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锺舜贵   牧师 

虚空中的反思 
 

传道书1:1-18 



传道书1章 
1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
言语。 2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
空，凡事都是虚空。 3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
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麽益处呢？ 4  一
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传道书1章 
5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6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
返回转行原道。 7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
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8  万
事令人厌烦（或作：万物满有困乏），人
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传道书1章 
9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0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
著说这是新的？那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
早已有了。 11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
来的世代，後来的人也不记念。  



传道书1章 
12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
13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
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
苦。14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
虚空，都是捕风。 15 弯曲的，不能变直；
缺少的，不能足数。 



传道书1章 
16 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
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
慧和知识的事。 17  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
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 18  因为多
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
忧伤。 



引言 
 

    所罗门王晚年的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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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空中的感叹 
1. 对人生的感叹(2-3) 
A. 辛苦劳碌，不知何意? 

       虚空：没有意义，吹气 



一.虚空中的感叹 
1. 对人生的感叹(2-3) 
A. 辛苦劳碌，不知何意? 
a.劳碌累心，无法安息 

傳2:22-23 人在日光之下勞碌累心，在他
一切的勞碌上得著什麼呢﹖因為他日日憂
慮，他的勞苦成為愁煩，連夜間心也不安。
這也是虛空。 



一.虚空中的感叹 
1. 对人生的感叹(2-3) 
A. 辛苦劳碌，不知何意? 
a.劳碌累心，无法安息 
b.劳碌所得，因死消失 

傳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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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空詩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茫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沉为谁动。 
田也空，屋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握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朝走西，暮行东，人生犹如采花蜂。 
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 



一.虚空中的感叹 
1. 对人生的感叹(2-3) 
A. 辛苦劳碌，不知何意? 
a.劳碌累心，无法安息 
b.劳碌所得，因死消失 
c.劳碌所得，归於他人 

傳2:18-19 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
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那
人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勞碌
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這也
是虛空。 



一.虚空中的感叹 
1. 对人生的感叹(2-3) 
A. 辛苦劳碌，不知何意? 
B. 循环不止，枯燥乏味 
a.人生短暂，单调无趣(5) 
b.欲望不止，令人厌烦(6-10) 
c.一生劳碌，终被遗忘(11) 



一.虚空中的感叹 
1. 对人生的感叹(2-3) 
2. 对智慧的感叹(12-18) 

a.人有智慧，仍是劳苦(13下-14) 
詩39:6 世人行動實係幻影。他們忙亂，
真是枉然；積蓄財寶，不知將來有誰收
取。 



一.虚空中的感叹 
1. 对人生的感叹(2-3) 
2. 对智慧的感叹(12-18) 

a.人有智慧，仍是劳苦(13下-14) 
b.人有智慧，无济於事(15) 
c.人有智慧，徒增愁烦(16-18) 
英谚语：「认识自己愈多，愈不能满足
自己的心，认识别人愈多，愈觉得别人
不可信靠。」 



二. 虚空中的反思 
      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李伟文牙医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柏拉图：「当一个人的生活所需都已经得到
满足时，若还是继续忙着赚钱，代表他已丧
失了生命中更重要的追求。」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箴14:23 諸般勤勞都有益處；嘴上多言
乃致窮乏。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2. 讚颂自然美妙—对大自然的反思(4-7) 
地球绕日 
陆地与海洋比例 
地球的公轉 
傾斜23度半，0.0167的偏心率，每秒29.79公
里繞太陽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2. 讚颂自然美妙—对大自然的反思(4-7) 
詩46:4 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
歡喜；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 
詩104:4 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2. 讚颂自然美妙—对大自然的反思(4-7) 
3. 追求属天智慧—对智慧的反思(16-18) 
「 我見」：我看、我想 
 鑰節  
傳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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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2. 讚颂自然美妙—对大自然的反思(4-7) 
3. 追求属天智慧—对智慧的反思(16-18) 

1) 屬地的智慧 
林前2: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
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
亡之人的智慧。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2. 讚颂自然美妙—对大自然的反思(4-7) 
3. 追求属天智慧—对智慧的反思(16-18) 

1) 屬地的智慧 
黑心商品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2. 讚颂自然美妙—对大自然的反思(4-7) 
3. 追求属天智慧—对智慧的反思(16-18) 

1) 屬地的智慧 
2) 屬天的智慧 
雅3:17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
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
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2. 讚颂自然美妙—对大自然的反思(4-7) 
3. 追求属天智慧—对智慧的反思(16-18) 

1) 屬地的智慧 
2) 屬天的智慧 
a. 從敬畏神而得 
箴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
者便是聰明。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2. 讚颂自然美妙—对大自然的反思(4-7) 
3. 追求属天智慧—对智慧的反思(16-18) 

1) 屬地的智慧 
2) 屬天的智慧 
a. 從敬畏神而得 
b. 藉信基督而得 
林前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
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二. 虚空中的反思 

1. 寻求工作意义—对人生的反思(2-6) 
2. 讚颂自然美妙—对大自然的反思(4-7) 
3. 追求属天智慧—对智慧的反思(16-18) 

1) 屬地的智慧 
2) 屬天的智慧 
a. 從敬畏神而得 
b. 藉信基督而得 
c. 藉神的話而得 
詩19:7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
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結論 
1. 建立日光之上的眼光 
2. 除去悲觀消極的態度 
3. 明白神立法則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