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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然 安 顿 
 

传道书之（二）2:24-3:22 

引子、请还信仰一个「复杂」 
 

俄网的「复杂」是常常连我自己也大感「意外」的。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基督教的网站，却先

前大讲儒家孔孟的道理，而今又大讲道家老庄的学问，甚至想到用圣经《传道书》里的信息

来贯通、总结和升华他们的思想情怀。俄网的信仰观之所以会如此复杂，因为事实上，人间

本来就复杂、人生本来也复杂、人性本来就更复杂，所以，对应于真实的人间、人生、人性

的信仰，自必然也应该「复杂」。 
 

不过，我之谓信仰上的复杂，却并不是神学上的玄奥高深（譬如耶稣的神人二性有几多种的

「组合」）、不是经籍上的浩如烟海（譬如正经、旁经、伪经加起来有多少卷），不是批注上

的长篇大论（譬如一句经文甚至一个原文就搞出成千上万字的批注）、不是教义上的逻辑森

严（譬如「因信称义」如何运作的整个「推论」）、不是礼仪上的烦烦琐琐（譬如各种教会庆

节应该如何严格执行）、也不是制度上的重重叠叠（譬如各等「圣职人员」的权责配合和彼

此关系）。这些其实都是苍白造作的「假复杂」，我疑心很可能是某些「宗教专业人士」赖以

维生或百无聊赖而日积月累堆砌出来的「假复杂」。真实的人间、人生、人性会呼唤真实故

而复杂的信仰，但这种复杂是「真复杂」，是血肉饱满的复杂，是切肤蚀骨的复杂。 

 

真信仰的真复杂，缘自一个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信仰事实──人既有对「日光之上」的超然

向往，又有泥足于「日光之下」的沉重现实。真实的人间、人生、人性，不可能截然二分为

正邪黑白、灵肉善恶，然后一刀两断，各走各路。某些「自由派」混同黑白抹杀是非、又有

某些「基要派」非黑即白非是即非，其实都是「殊途同归」──都是抹杀了真实信仰的复杂

性，实质上，就是破坏了信仰本身。 
 

在《传道书》里面，我们看到不少「模棱两可」的说话、不少「前文不顾后理」的断言，不

少「忽然跳跃」的转接，究其实，都不过是传道者以他的大智能与大悲情，兼容并存「日光

之上」的至理与「日光之下」的现实的努力成果，好使真理可以活于人间，好使人间可以活

出真理。许多经文表面上的所谓「矛盾冲突」，都不过是由于我们将人生、将信仰都看得太

过简单而来的，只要我们肯还信仰一个「复杂」，就可以马上豁然开朗，心领神会。 

 

大家不要搞错，我说要还信仰一个「复杂」，绝对不是想搞「信仰复杂化」，刚刚相反，我最

终的目的只是想还信仰一个「简单」，好让大家都明白「道不远人」，「真理离我们不远」。今

天，我就会以《传道书》2:24-3:22 为例，讲明传道书里头一个看似非常「复杂」而其实是极

其「简单」的信仰逻辑── 
 

怎可以从人生的百般无奈──「忽然安顿」？ 
 

 

 



 2

一、怎可以「忽然安顿」？ 
 
前边，传道者从过去说到现在说到将来，说到万念俱灰，无限凄凉： 

 

说到过去── 
1:4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8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

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说到现在── 
2:4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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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后来──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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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却「忽然」之间，讲出几句好象「从天而降」，非常「安顿」的「结论」： 

 
2:24

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
25
论到吃用、享福，谁

能胜过我呢？
26
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能、知识，和喜乐；惟有罪人，上帝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聚的、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搞甚么呢？怎可以这样「跳跃」呢？前面明明说过去一切世代都是虚空的虚空，他自己投身

努力大半生，发现也是虚空的虚空，再想到将来的世代不过重演过去和自己的故事，甚至更

不如，都是虚空的虚空，统统都虚空了，理应是「终极绝望」呀，就算不自杀，也应该咒天

骂地，或至少自暴自弃，这才「合逻辑」呀。为甚么忽然间就好象甚么都看通了，可以快快

乐乐地生活下去？ 

 

