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腊神话中的⻄⻄弗斯



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命本⾝就是⽭
盾，因为⽣命渴求的是⽣，不是死。
对⽣命的渴求就是对永恒的渴求。

——莫尔特曼《三位⼀体和上帝之国》



中⼼信息

神寻找在世上受劳苦经炼中
⼼存永恒、感恩、敬畏的⼈



背景和结构

传道书：
1:1 在耶路撒冷做王，⼤卫的⼉⼦传道者的⾔
语。

传道者：【 תֶלֶהֹק 】Qōhelet



背景和结构

传道书：
1:2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传道书：
1:3 ⼈⼀切的劳碌，就是他在⽇光之下的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12:13 这些事都已听⻅了，总意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所当尽的本分。
12:14 因为⼈所做的事，连⼀切隐藏的事，
⽆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背景和结构



3:9 ⼈的劳碌没有益处／留不下什么
3:10,11 我看⻅：世⼈的劳苦和神所安置其⼼中的永恒
3:12,13 我知道：世⼈在劳碌中所享受的福分出⾃于神
3:14 我知道：世⼈因神永存之作为当对祂⼼存敬畏
3:15 神的作为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

背景和结构



1、在⽣存的劳苦中⼼存永恒
2、在⽣活的劳碌中⼼存感恩
3、在⽣命的劳乏中⼼存敬畏

背景和结构



主题
1、在⽣存的劳苦中⼼存永恒

9 这样看来，做事的⼈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10 我⻅神叫世⼈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将永⽣安置在
世⼈⼼⾥，然⽽神从始⾄终的作为，⼈不能参透。

“益处”取⾃【 留下来、剩下来：（yāṯar）【 רַתָי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传道书1:4）



我今年⼆⼗三岁，应该说才刚刚⾛向⽣
活，可⼈⽣的⼀切奥秘和吸引⼒对我已
不复存在，我似乎已⾛到了它的尽头。
反顾我⾛过来的路，是⼀段由紫到红到
灰⽩的历程；⼀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
的历程；⼀段思想的⻓河起于⽆私的源
头⽽最终以⾃我为归宿的历程。

——潘晓
⼈⽣的路呵，怎么越⾛越窄…… 



北京⼤学的新⽣接受了⼀个⼼理测
试，其中要求回答的⼀个问题是：
你觉得⼈⽣有没有意义？结果，⼤
多数学⽣表现出不以为然、困惑不
解的态度，甚⾄40.4％的⼈认为⼈
⽣活得没有意义。

——寻找⼈⽣意义
不要落入虚⽆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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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存的劳苦中⼼存永恒

3:10 我⻅神叫世⼈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3:10 我⻅神叫那⼈的⼉⼦们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
练。

主题



有⼀⽇，那⼈和他妻⼦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
⽣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个男⼦。”
⼜⽣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的，该隐是种地
的。

（创世记 4:1-2）
亚伯【 ⽓虚空、蒸：（Heḇel）【 לֶבֶה

主题
1、在⽣存的劳苦中⼼存永恒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做衣服给他们穿。
（创世记 3:21）

主题
1、在⽣存的劳苦中⼼存永恒



有⼀⽇，那⼈和他妻⼦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
⽣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个男⼦。”
⼜⽣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的，该隐是种地的。

（创世记 4:1-2）
得【 获得、购买：（qānâ）【 הָנָק

主题
1、在⽣存的劳苦中⼼存永恒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
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地发怒，变了脸⾊。

（创世记 4:4-5）

主题
1、在⽣存的劳苦中⼼存永恒



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将永⽣安置在
世⼈⼼⾥，然⽽神从始⾄终的作为，⼈不能参透。
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将永⽣安置在
他们⼼⾥，然⽽神从始⾄终的作为，那⼈不能参透。

主题
1、在⽣存的劳苦中⼼存永恒



2、在⽣活的劳碌中⼼存感恩

12 我知道，世⼈莫强如终⾝喜乐、⾏善。
13 并且⼈⼈吃喝，在他⼀切劳碌中享福，
这也是神的恩赐。

主题



《你好，李焕英》



”你把⽲场的⾕、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七⽇。
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女、仆婢，并住在你城⾥的利未⼈，
以及寄居的与孤⼉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
⽅，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因为耶和华你神在
你⼀切的⼟产上和你⼿⾥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
常地欢乐。 （申命记 16:13-15）

