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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
1

以下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传道者
的话；他是大卫的儿子。
2
传道者 说：毫无 意义！毫无 意
义 ！实在是毫无意义*！一切都毫无
意义！ 3人在日头底下终生劳碌，有
什么益处？
万物从不改变
4
一代人老去，一代人出生，世界
依然如旧；5 日出日落，终归初升之
处。
6
风向南吹又向北吹，循环往返，
终归发源之地。
7
万道江河奔流入海，海却永不满
溢－从源头流出的水又归回它的发源
之地，江河永远流淌不尽。
8
万事令人厌倦，无法尽述，有耳
不能听全，有眼不能看尽。
没有新鲜事物
9
已经有过的事，以后还会再有；
已经做过的事，以后还会再做；普天
之下没有新的事物。
10
哪件东西能使人说：“看吧！
这 是 新 的 。 ” 都 是 久已 存 在 的 事
物，都是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已存在
的陈迹。
11
已经逝去的一代无人记念，将要
到来的一代也不会有后代记念他们。

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实在是毫无意义：希伯来
语意为“呼吸之气”或为“无用，无意义，空
虚，错，白费时间”。

智慧能带来快乐吗？
12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王治
理以色列。13 我致力于用智慧考求天
下发生的一切事。上帝让世人终日忙
忙碌 碌何其不 幸！ 14 我观 尽世上之
事，全都毫无意义，有如捕风捉影！
15
弯曲的，不能变直，没有的，不能
充数。
16
我对自己说：“瞧吧，我已经掌
握了真正的智慧，胜过所有统治过耶
路撒冷的人，我具备足够的智慧和知
识！”
17
于是，我决心弄清智慧和知识、
狂妄和愚昧，然而终于明白，这也不
过如捕风捉影。18 智慧越多，烦恼越
多，知识越广博，忧思越沉重。
“享乐”能带来快乐吗？
我对自己说：“来吧，我来试试
享乐，看看什么好。”然而，这
一切也毫无意义。2 我说：“嬉笑是
愚昧，享乐又有什么用？”3 我试图
以酒自娱，放浪形骸－但我的心仍以
智慧引导我，我要探究短暂的人生中
什么是世人行之有益之事。

2

辛勤工作能带来快乐吗？
4
于是，我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
房屋，栽种葡萄，5 修造亭苑，广植
果木，6开挖水池，灌溉园圃。7 我既
买仆婢，也有家生的仆婢，我拥有成
群的牛羊，胜过曾在耶路撒冷住过的
任何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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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为自己积聚金银，收集诸王和
各地的财富。我有男女众乐，也有许
多妃嫔－人心之所爱我应有尽有。
9
我日见昌盛，远胜在耶路撒冷住
过的任何一个人，我的智慧始终与我
同在 。10 凡我 所乐见的 无不纵情 饱
览，凡我所喜悦的无不恣意享受。我
从自己的辛劳得到快乐，这是我劳碌
的酬报。11 然而，当我回顾自己所付
出的辛劳，回顾自己用辛勤换来的成
功，又感到这一切不过是虚耗时日，
毫无意义，有如追风。
或 许智慧才是答案
12
于是，我转而思考智慧、狂妄与
愚蠢。一个王位的继承者能做出什么
前无古人之举？13 我知道智慧胜过愚
昧，恰如光明胜过黑暗。14智慧的人
心明眼亮，
愚昧的人却如堕在黑暗之中。然
而，我又明白，他们终究要归于同一
命运。15我心里想：“既然愚人的命
运也会临到我，徒具智慧又有什么
用？这一切毫无意义。”16智慧的人
和愚昧的人一样，都不会被人长久记
念，他们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人遗
忘。为什么智者与愚人一样终究也要
死去？
人 生有真正的快乐吗？
17
因此，我厌倦人生，因为世上所
有的一切都只能使我烦恼，都毫无意
义，有如追风。
18
我恨我在世上辛劳所得的一切，
因为我不得不把它们留给后人。19况
且谁知道他是智是愚？而他却要拥有
我在世上为之辛劳并由之获得智慧
的一切！实在是毫无意义！
20
我对自己在世上的奔波劳碌感到
绝望，21因为人以自己的智慧、知识
和技能所获得的一切都得留下，让别
人坐享其成。这实在是不幸，实在是
毫无意义！