我相信必定有好些人会很「简单」的说：「传道者悔改了嘛！他信了上帝（或说耶稣）嘛！

──那么就一切都会好起来了，或者至少都有了意义了，就不再虚空了！总之，就是信主前

后一百八十度转变啦！」──真的这么「简单」吗？对不起，我相当疑心这种讲法，是只有

整天躲在冷气办公室里无所用心的人才想得出来的。 

 

信主之后就会「一切都好起来」么？不要自欺了。我听过不少这类所谓「见证」，却经常发

觉，这些人本来就「不坏」，或至少「很有条件」（譬如出身中产或遇到「贵人」），所以就算

他们不是所谓「信耶稣」，而是「信佛」或「当童军」，都一样可以「好起来」。而且他们之

所谓「好起来」的标准，不过是更加健康快乐、幸福美满，我实在看不出与主耶稣钉十字架

有甚么关系。这类所谓「见证」，甚么财团的「慈善基金」都可以如法泡制一千几百个出来。 

 

你只要稍稍诚实，「双脚沾地」，就必知道信主前后，你的人生际遇并没有甚么实质改变，生

活的压力并不减少，人际的相处一样复杂，生命的「虚空感」和「无力感」，你知道，总是

时不时又涌上心头。事实上，你信主之后，因着良心更敏感、对人更上心、对事更执着，加

之有了「教会生活」之后生活更加繁忙、时间更加拉紧。总之，就是有更多的机会遇到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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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奈的局面，度过短短的「信仰蜜月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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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挪亚、亚伯那样敬畏上帝、像摩西、耶利米那样悲天悯人，像以利

亚、保罗那样执着信仰，像约伯、传道者那样洞悉世情，我保证，人世间的滔滔苦罪，一定

会把你压得透不过气来。总之，一般「不信的世人」其实活得相当「怡然自得」，但是「信

主的你」，倒是整天叹息着「虚空的虚空」。 

 

我上一篇已经说过，活在「日光之下」的一般人（即所谓「点的人生」），根本不会发觉自己

的「虚空的虚空」，他们绝大多数非常乐此不疲地在人间追逐，最多只有片断的失望。失望

到会自杀或出家的，只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唯有具备一定的「日光之上」的眼界的人，譬如

传道者或老子、庄子等哲人，才会「看」得出这个人生而虚空的真相。基督徒也者，其实也

是别具「日光之上」的眼界的人。许多时候，正正因为他们有这种「超然」的眼界，更深切

地看见自己的罪性，看到人间的苦楚，明白生命的艰难，于是就更加痛苦，更加痛心于人间

的虚空。上篇提到过的摩西、约伯、耶利米，都是这类伟大的信仰心灵，所以，他们对于人

生空虚的吶喊，也最为真切动人。说这么多，总意只是一句，传道者这个「忽然安顿」，我

们一定不可以看得这么「简单」。接下来，我就会带大家细心去分解其中「不一样的逻辑」。 

 

二、首论人的「安顿」与「安份」 

 
2:24

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 

 

我一早强调过，传道者突显的人生痛苦，不是人生一点快乐都没有，事事都不如意，事事都

不成功。总对不是这样，身为「王」的传道者更不是这样。令传道者感到大虚空的，是再好

的东西，得到了，当下也享受了，却都会像「捕风」或「追逐空气」一样，总是抓不稳、留

不住。大家细看上文，就可以清楚知道传道者「针对」的是怎么样的人生「空虚」： 

 
1:4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11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

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2:16

智能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记念，因为日后都被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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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者所悲叹的，是一切的劳苦工作和智能酬算的「果效」，到了「后来」都无法保存，最

终都会被人忘记，都是白干一场。就算留给所谓「后人」，但将来的世代也不过如此，终归

还是好象从来没有过的一样。有过，却无法留住，彷如无有，这就是「虚空」。人心里极大

的一重痛苦，就是这种「得到过的好东西没法留住」的感觉，但更悲惨的，是无知的世人却

又因此而生出另一重更大的痛苦，就是痴心妄想可以用点甚么方法来「将得到过的好东西永

远留住」。到头来，机心算尽，还是甚么都留不住，这就是「苦上加苦」。 
 

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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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节里头的「劳碌累心」，重点不是如何「得着」，而是如何「留住」，因为上文所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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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自己已经得到的留给后人」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明白传道者的逻辑──「得不着」只

