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概覽–傳道書
一、書名：傳道書的希伯來名稱─Koheleth或Qoheleth，意思乃是「一個召集聚會者」或是「召集
人」。Ecclesiastes「傳道者」取自希臘文七十士譯本；意指一位在會眾面前作教導或宣講的人。
二、著者和背景：所羅門（1:1）
聖靈所以揀選所羅門寫這一卷傳道書，是因為他曾有一段失敗的歷史。神立他為君王，又賜他
極大的智慧。他起初是憑智慧來治理祂的百姓，可是他後來卻恃智慧自傲，放縱情欲，背叛神，
尋求地上的奢侈生活。晚年痛定思痛，悔悟前非，以「傳道者」的身分，寫下「傳道書」，故本
書是所羅門肺腑之言，是他個人閱歷之見證、心腹之忠諫，以他過去失敗之經歷，苦口婆心，
警告世人洞察日光之下虛空的生活是因人離開了日光之上的真神。
傳 1:1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
三、傳道書的特點：
1. 傳道書的中心思想，就是證實人在日光之下，縱然得了全世界的學問、知識、金銀、財富、名聲、
地位、娛樂、享受…可是他如果沒有神，仍屬虛空，因為他的結局是「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來九27）。經上說，「人若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什麼益處呢？」（太十六26）。
2. 本書裏面所有消極和悲觀的論調，都是人的道理，而不是神的真理；都是人所作的，而不是神所
要求人作的；都是人在遠離神失敗的情形中的見解，而不是神在人正常情形中所給予的啟示；
都是要求人去看出那些論調是錯誤的，而不是要求人去誤會那些論調是正確的。
3. 本書中所題及的｀智慧，＇並不等於箴言書中的｀智慧。＇箴言書中的｀智慧，＇是最高級的智
慧，是屬靈的智慧，也是敬畏神、認識神的智慧。本書中的｀智慧，＇只是人的智慧，僅指學
問、知識而言。本書下面一卷雅歌，就是所羅門在完全恢復之後所寫的，那裏不只藉著敬畏去
追求神，更進一步藉著｀愛＇去親近神。所以這兩卷書是彼此互作補充的。
4. 本書中的｀神＇字，原文都是｀以羅欣＇（Elohim），共用過四十次。這字是指創造的神。｀耶
和華＇或是｀主＇在本書中沒有用過一次。本書中的｀人＇字（除了少數例外），原文都是｀亞
當＇（Adam），約用過四十七次，指被造的和墮落的｀人＇。
本書的著者是在創造的神和被造且墮落的人的關係之下來說的話。
5. 當我們讀這三卷智慧書–約伯記、傳道書和箴言，都得到相同的結論–「敬畏主」。
「他對人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聰明。」（伯 28:28）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 9:10）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傳 12:13）
傳道書末了所寫是所羅門在恢復的初期所作的結論。他曾離棄神、背叛神，追求｀日光之下＇
的東西，得著了仍不能滿足，反覺更痛苦、更虛空。他回到當初的途徑，藉著｀敬畏，＇開始
追求神。
6.本書中有好多處被引用在新約聖經中。例如：
傳 5:2
太 6:7

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開口、也不可心急發言‧因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語
要寡少。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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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6:2

就是人蒙神賜他貲財、豐富、尊榮、以致他心裏所願的一樣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喫
用、反有外人來喫用‧這是虛空、也是禍患。
路 12:20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豫備的、要歸誰呢。
傳 12:14 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林後 5: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四、信息：指出凡日光之下的勞碌盡皆虛空，只有信靠日光之上的神才是人生的滿足。
五、鑰字和鑰節
1. 鑰字：(一)「虛空」（共三十七次）；(二)「在日光之下」（共二十九次）
2. 鑰節：傳 1:2 傳道者說、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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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段
所羅門早年濫用神恩，使國家敗落分裂；現今在晚年時看透萬事，悔悟前非，把自己個人主觀
之經歷，配合客觀之觀察，辯證他的見解，勸導世人接受，免重蹈覆轍。
一、引論（1:1-11）
本書開啟引述作者之身分與其書之主旨，人沒有神，
「在日光之下」所作的、所追求的都是虛空，
得不著滿足。
1. 勞碌何益（1:3）－人生漫無目標；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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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生短促（1:4）－人生毫無歸宿；
傳 1:4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3. 世事無常（1:5-7）－人生變幻無定；
傳 1:5
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
傳 1:6
風往南颳、又向北轉、不住的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
傳 1:7
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
4. 厭倦萬事（1:8-10）－人生毫無意義；
萬事令人厭煩‧〔或作萬物滿有困乏〕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
傳 1:8
傳 1:9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傳 1:10 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那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5. 終被遺忘（1:11）－人生沒有價值。
傳 1:11 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
二、描述各類虛空（1:12-11:8）
(一)以個人的閱歷描述各類虛空（1:12-2:26）：
1. 追求學術知識的虛空（1:12-18）
傳 1:13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
傳 1:14 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2. 追求屬世娛樂之虛空（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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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2:10
傳 2:11

