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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碌中享福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3:2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3:3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3:4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3:5 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3:6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  
3:7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3:8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3:9 這樣看來、作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益處呢。  
3:10 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  
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

透。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3:13 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  
3:14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

心。  
3:15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  

 
大綱 

 
    傳道書第三章講到凡事都有定期，所羅門從蒙神喜悅，淪落到遠離神，傳道書是他的懺悔
錄，盼望能幫助人。傳道書的主題是尋找生命的真實意義，起點是按理性的分析來看人生---汲
汲營營、勞苦愁煩、轉眼成空。結論是: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進而從人努力享受今世
美福的實用觀點來深思，勞碌追求名利，可享暫時的快樂。結論是: 勞碌享福不能滿足人。最
後蒙神真理光照，知道人遠離神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真正的享福是神的恩典，讓人生充滿了
盼望與平安喜樂，可得今世的享受與永遠的福樂。結論是: 敬畏神、事奉神、享受神、以神為
樂。 
 
一、虛空下勞苦 
 
    神要人勞碌，但人僅僅以努力為達到他的人生目標則會帶來極大的虛空、無奈、困惑、迷
茫、絕望。因為生命的主權不在人，乃在神。傳道書對在有限時間所發生的事務作了 14 項對
比，其中的奧秘人不能完全測透，神將極大的智慧蘊藏在這些對比中，為了讓人知道神掌權: 
1.生與死 2.栽種與拔出 3.殺戮與醫治 4.拆毀與建造 5.哭與笑 6.哀慟與跳舞 7.拋擲石頭 8.懷抱與
不懷抱 9.尋找與失落 10.保守與捨棄 11.撕裂與縫補 12.靜默與言語 13.喜愛與恨惡 14.爭戰與和
好。以上這些對比如同一列雙頭火車，進退，方向在乎火車司機的操作。同樣一切事務都由神
在指揮、掌管、安排、成就、改變、突破。人仍要為一切事務的過程，和結局負責任。人的勞
苦若配合神的旨意就蒙福，違背就淪為虛空。(申 28:14) 
 
二、勞碌中享福 
 
    神讓人在神之外不能得到永恆的享受與福分，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一時的平安與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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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終這些享樂經不起考驗。人的智慧有限、經歷有限、理解有限、能力有限、時間有限、生
命有限。人對靈界的事茫然無知的。「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 3:11) 勞碌中不
享福是枉然，享福也是暫時的。 
 
三、敬畏神蒙福 
  
    唯有敬畏神才能在勞苦中得永遠的福氣。讓我們從五點來認識神: 1.時間是永恆的:我知道
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2.內容是完全的: 無所增添，無所減少。3.目標是明確的: 目標是
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4.原則是不變的: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5.
判斷是必然的: 神必然要審問一切的事。 

 

 
     
    在跟隨基督的系列中我們進入了智慧書的啟示，從約伯記中思想忍受苦難的原因是讓我們成為得
勝者，靠著信心與忍耐，經過試煉後得到生命的冠冕。與基督一同受苦的人，不但得著長子的名份，
也得著長子雙倍的祝福。這是跟隨的鼓礪與賞賜。從詩篇中我們思想以神的訓言引導我，進入聖所得
到光照，過以神為中心的屬天生活，在地上沒有所愛慕的，神是我心中的力量，是我永遠的福分，如
此蒙神保守，經歷神的恩典。這是藉著詩篇與神在靈中甜美的交通，與神同行。從箴言中我們進一步
思想如何繼續與神同行，不住地提醒行正道，遠離惡人的道路，遇見試探引誘時要躲避，不與惡人行
一路，要及時轉身，要快快逃跑。求神讓我們謙卑地歸向祂，接受聖靈的帶領，作一個智慧的選擇，
走一條正路。千萬不要心高氣傲，走偏了道路，最後自己受虧損。神讓我們不但得以在基督裏，並且
讓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這是藉著箴言讓我們得到智慧避免離開主的正道。 
 
