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題：面對不確定的日子
經文：傳11:1-6



引言：
舊約先知書（先知文學）有一特色，
當先知直接收到從神而來的說話，
格式：「耶和華的說話臨到我」；
或「耶和華如此說……」。

人收到神的話，正確的態度就是聆
聽、順服、遵行，這人就有福了。



但在舊約中，有一類書卷叫智慧書
（智慧文學），如約伯記，箴言，傳
道書等，這些作者是信靠上帝的人，
卻沒有直接收到從神而來的說話，指
示他們應該怎樣做；反而他們仔細觀
察，研究世間的一切生活現象，以一
個屬神的眼光來看，慢慢歸納，累積
了一些生活的智慧道理，並且合乎信
仰，來指導人，建議人用這樣的態度
／眼光來面對當下的生活世界，若如
此遵行，人就是過一個合乎信仰，智
慧的生活。



傳11:1-6
[1]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必能得著。

[2]你要分給七人，或分給八人，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有什麼
災禍臨到地上。

[3]雲若滿了雨，就必傾倒在地上。樹若向南倒，或向北倒，
樹倒在何處，就存在何處。

[4]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不收割。

[5]風從何道來，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如何長成，你尚且
不得知道；這樣，行萬事之神的作為，你更不得知道。

[6]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知道
哪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



11:1-6的文學分析
(1)４次的「你不知道」，表達人對未來/往後的限制,，
是無知和不能掌握。
(2) 用了４個自然的圖像：下雨、樹倒、撒種、胎兒成長，
來達人不能了解、掌握和控制；進一步說明，神的作為更是
人不能預測（不能了解、掌握和控制）
(3) 第1-2節與第6節是首尾呼應。
 第1-2節是一個積極、勸勉的口吻：「當將你的糧食撒在
水面」 ；

 第6節同樣的態度，作一個總結：「早晨要撒你的種，晚
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第一段落：11:1-2
[1]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必能得著。
[2]你要分給七人，或分給八人，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有
什麼災禍臨到地上。

 「糧食」：可譯作「麵包」或「食物」。
 「日久必能得著」：直譯「多日後你會將它找回來」



第一種解釋：鼓勵人樂善好施，即使沒有
即時回報， 也要做好心，日後有償還。

 箴19:17「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
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古代近東有相似諺語作支持，埃及箴
言 ”Do a good deed and throw it 
in the water; when it dries you 
will find it. ” 

 亞拉伯箴言 ”Do good, throw your 
bread on the waters, and one day 
you will find it.” 



第二種解釋：對做生意的人的勸勉，一方面
敢於冒險，另一方面分散投資，以減低風險。

 理由： [2]你要分給七人，或分給八人，
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有什麼災禍臨到地上。

 「七人、八人」：原文沒有「人」字，
其意思可以是「七分、八分」。這個

 「ｘ／ｘ＋１」的表達手法，在希伯來
和古代近東相當普遍的，可以指向「很
多」的意思。「分給七人，或分給八
人」：是指「分給多分」



路14:28-31  蓋樓和打仗的比喻

28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
花費，能蓋成不能呢？
29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
笑話他，說：
30『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31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
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
攻打他的嗎？
32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
者去求和息的條款。



小結：

第一，二節一齊來看。當人對未
來／往後作出投資，做計劃去作
做工作，傳道者，要我們評估風
險，並建議我們做降低風險行動，
以致，我們所作的事，所作的投
資，能取得穩陣的回報／較好的
結果。



應用：
• 英文有諺語：”Hope for the 

best, but prepare for the worst”
「期待最好的事發生，同時也作最
壞的預備。」

• 這句話：人要積極和樂觀的，但是
也要有應變的準備，甚至做定最壞
的預備，因為處身於多變環境中，
難以掌握。

• 有plan A, 也要有plan B, 甚至有
plan C。要有多手的準備。



第二段落：11:3

雲若滿了雨，就必傾倒在地上。樹
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樹倒在何處，
就存在何處。



