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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9 3/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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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愛，或是恨，都在他們的前面，人不能知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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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禍患，就是眾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樣，並且世人的心充

滿了惡；活著的時候心裡狂妄，後來就歸死人那裡去了。 

這一章繼續從不同的角度談到日光之下的無奈和虛空,如果侷限在日光之下的世界,就很難突

破虛空的感覺,只要相信神掌管一切,而且死後有審判,就能突破”虛空”的綑綁了. 

9:1 

“這一切事”就是上文第八章所說的“14世上有一件虛空的事，就是義人所遭遇的，反照惡人

所行的；又有惡人所遭遇的，反照義人所行的。我說，這也是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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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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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祂為每一位所預備的,若不讓人明白,就是要我們憑信心領受.人的智

慧總認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可是在有限的時空裡,卻見到許多的不公不義的例子,難免

覺得虛空.但是如果把時空擴大到永恆裡面,人死後還有神的審判,憑信心領受神的應許,就不

會覺得虛空了.希伯來書 9:27“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沒有人預先知道將會遇見的事情是來自愛心還是來自怨恨. 

9:2 

 “獻祭的與不獻祭的”是指信神的與不信神的.“起誓的與怕起誓的”是指下定決心的與猶

豫不決的. 

9:3 

眾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樣,無論是義人還是惡人,都歸到死人那裏去,可見行為的好壞與死無關,

只跟罪有關,因為羅馬書 6:23“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

乃是永生。”義人和惡人外來的遭遇雖然一樣,但是義人和惡人會有完全不同的反應,因為相

信神就有永生,相信主耶穌是得救的唯一條件,就不會落入感覺“虛空”的綑綁了. 

 

討論問題: 

1. 為何神使義人和惡人都遭遇一樣的事? 

2. 為何義人和惡人對於一樣的遭遇有不同的反應? 

 

4. 與一切活人相連的，那人還有指望，因為活著的狗比死了的獅子更強。 

5. 活著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無所知，也不再得賞賜；他們的名無人記念。 

6. 他們的愛，他們的恨，他們的嫉妒，早都消滅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們永不

再有分了。 

日光之下,人往往認為死亡是個“大限”,活著的時候,人生充滿希望,雖然知道人人都有一死, 

總是努力做些有意義的事,想要立德,立功.或者立言,死後也能蒙人紀念.可是同時也看到那些

比自己先死的人,已經無法知道身後的事情,不知人是否紀念他們,那些已死的人曾經有的恩怨

情仇都煙消雲散,毫無意義了,難怪傳道者感慨著說“活著的狗比死了的獅子更強”. 

如果沒有永恆,死後留名就是我們最高的期望了,可是人都死了,無法擁有,也無法享受任何的

賞賜,又有何意義呢? 不就是虛空的虛空嗎? 

相反的,永恆是唯一的解釋,只有永恆能叫我們突破“虛空”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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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3. 活著的人“還有指望”,如果沒有永恆,能指望甚麼呢? 

4. 何謂積財寶在天? 我們在活著的時候所做的事,會在永恆裡得獎賞嗎? 

 

7. 你只管去歡歡喜喜吃你的飯，心中快樂喝你的酒，因為神已經悅納你的作為。 

8. 你的衣服當時常潔白，你頭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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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凡你手所當作的事要盡力去作；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

識，也沒有智慧。 

9:7 

傳道書 5:18-1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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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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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祝福我們勞碌所得的分,神也樂意見到我們歡喜快樂地享用自

己的分.在日光之下與妻子吃喝享受,快活度日,因為這些吃用的資財,只能在日光之下享用,不

能帶進永恆裡. 詩篇 128“1（上行之詩。）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2你要吃

勞碌得來的；你要享福，事情順利。3你妻子在你的內室，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你兒女圍

繞你的桌子，好像橄欖栽子。4看哪，敬畏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5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

給你！願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的好處！6願你看見你兒女的兒女！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9:8 

“衣服潔白”有過聖潔生活的意思,“頭上不缺膏油”有蒙神揀選,討神喜悅的意思.我們在歡

喜快樂吃飯喝酒,享受勞碌得來的分的時候,仍舊不忘我們是屬神的,要過聖潔討神喜悅的生活,

而不要追求罪中之樂. 

9:10 

神給我們不同的恩賜,我們在日光之下可以配搭服事,所以我們要盡力去做我們當作的事,神必

祝福.蘇文隆牧師在 2/14 的主日講台引用羅斯福總統的話“生命最佳的獎賞，是有機會努力

地去做值得做的事．”詩篇 90:17“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

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我們死了之後去到的陰間,那裡不需要工作,不必規

劃安排,地上的知識和智慧也無處可用. 

 

討論問題: 

5. 為何衣服“當時常潔白”? 為何“頭上不要缺少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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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12. 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魚被惡網圈住，鳥被網羅捉住，禍患忽然臨到的時候，世

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13.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樣智慧，據我看乃是廣大， 

14. 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數稀少，有大君王來攻擊，修築營壘，將城圍困。 

15. 城中有一個貧窮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卻沒有人記念那窮人。 

16. 我就說，智慧勝過勇力；然而那貧窮人的智慧被人藐視，他的話也無人聽從。 

17. 寧可在安靜之中聽智慧人的言語，不聽掌管愚昧人的喊聲。 

18. 智慧勝過打仗的兵器；但一個罪人能敗壞許多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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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光之下似乎每件事的成功都不能從單一的因素得到保證,好像最大的因素是機會,又好像

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支配著.人所不能了解,或者不能掌控的因素,就說這是機會,是運氣,或是

註定的.傳道書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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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和合本:“據我看乃是廣大”,新譯本:“覺得很有意義”,ESV:“it seemed great to me.” 