是相对的痛苦，「留不住」才是绝对的痛苦。因为「得不着」指涉的是「个别的事件」，「得

不着」的原因可以是「偶然」的，意思是换个环境、方法、时机，你就仍然有可能得着，犯

不着要完全绝望。但是，「留不住」所指涉的是「整个的人生」，「留不住」的原因是「必然」

的──就是你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死（必死），也无法支配你死后的世代，这个是你无可逃于

天下之间的「宿命」，是必然的、绝对的绝望。 
 
总之，传道者所针对的虚空，不是得不到的或不能享受的遗憾，而是，尽管得到过了、享受

过了，却因着人生命的极限而无法将这些幸福抓住、留下的大遗憾。上篇说过了，至此，绝

望之路已经走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但是，为甚么传道者可以「忽然安顿」起来呢？ 
 
我再噜苏一次，就是令传道者绝望的不是他的「个人际遇」（他的际遇其实好到不得了），而

是他的「信念」里头所关涉的「人的本质」──无法控制他的生死（必死），和无法支配他

死后的世代。简言之，这种绝望是来自他的信念而非际遇。不明白吗？我举个例子。「人人

都有一死」始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请你用心环顾四周，看看有几多人会因为「人人都有

一死」而绝望或影响他重大的人生信仰的抉择，我就看不见多少，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并

不是很多人的「信念」──他们心底里并不将它当做一回事。一个未死的人，却能经常自觉

着自己和全人类都必有一死，这才算是信念。传道者怀着类似的信念，于是他才会绝望。 
 
这个既然是一个信念（在你的信仰心灵里的重要事实），那就意味这是不可改变的，挣扎也

无用的。既然终归也无法「抓住」，那就爽性不要「抓住」，尽量「享受当下」就是了。于是

传道者就发这个「忽然安顿」的呼吁： 
 

2:24
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 

 
随遇而安，有得你做就做，有得你吃就吃──既知道「忧虑明天」（后来）超出人能控制的

极限，那么，「享受今天」倒是一种很「谦卑务实」的人生态度。这种从极大的绝望，忽然

跳到很大的「安顿」的做法，其实一点不难理解，秘诀就在于这四个字──接受现实。 
 
说个好离谱但又很平常的例子给大家听，大家就会更明白：有好几次，因为自己一时疏忽或

真是太巧合，约了不同的人于同一时间聚会。自己发现了后，就一直坐立不安，整天想着如

何「处理」这个「难题」，一直想到困扰不堪。及至约会的当天或前夕，仍是万分苦恼。却

是忽然之间「大彻大悟」──「烦恼甚么？我根本怎么想也不可能同时赴几个约会，选一个

然后推辞其它几个就是了！」大家明白吗？原来，我的烦恼不是来自如何「同时出席几个约

会」的所谓难题，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故而也没有好烦的。我的真正烦恼其实是来自我

的「无知」──连人必然受制于时空限制都忘记了，妄想怎样「分身赴会」。一旦「接受现

实」──人只能同时赴一个约会，我就不再烦恼了，推了其它而只赴一个，就是了。 
 
人一旦真正觉悟自己生而为人的限制，知道挣扎到最后也是毫无益处的，他就不会再妄想打

破甚么限制，到了这一刻，他就会接受现实「忽然安顿」。这个「逻辑」看以复杂，其实是

非常显浅的。不过，传道者能够「忽然安顿」的原因，却又不只是「走投无路」下「宣告投

降」而已，背后，还有着更深刻、更动人的基础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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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论神的「主权」和「善意」 

 
2:24

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
25
论到吃用、享福，谁

能胜过我呢？
26
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能、知识，和喜乐；惟有罪人，上帝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聚的、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参看：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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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传道者对于人的「宿命」的信念并不是完全绝望的，因为内里有一个隐隐然的「上帝

