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訓系列主日

萬事之理，誰能測透？
（傳道書7:15-29）

王國風傳道

萬事之理離我甚遠，而且深而又深，
誰能測透呢？（傳7:24 –希伯來文直譯）



尋找人生的智慧

1) 箴言
2) 約伯書
3) 傳道書

：正常的人生
：反常的人生
：無常的人生



知否世事常變
變幻原是永恆

“生命中唯一不變的，就是改變”
“The only constant in life is change”

- Heraclitus（主前5世紀）

1977



傳道書：無常的人生

人的可憐（1:12 – 6:9）
人的有限（6:10 – 12:8）

中心問題
人怎樣活才有益處？

格式
觀察、提問、
但很多時缺乏解決方法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萬事之理，誰能測透？

行義行惡之理（7:15-18）
尋找智慧之理（7:19-25）
人的詭詐之理（7:26-29）



禱告



萬事之理，誰能測透？

行義行惡之理（7:15-18）
尋找智慧之理（7:19-25）
人的詭詐之理（7:26-29）



行義行惡之理
15在虛度的日子裏，我見過各樣的
事情，義人在他的義中滅亡，惡
人在他的惡中倒享長壽。16不要行
義過分，也不要過於自逞智慧，
何必自取敗亡呢？17不要行惡過分，
也不要為人愚昧，何必未到期而
死呢？18你持守這個，那個也不要
鬆手才好。敬畏神的人，這一切
都能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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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智慧之理（7:19-25）
19智慧使擁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個
官長更有能力。20其實世上沒有行
善而不犯罪的義人。21人所說的話，
你不要都放在心上，免得聽見你的
僕人詛咒你。22因為你心裏知道，
自己也曾屢次詛咒別人。



尋找智慧之理
23我曾用智慧試驗這一切事，我說：
「要得智慧。」智慧卻離我遠。
24萬事之理遙不可及，太深奧，誰
能測透呢？25我轉念，一心要知道，
要考察，要尋求智慧和萬事的來由，
要知道邪惡為愚昧，愚昧為狂妄。



The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諾貝爾醫學獎

1985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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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詭詐之理
26我發現有一種婦人比死還苦毒：
她本身是陷阱，她的心是羅網，手
是鎖鏈。凡蒙神喜愛的人必能躲開
她；有罪的人卻被她纏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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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詭詐之理
27傳道者說：「你看，我考察一件又
一件，為要尋求萬事的來由，這是
我所尋得的： 28我繼續尋找，卻未找
到；一千當中，我找到一個男的，
但在這一切當中，卻找不到一個女
的。
28就是我心裏屢次尋找着，而未曾找到
的：在一千人中我找到了一個正直的男
人，但女人呢，在一千人之中、我卻找
不到一個正直的。（呂振中譯本）



人的詭詐之理
29你看，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
是神造的人是正直的，但他們卻尋
出許多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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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裏：為義受逼迫
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
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迫害你們，
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要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
很多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
樣迫害他們。
（太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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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裏：傳被釘的基督
神豈不是已使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了
嗎？既然世人憑自己的智慧不認識神，
神就本着自己的智慧樂意藉着人所傳愚
拙的話拯救那些信的人。猶太人要的是
神蹟，希臘人求的是智慧，我們卻是傳
被釘十字架的基督，這對猶太人是絆腳
石，對外邦人是愚拙；但對那蒙召的，
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是神的
大能，神的智慧。因為，神的愚拙總比
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林前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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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裏：成為新造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
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
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
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
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
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
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4: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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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北京探訪一個
大學生團契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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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的呼喚

回應詩

新心音樂事工
《敬拜權能主》



主耶穌 因著愛 進入我世界
獻生命 為宣揚 天國福音
我生命 得釋放 壓制得自由
與祂攜手共建造 天國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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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今天在這裡 請差遣我們去
盡管淚水心中流 靠主恩典
立誓跟隨到底
肩並肩 心連心 遙望著各各他
十字架 呼喚我 步步前行



我今天 願回應 耶穌的邀請
勤工作 莫蹉跎 白晝已盡
每一天 甘心背 自己的十架
今生無悔跟從主 直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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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主 漫長路 有時會孤獨
想放棄 主托付 回首頻頻
重溫十架的愛 聖靈在提醒
耶穌降卑為人子 為我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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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十字架 十字架
我永遠的榮耀
直到我安息天家 仍誇耶穌十架





主耶穌 在等待 你我的回應
你為何 在猶豫 不敢前進？
遙望十架光芒 聽見主呼喚
點燃生命為主活 天國降臨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