9:15-16 

人都是健忘的,不曉得報恩.人也是勢利的,貧窮的智慧人不因智慧得尊重,卻因貧窮遭鄙視. 

9:17 

要聽智慧人輕聲的言語,不要聽管理眾愚昧人的喊叫.智慧人多是謙卑的,所以說話也較低

調,“半桶水響叮噹”,愚昧人常認為自己有智慧,就會大言不慚.我們不要因為有人聲音大就

相信他. 

 

討論問題: 

6. 為何“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

的未必得喜悅”? 

 

新譯本 

把握 神所赐的时机 

9  我留心这一切事，并加以阐明：就是义

人、智慧人和他们所作的，都在 神手里。

临到他们的一切，无论是爱是恨，人都不领

悟。 
2 众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义人与恶人、

好人与坏人、洁净的与不洁净的、献祭的与

不献祭的，所遭遇的都是一样的；好人怎

样，罪人也怎样；起誓的怎样，怕起誓的也

怎样。 

3 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有一件令人遗

憾的，就是众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并且世

人的心充满邪恶，一生心怀狂妄，后来都归

到死人那里去。 4 凡有生命的（“凡有生命

的”原文作“凡与所有活人有关联的”），

就有盼望，因为活狗比死狮更好。 5 活人还知

道自己必死，死人却一无所知，而且再得不

到酬劳，他们也被遗忘。 6 他们的爱，他们的

恨，他们的嫉妒，都早已消失了，在日光之

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永远也没有他们的分

ESV 

Death Comes to All 

9 But all this I laid to heart, examining it 

all, how the righteous and the wise and their 

deeds are in the hand of God. Whether it is 

love or hate, man does not know; both are 

before him. 2 It is the same for all, since the 

same event happens to the righteous and the 

wicked, to the good and the evil,[a] to the clean 

and the unclean, to him who sacrifices and him 

who does not sacrifice. As the good one is, so 

is the sinner, and he who swears is as he who 

shuns an oath. 3 This is an evil in all that is 

done under the sun, that the same event 

happens to all. Also, the hearts of the children 

of man are full of evil, and madness is in their 

hearts while they live, and after that they go to 

the dead. 4 But he who is joined with all the 

living has hope, for a living dog is better than 

a dead lion. 5 For the living know that they will 

die, but the dead know nothing, and they have 

no more reward, for the memory of them is 

forgotten. 6 Their love and their hate and their 

envy have already perished, and forever they 

have no more share in all that is done under 

the sun.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cclesiastes+9&version=ESV#fen-ESV-174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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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7 你只管快快乐乐地去吃你的饭，怀着高兴的

心去喝你的酒，因为 神已经悦纳了你所作

的。 8 你当经常穿著白色的衣袍，头上也不要

缺少膏油。 

9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中，就是 神在日光之

下赐你虚空的年日中，你要和你所爱的妻子

享受人生，因为那是你一生在日光之下从劳

碌中所得的分。 10 凡是你手可作的，都当尽

力去作；因为在你所要去的阴间里，既没有

工作，又没有筹谋；没有知识，也没有智

慧。 

11 我又看见在日光之下，跑得快的未必得奖，

勇士未必战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精明的

未必致富，博学的未必得人赏识，因为时机

和际遇左右众人。 12 原来人并不知道自己的

时机，正像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

险恶的时机忽然临到世人身上的时候，世人

也照样陷在其中。 

智慧胜过武力 

13 在日光之下，我又看见一样智慧，觉得很有

意义： 14 有一座小城，人数不多；有一个大

君王来进攻，把它包围，建造巨大的高垒攻

城。 15 城里有一个贫穷但有智慧的人，用他

的智慧救了那城。然而，却没有人记念那穷

人。 16 于是我说：“智慧胜过武力”，但是

那个穷人的智慧被藐视，他的话也没有人听

从。 17 听智慧人安安静静说出来的话，胜过

听管理愚昧者的人的喊叫。 18 智慧胜于战斗

的武器，但一个罪人能破坏许多好事。 

Enjoy Life with the One You Love 

7 Go, eat your bread with joy, and drink your 

wine with a merry heart, for God has already 

approved what you do. 

8 Let your garments be always white. Let 

not oil be lacking on your head. 

9 Enjoy life with the wife whom you love, all 

the days of your vain[b] life that he has given 

you under the sun, because that is your portion 

in life and in your toil at which you toil under 

the sun. 10 Whatever your hand finds to do, do 

it with your might,[c] for there is no work or 

thought or knowledge or wisdom in Sheol, to 

which you are going. 

Wisdom Better Than Folly 

11 Again I saw that under the sun the race is not 

to the swift, nor the battle to the strong, nor 

bread to the wise, nor riches to the intelligent, 

nor favor to those with knowledge,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 to them all. 12 For 

man does not know his time. Like fish that are 

taken in an evil net, and like birds that are 

caught in a snare, so the children of man 

are snared at an evil time, when it suddenly 

falls upon them. 

13 I have also seen this example of wisdom 

under the sun, and it seemed great to 

me. 14 There was a little city with few men in 

it, and a great king came against it and 

besieged it, building great siegeworks against 

it. 15 But there was found in it a poor, wise 

man, and he by his wisdom delivered the city. 

Yet no one remembered that poor man. 16 But I 

say that wisdom is better than might, 

though the poor man's wisdom is despised and 

his words are not heard. 

17 The words of the wise heard in quiet are 

better than the shouting of a ruler among 

fools. 18 Wisdom is better than weapons of 

war, but one sinner destroys much good.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cclesiastes+9&version=ESV#fen-ESV-17485b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cclesiastes+9&version=ESV#fen-ESV-17486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