     今天早上我們一同從傳道書中來思想如何喜樂地跟隨基督，並在勞苦中享受神所賜的一切福份，請
我們一同禱告。 
 
    傳道書第三章講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作者所羅門作王後離棄神，從先前蒙神祝福
之時落到遠離神的祝福之時也不過是在人生的短短幾十年之間。傳道書的主題是尋找生命的真實意
義，尋找的起點是從表面的現象推理，按照頭腦的分析來看人生，汲汲營營、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所得的結論是: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進而從人生努力可在今世享福的實用觀點來深思，人在勞
碌中追求名利財色，可享暫時的快樂，但是結論是: 人心仍然不能得到滿足。最後蒙受神真理的光照啟
示，知道人不能遠離神而得到真正的滿足，真正的享福是神所賜的恩典，讓人生充滿了盼望與喜樂，
不但可得今世的享受，並可得著永遠的福樂。結論是: 敬畏神、事奉神、享受神、以神為樂。 
 
    要得著所羅門人的時間是短暫的，在短暫的人生中所作的也是極其有限。神是時間的主宰，神能將
永生安置在人心中。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人知道生命的永恆性，好叫人敬畏神，今世在勞碌中享福，死
後在永恆中蒙福，在永遠中，享受神，並以神為樂。 
 
一、虛空下勞苦 
 
  在某種時間和地點的特殊情況下，人對環境有不同的回應。人的努力也會帶來不同的結局。但是當人
僅僅以努力為他的人生目標則會帶來極大的虛空、無奈、困惑、迷茫、沒有目標、全然絕望。為甚麼
會如此呢? 因為主權不在我們，乃在神。傳道書的作者給我們在有限時間所發生的事務作了 14 項對
比，這些事表面看來是有許多衝突，其中的奧秘人不能測透，神將極大的智慧蘊藏在這些對比中，讓
人知道神掌權: 
 
1. 生與死 
 揀選生命或是死亡，摩西曾勸告以色列人:「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在你面前」(申 30:15)。 
這是第一要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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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栽種與拔出 
    豫表以色列，以賽亞論到葡萄園的事。(賽 5:1-7) 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勸勉我們:「不要自欺，神世輕慢
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
聖靈收永生。」(加 6:7,8) 保羅在羅馬書中又說:「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
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
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福。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羅 8:5-8) 
 
3. 殺戮與醫治 
  神除去罪惡，赦免罪人。人卻為己，殺戮異己，殘害忠良，能破壞不能醫治。日本侵華美期名為建立
大東亞共榮圈。 
 
4. 拆毀與建造 
    論到建房子，舊房不拆毀就無法徹底重新建造。建造在磐石上的不容易拆毀。在海灘上以沙所建造
的城堡，海水一漲潮就被沖毀了。國家的建造也是一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拆毀，有建造。 
 
5. 哭與笑 
「憂傷強如喜笑，因為面帶愁容，終必使心喜樂。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
家。」(傳 7:3,4)上週連續有三位牧師的追思禮拜在北加州舉行，九十二歲的鄭錦榮牧師，九十一歲的
鮑會園牧師，和五十六歲的鄭啟光牧師。我參加了兩位年長牧師的追思禮拜，得到很多的幫助與激
勵。 
 
6. 哀慟與跳舞 
  論到基督的職事，先知以賽亞豫言:「主要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
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賽 61:3) 
 
7. 拋擲石頭與堆聚石頭 
  拋開與聚歛。夫婦，朋友。1981黛安娜成為王妃。十幾年後離婚，8/31/1997在巴黎死於車禍中。 
 
8. 懷抱與不懷抱 
  友誼與仇恨。 
 
9. 尋找與失落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天天在找東西，表示老了。 
 
10. 保守與捨棄 
  很多不必要的東西，捨不得丟。最後要付錢拖走。 
 
11. 撕裂與縫補 
  哀傷與安慰。 
 
12. 靜默與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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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言語要寡少。」(傳
5:2) 
 
13. 喜愛與恨惡 
    神將要恩待背道的以色列，以賽亞說:「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我的怒氣漲溢，
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你的救贖主說的。」(賽 54:7-8) 
 