22

人在世上劳碌奔忙究竟为了什
么？ 每天在辛苦和忧虑中劳作，甚
至夜间心里也不得安宁。实在是毫无
意义！24人生的快事莫如吃喝和享受
工作的乐趣，在我看来，这也是出于
上帝 的旨意。 25 如果 没有上帝 的恩
赐，谁又能获取食物，享受人生？26上
帝把智慧、知识和快乐赐给他所喜悦
的人，他使罪人聚敛和积累财富，只
是为了留给上帝所喜悦的人；徒劳无
益，有如追风！
23

万 事自有定时
天下万事，自有定时∶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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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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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除有时；
杀戮有时，抚慰有时；
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痛哭有时，欢笑有时；
哀恸有时，舞蹈有时；
掷石有时，拾石有时；
拥抱有时，松开有时；
寻求有时，放弃有时；
保存有时，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合有时；
沉默有时，言谈有时；
爱有时，恨有时；
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上 帝控制他的世界
9
既然如此，人的操劳又有什么益
处？10 我已经看出上帝让世人所具有
的能力。11 他使万物荣衰各按其时，
他赋予世人永恒的意识，好让他们参
不透他始终的作为。
12
我明白，人生之乐事莫如喜乐行
13
善， 有吃有喝，享受自己的辛劳所
得－这也是上帝的恩赐。
14
我明白，上帝所做的一切都将永
世长存，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上帝这样做，就是要让世人敬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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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发生的事过去早已发生过，未
来将要发生的事过去也已发生过，上
帝不过使已往的事重现而已。
16
我不断看见在光天化日之下有
这样的事：在执行审判的地方竟然
有邪恶做祟，在伸张正义的地方竟
然有邪恶存身。17 我心想，“上帝一
定会执行审判，无论对义人还是对
恶人；因为他给每件事、每个行为
都定下了时限。”
人 也不过跟动物一样吗？
18
我又想：“上帝试验人，就是要
让他们明白，他们也不过如其他动物
而已。19同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二者
都要死，都只有一口气，人并无优越
之处；一切都毫无意义。20所有的生灵
都将归于一处，出于尘土，归于尘
土，21又有谁知道人的灵魂必能飞升上
天，动物的灵魂必将沉沦入地？”
22
所以，我明白，人生乐事莫如享
受自己的辛劳所得，这才是他的本
份。因为谁又能使他预见身后之事？
是不是生不如死？
我又看见∶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
是欺压。 我看见受压迫 者的眼
泪，没有人安慰他们；权力握在压迫
者的手里，没有人怜悯受压迫者。2于
是我庆幸死者，逝者已去，生不如
死，3 但最好还是不出生，不看这世
上的罪恶。

4

何必拼命工作？
4
我看见人由于妒羡别人而拼命工
作，谋求成就，这实在毫无意义，如
同在追风。
5
笨人叉起双手，自暴自弃，6 宁愿
悠悠闲闲地只得一小把，不愿辛辛苦
苦地两手满握－就象在追风。
7
我还看见世上有许多毫无意义的
事情。 8有的人孤身一人，既无儿女

