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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一 极 到 两 行 
 

传道书之（四）6:1-7:22 

引言、这也是「实用主义」 

 

许多人以为，「信仰」（特别是所谓「正统信仰」）与「实用」这两个词总是拉不着边的，因

为「实用」总是使人联想到现世、短视、功利和鄙俗等负面的事物，而「信仰」呢，则是长

久、永恒、理想和崇高等正面的事物，两者截然相反。换言之，就是讲求「实用」的人一定

没有甚么「信仰」，而讲求「信仰」的人也一定不很理会是否「实用」。不过，只要大家懂得

动态、立体地看，就会知道事实绝非如此简单。 

 

第一、讲求「实用」的人其实是很有「信仰」的。他有甚么「信仰」呢？表面上看，他「信

仰」的就是「实用」──即只要有用或实用的，他都会看为是「好」的。不过，事实亦非如

此简单，因为讲求「信仰」的人也可以同样很讲求「实用」。（见下一点） 
 

第二、讲求「信仰」的人其实也可以非常讲「实用」的。首先，为了传达或实践他们的「信

仰」，他们可以非想权宜通变，所谓「用诸般方法」，「用得」的他都会用，这也是「实用主

义」的一种呀！不仅如此，有「信仰」的人崇尚的长远理想或永恒盼望，对于他们来说，其

实也是非常「切身有用」的事物，这也是一种「实用主义」呀！ 

 

总结上两点，结论很简单，就是所有讲「信仰」的人都讲「实用」，所有讲「实用」的人都

讲「信仰」。他们的真正分别，只是他们所「信仰」的「实用」有所不同，或他们以为「实

用」的「信仰」有所不同而已。（即你信这个「实用」，我信那个才「实用」）因为没有人会

真心实意去做他认为「没有用」的事，也没有人会真心实意去做他「不相信」的事。人只会

做他「认为有用」的事，也只会做他「觉得可信」的事。所以，一切人都讲究「实用」，也

同时讲究「信仰」。说这个人讲「信仰」，那个人讲「实用」，是词意上的严重误用。 

 

请看传道者，他传讲日光之上的真理，譬如上帝在掌管全局，这个自然是「信仰」，但也是

「实用」，因为这样的「信仰」，对实际的人生有十足的安顿和指导作用，非常「实用」。传

道者又大谈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的人间真相，教人随遇而安地应对世事，这自然很「实

用」，但也是「信仰」，因为人非有信，也不可能有这种洞见或接受这种教导。 

 

所谓「信仰」与「实用」其实是一体两面：你若有这种版本的「信仰」，你就一定会追求这

种版本的「实用」。所以，大家不要误信流言，以为圣经真理与基督信仰是「只讲信仰不谈

实用」的。大错特错！事实上，圣经真理与基督信仰讲的是「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因为

它所传达的「信仰」是一切「信仰」中最「实用」的一种，对来世固然「实用」，对今生也

非常「实用」。今天，我就会透过讲解《传道书》6:1-7:22，告诉大家传道者的信息是多么的

「实用」，「实用」到可以贯通人间与天上、现世到永恒。传道者这种「实用主义」，文雅的

说法是「一极两行」，粗鄙的说法是「一个目的地，两条腿走路」。请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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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别忘了我们的「信仰平台」──日光之下 

 

这一节讲到的，仍未是今篇讲章的主体，却又不只是个引言，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背景，或

说「平台」。甚么「平台」呢？就是下文「一极两行」（一个目的地，两条腿走路）的信息的

重要前设。甚么重要前设呢？下文再说。我们先看看传道书第六章这个是甚么「平台」。 
 

传道书第六章是最「好解」也最「不好解」的经文，因为大同小异内容、信息甚至文字，在

前面五章几乎全都出现过。我下面就给大家一个简表比对一下： 

 

第六章 第一至五章 

6:1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2

就是人蒙上帝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

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上帝使他不能吃用，

反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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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留给未努力的「外人」或「后人」享用，意思大同小异。 

