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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在世上不過是三萬多天 ..

人一生的日子如影消失，不留下一點痕跡。
享盡榮華富貴、豐功偉業的所羅門王

日薄西山時，感嘆一生也只是

虛空的虛空、還是虛空。



所羅門王的感嘆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傳 1:2-8)



日光之下的天地並無新事:
人所經歷的都是極重的勞苦。

都是極重的勞苦
(傳 1:13) 



一.虛空人生的不甘心

就自我放縱吧! (傳2:1)



不論多勞碌和好吃喝 ..

仍是捕風 - 靈裡的虛空 (傳 2:11)

凡日光下勞碌所得都要留下 (傳 2:18)

同愚人一樣走入死亡的歸宿 (傳 2:16)

無意義的虛空



虛空？還是無意義？虛空像是看破了
紅塵，四大皆空的領悟後，想放棄一
切的出世。而無意義雖也像是灰心，
但更是心中已有了覺悟後的篤定，重
新再來過，不再無意義的虛度一生。

走出虛空的人生智慧

所羅門王為要與他的兒子們傳講不虛度
的人生，而寫下這本人生智慧書。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一

人吃喝快樂和心裡享受勞碌
都要出於神的手。

(傳2:24)



二.虛空人生的不靠譜

所勞碌的都是捕風!

(傳 2:11)



眼睛所看的比心所妄想的倒好

❖ 也無意義

❖ 也是捕風

乃是靈的苦惱、對靈的妄說
(傳 6:9)





傳道書 3:1



虛空人生的四宗大不幸

❖積財一生毀於一旦，白忙一場 (5:13)

❖終身焦慮謀算，又在病患中嘔氣 (5:16)

❖神沒使他能享用，一切給了外人 (6:1)

❖生前靈魂未享用，死後且無安葬 (6:3)



勞碌和智慧並無保証，

人多夢和多言、多有虛幻，

敬畏中尋求神
(傳 4:13-5:7)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二



三.虛空人生的死胡同

感嘆人生一路到了虛空的幽谷!

(傳2:11)



虛空人生的感嘆

就不再從魂講虛空的人生，

轉而從靈講不虛空的人生。

所羅門王一路感嘆到了幽谷

在全書中間的6:9後求神帶領





人活在世上，多從魂下到心中的理智(IQ)軀動肢體和物質
交集，常從感情(EQ)與人交往，唯經由魂上到靈與神相交。



從魂到靈反轉虛空
(傳 6：9)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三

心中已有了覺悟後的篤定，重新再來過，
不再無意義的虛度一生。



四.虛空人生的感情網

無從脱離的感情網羅!

(傳 7:26)



人的感嘆

無解的感情網羅



凡討神喜悅的必能逃脫，

犯罪的卻被纏住。

(7:27) 



人尋出許多的巧計
(傳 7:23-29)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四



五.虛空人生的常懊悔

輕信和健忘鋪成了人生道路



總是輕信，總是健忘..

輕信和健忘的懊悔
鋪成了人生的道路

愚昧、狂妄和無知? 
罪性
邪惡

(傳7:25)



愚昧出於自己的邪惡
(傳 7:25)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之五



六.虛空人生的不知足

虛空有盡 我願無窮



虛空人生的覺悟
（四）

卻難做到常樂..



我都得了秘訣，

都可以知足,

靠基督加給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知足的人生

(腓 4:11-13)



神是我的產業，..

在祂左邊便不至搖動。

在祂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祂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喜樂的人生

(詩 16)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六

靠神能知足、
以神為喜樂!



七.虛空人生的守不住

易做的過分和難守的本份



易做的過份
自恃(5:1-2)

自義 (7:16)

作惡(7:7 -17) 

動怒(8:1-3)

急躁(10:2-3)

愚昧(10:12-15) 



難守的本份

快樂吃喝 (2:23，8:15)

享受工作 (3:22，5:19)

同配偶快活度日 (9:9)

常領受神的智慧（7-11章 )

敬畏神謹守誡命 (12:13)







私慾到情慾

慾望本是行動的原動力。人在圖謀行惡
之後，私慾就成了敗壞的情慾，而導至

傷痛和懊悔。

人的私慾本是神的美意，並不是問題，
是人自己的邪情惡念導至了敗壞情慾後

才是問題。



我是個罪人嗎? 



