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道書 1:14 我⾒⽇光之下所做的⼀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15  彎曲的，不能變
直； 缺少的，不能⾜數。


羅⾺書1: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上帝，卻不當作上帝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
變為虛妄，無知的⼼就昏暗了。


羅⾺書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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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但受
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上帝兒女⾃由的榮耀。22 我們知道，⼀切受造之
物⼀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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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15: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18 就是在基督
裏睡了的⼈也滅亡了。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有指望，就算比眾⼈更可憐。

  

 

 

Solomon was 300 years ahead of Buddha bringing up this idea of vanity and 
meaninglessness.

 

Solomon proposed the question: If life under the sun is all there is, then what is the 
point of life?

 

If material world is all there i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If you and I were just the 
result of random molecular impacts, then even our intellect is simply a chemical 
reaction that cannot be trusted. Then why do we even ask meaning? Meaningless, 
pointless, vanity!

 

I. 1.  Ch. 1:1-11 All is vanity! ⼀切皆空！ 我们不过是化学元素的“轮回”


A.  4    ⼀代過去，⼀代⼜來， 地卻永遠長存。5 ⽇頭出來，⽇頭落下， 急歸所出之
地。6  風往南颳，⼜向北轉， 不住地旋轉，⽽且返回轉⾏原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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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Humanism，⼈⽂主义和纯在主义existentialism 改变不了世界。

A. 1:14 我⾒⽇光之下所做的⼀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15  彎曲的，不能變
直； 缺少的，不能⾜數。


B. Humanism: We are basically good, and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C. Existentialism: Our existence is meaning, although the whole world is 

meaningless, my existence is meaningful and I must do the right thing!

III.  My intelligence is meaningless! 智慧毫⽆意义！




A. 1：16 我⼼裏議論說：我得了⼤智慧，勝過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且我⼼
中多經歷智慧和知識的事。17 我⼜專⼼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這也是捕
風。18  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  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IV. Hedonism is empty, 享乐毫⽆意义。

A. 第2章 1 我⼼裏說：「來吧，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誰知，這也是虛空。

2 我指嬉笑說：「這是狂妄。」論喜樂說：「有何功效呢？」3 我⼼裏察究，如何
⽤酒使我⾁體舒暢，我⼼卻仍以智慧引導我；⼜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
在天下⼀⽣當⾏何事為美。4 我為⾃⼰動⼤⼯程，建造房屋，栽種葡萄園，5 修造
園囿，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樹；6 挖造⽔池，⽤以澆灌嫩⼩的樹⽊。7 我買了僕
婢，也有⽣在家中的僕婢；⼜有許多⽜群⽺群，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眾⼈所有
的。8 我⼜為⾃⼰積蓄⾦銀和君王的財寶，並各省的財寶；⼜得唱歌的男女和世⼈
所喜愛的物，並許多的妃嬪。


B. 9 這樣，我就⽇⾒昌盛，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我的智慧仍然存留。10 凡
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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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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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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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认命也不能挪去我的虚空。Stoicism doesn't relieve my empty hear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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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6.如果真有神，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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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此，我讚歎那早已死的死⼈，勝過
那還活著的活⼈。3 並且我以為那未曾⽣的，就是未⾒過⽇光之下惡事的，比這兩
等⼈更強。


B.  但如果没有神，不公平⼜如何？你是谁，你如何知道什么是公平？

VII.  有钱也是虚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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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貨物增添，吃的⼈也增添，物主得甚麼益處呢？不過眼看⽽已！12 勞碌
的⼈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的豐滿卻不容他睡覺。13 我⾒⽇光之下有
⼀宗⼤禍患，就是財主積存資財，反害⾃⼰。14 因遭遇禍患，這些資財就消滅；



那⼈若⽣了兒⼦，⼿裏也⼀無所有。15 他怎樣從⺟胎⾚⾝⽽來，也必照樣⾚⾝⽽
去；他所勞碌得來的，⼿中分毫不能帶去。16 他來的情形怎樣，他去的情形也怎
樣。這也是⼀宗⼤禍患。他為風勞碌有甚麼益處呢？17 並且他終⾝在⿊暗中吃
喝，多有煩惱，⼜有病患嘔氣。


VIII.I hate life!

A. 2：17 我所以恨惡⽣命；因為在⽇光之下所⾏的事我都以為煩惱，都是虛空，都
是捕風。


IX. 基督的復活使⼀切都有意義。

A. 哥林多前書 15:17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18 就是
在基督裏睡了的⼈也滅亡了。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有指望，就算比眾⼈更可
憐。


B. 哥林多前書 15: 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
多做主⼯；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不是徒然的。


C. 整本傳道書最可惜的部份是它是在基督降⽣，死，埋葬，復活，升天之前所寫
的，所羅⾨再有智慧也看不到未來基督要來的事。然⽽，基督的死和復活完全改
寫了⼈類的歷史。


D. 在基督之前，王朝興起，王朝結束，帝國的興衰給⼈⼀種不勝唏噓的感覺。再偉
⼤的帝國最後也成了廢墟，成了古蹟⽂物。但在基督復活之後，基督的王國⼀直
在前進中，基督的國所到之處，那地區產⽣了⾼度的⽂明，⽽這⽂明不是由哪⼀
個⼈類的國王所建立的。

1. 基督的國從猶太，到羅⾺，到君⼠坦丁堡，北非，建立了千年的⾼度⽂明，然
後前往歐洲，到了美洲，現在再重回亞洲。


2. 基督的國所帶來的⼤學院校（12-13世紀相繼成立的巴黎⼤學，劍橋，⽜津，
海德堡⼤學），醫學，天⽂，地理，⽣物學，物理，化學，⾳樂，美術，建
築，航海，航天。這是基督教的⽂明。世界沒有另⼀個宗教⽂化建立這⼀種延
綿不絕，延續性的⽂明。印度的古⽂明，黃河流域的中國⽂明，都沒有達到今
天基督教的⽂明。


3. “Victory of Reason-How Christianity Led to Freedom, Capitalism, and 
Western Success” by Rodney Stark. 這本書詳細的解釋了基督王國的發展歷
史。


4. 是的，⻄⽅這些國家不是完美的，因為基督的國還沒有完全降臨。但我要強調
的是：基督徒不必活在傳道書的憂悶中。我們基督徒不但有永⽣的盼望，連今
⽣都可以有喜樂的。


5. 在基督裡，我們的勞苦不是虛空。我們賺的錢也不需空。⾃從我開始辦學校之
後，我突然感覺到有錢真的是⼀件好事。我多麼希望我可以就寫⼀張20萬美⾦
的⽀票給學校，明年的籌款就搞定了。在基督裡，對⼀個真正認識基督的⼈，
錢真的是可以⽤來做有意義的事的，不虛空的。




6. 哥林多後書 9:6「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7 各⼈要隨本⼼
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是上帝所喜愛的。8 上帝
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能多⾏各樣善事。9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7. 在基督裡，把孩⼦帶⼤不虛空，移⺠美國不虛空，讀⼤學不虛空，明天上班去
賺錢不虛空，去健⾝房鍛鍊⾝體不虛空。沒有基督，什麼都是空的。


回應詩歌


主治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