6:3 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

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

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4 因为虚

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5 并且没

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

息。6 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

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 

4:2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

过那还活着的活人。3 并且我以为那未

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

比这两等人更强。 

因为人生际遇上的种种困苦，而宁愿是个未出世见光的胎儿，意思大同小异。 

6:7 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8 这样

看来，智能人比愚昧人有甚么长处呢？穷人在众

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甚么长处呢？9 眼睛所看

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4:6 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

把，劳碌捕风。7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

下有一件虚空的事：8 有人孤单无二，

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

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

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

空，是极重的劳苦。 

做人不知足、不知止，劳碌一生却连享受也不懂得，意思也大同小异。 

6:10 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定局了】，并知

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11

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甚么益处呢？  

1:15 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

足数。......3:14 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

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在日光之下，「人力」始终无法改变「天意」，意思也是大同小异。 

6:12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

甚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

有甚么事呢？ 

5:15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

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

不能带去。 

在日光之下，人一生的作为，到他死后总是白干一场，意思也大同小异。 

 



  3

我说第六章「好解」呢，是因为类似的经文，前面五章都讲过、解过了，照抄就是了。我说

第六章「不好解」呢，是因为不明白为甚么相类似的内容、信息甚至文字，要重复出现，全

无「新意」？（以后几章还偶尔还有一些「新意」，但第六章却是完全没有，几乎是完全重

复上文讲过的东西，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 

 

原来，这章的「存在」有一个极大的作用，就是请你不要忘记，虽然经过了《传道书》一至

五章，天上人间所有的重要的信息和事理你都听过了，但事实上，你却寸步也不曾离开过这

个「虚空的虚空」的人间，这个「日光之下无新事」的世界。你并未「得道」，更未曾「解

脱」。第六章极其扫兴地「旧事重提」，正正是要体现这个「日光之下无新事」的悲悲惨惨的

人间真相，告诉你你没有「超升」，你仍被重重「禁锢」在日光之下这个「生活平台」里。 

 

当然，传道者也有不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天上的事」，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也不时提醒我

们「不要忘记人间的事」。传道者不是叫我们「忘记信仰」，而是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

仰」所要实践「落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间平台」。架空这个「人间平台」，讲些四平八

稳或天花乱坠的大道理，貌似虔诚，其实是十足十的伪善。传道者却用他的智能与悲情，足

足花了一章圣经（第六章）来醒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这个『人间平台』！」 
 

基督信仰断不是用来「改造世界」的（这是人本主义者的异端讲法），也不是要把世界改造

到「宜于基督信仰」，然后才大摇大摆地去相信、去遵行。基督徒终此一生都必须「知命认

命」──他只能「活在这个相当不宜于基督信仰的世界」里，并且就在这样不利的「人间平

台」上面，跌跌撞撞、曲曲折折、左摇右摆地践行基督信仰，到老到死。 

 

好了，奠基于《传道书》第六章再三提醒我们的「人间平台」，基督徒的「信仰之路」又应

该要怎样走下去呢？原来，下文第七章第一至廿二节，传道者就很总括性地告诉我们，这条

信仰之路有一个非常「实用」的「走法」，就是「从一极到两行」。先说「一极」。 

 

二、定睛于「一极」 

 

甚么是「一极」呢？原来，一条「路」怎么走法，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你的「目的地」，即

是你究竟要去哪里。这就是我说的「一极」。对于人来说，他的「一极」又是甚么呢？他终

其一生「会」走向以及「应」走去怎么样的「极限」呢？留意呀，大家看见我又说「会」又

说「应」，就知道人的「一极」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必须看得「立体」。 
 

首先，传道者点明在日光之下，人最明显的「一极」就是「肉身的死亡」： 
 

7:1
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2
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