在我肉體之中，立志為善
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羅 7:15-20)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七



一.虛空人生的不甘心

就自我放縱吧! (傳2:1)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一

人吃喝快樂和心裡享受勞碌
都要出於神的手。

(傳 2:24)



二.虛空人生的不靠譜

所勞碌的都是捕風!

(傳 2:11)



勞碌和智慧並無保証，

敬畏神中謹慎處權勢

(傳 4:13-16)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二



三.虛空人生的死胡同

感嘆人生一路到了虛空的幽谷!

(傳 2:11)



從魂到靈反轉虛空
(傳 6：9)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三

心中已有了覺悟後的篤定，重新再來過，
不再無意義的虛度一生。



四.虛空人生的感情網

無從脱離的感情網羅!

(傳 7:26)



人尋出許多的巧計
(傳 7:23-29)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四



五.虛空人生的常懊悔

輕信和健忘鋪成了人生道路



愚昧出於自己的邪惡
(傳 7:25)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之五



六.虛空人生的不知足

虛空有盡 我願無窮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六

靠神能知足、
以神為喜樂!



七.虛空人生的守不住

易做的過分和難守的本份



在我肉體之中，立志為善
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羅 7:15-20)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七



o 人不能參透神的作為 (3:11) 

o 愚昧出於自己的邪惡 (7:5-7)

o 犯罪的不能脫逃情網 (7:25-26) 

o 自尋許多悖神的巧計 (7:27-29) 

o 靠神知足且以神為樂 (8:1-14) 

o 敬畏神之下及時行樂 (12:11-14) 

o 敬畏神中謹慎處權勢 (4:13-16) 

o 吃喝快樂享勞碌在神 (2:24) 



不虛度人生的智慧

II. 認命 –在信神的定立 (3:1-4:3)

V. 安度 –在用神的智慧 (7:1-11:6)

VI. 超越 –在信神必審問 (11:7-12:14)

III. 謹慎 –在對神的敬畏 (4:4-5:9)

I. 享樂 –在於神的指引 (1:1-2:16 )

IV. 走出 –在得神的光照 (5:10-6:12)



虛空人生的覺悟之八

敬畏神之下及時行樂!



盡情享受青春

活著真好，活著真好！人活多年，
就當快樂多年。

你當從心中除掉煩惱以及犯錯的傷
痛，因為你青春的日子稍縱即逝。

(傳 11:7-10)



要及時記念主

你當趁著年輕時記念造你的主，衰
老臨到時就太晚了。現今就要感謝、
頌讚衪，不要等到背脊都斷了，頭
腦記不住以及心臟都衰竭了。到時，
你的身體將歸回塵土，你的氣息也
將歸還賜你生命的神。(傳 12:1-7)



留心智慧箴言

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會激勵人拿出
行動，這都是出自生命牧者主神的道。

但年輕人哪！還有一件事你應該留意：
著作是没有窮盡的；讀書過多，也會使

你身體疲乏。(傳 12:8-12)



不自以為智慧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

(箴言3:7)



神必審問一切

要敬畏神，謹守祂的命令，因為這
是人人應盡的本分，即責任和義務。

我們所做的一切，或善或惡，甚至
於連最隱秘的事，神都必審問。

(傳 12:13-14)



神賜下的救恩



何等恩典!



完全得救在乎盼望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
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
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

等候我們的身體得贖，
得著兒子的名分。(羅 8:22-24)



從虛空到盼望

將心中永生的盼望

朝向日光之上

走出虛空的人生



人的主要目的

榮耀神並以祂為樂

直到永遠

英國西敏寺教堂信條 164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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