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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3 1/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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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什麼益處呢﹖ 

10 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 

從第二節到第八節傳道者用了 14個對照的人生經歷來強調任何事情都會發生,人不管如何勞碌,

也無法改變或避免那些不好的事.如果“萬務都有定時”(3:1),註定事情遲早會發生,“這樣看

來”(3:9) 按照世界的智慧,既然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又何必辛苦地想要避免哀慟,拆毀,爭戰和

殺戮的事情,或努力地追求歡樂,建造,平安和醫治呢? 這些想法都是因為缺少了永恆的認知, 提

摩太前書 4:7-10“7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8 操練身體，

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9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

的。10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

主。” 

“這樣看來”是朝向負面的悲觀看法,反過來看,當我們處於低谷的時候,知道必有否極泰來的時

候,不致失去盼望,這種樂觀正面的態度才是神喜悅的健康積極的人生觀.神掌管一切,對每一個人

都有祂的計劃,有時使我們受經練,有時賜我們歡樂,無不是為了我們的好處.詩篇 126:5-6“5流淚

撒種的，必歡呼收割！6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我們在世上勞碌殷勤工作是應盡的本分,不是只為了得到“什麼益處”,有這樣的認識,就不會為

了“凡事都有定期”而怨天尤人了. 創世記 3:16-17“16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

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17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

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

裡得吃的。”但 神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馬太福音 11:28“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3:5「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 [ccbiblestudy.org] 解經家們對本句有幾種解釋：（1）

與栽種有關，整地時拋擲石頭，廢耕時堆聚石頭;（2）與建築有關，拆毀時拋擲石頭，建造時堆

聚石頭;（3）與戰爭有關，攻擊時拋擲石頭，防守時堆聚石頭;（4）與和好有關，開道歡迎時拋

擲（移除）石頭，記念友誼時堆聚石頭（立碑）。 也有可能指下面兩種意思：（5）與財富有關，

拋擲石頭表徵散盡財富，堆聚石頭表徵積蓄財富;（6）與名聲有關，拋擲石頭表徵被人唾棄，堆

聚石頭表徵被人記念。 

討論問題: 

1. 如果“凡事都有定期”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我們該如何面對呢? 

2. 我們的勞碌就只是為了今生的益處嗎? 

3. 神為什麼叫世人勞苦呢? 



Page 2 

4. 疫情中能有盼望嗎? 為什麼? 

 

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

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12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13 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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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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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譯：並且神再

尋回已過的事）。 

3:11“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起初神創造天地,六日內依序造了光,空氣,青草,菜蔬,樹

木,日月眾星,大魚,飛鳥,野獸,牲畜,昆蟲,神看著是好的,最後[創世記 1:27]“神就照著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世記 2:7]“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

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只有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並且領受了神

的生氣,成了有靈的活人,所以我們心裡有“永恆”的認知.都是神所賜的,但是我們生活在有限的

時空當中,若非神的啟示,我們無法完全了解神的作為. 以賽亞書 55:9“天怎樣高過地，照樣，

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感謝主,雖然我們不能參透神的作為,神

的啟示在聖經裡都已經完全了. 

3:12-13世人喜樂行善,也知道一切勞碌所得,都是神的恩賜.傳道書多次談到享受勞碌所得的分,

是神的賞賜(2:21-24),但是如果目光只放在今生的行善和報償,看見自己勞碌所得被鄰舍嫉妒,或

成為別人的快樂,難免會落入虛空,捕風的迷惘裡. 

3:14 神在永恆裡為每個人的計劃與作為,主權在祂,我們應存敬畏的心,順服神的旨意. 箴言 

9: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羅馬書 12: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希伯來書 

10:36“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3:15 回應了傳道書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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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豈

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哪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11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

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也再度感嘆“凡事都有定期”,日光之下萬物週而復始地發

生,若能鑑往知來,數算自己的日子,就能“得著智慧的心”了(詩篇 90:12). 

討論問題: 

1. 為什麼人無法參透神的作為? 神如何啟示我們祂的作為? 
2. “鑑往”就能“知來”嗎? 要如何才能有這樣的智慧? 

16 我又見日光之下，在審判之處有奸惡，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 

17 我心裡說，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因為在那裡，各樣事務，一切工作，都有定時。 

18 我心裡說，這乃為世人的緣故，是神要試驗他們，使他們覺得自己不過像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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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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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都歸一處，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 

21 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獸的魂是下入地呢﹖ 

22 故此，我見人莫強如在他經營的事上喜樂，因為這是他的分。他身後的事誰能使他回來得見

呢﹖ 

3:16-17日光之下到處都有奸惡,使人心懷不平,但是我們內心深處相信公義的主遲早必有審判. 

詩篇 37:7-11“7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

不平。8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9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

和華的必承受地土。10還有片時，惡人要歸於無有；你就是細察他的住處也要歸於無有。11但謙

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的平安為樂。” 

3:18-20人與獸所遭遇的事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就像好人與歹人的遭遇也可能相似一樣, 馬太福音 

5:45“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

的人。”但是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與獸是一樣的,所以人與獸不同的地方就格外地重要了,如果無

法分辨人與獸相異之處,不就成了衣冠禽獸了? 那就真是虛度此生,一切都是虛空的虛空了. 