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或作应当】将这事放在心上。 

 
这句「死是众人的结局」，就将这个「一极」讲得清楚明白，无可遁形。但人应该如何面对

这个「必有一死」的「一极」呢？我们看传道者上下文的一些讲法，很容易会误会传道者提

倡某种「人死如灯灭」或「一了百了」的讲法。事实绝对不是。传道者只是在某个层次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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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肉身的死」是人类参与日光之下的人间事务和享受现世福乐的「极限」，但是他并不认

为「肉身死亡」就是这个「一极」的全部内容，因为传道者更加强调人有不会随肉身死亡而

消失的「灵魂」，而死后更有从上帝而来的「审判」。所以，《传道书》对人的「一极」的整

体解理，就刚好与《希伯来书》第 9 章 27 节的讲法完全一致吻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

死，死后且有审判。」《传道书》表面上稀奇怪诞，好似有点「偏门」甚至「邪气」，但它的

核心神学其实「正统」到不得了！ 

 

肉身的死亡只是人在日光之下的「一极」而已，但「故事未完」，因为在日光之上，他还要

接受神的审问并决定他永远的归宿（即我们惯常所谓的「永生」的问题）。所以，如何「立

体」地面对这个「整全的一极」，就成了生命中的「大学问」，也是传道者的智能之真为「大

智能」而不是泛泛的「处世格言」的原因。 
 
因着有日光之下的「一极」──肉身的死亡，并由之而来的人终必会与一切人间事务与享乐

的「永别」，传道者就讲出了某种「不执着纠缠于人间是非得失」和「不如及时行乐」等讲

法。但是与之同时，又因着有日光之上的「一极」──上帝的审问，并由之而决定的人的永

远结局，传道者又教训我们要好好「掌握和管理今生」，好可以面对将来神的审问。 
 
至此或者有人会问：「日光之下有『一极』，日光之上又有『一极』，岂不是『二极』呢？」 
 
我的解答是：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只不过是同一个「极」的两个「步骤」而已。《希伯来

书》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绝不是讲人有「两个结局」，一个是今

生的死亡，一个是死后的审判。经文的真义是人只有「一个结局（极）」，就是他被上帝审判

之后的永远归宿。至于「一死」与「死后审判」，只是「迈向」这个最后结局的必经「门槛」。

简单说，人的肉身死亡、死后审判与永远归宿，就是构成人的「一极」（最终结局）的三个

必然的构成部分，所以不是「三极」，而是「一极」的三个层次或步骤而已。（有少数人不须

要经过肉身死亡，譬如以诺、以利亚和主回来时仍在世的人，但那是「例外」。） 

 

顺带讲讲，坊间有些讲法，总喜欢将《传道书》定性为一本专讲「例外」、专讲「反常」的

书，言下之意，是《传道书》的信息只是针对「非一般」的情况来讲的，再言下之意，是《传

道书》是本「偏门之作」，即是基本上可以不理。事实是刚刚相反。《传道书》讲的正正是人

生与信仰里最常的常情、最常的常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老

实说，圣经书卷之中，倒是没有哪几卷像《传道书》这样将这个「定命」讲得这样「露骨」

和淋漓尽致。我要强调，一个人如果连这个「定命」都不知道、不了解或不重视，就不要讲

甚么「福音」。不能充份掌握《传道书》的「悲观」，就不要传讲《福音书》的「乐观」。  
 
言归正传，如何应对日光之下的一重「一极」──肉身的死亡，传道者已经说了很多，我也

说了不少，现在是时候说一说如何应对日光之上的一重「一极」──上帝的审问。 
 

7:1
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2
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

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甚么是「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呢？这句经文一定要扣住下一句「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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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来解，才不致产生误会。它的意思是「生前（靠膏油）馨香」不如「死后（凭名誉）馨