14. 爭戰與和好 
    爭戰是人在墮落後無法避免的衝突。主是和平之君，但是祂來到世間人卻要與祂爭戰。(詩 2:2) 在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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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約沙法年間，摩押人、亞捫人、米烏泥人一同來攻擊猶大國，神藉先知雅哈悉說:「你們請聽，耶
和華對你們如此說，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代下 20:15) 我們
知道摩押人和亞捫人是猶太人的親戚，他們是亞伯拉罕的侄兒羅得的後裔。(創 19:37,38)神讓摩押人和
亞捫人起來擊殺西珥山人，西珥山人是以掃的後裔。(申 2:4)將他們滅盡後，摩押人和亞捫人彼此相
殺。(代下 20:23)。 
 
    以上所寫的這 14 項對比如同一列火車有兩個車頭，有時往前，有時退後，在乎火車司機的操作，同
樣一切事務運作的原則都由神在指揮、掌管、安排、成就、改變、突破。這不是說人就不要負責了。
人不但要負責決定如何處理一切事務的過程，也要為一切有關事務的結局負責任。人所作的若是與神
的旨意配合就蒙福，與神的旨意違背就遭禍。神已經將一切蒙福與咒詛的揀選賜給了人，祂應許若神
的子民願意順服祂，他們就要在世上萬族中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 28:14) 神並不喜悅我們失
敗，神顧念我們，希望我們凡事蒙福，神藉先知以西結說:「以色列家阿，你們何必死亡呢?主耶和華
說，我不喜悅那死人之死，所以你們當回頭而存活。」(結 18:31,32) 
 
    我們知道主掌管一切，神叫世人勞苦，使我們在其中受經練。知道萬事盡都有限，唯有祢的命令極
其寬廣。(詩 119:96) 在主所命定道上直奔的人有福了。 
 
二、勞碌中享福 
 
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

透。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3:13 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  
 
    因為神造人並不是讓人離開神之外能找到永恆的喜樂，人靠自己可以得到一時的平安與享樂，但至
終這平安與享樂是建築在空中樓閣，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哲學總是在探討人生問題的答案，但是人的
智慧有限、經歷有限、理解有限、能力有限、時間有限、生命有限。人對靈界的爭戰事茫然無知的。
傳道書說:「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 3:11) 
 
    傳道書中多次講到人要吃喝享福，這是人在勞碌中所當享受的福分。 
 
1. 神的命定 
 「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傳 2:24) 
 
2. 喜樂行善 
 「人所能作的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傳
3:12,13) 
 
3. 為善為美 
 「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
的分。神賜人資財豐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勞碌中喜樂．這乃是神的恩賜。」(傳
5:18,19)  
 
4. 稱讚快樂 
 「我就稱讚快樂、原來人在日光之下、莫強如吃喝快樂．因為他在日光之下、神賜他一生的年日、要
從勞碌中、時常享受所得的。」(傳 8:15)  
 
5. 享受家庭 
 「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就是 神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年日、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因為那
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勞碌的事上所得的分。」(傳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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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敬畏神的福 
 
3:14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

心。  
3:15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  
 
1. 時間是永恆的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 
 
2. 內容是完全的 
   無所增添，無所減少。 
 
3. 目標是明確的 
    目標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 
 
4. 原則是不變的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 
 
5. 判斷是必然的 
   神必然要審問一切的事。 
    
    你我的生命是建造在甚麼根基上?是在屬世界暫時的享樂上嗎? 還是在神所應許的屬靈永恆的產業上?
若是我們將生命建造在追求短暫人生的事務上,有一天我們也要看到根基毀壞，大衛在詩篇中曾寫:「根
基若毀壞，義人還能作甚麼呢?」(詩 11:3)。要將我們的根基扎在永恆的應許中。不是說沒有困難，乃
是一夕雖有哭泣，早晨終必歡呼。雖然經過流淚谷，神卻能叫這谷為泉源之地。(詩 84:6) 神使人坐車
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祢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詩 66:12)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
日。(詩 84:10) 
 