又无兄弟，却劳碌不息，从不以自己
的钱财知足。他问；“我这是为谁奔
波 劳 碌 呢 ？ 我 何必 这 样 刻 苦 自 己
呢？”这实在毫无意义，太痛苦了！
亲朋帮一把
9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
人效益更好！10如果其中一个人跌倒
了，他们同伴可以扶他起来；如果孤
身一人就糟了，他跌倒了，不会有人
扶他起来。11 两个人睡在一起都能暖
和，一个人独睡又怎么能暖和？12一
个人可能受人欺压，两个人就能保卫
自己，三股拧成的绳子不容易断。
民 众、政治和民心
13
贫穷而有智慧的青年人胜过年老
愚昧不肯纳谏的君王。14 他年轻时可
能出身贫寒，坐过监牢，却一举登上
王位，15我看见世上东奔西忙的人都
拥护这年轻人－王位的继承者。16他
的臣民不计其数，但同是这些人，后
来又不喜欢他。这些事实在毫无意
思，如同追风一样。
谨慎许愿
进上 帝的居 所时要 谨慎你 的行
为， 留意倾 听比愚 人献祭 更重
要，愚人犯了错误自己却还一无所
知。2 在上帝面前不要出言冒失，不
要急于开口。上帝在天上，你在地
上，所以你要少言寡语。3 操心容易
做梦，话多容易露怯。
4
你向上帝许了愿，不可迟迟不还
愿；上帝不喜欢愚人，所以你一定
要 履行 诺言 ， 5 许 愿不 还， 不如 不
许。6 不要让你的嘴把你推进罪里，
不 要 跟 祭 司 抗 辩说 ： “ 我 许 错 愿
了。”为什么要让你的话惹上帝发
怒，毁掉你为之辛劳的一切呢？7 在
不切实际的空想和生活的无奈中，人
总是喋喋不休；要敬畏上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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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上有官
8
你若在某地看见穷人受欺压，公
平和正义被践踏，不必因此惊诧，因
为当权者要受上级的监督，而且在他
们之上还有更高的监督者。9 但总体
来讲，国家得益于∶君王本人是于国
有助的。
钱财换不来快乐
10
爱钱的人从不以钱知足，贪财的
人敛财没有止境，这实在太没有意义
了。 11 钱财 多了，来 耗用的人 也多
了，对钱财的拥有者本人，除了饱了
自己的眼福，又有什么益处？
12
辛苦劳碌的人，无论吃多吃少，
都睡得香甜；而腰缠万贯的人却无法
成眠。
13
我还看见世上有一件令人悲哀的
事，那就是积存钱财反而害了自己，
14
或是做生意赔了钱，失去了财产，
所以，他虽有儿子，却给他留不下一
点财产。
空身而来，空身而去
15
人来到世上本来一无所有，走
的时候必定也空身而去，他的辛劳
所得分毫不能带去。16 这是件令人悲
哀的事，他怎样来到世上，也怎样
弃世而去，一生空自劳碌，到底得
到了什么？17 他一生在阴暗的心情中
吃喝度日，烦恼、疾病和呕气伴随
着他。
享 受你的辛劳所得
18
于是我明白了：上帝给予的人生
有限，人生之乐莫如有吃有喝，享受
自己的辛劳所得，这才是人的本份，
19
上帝赐给人财产，就是要他享用，
尽自己的本份，以自己的辛劳为乐－
这本是上帝的赐予。20 他很少想自己
的一生，因为上帝使他始终怀有一颗
喜乐的心。

钱 财带不来快乐
我看见世上还有一件令人烦恼的事
沉重地压在人的身上，2那就是上
帝给了一个人财富、资产和荣耀，凡他
心中所想的应有尽有，但上帝却不让他
享用，而让陌生人享用它们。这实在是
一件毫无意义又令人悲哀的事。3有人
可能寿过百岁，有一百个子女，但无论
他能活多大岁数，如果他不能安享福
份，又不能安然入土，我看那还不如夭
殇的胎儿好。4徒生世上，又在幽暗中
而去，名字被黑暗所吞没，5既没有见
过天日，又毫无知觉，倒比那人还享受
安宁。6即使那人活一千年，再活上一
千年，如果仍然享不到福份，还不是跟
这胎儿同归一处？
7
人为口腹奔波忙碌，然而心里却
没有知足的时候。8 这样看来，智者
比蠢人又有什么长处？倒不如做一个
安贫乐道的穷人。9 眼前所见的比想
入非非的好得多。欲念实在是毫无意
义，有如追风。
10
已经存在的事物就是名正言顺
的，现实中的人就是如人所见的那
样，没有人能跟强者抗辩。11 说得越
多，话越空洞，可又能给谁带来好
处？12 人生如浮光掠影，短暂而又飘
忽，谁又知道什么对人生有益？谁又
能告诉他死后世上会发生什么事？