香」。但大家一定要留心，传道者说的并不是我们要看重「名誉」的问题，因为这个只是比

喻而已。它要凸显的，并不是「有名誉」比「没有名誉」好，而是有某些「事情」要在「死

后」才会显出它的重要性来的事实。这「事情」就是贯穿在《传道书》里明示暗示的「死后

审判」。这个「审判」和它的效果在你生前是不显的，甚至连你自己及身边的人也不感觉到

它的存在，但你死后，它就会「现身」了，并且它的重要性会压倒你生前的一切，这就是「人

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的意思。 
 
原来，「肉身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一个远为重要的「新开始」，所以「往遭丧

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这里讲到的「宴乐」，大家不要理解为花天酒地，而是遭逢喜

庆而已。而所谓「喜庆」，不外乎是婚嫁生子之类，多与「出生」或「生育」有关，即总是

依乎「生总是喜，死总是悲」的人间俗套。但传道者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死」其实也是他

的「生」──进入另一个阶段的「新生」，比起惯常讲的「生」更为重要，甚至重要到一个

地步，为着「预备死亡」（即迎见「第二次的生」），必要时，可以放轻甚至牺牲「今生」： 
 

3
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

4
智能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

在快乐之家。 

 

记得，这只是一个比喻的讲法，你总不可能天天找一头「丧家」去与人家一同发愁吧！而且

按《传道书》的整全教训，也没有任何叫我们整天斋戒沐浴、愁眉苦脸的倾向。传道者的真

正意思，是叫我们「生不忘死」，即是，活着的时候，总不要忘记自己是个终要面对「一极」

（死亡与审判）的凡人。至于所谓「智能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自

然也不是叫你整天「哭丧」，而是叫你「居安思危」。总之，能够越早对自己终必一死，终必

要面对审判的事实有所觉悟的人，就是越有智能。这是传道者极发人深省的大提醒。以下几

节里提到的「智能」，我们也要从这方面去理解。 
 

5
听智能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6
愚昧人的笑声，好象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

也是虚空。7勒索使智能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8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

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
9
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

中。
10
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甚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能。 

 
经文里出现许多描写「智能」的字眼，但这不是一段泛泛的「智能论」，譬如教你怎么待人

处世之类。扣紧上下文，这里论到的智能必然也是洞悉人生「极限」的终极智能。「事情的

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就再一次铿锵有力地提醒我们必须好好预备面对自己的「一极」，也

就是自己的「终局」。至于「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义理相同，就是告诉你

「故事未完」，不要妄下定论，而且，事情的「终局」不单只强于「起头」，也强于任何一个

「中段」。你若有智能，就不只要看得「更远」，而是要看到「最远」。总而言之，人活着的

当下，却能早早虑及自己的「一极」──肉身死亡、死后审判与永远归宿，那就是大智能。 

 

好了，搞到满脑子都是「一极」了，又「死亡」、又「审判」，又「永生」，却是现在如何活

下去呢？还要在这个非常不理想的「生活平台」上活下去、信下去呢？讲来讲去，岂不是又

回到教条主义或敬虔主义的老路上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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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放心，传道者断不会是这种「级数」的。他没有因为「人人终有一死」，于是就叫你马上

辞工去「全时间事奉」，不要浪费时间在今生的「俗务」上云云；他也没有因为「死后且有

审判」，于是就叫你一天到晚一丝不苟、战战兢兢地学做「圣人」，千万不可以有半步的行差

踏错云云。在《传道书》里头，你完全看不见这类教条主义或敬虔主义的影子。这些讲法，

就算带着「基督教包装」，其实都是按「一般的宗教逻辑」推论出来的「产品」而已，传道

者的「信仰逻辑」却是与此完全不同，非常另类。怎样另类？请看下一节 

 

三、游刃于「两行」 

 