    耶穌基督才是那位將要駕著天雲而來的亙古常在者。(但 7:13)那日，眾目要看見祂。(啟 1:7)連刺祂
的人也要看祂。(亞 12:10)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哀哭。(啟 8:6)祂要來到地上施行審判的權柄，那日是審
判的日子，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岩石穴
裏，向山和岩石說，倒在我們身上罷，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啟
6:15,16) 
 
    最後，回到我們日常的生活中，甚麼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呢? 誰沒有難處? 誰沒有憂傷? 誰沒有痛苦? 
誰沒有不安? 誰沒有悔恨? 誰沒有懼怕? 誰能填滿心靈無底的空虛? 誰能除去貪婪? 誰能敵擋嫉妒? 誰能
制服驕傲? 誰能勝過罪惡? 誰能赦免罪惡? 誰能阻止衰老? 誰能留住青春? 誰能戰勝病魔? 誰能承受撒但
魔鬼猛烈持續的攻擊? 在死亡面前誰能不低頭? 誰知道明天會發生甚麼事? 但是你不能沒有盼望，你不
能沒有愛。沒有人能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只有耶穌基督。你願意到祂面前來嗎? 祂是創造天地萬物的
主宰，祂從死裏復活，手裏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祂愛你，為你的罪捨了自己的生命。來到祂面
前，祂有無盡的恩典。 
 
    人生的諸般享受中，沒有超過從神那裏得到那永遠的福樂的。因為在肉身之內所有的享受都是暫時
的，我們最大的享受就是在天家與神永遠同在，我們有永生，走完了一生的道路，信主的人能在榮耀
中，歡歡喜喜地的進入那永遠的天國，那就是靈魂永遠的歸宿。喬治.李齊醫生從千鈞一髮的死亡線
上，重返人間。他寫了死亡九分鐘 Return from Tomorrow. 1943 年李齊 20 歲時因肺炎被宣佈死亡之
後，靈魂離開軀體。在他行醫數十年後，這位德高望重，醫術超群的醫師 1978 年出版 35 年前的經
歷。他親口向病人見證靈魂不滅的真實。世人勞碌求富，忽略了靈魂的救恩，何等無知! 何等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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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碌中享福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3:2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3:3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3:4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3:5 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3:6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  
3:7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3:8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3:9 這樣看來、作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益處呢。  
3:10 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  
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

透。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3:13 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  
3:14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

心。  
3:15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  

 
大綱 

 
    傳道書第三章講到凡事都有定期，所羅門從蒙神喜悅，淪落到遠離神，傳道書是他的懺悔
錄，盼望能幫助人。傳道書的主題是尋找生命的真實意義，起點是按理性的分析來看人生---汲
汲營營、勞苦愁煩、轉眼成空。結論是: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進而從人努力享受今世
美福的實用觀點來深思，勞碌追求名利，可享暫時的快樂。結論是: 勞碌享福不能滿足人。最
後蒙神真理光照，知道人遠離神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真正的享福是神的恩典，讓人生充滿了
盼望與平安喜樂，可得今世的享受與永遠的福樂。結論是: 敬畏神、事奉神、享受神、以神為
樂。 
 
一、虛空下勞苦 
 
    神要人勞碌，但人僅僅以努力為達到他的人生目標則會帶來極大的虛空、無奈、困惑、迷
茫、絕望。因為生命的主權不在人，乃在神。傳道書對在有限時間所發生的事務作了 14 項對
比，其中的奧秘人不能完全測透，神將極大的智慧蘊藏在這些對比中，為了讓人知道神掌權: 
1.生與死 2.栽種與拔出 3.殺戮與醫治 4.拆毀與建造 5.哭與笑 6.哀慟與跳舞 7.拋擲石頭 8.懷抱與
不懷抱 9.尋找與失落 10.保守與捨棄 11.撕裂與縫補 12.靜默與言語 13.喜愛與恨惡 14.爭戰與和
好。以上這些對比如同一列雙頭火車，進退，方向在乎火車司機的操作。同樣一切事務都由神
在指揮、掌管、安排、成就、改變、突破。人仍要為一切事務的過程，和結局負責任。人的勞
苦若配合神的旨意就蒙福，違背就淪為虛空。(申 28:14) 
 
