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书结晶读经
#12:虚空的虚空，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
以及神的众子显示出来4/19-25
OL Summary:
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1:2):
A.在传道书一章二至十一节我们看，这卷书的主
题是虚空的虚空/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是：在日光
之下，堕落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传道书
的内容是对堕落人类在日光之下，在败坏世界中
之人生的描绘/所罗门在传道书里的教训，给我
们看见败坏世界里的人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照传道书看，人的历史从起初到现今，都是虚空
/一件事无论多么美好、超绝、美妙、奇妙，只要
是属旧造的，那就是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的一部
分/唯有那在诸天之上，不在“日光之下”的新造，
不是虚空，乃是实际｡
B.在诗篇三十九篇四至六节，大卫领悟他生命的
无有和虚幻/在这篇诗里，大卫被神带到一个地
步，领悟他是无有和虚幻；他学知各人站得稳妥
的时候，不过尽是虚幻/我们领悟我们的光景是
罪恶的，我们的处境是虚幻的，这就为基督开路，
将我们钉十字架，并进到我们里面，从我们活出
祂自己，并使我们在生机的联结里与祂同活，借
此顶替我们，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所表
达的。
C.人是神以最高、最尊贵的定旨造的，就是要凭
神的神圣生命和性情，彰显神的形像/神的仇敌
魔鬼撒但进来，将他自己作为罪，注入到神为着
祂的定旨所造的人里面/因着人这堕落，人以及
神所交托给人管理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服在虚空
之下；因此，在败坏世界里的人生，也成了虚空｡
D.虽然在败坏世界里的人生是虚空，是捕风，但
我们需要领悟，神已将永远安置在人心里/传道
书三章十一节里的“永远”，是“神所栽种，历
代以来就在运行的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日光之
下，除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这感觉”。/神
按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并在人里面造了灵，使
人能接受祂并盛装祂，并且给人造了寻求神自己
的心，使神能作人的满足/虽然人堕落离开神，并
且罪借着撒但进来，阻挠人接受神作人的满足，
但在人心里仍存留着对神的渴望、对神的寻求｡』
Ⅱ.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二十一节和二十四节，
保罗陈明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使我们不再在心
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
A.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节保罗劝勉信徒、“不要再
象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堕落
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乃是心思的虚妄/外邦
人是堕落之人，在他们的推想上变为虚妄/他们
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没有神，受他们虚妄
思想的控制和摆布/在神的眼中和使徒保罗的眼
中，世人所想、所说、所作的，不过是虚妄/外邦
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因着心里的刚
硬，就在悟性上昏暗了｡
B.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节和二十一节，有那在耶稣

身上的实际与在堕落之人心思里之虚妄的对照:
堕落之人不敬虔的行事为人乃是虚妄；但在耶稣
敬虔的生活里乃是实际/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就
是二十四节里所提到新人的“那实际”/那迷惑是
撒但的人位化，那实际是神的人位化；那迷惑是
魔鬼，那实际乃是神。/神是那实际，展示在耶稣
的生活里/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是指四福音书
所记载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主在祂人性生活中
所作的一切，都是神的彰显，所以就是实际/耶稣
这种照着实际的生活，乃是信徒生活的模型/我
们需要学基督，并在祂里面受教导，过实际的生
活/我们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该过一种实际的生
活，如同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一种彰显神的生
活｡
C．我们能活在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里，因为“我
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那位真实的”是指神
对我们成了主观的，指客观的神在我们的生活和
经历中成了那真实者/在那位真实的—那真实者
—里面，就是在祂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神的
儿子主耶稣就是真神｡』
Ⅲ.受造之物因着服在虚空之下，所以热切等待
神的众子显示出来，“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
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
自由”:
A.因着撒但将他自己作为罪注入到人里面，结果
人和一切受造之物都被带到败坏的奴役之中，服
在虚空之下｡
B.受造之物专切期望着，全神贯注地期望着，
“热
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示出来”/显示出来意即揭露
或显示出先前被遮盖或隐藏的事物/到主再来时，
我们要得着荣耀，身体完全得赎，那时幔子就要
揭开｡
C.虽然一切受造之物目前都被拘留在虚空和败
坏的光景里，但神要带进祂的国，以对付现今这
光景/要来的国将是神荣耀的国，主要由神显示
出来的众子所组成/神的荣耀与神的国并行，并
在神国的范围里得彰显/神的国乃是我们在神圣
的管治下，带着进入神荣耀的指望，敬拜并享受
神的范围/国度是神施行祂权能的范围，使祂能
彰显祂的荣耀/国度的照耀乃是为使父得荣耀/
神的国就是神为祂神圣的行政，在祂的荣耀里带
着祂的权柄的显出；因此，进入神的国和进入神
彰显出来的荣耀，是同时发生的一件事/受造之
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国来临；神的
国显示出来时，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得着释放，神
显示出来的众子要脱离虚空（vanity），并且“在
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

