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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碌中享福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3:2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3:3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3:4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3:5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3:6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3:7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3:8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3:9 这样看来、作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甚麽益处呢。  
3:10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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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3:13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3:14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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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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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纲 
 
    传道书第三章讲到凡事都有定期，所罗门从蒙神喜悦，沦落到远离神，传道书是他的忏悔录，盼望
能帮助人。传道书的主题是寻找生命的真实意义，起点是按理性的分析来看人生---汲汲营营、劳苦愁
烦、转眼成空。结论是: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进而从人努力享受今世美福的实用观点来深思，
劳碌追求名利，可享暂时的快乐。结论是: 劳碌享福不能满足人。最後蒙神真理光照，知道人远离神不
能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享福是神的恩典，让人生充满了盼望与平安喜乐，可得今世的享受与永远
的福乐。结论是: 敬畏神、事奉神、享受神、以神为乐。 
 
一、虚空下劳苦 
 
    神要人劳碌，但人仅仅以努力为达到他的人生目标则会带来极大的虚空、无奈、困惑、迷茫、绝
望。因为生命的主权不在人，乃在神。传道书对在有限时间所发生的事务作了 14 项对比，其中的奥秘
人不能完全测透，神将极大的智慧蕴藏在这些对比中，为了让人知道神掌权: 1.生与死 2.栽种与拔出 3.
杀戮与医治 4.拆毁与建造 5.哭与笑 6.哀恸与跳舞 7.抛掷石头 8.怀抱与不怀抱 9.寻找与失落 10.保守与舍
弃 11.撕裂与缝补 12.静默与言语 13.喜爱与恨恶 14.争战与和好。以上这些对比如同一列双头火车，进
退，方向在乎火车司机的操作。同样一切事务都由神在指挥、掌管、安排、成就、改变、突破。人仍
要为一切事务的过程，和结局负责任。人的劳苦若配合神的旨意就蒙福，违背就沦为虚空。(申 28:14) 
 
 
二、劳碌中享福 
 
    神让人在神之外不能得到永恒的享受与福分，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一时的平安与享乐，但至终
这些享乐经不起考验。人的智慧有限、经历有限、理解有限、能力有限、时间有限、生命有限。人对
灵界的事茫然无知的。「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 3:11) 劳碌中不享福是枉然，享福也
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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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敬畏神蒙福 
  
    唯有敬畏神才能在劳苦中得永远的福气。让我们从五点来认识神: 1.时间是永恒的:我知道神一切所作
的，都必永存。2.内容是完全的: 无所增添，无所减少。3.目标是明确的: 目标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
心。4.原则是不变的: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5.判断是必然的: 神必然要审问一切
的事。  
 

讲章 
 

    在跟随基督的系列中我们进入了智慧书的启示，从约伯记中思想忍受苦难的原因是让我们成为得胜
者，靠着信心与忍耐，经过试炼後得到生命的冠冕。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人，不但得着长子的名份，也
得着长子双倍的祝福。这是跟随的鼓砺与赏赐。从诗篇中我们思想以神的训言引导我，进入圣所得到
光照，过以神为中心的属天生活，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神是我心中的力量，是我永远的福分，如此
蒙神保守，经历神的恩典。这是藉着诗篇与神在灵中甜美的交通，与神同行。从箴言中我们进一步思
想如何继续与神同行，不住地提醒行正道，远离恶人的道路，遇见试探引诱时要躲避，不与恶人行一
路，要及时转身，要快快逃跑。求神让我们谦卑地归向祂，接受圣灵的带领，作一个智慧的选择，走
一条正路。千万不要心高气傲，走偏了道路，最後自己受亏损。神让我们不但得以在基督里，并且让
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这是藉着箴言让我们得到智慧避免离开主的正道。 
 
     今天早上我们一同从传道书中来思想如何喜乐地跟随基督，并在劳苦中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福份，请
我们一同祷告。 
 
    传道书第三章讲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作者所罗门作王後离弃神，从先前蒙神祝福
之时落到远离神的祝福之时也不过是在人生的短短几十年之间。传道书的主题是寻找生命的真实意
义，寻找的起点是从表面的现象推理，按照头脑的分析来看人生，汲汲营营、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所得的结论是: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进而从人生努力可在今世享福的实用观点来深思，人在劳
碌中追求名利财色，可享暂时的快乐，但是结论是: 人心仍然不能得到满足。最後蒙受神真理的光照启
示，知道人不能远离神而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享福是神所赐的恩典，让人生充满了盼望与喜乐，
不但可得今世的享受，并可得着永远的福乐。结论是: 敬畏神、事奉神、享受神、以神为乐。 
 