6

格 言集
好名声胜过上等的香膏，死
期强如诞辰。
2
宁愿进居丧之家，不愿进欢
宴之堂，
因为死是每个人的终极之
路，世人要把这点牢记
在心。
3
悲伤胜过欢笑，因为脸上的
悲伤最终会化为内心的
喜乐。
4
智者专心于居丧之家，蠢人
专心于宴乐之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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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听智者的责备，不愿听
蠢人的赞扬。
6
蠢人的笑声就象锅下噼啪爆
响的荆棘，毫无意义。
7
勒索能使智者变成傻瓜，贿
赂能腐化人心。
8
使一件事有始有终比只开头
好，温文尔雅比急燥傲
慢好。
9
不要一遇到事就急燥恼怒，
只有蠢人的心中才常怀
恼怒。
10
不要说：“为什么现在的日子
不如过去了呢？”聪明
人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11
智慧跟遗产一样都是好东西，而
且更能使世人受益。12 钱能庇护人，
智慧也能庇护人，但智慧的长处在
于∶它能保全拥有它的人的性命。
13
想想上帝的作为吧：上帝让它弯
曲的，谁能把它弄直？14 一帆风顺的
时候你应当高兴，遭受挫折的时候，
你应当这样想：快乐时节和艰难岁月
都是上帝赐予的，人不可能知道未来
自己的生活中会出现什么。
人不能过于善良
15
我在自己空虚的生活中见过各
种各样的事：义人行善反而遭到不
幸， 恶人作 恶反而长 命百岁 。 16 所
以，不要过于善良，也不要过于显
露智慧－何必毁了你自己呢？17 不要
过份邪恶，也不要当蠢人－何必中
道夭亡呢？
18
最好是抓住这一个，同时也不放
松那一个；因为敬畏主的人不应该走
极端。19智慧能使一个聪明人比十个
城市长官更具力量。20 世上没有一贯
洁身自好从不犯罪的义人。
21
不要把别人的话句句都放在心
上，否则你就会发觉你的仆人在诅咒
你，22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明白，你也
曾多次诅咒过别人。

23

我运用我的智慧思考了这些事以
后 说 ： “ 我 一 定要 做 个 有 智 慧 的
人。”但这却与我无缘。24智慧到底
是什么？它远不可及，深奥莫测，谁
能找到它？25 我开动脑筋，去领悟，
去钻研，去寻求智慧和事理，想弄明
白邪恶之愚顽，蠢人之狂妄。
26
我发现有的事物比死还可怕，那
就是女人；她是陷阱，她的心是罗
网，她的手是锁链，上帝所喜悦的人
会避开她，只有罪人才会陷入她的罗
网。27-28传道者说：“我归纳这些事，
想找出其中的道理，我一直在思索，
却找不到答案。但我的确发现：在一
千个男人中能找到一个正直的人，但
在妇女中却找不到一个。”29 我唯一
发现的是：上帝造人本来都是正直
的，但人却找出许多作恶的途径。
智 慧和权力
谁能跟智者一样 ？谁能诠释万
物？智慧能使人容光焕发，一扫
脸上的愁容。
2
要遵从王命，我这样说是因为你
在上帝的面前起过誓。3 在王前不可
匆匆退出，但也不可在发生不愉快事
的时候滞留不走，因为王是随自己的
高兴处理事的。4 王的话至高无上，
谁 也 不 能 问 他 ：“ 你 为 什 么 这 样
做？” 5遵从王命的人不会招祸，心
计聪明的人知道什么是恰当的时机，
该 怎么 做。 6 尽 管要 承受 巨 大的 痛
苦，但每件事都有它恰当的时机和处
理方法。7 既然没有人能预知未来，
谁又能告诉他事情会怎样进展？
8
人没有能力留住风，同样也没有
能力驾御死期；正如在战争中没有人
能置身事外一样，同样邪恶也不会放
过肆行邪恶的人。
9
这一切我都见过，也认真思考过
世上发生的这些事，有时一个人在他
人头上作威作福，虐待他人；10我也
见到那些经常出入圣处、在城中作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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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受人颂扬的恶人安然入土，这实在
令人沮丧。