因素」。日光之下，的确是一片绝望，全无生路。但是，在传道者的「信仰逻辑」里，他却

没有从关于人的「绝望」推论到关于「上帝」的绝望，因为我们不能从自身的无能──不能

控制生死和死后的世代──就推论出上帝也是无能或者祂根本不存在或不慈爱的结论。 

 

当然，传道者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前设」的，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明就肯定了有上帝。传道者

怎么可以这样肯定呢？我想必有人这样说：「他是以色列的王呀，当然是他的宗祖遗传给他

啦；再不是，他既是圣经作者，上帝自然可以直接启示给他的。」这些当然都是事实，我也

是这样相信，但是，若我们只需要这种「标准答案」，何苦要有《传道书》这类倾向「智能

文体」的圣经书卷呢？事实上，《传道书》的写作特色容许甚至鼓励我们，可以将信仰想得

更加「哲理」一些、「人性」一些、「人间」一些。 
 

传道者究竟如何肯定上帝的存在、全智与慈爱，下文就会讲述。总之，传道者是一开始就肯

定了这一切的。于是，人的「绝望」就不构成终极的绝望──人无法掌控世界，不意味世界

失控；人无法透解自己生命的奥秘，也不等于生命就是毫无意义。皆因，背后还有上帝。人

的际遇，无论如何凄惨或难明，总是「出于上帝的手」，都是「上帝叫世人经练」的。 

 

不过，大家一定要留意，传道者不像我们平时「讲见证」那样，直接或一一对应地用「神的

旨意」来解释我们个别的经历或遭际。传道者的意思是「一切的遭遇」、「所有人的遭遇」，

都是「出于上帝的手」。传道者在此没有为任何遭遇提供具体的「上帝解释」，而是说「一切

遭遇」都「总有解释」──逻辑是「背后总有上帝」。不过，以下这几句经文又好象为传道

者自己的遭遇提供了「合理解释」，这又是甚么回事呢？ 

 
2:25

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
26
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能、知识，和喜乐；惟有

罪人，上帝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聚的、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 

 

传道者似乎在为自己的富贵「解释」，讲到是上帝特别「奖励」他的，又好象说到罪人不会

得到上帝的赐福，他既得福，就一定不是罪人云云。其实，传道者并不真是在「解释」自己

的遭遇，更不是吹捧自己怎样好所以有福。《传道书》的下文有就有不少「反面例证」讲出

日光之下「好人不一定有好报」的事实。这几句要说的是先揭示一个「通例」（大原则），就

是一切「总有解释」，而最后的「解释」就是上帝总是公平的、慈爱的。传道者不是在解释

自己的遭遇，而是要肯定一切到最后总有解释，为第十二章「一切事神必审问」设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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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论神的「主权」和「善意」 

 

单单解释二章廿四至廿六节三节经文，就说了足足四版纸，但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下文重重

复覆，「一段过去，一段又来，主旨却永远长存」，讲来讲去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只是层次上

略有进展，解释的进度也就可以相应大幅加速。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2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

有时；
3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4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

舞有时；
5
拋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6
寻找有时，失落有

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7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8喜爱有时，

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9
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甚么益处呢？ 

 
3:10

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11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

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承接上文的信念，人自身无法掌握世界和世事，却不等于世界和世事是失控的，或只是无意

识地盲目运转的，又或仅是周而复始徒劳无功地循环往返的。在上帝的心意和计划里，一切

都有「定时」──意味「日光之下」的世事，表面上是「无意义」和「徒劳」的，但以一个

更高层次（即「日光之上」）的眼光看，它们其实是有意义、有进展、甚至有目的的。人生

而虚空，因为我们不能把美好的事物抓住、留下，但上帝可以。这个就是上帝的主权，也就

是上帝之为上帝而不同于世人的重要「判准」。 

 