按照「一般的宗教逻辑」，抓住了「一极」（死亡、审判、永生）这个信仰前提之后，很自然

就会「推论」出修道主义或敬虔主义的信仰及生活模式，因为既然这「一极」是最要紧甚至

是唯一要紧的事，那么，就当然要过一个「十足敬虔」的生活来预备进入这「一极」啦。 
 
传道者「理论上」并不反对上述这种讲法，不过，传道者在高举「预备一生迎见一极」这个

崇高的信仰「理想」的同时，他却比一切「宗教家」更加讲求「实用」。因为传道者所深深

知道并予以极大同情的，就是芸芸众生并不曾「离地半寸」，他们终其一生，都必需生活在

这个破破烂烂、苦罪纠缠的「人间平台」里。再崇高伟大的信仰理想，就只能落实在这个低

下鄙俗的世界里。于是，参明「一极」的真理固然需要大智能，但如何在这样不堪的「人间

平台」里「活出信仰」，所需要的是更大的大智能。这种智能，我称之为「游刃于两行」。【游

刃是个典故，出自《庄子．养生主》，大家有兴趣自己查一查。】 
 
但「定睛于一极」的智能又如何可以生出「游刃于两行」的智能呢？ 
 
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传道者的脑袋是怎么转的。传道者的逻辑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就是正

正因为「抓紧」了「一极」，所以，对人间的一切倒不必过分执着，而且，不只不必执着于

一时间的功名富贵和成败得失，就连一般的是非对错的观念，以至泛泛的成矩戒律，都可以

放得轻松一些。总之，最终去到「一极」便可，中间的，有时就不得不「马虎」一些。 
 
这种讲法，好象很「惊人」甚至「离经叛道」，必定为某些「牧师」和「学者」所不耻。但

究其实，都不过是为求「实用」而已。记得，我们不是在「冷气办公室」里「谈信仰」，可

以讲到四平八稳，天花乱坠，完全正统，只字不差；我们却是要在这个十分恶劣的「人间平

台」里「践行信仰」。要真正落实而非空谈信仰，首先，你必须要先凭着「甚深的智能」来

参明这是个「甚么世界」： 
 

11
智能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能更为有益。

12
因为智能护庇人，好象银钱护

庇人一样。惟独智能能保全智能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
13
你要察看上帝的作为；

因上帝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
14
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

因为上帝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甚么事。
15
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

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 

 
经文里又出现大量「智能」，但不是泛泛的「处世格言」，而是参悟人间实相的大智能。究竟



  7

这是个怎么样的世界，怎么样的「人间平台」呢？──传道者就凭这大智能告诉我们，这个

世界里，有许多人力改变不了的死局（上帝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有许多难以理解的

祸福际遇（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上帝使这两样并列，为的

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甚么事），还有许多违背公义，甚至违反我们的基本信念的事实（有义

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即是，这个世界断不是一个「基督教乐园」！ 
 
有人又或以为，传道者讲的是「例外」，是「反常」，不是「一般」或「正常」的情况。我要

告诉大家，「常」与「非常」，要看你拿着的「量尺」的长度（或说比例）究竟有多长。在比

较繁华太平的所谓民主社会里生活了三、五十年的人，总会觉得这世界「天下太平」，「希望

无限」，不似传道者说得这样世态炎凉、全无希望。这其实是因为他们的「量尺」太短之故

──横向上，他们没有顾念尚有许多在各类苦罪中挣扎求存的人；纵向上，他们忘记历史里

延绵不断的更多苦难和罪恶。三、五十的「太平」，其实算得甚么呢？总之，你如果有大智

能、大悲情，即你的「量尺」够长的话，你民胞物与，顾念苍生，饱览历史，思前想后，你

就会知道传道者所说的其实是「正常」的人间真相。这就正如眼前有一条公路，你拿着你儿

子的「学生间尺」去这里量一量，那里量一量，就说这条路是笔直的，但你若有一把够长的

尺，从路首拉到路尾，一量，就会知道这条路其实是弯弯曲曲的。 
 
大家再想想，人生一般是「七十寒暑」吧，活的日子是 365 X 70 = 25550 天，死的日子只

是 1 天，但你总不会因此而认为「人人都有一死」是个「例外」现象吧！？传道者正是要以

他的大智能告诉你，这「例外」的 1 天，才是人生中最「正常」的 1 天！所以，他教导你重

视这 1 天过于其余的 25550 天！至于「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泛泛讲好象是事实，但