    要得着所罗门人的时间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中所作的也是极其有限。神是时间的主宰，神能将
永生安置在人心中。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知道生命的永恒性，好叫人敬畏神，今世在劳碌中享福，死
後在永恒中蒙福，在永远中，享受神，并以神为乐。 
 
一、虚空下劳苦 
 
  在某种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情况下，人对环境有不同的回应。人的努力也会带来不同的结局。但是当人
仅仅以努力为他的人生目标则会带来极大的虚空、无奈、困惑、迷茫、没有目标、全然绝望。为甚麽
会如此呢? 因为主权不在我们，乃在神。传道书的作者给我们在有限时间所发生的事务作了 14 项对
比，这些事表面看来是有许多冲突，其中的奥秘人不能测透，神将极大的智慧蕴藏在这些对比中，让
人知道神掌权: 
 
1. 生与死 
 拣选生命或是死亡，摩西曾劝告以色列人:「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申 30:15)。 
这是第一要决定的。 
 
2. 栽种与拔出 
    豫表以色列，以赛亚论到葡萄园的事。(赛 5:1-7) 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劝勉我们:「不要自欺，神世轻慢
不得的。人种的是甚麽，收的也是甚麽。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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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收永生。」(加 6:7,8) 保罗在罗马书中又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
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福。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罗 8:5-8) 
 
3. 杀戮与医治 
  神除去罪恶，赦免罪人。人却为己，杀戮异己，残害忠良，能破坏不能医治。日本侵华美期名为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 
 
4. 拆毁与建造 
    论到建房子，旧房不拆毁就无法彻底重新建造。建造在磐石上的不容易拆毁。在海滩上以沙所建造
的城堡，海水一涨潮就被冲毁了。国家的建造也是一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拆毁，有建造。 
 
5. 哭与笑 
「忧伤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
家。」(传 7:3,4)上周连续有三位牧师的追思礼拜在北加州举行，九十二岁的郑锦荣牧师，九十一岁的
鲍会园牧师，和五十六岁的郑启光牧师。我参加了两位年长牧师的追思礼拜，得到很多的帮助与激
励。 
 
6. 哀恸与跳舞 
  论到基督的职事，先知以赛亚豫言:「主要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
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赛 61:3) 
 
7. 抛掷石头与堆聚石头 
  抛开与聚歛。夫妇，朋友。1981 黛安娜成为王妃。十几年後离婚，8/31/1997在巴黎死於车祸中。 
 
8. 怀抱与不怀抱 
  友谊与仇恨。 
 
9. 寻找与失落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天在找东西，表示老了。 
 
10. 保守与舍弃 
  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舍不得丢。最後要付钱拖走。 
 
11. 撕裂与缝补 
  哀伤与安慰。 
 
12. 静默与言语 
 「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言语要寡少。」(传
5:2) 
 
13. 喜爱与恨恶 
    神将要恩待背道的以色列，以赛亚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涨溢，
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的慈爱怜恤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赛 54:7-8) 
 
14. 争战与和好 
    争战是人在堕落後无法避免的冲突。主是和平之君，但是祂来到世间人却要与祂争战。(诗 2:2) 在犹
大王约沙法年间，摩押人、亚扪人、米乌泥人一同来攻击犹大国，神藉先知雅哈悉说:「你们请听，耶
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代下 20:15) 我们
知道摩押人和亚扪人是犹太人的亲戚，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得的後裔。(创 19:37,38)神让摩押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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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扪人起来击杀西珥山人，西珥山人是以扫的後裔。(申 2:4)将他们灭尽後，摩押人和亚扪人彼此相
杀。(代下 20:23)。 
 
