某程度講，日光之下，你有著各種生活上

的需要，確頗似一隻「獸」。所以，敬虔行善是一回事，但不要妄求做「超人聖人」，總而言

之，「吃喝快樂」並不是犯罪的事，甚至可能是你一生可以達到的最大「成就」之一。傳道

者的「立體言論」，又再一次令人震驚，卻又顯出非常的體貼動人，萬分可愛。 

 

這裡以三章廿二節作結：「我見人莫強如在他經營的事上喜樂，因為這是他的分」，你心清眼

利的話，會發現繞了個大圈，不過仍是呼應著最先講到的二章廿四節：「人莫強如吃喝，且

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不過，這也不等於徒勞無功，因為繞了個大圈

回來，解了足足八版紙後，我對自己所作的有相當的信心，你也要自己有信心，就是你已經

不再是第一章開始時候的「虛空」，也不再是第二章結尾時候的「莫明其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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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還是不要忘記信仰的「複雜」 
 
按傳道者的「進度」，這裡說到的是一個「面的人生」──既不像「點的人生」心目中只有

自己，滿足於「日光之下」短暫的人間追逐；也不只是「線的人生」，有某程度上的「日光

之上」的智慧與悲心，思前想後，終而看透「日光之下」的人生實相，有「虛空的虛空」的

發現與感喟，卻是止於此而無真正出路。「面的人生」卻能夠上通於「天」，以更高的「日光

之上」的眼界來參透萬事，確信在一切無意義和無解釋的背後，因有上帝的存在、權能與美

意，最終都有意義和有解釋，並會指向一個終極的完滿。  
 
 
 
 
 
 

面的人生 
 
 
 

線的人生 
 
                                                 點的人生 
 
 
不過，從「點」到「線」再到「面」的信仰人生所指的卻不是三個「斷層」： 
 
第一、即使你真的到達了「面的人生」的境界，也不等於你從此就「超然物外」，可以再沒

有任何「點」（譬如人生慾望）與「線」（譬如歷史文化）的需要和責任。事實上，「面

的人生」不是「廢棄」了「點」與「線」的人生，而是用「面」（對上帝的信仰與依

從）來整合「點」與「線」的人生，使我們對慾望的追求和對歷史文化的參與，都可

以有合理的「安頓」，配上一個最適當的位置。 

 

第二、你終此一生，這三個「層次」都必定是並存的。又由於「日光之下」的限制，三者的

確時不時就會「打架起衝突」，令你困擾。有時，若情況不太嚴重，你就要曉得「馬

虎算數」，否則我肯定你會痛苦一生；若是情況嚴重，則別無選擇，先顧「面」再顧

「線」最後顧「點」，即所謂「殺身成仁、見義忘利」之意。但記得，還是那句，這

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你卻也不要天天都想著要做超人、做聖人、做烈士呀！ 

 

至於真正的「圓滿」的信仰人生是怎樣的，就一定要說到「體的人生」，但那是連傳道者也

沒有「直接」提及的，我這裡也就暫且不說甚麼了。 

 

總之，大家不要忘記，真實的信仰總是「複雜」的，但正因為其「複雜」，才足以對應同樣

複雜的人間、人生與人性！將信仰說得過分「簡單」，四平八穩、非此即彼、頭頭是道，那

就只會成為「抽象」的「假信仰」，很可能比不信還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