二、勞碌中享福 
 
    神讓人在神之外不能得到永恆的享受與福分，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一時的平安與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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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終這些享樂經不起考驗。人的智慧有限、經歷有限、理解有限、能力有限、時間有限、生
命有限。人對靈界的事茫然無知的。「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 3:11) 勞碌中不
享福是枉然，享福也是暫時的。 
 
三、敬畏神蒙福 
  
    唯有敬畏神才能在勞苦中得永遠的福氣。讓我們從五點來認識神: 1.時間是永恆的:我知道
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2.內容是完全的: 無所增添，無所減少。3.目標是明確的: 目標是
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4.原則是不變的: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5.
判斷是必然的: 神必然要審問一切的事。 

 

 
     
    在跟隨基督的系列中我們進入了智慧書的啟示，從約伯記中思想忍受苦難的原因是讓我們成為得
勝者，靠著信心與忍耐，經過試煉後得到生命的冠冕。與基督一同受苦的人，不但得著長子的名份，
也得著長子雙倍的祝福。這是跟隨的鼓礪與賞賜。從詩篇中我們思想以神的訓言引導我，進入聖所得
到光照，過以神為中心的屬天生活，在地上沒有所愛慕的，神是我心中的力量，是我永遠的福分，如
此蒙神保守，經歷神的恩典。這是藉著詩篇與神在靈中甜美的交通，與神同行。從箴言中我們進一步
思想如何繼續與神同行，不住地提醒行正道，遠離惡人的道路，遇見試探引誘時要躲避，不與惡人行
一路，要及時轉身，要快快逃跑。求神讓我們謙卑地歸向祂，接受聖靈的帶領，作一個智慧的選擇，
走一條正路。千萬不要心高氣傲，走偏了道路，最後自己受虧損。神讓我們不但得以在基督裏，並且
讓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這是藉著箴言讓我們得到智慧避免離開主的正道。 
 
     今天早上我們一同從傳道書中來思想如何喜樂地跟隨基督，並在勞苦中享受神所賜的一切福份，請
我們一同禱告。 
 
    傳道書第三章講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作者所羅門作王後離棄神，從先前蒙神祝福
之時落到遠離神的祝福之時也不過是在人生的短短幾十年之間。傳道書的主題是尋找生命的真實意
義，尋找的起點是從表面的現象推理，按照頭腦的分析來看人生，汲汲營營、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所得的結論是: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進而從人生努力可在今世享福的實用觀點來深思，人在勞
碌中追求名利財色，可享暫時的快樂，但是結論是: 人心仍然不能得到滿足。最後蒙受神真理的光照啟
示，知道人不能遠離神而得到真正的滿足，真正的享福是神所賜的恩典，讓人生充滿了盼望與喜樂，
不但可得今世的享受，並可得著永遠的福樂。結論是: 敬畏神、事奉神、享受神、以神為樂。 
 
    要得著所羅門人的時間是短暫的，在短暫的人生中所作的也是極其有限。神是時間的主宰，神能將
永生安置在人心中。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人知道生命的永恆性，好叫人敬畏神，今世在勞碌中享福，死
後在永恆中蒙福，在永遠中，享受神，並以神為樂。 
 
一、虛空下勞苦 
 
  在某種時間和地點的特殊情況下，人對環境有不同的回應。人的努力也會帶來不同的結局。但是當人
僅僅以努力為他的人生目標則會帶來極大的虛空、無奈、困惑、迷茫、沒有目標、全然絕望。為甚麼
會如此呢? 因為主權不在我們，乃在神。傳道書的作者給我們在有限時間所發生的事務作了 14 項對
比，這些事表面看來是有許多衝突，其中的奧秘人不能測透，神將極大的智慧蘊藏在這些對比中，讓
人知道神掌權: 
 
1. 生與死 
 揀選生命或是死亡，摩西曾勸告以色列人:「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在你面前」(申 30:15)。 
這是第一要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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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栽種與拔出 
    豫表以色列，以賽亞論到葡萄園的事。(賽 5:1-7) 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勸勉我們:「不要自欺，神世輕慢
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
聖靈收永生。」(加 6:7,8) 保羅在羅馬書中又說:「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
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
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福。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羅 8:5-8) 
 