    以上所写的这 14 项对比如同一列火车有两个车头，有时往前，有时退後，在乎火车司机的操作，同
样一切事务运作的原则都由神在指挥、掌管、安排、成就、改变、突破。这不是说人就不要负责了。
人不但要负责决定如何处理一切事务的过程，也要为一切有关事务的结局负责任。人所作的若是与神
的旨意配合就蒙福，与神的旨意违背就遭祸。神已经将一切蒙福与咒诅的拣选赐给了人，祂应许若神
的子民愿意顺服祂，他们就要在世上万族中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 28:14) 神并不喜悦我们失
败，神顾念我们，希望我们凡事蒙福，神藉先知以西结说:「以色列家阿，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
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结 18:31,32) 
 
    我们知道主掌管一切，神叫世人劳苦，使我们在其中受经练。知道万事尽都有限，唯有祂的命令极
其宽广。(诗 119:96) 在主所命定道上直奔的人有福了。 
 
二、劳碌中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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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3:13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因为神造人并不是让人离开神之外能找到永恒的喜乐，人靠自己可以得到一时的平安与享乐，但至
终这平安与享乐是建筑在空中楼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哲学总是在探讨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是人的
智慧有限、经历有限、理解有限、能力有限、时间有限、生命有限。人对灵界的争战事茫然无知的。
传道书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 3:11) 
 
    传道书中多次讲到人要吃喝享福，这是人在劳碌中所当享受的福分。 
 
1. 神的命定 
 「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於神的手。」(传 2:24) 
 
2. 喜乐行善 
 「人所能作的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传
3:12,13) 
 
3. 为善为美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
的分。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传
5:18,19)  
 
4. 称赞快乐 
 「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
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传 8:15)  
 
5. 享受家庭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 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
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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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 
            存敬畏的心。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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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时间是永恒的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 
 
2. 内容是完全的 
   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3. 目标是明确的 
    目标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 
 
4. 原则是不变的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 
 
5. 判断是必然的 
   神必然要审问一切的事。 
    
    你我的生命是建造在甚麽根基上?是在属世界暂时的享乐上吗? 还是在神所应许的属灵永恒的产业上?
若是我们将生命建造在追求短暂人生的事务上,有一天我们也要看到根基毁坏，大卫在诗篇中曾写:「根
基若毁坏，义人还能作甚麽呢?」(诗 11:3)。要将我们的根基扎在永恒的应许中。不是说没有困难，乃
是一夕虽有哭泣，早晨终必欢呼。虽然经过流泪谷，神却能叫这谷为泉源之地。(诗 84:6) 神使人坐车
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祂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 66:12)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
日。(诗 84:10) 
 
    耶稣基督才是那位将要驾着天云而来的亘古常在者。(但 7:13)那日，众目要看见祂。(启 1:7)连刺祂
的人也要看祂。(亚 12:10)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祂哀哭。(启 8:6) 祂要来到地上施行审判的权柄，那日是
审判的日子，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岩石穴
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罢，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启
6:15,16) 
 
    最後，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甚麽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呢? 谁没有难处? 谁没有忧伤? 谁没有痛苦? 
谁没有不安? 谁没有悔恨? 谁没有惧怕? 谁能填满心灵无底的空虚? 谁能除去贪婪? 谁能敌挡嫉妒? 谁能
制服骄傲? 谁能胜过罪恶? 谁能赦免罪恶? 谁能阻止衰老? 谁能留住青春? 谁能战胜病魔? 谁能承受撒但
魔鬼猛烈持续的攻击? 在死亡面前谁能不低头? 谁知道明天会发生甚麽事? 但是你不能没有盼望，你不
能没有爱。没有人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耶稣基督。你愿意到祂面前来吗? 祂是创造天地万物的
主宰，祂从死里复活，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祂爱你，为你的罪舍了自己的生命。来到祂面
前，祂有无尽的恩典。 
 
    人生的诸般享受中，没有超过从神那里得到那永远的福乐的。因为在肉身之内所有的享受都是暂时
的，我们最大的享受就是在天家与神永远同在，我们有永生，走完了一生的道路，信主的人能在荣耀
中，欢欢喜喜地的进入那永远的天国，那就是灵魂永远的归宿。乔治.李齐医生从千钧一发的死亡线
上，重返人间。他写了「死亡九分钟」 Return from Tomorrow. 1943 年李齐 20 岁时因肺炎被宣布死亡
之後，灵魂离开躯体。在他行医数十年後，这位德高望重，医术超群的医师 1978 年出版 35 年前的经
历。他亲口向病人见证灵魂不灭的真实。世人劳碌求富，忽略了灵魂的救恩，何等无知! 何等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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