想表達：有些事在未來必然發生，
但人不知道何時發生，和怎樣發生。

然而大風將樹吹倒在那置？樹
倒在南面，或北面，無人可預
測。

「南和北」：代表「任何地方」

即是說：大風將樹吹倒在那位
置，無人可知道。

• 「雲滿了雨，就必下雨」：
這是必然的自然現象。是
事實。是人必然知道的事。

• 「樹被吹倒，而倒下來」：
這是必然的自然現象。是
事實。是人必然知道的事。



信仰上帝的人，面對一些未來必然要發生的事，雖
然不知道什麼時間，和怎樣發生，現在要積極的準
備。如中國人說：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防微杜漸。

 1/8我們有個祈禱會~「教會的未來」禱告會……



一，是未病先防，減低疾病發生，古稱
「養生」。（防患未然）

二，是已病早治。於發病早期治療，及
時控制疾病，不致惡化。（防微杜漸）

三，是防止疾病的復發及治癒後遺症。

「治未病」含義有三：

中醫的「治未病」概念源自《黃帝內經》。「治」，為
治理管理的意思，所謂「治未病」，就是能先洞見疾病，
採取預防性治療，減低發病或病情轉變的可能。



「樹倒在何處，就存在何處」

 傳道者想說什麼？
 大風何時來吹倒樹，我們不能知道。大風
將樹吹倒在那位置，我們也不能知道。

 但有一件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樹倒在
何處，就存在何處」。樹斷了，傾倒在那
位置，在留在那位置。這就是一個新的事
實，既定的事實，是不能改變的。我們是
知道。



第三段落：11:4-6

[4]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不收割。
[5]風從何道來，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如何長成，你尚且
不得知道；這樣，行萬事之神的作為，你更不得知道。
[6]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知道
哪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



 第四和五節：

 [4]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不收割。

 「看風、望雲」：解作「觀察風向」和「研究雲象」。

 「看風的、望雲的」是誰人呢？農夫。



[5]風從何道來，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如何長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

這樣，行萬事之神的作為，你更不得知道。

直譯：「你不知道風的路向，如不同
不曉得孕婦的胎兒如何成長一樣」。



 「風」的原文可譯作「氣息」。如此，這裡是指同一
件事，就是「就如你不知道氣息的路向如何進入孕婦
胎中的骨骼裡」。對舊約的人來說，胎兒的成長和嬰
孩的出生，本來就是奧秘的事。

 意思說：風或「氣息」和胎兒子成長，是一個奧秘，
人不能掌握的，何況神的作為，更不是人可以了解和
控制。



小結：

第四和五節：傳道者
話：人是不能知道什
麼時間是最好的時間
／時機，以致所做的
事得到最好的結果／
好收成。

第六節：
早晨要撒你的種，晚
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
發旺；或是早撒的，
或是晚撒的，或是兩
樣都好。



 「早晨、晚上」：是「以兩極代替整體」的修
辭，指整日，任何時間，「無論何時」。

 「撒種」：這裡象徵著一切的人類活動、工作。

• 既然做足了「看風、望雲」，人是不
能知道什麼時間是最好的時間／時機
(能夠得到最好的結果)，就不要停下
手，把握現在，一認為合適機會，就
去做，不要常常想著等待最好的時間。

• 若等待，遲D先去做，事後就好後悔改。



小結（4-6節）：

做足一切的計劃，計算自己的能力，作了風險評估，並
做降低風險的事。判斷現在是合適的時間（當然不知道
是否最好的時間），莫等待，要積極起來行動。

但人心裡仍然有些少感覺，take some 
risks．這是真實感覺，因為你不能知道／
掌握往後／未來，會有風險的擔心。



Do the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傳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

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羅8:28
保羅所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最近，你為未來那
一方面作出什麼的
計劃/打算？神的
話怎樣指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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