只要你的「量尺」够长、即标准够高，对「好人」的定义不是「迪士尼」式的「好人」，而

是像屈原、岳飞那样的仁人志士，同样，你就会发现「好人没好报」才是人间的「常规」。 
 
好了，明白到我们活着的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世界」后，我们就知道，正正为了要让信仰能

够「落地」，我们就不得不「八折收货」、「六折收货」，甚至「三折收货」。当中真关键的倒

是如何「抓紧一极」，知道哪里是必不可失的「底线」，至于其它的、次要的，就要懂得随机

应变，能收能放了。明白了这个「平台」，下面的经文就好解了： 
 

16
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能，何必自取败亡呢？

17
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

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传道者「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恶过分......」的说法，骤眼看，不但不符合「正统基督教」

的教训，连一般的伦理道德的标准（譬如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及不上。好些有

板有眼的「牧师」和「学者」就更看不上眼，于是，一是尽量回避不提这类经文，甚至有意

无意「禁止」弟兄姊妹接触这些圣经，一是曲曲折折地「解释」这些经文，解到不似字面那

么「偏激」或「邪气」。譬如说「不要行义过分」不过是指不要太过律法主义或自义自大，

「不要行恶过分」也不是说「小恶」就可为，只是叫你不要「目无法纪」而已。这种解释完

全「抽离」经文脉终，也「抽离」真实的人间──我们的「信仰平台」。 
 

在上文，传道者再三提醒我们，记得我们是活在一个「无常」的世界里，「有义人行义，反

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并不是某些人以为的「例外」现象。不错，「善恶到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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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不过那是到了「一极」，即人的死亡与被审判之后，才会全幅呈现的。日光之下，上

帝的审判一天未到，就总有许多「含混不清」的地方，断不能拿着本「通书」死跟来生活行

事。世俗人的「通书」就是以为「够恶够奸」就一定可以生存；基督徒的「通书」就是以为

「够好够义」就一定可以通达。世事却并不是这样分明的。「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恶过分」

的真义，就是告诉我们世俗人的「通书」固然不可信，但基督徒的「通书」，譬如所谓「正

规教训」，我们也要「活学活用」，「知时知机」，不可以死心眼不转弯。传道者也指出「行义

过分」与「行恶过分」其实都是「自逞智能」，亦即是「愚昧」的表现，意思是以为自己已

经「通达全局」和能够「控制结果」，这种想法实在是太狂妄，必定自取灭亡。 

 

大家记得但以理吧，但我很疑心大家只留意到他怎样「抗王命」继续敬拜耶和华，后来被奸

臣打小报告，然后被丢下狮子坑，最后「奇迹生还」，还「加官晋爵」的故事。于是，就以

为但以理一天到晚都跟巴比伦王尼布革尼撒过不去，一天到晚都在与那些「异教术士」们大

斗法，并且次次都得耶和华奇迹保守，战无不胜。但你认真读《但以理书》，再稍稍通点人

情世故，知道但以理处身于一个怎样的「平台」，你就知道这是你自己或某些「牧师」虚构

出来的讲法，事实断非如此。 
 

但以理虽然身为巴比伦的「宗教部长」，但肯定没有运用他的职权去「推广犹太教」，更没有

直接干涉或意图消灭巴比伦的异教。但以理很知时知机，对于绝大多数政事，他根本就「只

眼开只眼闭」，尽量不与别人过不去。所谓「抗王命」继续敬拜耶和华，但以理的做法其实

是非常「低调」的，他只是回到自己家里打开个窗「如常」朝耶路撒冷敬拜而已，绝无任何

「激烈抗争」的行动，更没有号召所有同胞起来「反抗王命」，若非奸臣打小报告和从中挑

拨离间，尼布革尼撒根本就不会留到但以理的所谓「抗王命」行动，其「低调」的程度可想

而知。但以理到了晚年，更是默默无闻处于「隐居」状态，甚么「作为」也没有。事实上，

但以理并不似我们惯常所理解的「先知」，而更像是一位「智者」──但以理知时知机，从

没有妄想过在异教世界里「推行」他的信仰，他知道他的使命不是「救世」，而是默默保存

百姓对耶和华的信仰，为天国「留种」，等待他日回归复国。 

 