主题
2、在⽣活的劳碌中⼼存感恩



……在他⼀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传道书3:13）



愚昧⼈抱着⼿【 דָי 】（yāḏ） 吃⾃⼰的⾁。
满了⼀把 【 ףַּכ 】（kap ̄） 得享安静，
强如满了两把【 ןֶפֹח 】（ḥōp ̄en） 劳碌捕⻛。

（传道书 4:5-6）

主题
2、在⽣活的劳碌中⼼存感恩





⼈在⽇光之下劳碌累⼼，
在他⼀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
因为他⽇⽇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
连夜间⼼也不安。这也是虚空。

（传道书 2:22-23）

主题
2、在⽣活的劳碌中⼼存感恩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诗篇 46:10）

主题
2、在⽣活的劳碌中⼼存感恩



3、在⽣命的劳乏中⼼存敬畏

14 我知道，神⼀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所增添，
⽆所减少。神这样⾏，是要⼈在他⾯前存敬畏的⼼。
15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
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主题



《存在的理由——
從傳道書看科技社會的虛空與盼望》
Reason for Being: 
A Meditation on Ecclesiastes 

以祿（Jacques Ellul）



传道书：
3:14 我知道，神⼀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所增添，
⽆所减少。神这样⾏，是要⼈在他⾯前存敬畏的⼼。

1:9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的事后必再⾏。
⽇光之下并⽆新事。
1:10 岂有⼀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
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存在的理由——
從傳道書看科技社會的虛空與盼望》
Reason for Being: 
A Meditation on Ecclesiastes 

以祿（Jacques Ellul）

⽇光之下并⽆新事——不 是科学、
技术，是⼈性。⼈类是不会进步
的。



3:9 这样看来，做事的⼈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3:14 神⼀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神这样⾏，是要⼈在他⾯前存敬畏的⼼。

【 םָלֹוע 】（ʿôlām）：永恒
【 םַלָע 】（ʿālam）：隐藏

主题
3、在⽣命的劳乏中⼼存敬畏



传道书：
12:13 这些事都已听⻅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
他的诫命，这是⼈所当尽的本分。
12:14 因为⼈所做的事，连⼀切隐藏的事，⽆论是善
是恶，神都必审问。
【 םַלָע 】（ʿālam）：隐藏

主题
3、在⽣命的劳乏中⼼存敬畏



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难于离开我，
就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样。可上帝没有这样安排。
但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你我⾛过坟墓，平等地
站在上帝⾯前。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主题
3、在⽣命的劳乏中⼼存敬畏



15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
并且神使已过的事 】ףַדָר【 （rāḏap ̄）重新再来。
God seeks what has been driven away／神寻找那被赶逐
的
God seeks what has been pursued／神寻找那被追寻的

已过的事 】ףַדָר【 （rāḏap ̄）：[分词阳性单数]

主题
3、在⽣命的劳乏中⼼存敬畏



于是把他【那⼈】赶出去了；⼜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
路伯和四⾯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命树的道路。

（创世记 3:24）

赶出【 ׁשַרָּג 】（gāraš）：赶逐

主题
3、在⽣命的劳乏中⼼存敬畏



她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
（何⻄阿书 2:7）

追随 】ףַדָר 】 （rāḏap ̄）：追寻

主题
3、在⽣命的劳乏中⼼存敬畏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个淫妇，就是她情
⼈所爱的；好象以⾊列⼈，虽然偏向别神，喜爱
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后来以⾊列⼈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
们的王⼤卫。在末后的⽇⼦，必以敬畏的⼼归向
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何⻄阿书 3:1,5）

主题
3、在⽣命的劳乏中⼼存敬畏



传道书1:1 在耶路撒冷做王、⼤卫的⼉⼦、传道者……
⻢太福⾳1:1 亚伯拉罕的后裔，⼤卫的⼦孙，耶稣基督……

⼤卫的⼉⼦／⼦孙：the son of David



结语

《吉尔伽美什史诗》



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

结语



吉尔伽美什 ，你要流浪到何⽅？
你追寻的⽣活，将永寻不着。

——智慧女神⻄杜⾥（Siduri）
《吉尔伽美什史诗》

结语



在⻓途跋涉，流浪于⼤草原之后，
我必将我的头安躺在⼤地的⼼上，
好让我沉睡终年，
我的眼要直视太阳，
好让我满得光明！
若光明充溢，⿊暗必然撤退。
愿每⼀位已死的⼈仍能得⻅阳光的锋芒！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史诗》

结语



⼈若赚得全世界，赔上⾃⼰的⽣命，
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命呢？

（⻢太福⾳ 1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