3. 殺戮與醫治 
  神除去罪惡，赦免罪人。人卻為己，殺戮異己，殘害忠良，能破壞不能醫治。日本侵華美期名為建立
大東亞共榮圈。 
 
4. 拆毀與建造 
    論到建房子，舊房不拆毀就無法徹底重新建造。建造在磐石上的不容易拆毀。在海灘上以沙所建造
的城堡，海水一漲潮就被沖毀了。國家的建造也是一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拆毀，有建造。 
 
5. 哭與笑 
「憂傷強如喜笑，因為面帶愁容，終必使心喜樂。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
家。」(傳 7:3,4)上週連續有三位牧師的追思禮拜在北加州舉行，九十二歲的鄭錦榮牧師，九十一歲的
鮑會園牧師，和五十六歲的鄭啟光牧師。我參加了兩位年長牧師的追思禮拜，得到很多的幫助與激
勵。 
 
6. 哀慟與跳舞 
  論到基督的職事，先知以賽亞豫言:「主要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
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賽 61:3) 
 
7. 拋擲石頭與堆聚石頭 
  拋開與聚歛。夫婦，朋友。1981黛安娜成為王妃。十幾年後離婚，8/31/1997在巴黎死於車禍中。 
 
8. 懷抱與不懷抱 
  友誼與仇恨。 
 
9. 尋找與失落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天天在找東西，表示老了。 
 
10. 保守與捨棄 
  很多不必要的東西，捨不得丟。最後要付錢拖走。 
 
11. 撕裂與縫補 
  哀傷與安慰。 
 
12. 靜默與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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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言語要寡少。」(傳
5:2) 
 
13. 喜愛與恨惡 
    神將要恩待背道的以色列，以賽亞說:「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我的怒氣漲溢，
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你的救贖主說的。」(賽 54:7-8) 
 
14. 爭戰與和好 
    爭戰是人在墮落後無法避免的衝突。主是和平之君，但是祂來到世間人卻要與祂爭戰。(詩 2:2) 在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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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約沙法年間，摩押人、亞捫人、米烏泥人一同來攻擊猶大國，神藉先知雅哈悉說:「你們請聽，耶
和華對你們如此說，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代下 20:15) 我們
知道摩押人和亞捫人是猶太人的親戚，他們是亞伯拉罕的侄兒羅得的後裔。(創 19:37,38)神讓摩押人和
亞捫人起來擊殺西珥山人，西珥山人是以掃的後裔。(申 2:4)將他們滅盡後，摩押人和亞捫人彼此相
殺。(代下 20:23)。 
 
    以上所寫的這 14 項對比如同一列火車有兩個車頭，有時往前，有時退後，在乎火車司機的操作，同
樣一切事務運作的原則都由神在指揮、掌管、安排、成就、改變、突破。這不是說人就不要負責了。
人不但要負責決定如何處理一切事務的過程，也要為一切有關事務的結局負責任。人所作的若是與神
的旨意配合就蒙福，與神的旨意違背就遭禍。神已經將一切蒙福與咒詛的揀選賜給了人，祂應許若神
的子民願意順服祂，他們就要在世上萬族中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 28:14) 神並不喜悅我們失
敗，神顧念我們，希望我們凡事蒙福，神藉先知以西結說:「以色列家阿，你們何必死亡呢?主耶和華
說，我不喜悅那死人之死，所以你們當回頭而存活。」(結 18:31,32) 
 
    我們知道主掌管一切，神叫世人勞苦，使我們在其中受經練。知道萬事盡都有限，唯有祢的命令極
其寬廣。(詩 119:96) 在主所命定道上直奔的人有福了。 
 
二、勞碌中享福 
 
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

透。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3:13 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  
 
    因為神造人並不是讓人離開神之外能找到永恆的喜樂，人靠自己可以得到一時的平安與享樂，但至
終這平安與享樂是建築在空中樓閣，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哲學總是在探討人生問題的答案，但是人的
智慧有限、經歷有限、理解有限、能力有限、時間有限、生命有限。人對靈界的爭戰事茫然無知的。
傳道書說:「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 3:11) 
 