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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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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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追求勞碌工作之虛空（2:18-23）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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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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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追求神喜悅也虛空（2:24-26）
傳 2:26 神喜悅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惟有罪人、神使他勞苦、叫他將所收聚的、所
堆積的、歸給神所喜悅的人‧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
(二)以對世事之客觀的考察描述各類虛空（3:1-11:8）：
1. 生命之限制（3:1-22）
傳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傳 3:2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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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3:20 都歸一處‧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
2. 不公平之社會（4:1-16）
傳 4:1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壓‧看哪、受欺壓的流淚、且無人安慰‧欺壓他們
的有勢力、也無人安慰他們。
傳 4:2
因此我讚歎那早已死的死人、勝過那還活著的活人‧
3. 財富之禍害（5:1-20）
傳 5:10 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貪愛豐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這也是虛空。
傳 5:11 貨物增添、喫的人也增添‧物主得甚麼益處呢、不過眼看而已。
傳 5:12 勞碌的人、不拘喫多喫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豐滿、卻不容他睡覺。
傳 5:13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禍患、就是財主積存貲財、反害自己‧
4. 人生之虛度（6:1-12）
傳 6:3
人若生一百個兒子、活許多歲數、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裏卻不得滿享福樂、又不得埋
葬‧據我說、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
傳 6:12 人一生虛度的日子、就如影兒經過‧誰知道甚麼與他有益呢‧誰能告訴他身後在日光之
下有甚麼事呢。
5. 智慧的缺憾（7:1-8:17, 9:11-18）
傳 7:23 我曾用智慧試驗這一切事‧我說、要得智慧、智慧卻離我遠。
傳 7:24 萬事之理、離我甚遠、而且最深、誰能測透呢。
傳 8:16 我專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作的事‧（有晝夜不睡覺、不合眼的）
傳 8:17 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作的事‧任憑他費多少力尋查、都查
不出來‧就是智慧人雖想知道、也是查不出來。
傳 9:11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
的未必得貲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6. 義與不義之結局（9:1-10）
傳 9:1
我將這一切事放在心上、詳細考究、就知道義人和智慧人、並他們的作為、都在神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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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9:2

或是愛、或是恨、都在他們的前面、人不能知道。
凡臨到眾人的事、都是一樣‧義人和惡人、都遭遇一樣的事‧好人、潔淨人和不潔淨人、
獻祭的與不獻祭的、也是一樣‧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

7. 掌權者之愚昧（10:1-20）
傳 10:4 掌權者的心、若向你發怒、不要離開你的本位、因為柔和能免大過。
傳 10:5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件禍患、似乎出於掌權的錯誤、
三、征服虛空的路（11:1-12:14）－只有回到神面前，才有真實的滿足
1. 當傳福音（11:1-4）－把生命之糧撒到世人中，日久必能得著人歸向神；
傳 11:1 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必能得著。
傳 11:6 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知道那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
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
2. 生命成長（11:5-6）－生命的成長是自然的，人不知道如何成形，如同胎兒成形在婦女腹中；
傳 11:5 風從何道來、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如何長成、你尚且不得知道、這樣、行萬事之神的
作為、你更不得知道。
3. 遵行神的旨意（12:1-8）－呼籲少年人當抓住現今的機會來遵行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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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12:7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傳 12:8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4. 當敬畏神（12:9-14）－人當敬畏神，好從神得著智慧，知道如何過人生，並且進一步認識神。
傳 12:13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傳 12:14 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七、總結
所羅門有無比的智慧，至高的地位，凌駕眾人的財富，又有成百的妃嬪，在放縱情慾上墮落到
無以倫比的地步。藉著經過日光之下一切積極和消極的人生經歷，他的思想中深深刻著且充滿
了這卷書的中心思想，就是在日光之下，墮落離開神的人生是虛空的虛空。人是神以最高、最
尊貴的定旨造的，就是要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神相像，而彰顯神。但是神的仇敵魔鬼撒
但，進來將他自己作為罪注射到神為祂定旨所造的人裏面。因著人這樣的墮落，人以及神所交
託給人管理的一切受造之物，也都被帶進敗壞的奴役之中，服在虛空之下。（羅八20～21。）因
此，在敗壞世界裏的人生，也成了虛空，也成了捕風。著者所羅門完全領悟這事，就在他的描
述裏強調這事到了極點。但他在這事上不是完全的失望，反而指教我們，有一條脫離這虛空的
路，就是回到神那裏，以神作人的一切、救贖、生命、財富、享受、快樂和滿足，使人仍然可
以為神所用，以成就神在人身上原初的定旨，而完成神永遠的旨意。
（傳十二13～14。）
羅 8:20
羅 8:21
羅 8:22
羅 8:23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享原文作入〕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
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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