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光 之 上 的 人 生

傳道書 3：1-15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
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 法國大革命黑暗時期）
這是最好的時代、

這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

這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
這是懷疑的時期

這是光明的季節，
這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
這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擁有一切，
我們一無所有。



所羅門王的三卷書被列入
舊約聖經正典。

雅歌、箴言、傳道書



(傳道書1：1-3）

在耶路撒冷做王，大衛的兒子傳
道者的言語。2傳道者說：虛空
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
虛空。 3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
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
呢？



(傳道書 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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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殺戮有 時，醫 治有時 ；拆
毀有 時，建 造有時 ；



4 哭有時 ，笑有 時；哀 慟有
時， 跳舞有 時；
5拋擲石頭 有時， 堆聚石 頭
有時 ；懷抱 有時， 不懷抱
有時 ；
6 尋找有 時，失 落有時 ；保
守有 時，捨 棄有時 ；



7 撕裂有 時，縫 補有時 ；靜
默有 時，言 語有時 ；
8 喜愛有 時，恨 惡有時 ；爭
戰有 時，和 好有時 。
9 這樣看 來，做 事的人 在他
的勞 碌上有 甚麼益 處呢？
10 我見 神叫世 人勞苦 ，使
他們 在其中 受經練 。



11 神造 萬物， 各按其 時成為
美好 ，又將 永生安 置在世 人
心裡 。然而 神從始 至終的 作
為， 人不能 參透。
12 我知 道世人 ，莫強 如終身
喜樂 行善；
13 並且 人人吃 喝在他 一切勞
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 賜。



14 我知 道神一 切所做 的都必
永存 ；無所 增添， 無所減
少。 神這樣 行，是 要人在
他面 前存敬 畏的心 。
15 現今 的事早 先就有 了，將
來的 事早已 也有了 ，並且
神使 已過的 事重新 再來 。



一、神運作萬事都有定期



分14組，彼此相對
1、生與死

生有 時、死 有時

栽種 有時、 拔出有時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



情 緒
1、哭有時， 笑有時 ；
2、哀慟有時 ，跳舞 有時；
3、静默有時、言语有時；
4、喜爱有時、恨恶有時；
5、懷抱有時 不 懷抱有 時；



拆毁與建造

拋擲石 頭有時 ，
堆聚 石頭有 時；

栽種 有時，
拔出 所栽種 的也有 時；



爭戰與和好（友誼與仇恨）

撕裂 有時， 縫補有 時；
靜默 有時， 言語有 時；
喜愛 有時， 恨惡有 時；
爭戰有 時，和 好有時 。



得與 失

懷 抱有時 ，不懷 抱有時 ；
尋找 有時， 失落有 時；
保守 有時， 捨棄有 時；



宿命論
人再努力，他的命運絕不能改變。

神命定
人有自由意志，神依我們的回應，
有主權讓什麼事臨到，神適時調整
引導我們的人生，來成就神的旨意。



神運作萬事都有定期。

耶穌也把自己放在神的命定
當中。

生死與事奉
睚魯女兒得醫治
拉撒路死裡復活



神運作萬事都有定期，

成功的順境

失敗的困境

平順的時期



(林前10：12-13）
12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
慎，免得跌倒。 13 你們所遇見的試
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
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
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
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某姐妹見證）



二、神賜的苦與樂都是恩典



（傳道書3：12）
我知 道世人 ，莫強 如終身
喜樂 行善；
13 並且 人人吃喝，在他 一切
勞 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



（傳道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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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享樂

1、當存感恩的心
2、當依能力而行
3、不受捆綁轄制

榮神益人



（傳道書3：10）
9 這樣看 來 , 做事 的人在 他
的勞 碌上有 甚麼益 處呢？
10 我見 神叫世 人勞苦 ，使
他們 在其中 受經練 。



瞎眼基督徒詩歌作者

芬妮克羅斯比
Fanny Crosby





三、神的旨意要使人敬畏祂



11 神造 萬物， 各按其 時成
為美 好，又 將永生 安置
在世 人心裡 。然而 神從
始至 終的作 為，人 不能
參透 。



（傳道書12：13-14）
13 這些事 都已聽 見了， 總
意就 是：敬 畏神， 謹守他
的誡 命，這 是人所 當盡的
本分 。14因 為人所 做的事 ，
連一 切隱藏 的事， 無論是
善是 惡，神 都必審 問。



我知 道神一 切所做 的都必
永存 ；無所 增添， 無所減
少。 神這樣 行，是 要人在
他面 前存敬 畏的心 。
15 現今 的事早 先就有 了，
將來 的事早 已也有 了，並
且神 使已過 的事重 新再來



美國史丹福大學（教堂石刻）
藉著痛苦患難，神更深的臨近人
藉著痛苦患難，人更深的親近神。
It is by suffering that God has mostly 
nearly approached 
to man. It is by suffering that man 
draws mostly nearly to God.





（哀3：19-25） 22 我們不 致
消滅 ，是出 於耶和 華諸
般的 慈愛； 是因他 的憐
憫不 致斷絕 。23每 早晨，
這都 是新的 ；你的 信實
極其 廣大！



回應詩歌

袮信實何廣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