可是人與獸的差別在哪裡呢? 按照聖經,唯有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唯有人領受了神的“生氣”,

成為有靈的活人,獸沒有領受神的“生氣”.我們要保持身體的聖潔,因為神是聖潔的;我們喜樂行

善,因為神是恨惡罪惡的; 唯有人會尋求永恆的神,因為人的心裡有永恆的意識,這些都是獸所沒

有的,神是永恆的,肉體是會朽壞的.我們要活得像人,就要彰顯這些神的恩賜,克服肉體的私慾和

軟弱. 羅馬書 7:22-25“22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原文是人），我是喜歡神的律；23但我覺得

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24我真是苦阿！誰

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25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

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3:21 新譯本:(“魂”的原文與“靈”〔3:21〕和“氣息”〔3:19〕相同）,獸是沒有靈的,所以

這段經文裡的“獸”可能是指馬太福音裡的“歹人”或“不義的人”. 

討論問題: 

1. 人與獸有何相同和不同? 
2. 既然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我們要活得像人,是否就是要活得像神(聖潔,公義,慈愛 ...)? 
 

新譯本 

神规划万事叫人敬畏他 

3 万事都有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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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有时； 
5 拋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 

ESV 

A Time for Everything 

3 For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and a time for every 

matter under heaven: 

2 a time to be born, and a time to die; 

a time to plant, and a time to pluck up what is planted; 
3 a time to kill, and a time to heal; 

a time to break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up; 
4 a time to weep, and a time to laugh; 

a time to mourn, and a time to dance; 
5 a time to cast away stones, and a time to gather 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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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有时，避免拥抱有时； 
6 寻找有时，舍弃有时； 

保存有时，拋弃有时； 
7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 

静默有时，讲话有时； 
8 爱有时，恨有时； 

战争有时，和平有时。 
9 作工的人在自己的劳碌上得到甚么

益处呢？ 10 我看 神给予世人的担

子，是要他们为此烦恼。 11 他使万事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把永恒的

意识放在人的心里；虽然这样，人还

是不能察觉 神自始至终的作

为。 12 我晓得人生最好是寻乐享

福， 13 人人有吃有喝，在自己的一切

劳碌中自得其乐；这就是 神的恩

赐。 14 我知道 神所作的一切，都必

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 神这

样作，为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

心。 15 现在有的，先前就有；将来有

的，早已有了；因为 神使已过的事

重新出现（“使已过的事重新出现”

直译是“寻找被追赶的”）。 

 神的审判都有定时 

16 我在日光之下又看见：审判的地方

有奸恶，维护公义的地方也有奸

恶。 17 我自己心里说：“ 神必审判

义人和恶人，因为各样事务、各样工

作都有定时。” 18 我自己心里说：

“至于世人， 神要试验他们，使他

们看见自己与牲畜无异。 19 因为世人

所遭遇的与牲畜所遭遇的，都是一

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两

者的气息都是一样，所以人并不胜于

牲畜。一切都是虚空。 
20 大家都到一

个地方去，都出于尘土，也都归回尘

土。 21 有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牲

畜的魂（“魂”的原文与“灵”

〔3:21〕和“气息”〔3:19〕相同）

是下降而入地呢？” 22 因此我看人最

好是在自己所作的事上自得其乐，因

为这也是他的分；谁能使他看见他自

己死后的事呢？ 

together; 

a time to embrace, and a time to refrain from 

embracing; 
6 a time to seek, and a time to lose; 

a time to keep, and a time to cast away; 
7 a time to tear, and a time to sew; 

a time to keep silence, and a time to speak; 
8 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hate; 

a time for war, and a time for peace. 

The God-Given Task 

9 What gain has the worker from his toil? 10 I have 

seen the business that God has given to the children of 

man to be busy with. 11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Also, he has put eternity into man's 

heart, yet so that he cannot find out what God has don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12 I perceived that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for them than to be joyful and to do 

good as long as they live; 13 also that everyone should 

eat and drink and take pleasure in all his toil—this 

is God's gift to man. 

14 I perceived that whatever God does endures 

forever; nothing can be added to it, nor anything taken 

from it. God has done it, so that people fear before 

him. 15 That which is, already has been; that which is to 

be, already has been; and God seeks what has been 

driven away.[a] 

From Dust to Dust 

16 Moreover, I saw under the sun that in the place of 

justice, even there was wickedness, and in the place of 

righteousness, even there was wickedness. 17 I said in 

my heart, God will judge the righteous and the wicked, 

for 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 matter and for every 

work. 18 I said in my heart with regard to the children of 

man that God is testing them that they may see that they 

themselves are but beasts. 19 For what happens to the 

children of man and what happens to the beasts is the 

same; as one dies, so dies the other. They all have the 

same breath, and man has no advantage over the beasts, 

for all is vanity.[b] 20 All go to one place. All are from the 

dust, and to dust all return. 21 Who knows whether the 

spirit of man goes upward and the spirit of the beast 

goes down into the earth? 22 So I saw that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that a man should rejoice in his 

work, for that is his lot. Who can bring him to see what 

will be after him?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4%BC%A0%E9%81%93%E4%B9%A6+3&version=ESV#fen-ESV-17375a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4%BC%A0%E9%81%93%E4%B9%A6+3&version=ESV#fen-ESV-1737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