传道者同时又强调，上帝的的「定时」是人不能参透、无力改变的，于此，人必须自知，不

要妄想靠人力来「改变」上帝的计划。（我讨厌「动作多多」的灵思派和甚么「祷告摇动上

帝的手」的讲法，原因在此。）这当然不是叫我们不做事、不努力，而是不强求、不妄为，

因为凡事都有上帝的时候，到了时候，自有收成，我们能作的，只是按时播种，并且欣然接

受上帝的最终安排。不过，这个「接受」不是痛苦无奈的，因为传道者又告诉我们，这位大

能的主权上帝，同时又是万分仁慈的。 

 
3:11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 
 

原来，在上帝的设计与心思里面，不只有时候，更有最美的时候，而今天看似虚空、无意义

和无从解释的世事，到最后，不只有解释，更有最美的解释。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说法。更

加美丽的，是我们之所以感应到人生的空虚与绝望，是出自上帝「将永生（永远）安置在世

人心里」的美好安排。正正因为我们心里有「永恒的观念」、有「永生的渴想」，我们才会对

抓不住、留不下美好事物，有这样痛入心痹的大遗憾和大悲哀。而这份大遗憾和大悲哀，又

触动我们的心灵，无法满足于「日光之下」的追逐，甚至不能满足于一般「哲学」的或「宗

教」的沉思冥想，而必要更加提高一线，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信祂的主权，更信祂

的慈爱。这不是泛泛论证出来的「上帝论」，而是发自人心灵的最大渴想的期待。上帝将「永

生（对永恒渴想）」放进你心里，叫你虚空、叫你绝望，目的只是为引导你抬头看天父、早

日回天家──这是多么壮丽的大慈悲，多么超然的大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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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论人的「安顿」与「安份」 

 

其实，来到三章十一节，主要的信息基本上讲完了，但是传道者就好象老约翰一样，都像写

遗嘱一般，怕小子们忘记，一定会反反复覆把相类的信息再讲一遍，甚至几遍。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13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

上帝的恩赐。
14
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上帝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看到吗？都是些差不多的说话。传道者告诫我们，我们既在「日光之上」有一位这样有大慈

悲与大智能的上帝，我们就应当在「日光之下」好好过活。 

 

传道者却不像那些木无表情的「牧师」，要你像他们一般木无表情的做一辈子「敬虔人」。传

道者说的这个「好好过活」是很立体、很整全、很人性、很「自然」的，就是你一方面可以

「放心」，在人间「喜乐」、「吃喝」和「享福」，不要问长问短、不必思前想后；但是另一方

面你也要「上心」，就是也要记得「行善」、并对上帝常存「敬畏」的心。 
 

看到吗？《传道书》的「层次」，真是丰富得惊人。「日光之上」的眼界不只一层，以智能参

明前代，以悲心看透后世，因而生出「虚空的虚空」人生感叹，这已经是「日光之上」的眼

界的一层，但升高一线，感悟到「虚空」背后总有上帝，有祂的主权在，有祂的慈悲在，这

是「日光之上」的更高的一层眼界。带着这「日光之上」的觉悟，却仍得重返「日光之下」

的人间好好过活，但从此要活得「有层次」，不能再像「点的人生」那样只顾自己，而应兼

及人间与天上，安然地「吃喝享福」，但也不要忘记「敬畏行善」。总之，天上的眼界有至少

两个层次，人间的生活也有至少有两个层次，《传道书》的信息真是立体得惊人，这样的信

仰境界与苍白无力的「敬虔主义」，实在差得太远了。 

 

六、三论神的「主权」和「善意」 

 
3:15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上帝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16我又

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
17
我心里说，上帝必审判义人

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18
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

故，是上帝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 

 

这里的经文，一望而知，又是重重复覆啦！其实，由第一章一开首，经文字面上已经是大同

小异的，譬如： 

 
1:4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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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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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眼上，其实与三章十五到十八节说到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

且上帝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所差无几，不过，最不同的，是后者出现大量的「上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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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者再一次强调，只要「有上帝在」，即使世事表面上是虚空──无意义、无解释（譬如

离谱到「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到底还是有意义、有解释的。上定暂时隐藏它们的意义与

解释，目的，一如上述，是要我们「安份」，明白某程度上讲，我们活在「日光之下」，「不

过像兽一样」，好叫我们懂得敬畏和顺服上帝。 

 