时蠢到极点，以后就命归黄泉，4 而
活着的人不管怎样也还有指望。

公正、奖励和惩罚
11
罪名成立却迟迟不执行判决，于
是人存下了作恶的想法。12虽然恶人罪
行百端却长寿不死，但我知道敬畏上
帝的人会有好报，13因为恶人不敬畏上
帝，他们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他们的
生命就象日影一样，不会持续太久。
14
我看见世上还有一件令人沮丧的
事，那就是义人反落了恶人的下场，
而恶人倒得了义人的福份。这也太令
人沮 丧了！ 15 所以 ，我赞成 享受人
生，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比有吃有喝、
逍遥快乐更好的了。上帝赐给了他一
生岁月，在奔波劳碌之中，快乐将伴
随着他。

活狗强如死狮子
5
活人知道他们会死，死人却什么
都不知道了，他们再也得不到奖赏，
连名字都被人忘掉了。6 他们的爱，
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都从此永远
地消失了，世上的事再也没有他们的
份了。

我 们不可能明白上帝所有的作为
16
我认真思考，想弄明白智慧的含
义，想知道为什么世人昼夜辛劳，甚
至不睡觉？17 于是我明白了上帝的作
为，知道人无法弄清世上的事。尽管
他费尽心思去探讨，仍然不可能发现
它的奥秘，虽然有的智者宣称他知
道，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理解。
死是公正的吗？
我思考所有这一切得出结论，那
就是∶义人和智者的命运以及他
们的行为举止无不在上帝的掌握之
中，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爱还是
恨，二者都有可能。
2
所有的人命运都相同，无论是义
人还是恶人，好人还是坏人；无论是
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献祭的还是不
献祭的；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向
上帝起誓的人如何，不向上帝起誓的
人的人也如何。
3
在世上所有的事情中，这是一大
弊病，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同一命运，
更糟糕的是，人们都心怀邪念，在世

9

及 时享受生活
7
去吧，高高兴兴地吃你们的饭，
快快乐乐地喝你们的酒，这才是上帝
久已应许你们的本份。8 要让衣服永
远保持洁白，要让头上永远不缺少膏
油，9 跟你的爱妻共享生活的乐趣，
共度上帝赐予你们的这空虚的一生，
这才是你在世辛劳的本份。10 对手边
要做的事一定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
将来要去的坟墓里，既没有工作和想
法，也没有知识和智慧。
运气好？运气坏？我们该怎么办？
11
我还看见世上有别的事，那就
是：善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
胜，有智的未必能糊口，精明的未必
能得财，渊博的未必受赏识。这是他
们的时运，12 没有人知道自己下一步
会怎么样；象鱼被无情的网捕住，象
鸟被罗网罩住，同样，人也会被不期
而至的厄运缠住。
智 慧的力量
13
我还看见世上有一类智慧的典
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4一
座小城，居民廖廖，一个强大的国王
向它进攻，包围了它，建起巨型攻城
工事围攻它。15城里有一个聪明的穷
人，他凭自己的智慧拯救了这城，然
而，事后却没有一个人再记得这个穷
人。16 所以我说：智慧胜于勇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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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穷人的智慧却受人轻视，没有人留
意他的话。
17
智者安详的话语比蠢人的首
领的喊叫更值得注意。
18
智慧胜于利器，但一个罪人
就能败坏许多善事。

10

几只死苍蝇就能使香水变
臭，一点愚蠢就能败坏智慧和
荣耀。
2
智者的心居右，蠢人的心偏左。3蠢
人无知，即便走在路上别人也能看出他
的愚昧。
4
假如当权者对你发怒，千万不要
擅离岗位－镇定能化解大过。
5
我看见世上有一件弊端是当权者
造成的，6 那就是蠢人居高位，智者
却屈居下层。 7 我见过仆人骑着马，
王子却象奴隶一样奔走。