今天，大家同样不要「天真」，以为自己活在甚么「基督教世界」里，那些所谓或不知所谓

的「基督教国家」或「基督教文化」，其实是假到不得了。践行真理、传扬福音是对的，但

你却要知道这是个「甚么世界」，所以一定要「量力而为」。除非你决意「殉道」（不是说说

而已），而上帝也真的到时候要你殉道，否则，你就「不要行义过分」。 

 

至于「不要行恶过分」，好象容许大家行些「小恶」似的，这种讲法，也是许多道貌岸然的

「牧师」和「学者」以为万万不可的。但我恳请大家诚实，抚心自问，你真的没行过若干「小

恶」么？譬如搞搞人事、讨讨便宜、说说大话之类。在日光之下，如果事无大小都要「执到

正」，你还可以「生存」到今天么？我见过太多自称很讲「原则」的人，事实上，他们只讲

他们想讲或在乎的所谓「原则」，别的，就一概不管，或根本看不见。想想，俄巴底在亚哈

和耶洗别手下，大卫逃亡投归非利士人王手下，可以完全不干点「违心」的「小恶」么？只

有一天到晚躲在办公室里「空谈信仰」的人，才会忍心指责他们。 

 

人生世上，就是有这许多的无可奈何，一言难尽，但这就是「人间」，也是我们唯一能真正

落实信仰的「平台」。如此「七折八扣」，不是对信仰马虎，倒是出于不想辜负信仰，不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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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低贬为「虚悬半空」的「理想」，「做得一些得一些」的一片苦心孤诣而已。 
 

18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上帝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 

 

传道者如此「通融」，教我们「游刃于两行」──即「左摇右摆」在极端之间权宜行事，不

过是为了「实用」，让信仰能真正落实人间而已。事实上，上帝所求于我们的也不是理论上

的「完美」，而是实际上的「遵行」。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不是那些把理论讲到十全十美

的人（像约伯那三个朋友），而是在实际上即使是「七折八扣」，也毕竟是有诚意、真心、努

力去践行信仰的人（像但以理，俄巴底）。 

 

再看下文，我们就更看得到传道者是多么的「体贴」，又多么的「实际」： 

 
19
智能使有智能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

20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

没有。
21
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

22
因为你心里

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 

 

只要你未致「中毒太深」，还有一点幽默感，这里，「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

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难道不会令你「会心

微笑（或苦笑）」么？传道者叫我们不要「行义过份」，因为除了在外面的「时势」不容许之

外，在你里面的「人性」也不容许，因为「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所

以，你只当量力而为，不要高言大志！ 

 

结语、这不是「中庸主义」 

 

总结上文，我们看到传道者教我们「执紧一极，放松两行」，就是只要最终的「目标」可以

去得到，中间的过程就不必死执着某一条「路线」，容许适度地两边左右摇摆。这种教导就

是我在引言中所说，信仰之中的「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 

 

但不要误解传道者说的这条路线是某种「中庸之道」。第一，它始终在动态摇摆着，不会成

为一条「凝固」的所谓「中间路终」。第二、它的本意绝非为两头讨好，效忠上帝永远才是

本心，不「得失人间」只是权宜行事。第三、到别无选择，无可通融之际，「服从上帝，不

服从人」永远是最高的原则，只是「生有时，死有时」，我们不能也不必一天到晚都想着殉

道而已。因为稍稍「苟且」，留「有用之身」，有时可能更加「实用」。 

 

传道者的讲法，或者叫你觉得「不三不四」，但这个人间本来就「不三不四」（上不着天，下

不到地），人性也是「不三不四」（既不是神，也不是兽），所以，只有这种「不三不四」的

信仰版本，才能够对应真实的人间与人性，也才是真切可行的人间信仰。我再说一遍，这就

是信仰之中「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