    傳道書中多次講到人要吃喝享福，這是人在勞碌中所當享受的福分。 
 
1. 神的命定 
 「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傳 2:24) 
 
2. 喜樂行善 
 「人所能作的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傳
3:12,13) 
 
3. 為善為美 
 「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
的分。神賜人資財豐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勞碌中喜樂．這乃是神的恩賜。」(傳
5:18,19)  
 
4. 稱讚快樂 
 「我就稱讚快樂、原來人在日光之下、莫強如吃喝快樂．因為他在日光之下、神賜他一生的年日、要
從勞碌中、時常享受所得的。」(傳 8:15)  
 
5. 享受家庭 
 「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就是 神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年日、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因為那
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勞碌的事上所得的分。」(傳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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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敬畏神的福 
 
3:14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

心。  
3:15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  
 
1. 時間是永恆的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 
 
2. 內容是完全的 
   無所增添，無所減少。 
 
3. 目標是明確的 
    目標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 
 
4. 原則是不變的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 
 
5. 判斷是必然的 
   神必然要審問一切的事。 
    
    你我的生命是建造在甚麼根基上?是在屬世界暫時的享樂上嗎? 還是在神所應許的屬靈永恆的產業上?
若是我們將生命建造在追求短暫人生的事務上,有一天我們也要看到根基毀壞，大衛在詩篇中曾寫:「根
基若毀壞，義人還能作甚麼呢?」(詩 11:3)。要將我們的根基扎在永恆的應許中。不是說沒有困難，乃
是一夕雖有哭泣，早晨終必歡呼。雖然經過流淚谷，神卻能叫這谷為泉源之地。(詩 84:6) 神使人坐車
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祢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詩 66:12)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
日。(詩 84:10) 
 
    耶穌基督才是那位將要駕著天雲而來的亙古常在者。(但 7:13)那日，眾目要看見祂。(啟 1:7)連刺祂
的人也要看祂。(亞 12:10)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哀哭。(啟 8:6)祂要來到地上施行審判的權柄，那日是審
判的日子，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岩石穴
裏，向山和岩石說，倒在我們身上罷，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啟
6:15,16) 
 
    最後，回到我們日常的生活中，甚麼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呢? 誰沒有難處? 誰沒有憂傷? 誰沒有痛苦? 
誰沒有不安? 誰沒有悔恨? 誰沒有懼怕? 誰能填滿心靈無底的空虛? 誰能除去貪婪? 誰能敵擋嫉妒? 誰能
制服驕傲? 誰能勝過罪惡? 誰能赦免罪惡? 誰能阻止衰老? 誰能留住青春? 誰能戰勝病魔? 誰能承受撒但
魔鬼猛烈持續的攻擊? 在死亡面前誰能不低頭? 誰知道明天會發生甚麼事? 但是你不能沒有盼望，你不
能沒有愛。沒有人能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只有耶穌基督。你願意到祂面前來嗎? 祂是創造天地萬物的
主宰，祂從死裏復活，手裏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祂愛你，為你的罪捨了自己的生命。來到祂面
前，祂有無盡的恩典。 
 
    人生的諸般享受中，沒有超過從神那裏得到那永遠的福樂的。因為在肉身之內所有的享受都是暫時
的，我們最大的享受就是在天家與神永遠同在，我們有永生，走完了一生的道路，信主的人能在榮耀
中，歡歡喜喜地的進入那永遠的天國，那就是靈魂永遠的歸宿。喬治.李齊醫生從千鈞一髮的死亡線
上，重返人間。他寫了死亡九分鐘 Return from Tomorrow. 1943 年李齊 20 歲時因肺炎被宣佈死亡之
後，靈魂離開軀體。在他行醫數十年後，這位德高望重，醫術超群的醫師 1978 年出版 35 年前的經
歷。他親口向病人見證靈魂不滅的真實。世人勞碌求富，忽略了靈魂的救恩，何等無知! 何等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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