所有的事都蕴含危险
8
挖陷 阱的，自 己有可能 落在其
中；拆墙垣的，有可能被蛇咬；9 采
石的，有可能被石所伤；劈木的，有
可能遭到危险。
10
斧头钝了，又不去磨刃口，就
得用更大的力气；运用智慧才能取
得成功。
11
耍蛇前如果蛇咬了人，耍蛇人就
无利可图了。
12
智者的言辞博人赞赏，蠢人的口
舌却毁灭了他自己，13 他的话一开始
就是愚蠢的，到后来简直邪恶狂妄至
极，14 他滔滔不绝，没有人知道还会
出现什么－可有谁能让他明白他的结
局？15 只有蠢人才会为此弄得精疲力
尽，连进城的路都找不到了。
工作的价值
16
一国之主如果是个不谙世事的年
轻人，群臣一早起来就宴乐，这国就
要有 祸了！ 17 一国 之主如果 出身名

门，群臣按时进餐，只为补充体力而
不是为喝得大醉，这国就有福了！
18
人懒房顶塌，手懒屋子漏。
19
宴席使人欢笑，美酒使人生快
活；钱使万事随心。
传舌
20
不要在心里诅咒君王，也不要在
密室诅咒富人，天上的飞鸟可能会听到
你的话，它可能会传出你说的一切。
大 胆地面对未来
把饼掰碎撒在水面上，日久以
后你或许还能找回它。2 把产
业分投七八项事业，因为你不知道可
能会遇上什么灾难。
3
云彩里积了雨，必定会倾倒在地
面上；树无论向南倒还是向北倒，它
就倒在它倒下的地方。4 然而你总是
观察风就无法播种，总是期望天高云
淡就无法收割，5 正如你不可能知道
风会从哪里经过，胎儿如何在母腹中
成形，所以，你不可能明白上帝－万
物的造主的作为。
6
在早晨撒种，在晚上也不要无所
事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能成功，
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或许两样
都顺利。
7
光是美好的，看见阳光灿烂是令
人愉悦的。8 人活多少年，就应该享
受人生多少年，但他也应该想到将来
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更长，而且
是毫无用处的。

11

趁 年轻要侍奉上帝
9
年轻人啊，趁着韶华享受人生，
让自己的心在青春岁月里恣意欢乐；
做心里想做的事，看眼睛爱看的东
西，但你要知道，上帝会为这一切审
判你。10所以，要除去内心的燥动不
安，克服肉体的烦恼，要知道即便你
年轻力壮乌发如云，这一切也是毫无
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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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的烦恼
要记 念你的造 主；要趁 着年
轻， 趁着衰老 的日子尚 未到
来，趁着你说：“我没有一点欢乐”
的日子尚未来临，2 趁着日月星辰尚
未在你的眼前变得昏暗不清、如同雨
后云出之前。
3
到了 那时，看 房人已经 颤颤巍
巍，当年的壮汉已经弯腰驼背，牙齿
稀少已经嚼不动东西，窗外的景物已
经模模糊糊， 4 街上的喧闹仅仅隐约
可闻，甚至推磨的声音也不再吵人。
听不见歌女的歌声，但鸟儿的鸣叫却
使他睁眼到天明。5 怕上高处，不敢
上街，白发苍苍如杏花，象胖蜢蚱一
样匍伏而行。万念俱灰，不久就要寿
终正寝，只剩下吊丧的人*在街上来
往穿行。

12

死
6

银棒终必折断，
金碗终必破裂，
水罐终必碎于泉旁，

吊丧的人∶在圣经时代有职业的吊丧人，人们可
以雇来在葬礼上表达哀思。

辘辘终必坏于井上，
来自尘土的终必归于尘土，
灵魂终必归于赐灵的上帝。
8
传道者说：“万事如是而已，空
而又空。”
7

结语
9
传道者 不但独具 智慧，而 且训
导 众 人 。 他 潜 心思 索 ， 归 纳 了 许
多箴言 。1 0 他一心 搜求公平正 直的
陈 述 ， 他 所 著 述的 都 是 真 实 可 信
的。
11
智者的话就象刺棒，他们的语录
就象牢牢钉住的钉子，这些都来自同
一位牧者。12 孩子啊，除此之外你还
要注意，各种著述无穷无尽，读得太
多反而会使身心疲倦，13 一切你已经
都听到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
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训诫；这是人的
全部责任。14 上帝会裁判每一件事，
包括一切不为人所知的事在内，无论
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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