七、三论人的「安顿」与「安份」 

 
3:19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

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
20
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

21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22 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

乐，因为这是他的分。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传道者还告诉我们，尚有更深的一重隐藏着的善意，是要我们细味和忖摩的： 
 

3:21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 

 

记得上面讲过了，就是上帝已经将「永生（永恒的观念与向往）」放在「人」心里，所以人

就应该感应到他与没有永生观念与向往的「兽」毕竟是不同的──「兽」可以只顾「日光之

下」，因为「兽的魂是下入地」的，但是「人」却必要同时顾及「日光之上」，因为「人的灵

是往上升」的。知道吗？人在上帝的心目中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我们就绝对不应该活得像

只「兽」，而应该活得似个「人」。 

 

不过，传道者又以其一贯的「立体作风」，又提醒我们，在顾及「日光之上」，过敬虔生活的

同时，又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超然」，因为又在某程度讲，日光之下，你有着各种生活上

的需要，确颇似一只「兽」。所以，敬虔行善是一回事，但不要妄求做「超人圣人」，总而言

之，「吃喝快乐」并不是犯罪的事，甚至可能是你一生可以达到的最大「成就」之一。传道

者的「立体言论」，又再一次令人震惊，却又显出非常的体贴动人，万分可爱。 

 

这里以三章廿二节作结：「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分」，你心清眼

利的话，会发现绕了个大圈，不过仍是呼应着最先讲到的二章廿四节：「人莫强如吃喝，且

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不过，这也不等于徒劳无功，因为绕了个大圈

回来，解了足足八版纸后，我对自己所作的有相当的信心，你也要自己有信心，就是你已经

不再是第一章开始时候的「虚空」，也不再是第二章结尾时候的「莫明其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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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还是不要忘记信仰的「复杂」 
 
按传道者的「进度」，这里说到的是一个「面的人生」──既不像「点的人生」心目中只有

自己，满足于「日光之下」短暂的人间追逐；也不只是「线的人生」，有某程度上的「日光

之上」的智能与悲心，思前想后，终而看透「日光之下」的人生实相，有「虚空的虚空」的

发现与感喟，却是止于此而无真正出路。「面的人生」却能够上通于「天」，以更高的「日光

之上」的眼界来参透万事，确信在一切无意义和无解释的背后，因有上帝的存在、权能与美

意，最终都有意义和有解释，并会指向一个终极的完满。  
 
 
 
 
 
 

面的人生 
 
 
 

线的人生 
 
                                                 点的人生 
 
 
不过，从「点」到「线」再到「面」的信仰人生所指的却不是三个「断层」： 
 
第一、即使你真的到达了「面的人生」的境界，也不等于你从此就「超然物外」，可以再没

有任何「点」（譬如人生欲望）与「线」（譬如历史文化）的需要和责任。事实上，「面

的人生」不是「废弃」了「点」与「线」的人生，而是用「面」（对上帝的信仰与依

从）来整合「点」与「线」的人生，使我们对欲望的追求和对历史文化的参与，都可

以有合理的「安顿」，配上一个最适当的位置。 

 

第二、你终此一生，这三个「层次」都必定是并存的。又由于「日光之下」的限制，三者的

确时不时就会「打架起冲突」，令你困扰。有时，若情况不太严重，你就要晓得「马

虎算数」，否则我肯定你会痛苦一生；若是情况严重，则别无选择，先顾「面」再顾

「线」最后顾「点」，即所谓「杀身成仁、见义忘利」之意。但记得，还是那句，这

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你却也不要天天都想着要做超人、做圣人、做烈士呀！ 

 

至于真正的「圆满」的信仰人生是怎样的，就一定要说到「体的人生」，但那是连传道者也

没有「直接」提及的，我这里也就暂且不说甚么了。 

 

总之，大家不要忘记，真实的信仰总是「复杂」的，但正因为其「复杂」，才足以对应同样

复杂的人间、人生与人性！将信仰说得过分「简单」，四平八稳、非此即彼、头头是道，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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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会成为「抽象」的「假信仰」，很可能比不信还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