CP1:在召会生活中，爱主、追求主是实际，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其它都是虚空
旧约传道书之后是雅歌。传道书是说“凡事
OL1:照传道书看，人的历史从起初到现今，都是 都是虚空”（传1：2），但雅歌是说，爱主、追
虚空。一件事无论多么美好、超绝、美妙、奇妙， 求主，以得满足。这表明在召会生活中，爱主、
只要是属旧造的，那就是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的 追求主是实际，除了这个之外都空虚。你不应该
一部分。
把召会生活当作附属的，将你的学校生活或在职
伝道1:2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生活作为实际，作为主要的生活。实际上完全相
凡事都是虚空。
反，召会生活是实际，学校生活和在职生活是附
9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作的事，后必再作。 属的。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但是，不是说因为它是附属的就可以随便。
14 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工，看哪，都是虚空， 学校生活和在职生活是经历基督的环境。无论是
都是捕风。
学习还是工作，都要在主里殷勤的做并经历基督。
OL2:逃离这虚空的路，就是回到神那里，在基督 并且带着经历的基督建造召会。把学校生活和在
里以神作救赎、生命、财富、享受、快乐和满足， 职生活作为主要生活时，就会变得虚空的虚空。
使我们仍然可以为神所用，以成就神创造人时原
就算你成为博士或是老板，若不在召会生活
初的定旨，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
里面爱主，一同被建造的话，这些成就就是虚空
OL3:短暂的事物绝不能满足人；唯有永远的神， 的虚空。但是，如果将那些作为为着召会生活附
就是基督，能满足人心深处要有目的的感觉。
属的事，会因着召会生活你的学校生活和在职生
伝道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 活受到祝福。
远安置在世人心里。。
林后4:18 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
照着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每当我们 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
在人生中有所成功的时候，也有虚空的感觉。这 远的。
指明在人里面有对永远之事的渴望。神已将这样 彼前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
的渴望，这样的寻求，放在人的心里，使人寻求 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有说不出来、
神。每个人，尤其每个有思想的人，里面都有这 满有荣光的喜乐，
种对永远的渴望和寻求。
姊妹硕士毕业的见证:为着开始新的小学英語教
智慧的王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育研究， 7位小学老师被选去修教育大学攻读硕
又将永远安置在人心里。这与我们人的经历是相 士課程。我是其中之一。只有我是有硕士的英文
合的。一个人无论多么富有或成功，他仍然觉得 教授指导，用英文完成硕士论文。感謝主。硕士
虚空。人有一个深的渴望，要得着永久的事物， 论文完成後，和全時間的姊妹配搭服事3月末的
而唯有永远的事物才是永久的。扩大本英文圣经 Zoom福音主日聚会的司仪服事。並且，在詩歌的
说，在人心里的这永远，乃是“神所栽种，历代 讚美中演奏萨克斯风。和弟兄姊妹配搭準備時，
以来就在运行的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日光之下， 非常享受，也有了对福音的负担。
除神以外，别无什么
我以前对福音并不积极。但是，当我享受主
可以满足这感觉”。
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有负担了，我积极邀请了9位
神创造人的时候，有三个显著的东西：祂的 福音朋友。最后，我硕士班的副指导教授，和他
形像；人的灵，使我们接受祂；以及神所栽种， 的两个女儿和我的母亲一共四位参加了这个聚
历代以来就在我们心里运行的一种要有目的的 会。因为是Zoom，我想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容易参
感觉—在日光之下，除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 加。我认为在和姊妹的配搭中，在主里完成了司
足这种感觉。雅歌中所描绘的罗曼史，不是从主 仪服事。身体配搭的服事是非常有享受的。感谢
开始的，乃是从寻求者开始的。一个人成了这样 主让我进硕士班继续深造，并给我服事福音聚会
一个寻求者，是因为在他里面有一种要有目的的 的机会。我从四月开始在一所新的小学工作，盼
感觉，要寻求永远的事物。除了神自己，就是基 望能经历主，成为一名有见证的小学老师。
督之外，没有什么能填满或满足这个感觉。许多 祷告:哦，主耶稣，学校生活或在职生活太过于忙
人认为我们在浪费时间，但事实上我们是在赎回 碌，就会觉得这些变成实际。但召会生活才是实
光阴。那些追求短暂事物的人，才是在浪费时间。 际。如果把召会生活当作是附属的，将会错过祝
他们是无事而忙；他们所忙的事，都是暂时的， 福。在学习和工作上，要在主里殷勤的做，并经
不是永远的。在全宇宙中，只有一位是永远的， 历基督。爱主、追求主，被主充满，传福音，为
就是永远的神。
着召会建造服事。这样的话，就可以得着真正的
满足。

应用:在职者・硕士篇
CP2:呼求主名、心思置于灵、从金钱欲、出人
在职者请注意不要被心思的虚妄，例如，金
头地欲、爭竞心等心思的虚妄中释放出来
OL1:当堕落之人的心思充满虚妄，他们的悟性在 钱的欲望，出人头地的欲望，争竞心等所充满。
神的事上就昏暗了。堕落之人心里的刚硬，乃是 然而，它不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士不履行责任，懒
惰，而逃避现实的方法。那些不履行责任的人会
他悟性昏暗、心思虚妄的根源。
弗4:17 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 说自己没有争竞之心，但那只是偷懒而已。作为
一个社会人士，为了扶持自己、扶持家人、扶持
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
召会、扶持社会，需要勤奋拼命地工作。像这样
为人。
想要履行责任的时候，一定会涌现出争竞心和金
OL2:耶稣的人性生活是照着这实际，就是照着神 钱爱等。那时，你可以呼求主的名，将心思置于
自己。耶稣生活的素质就是实际；祂行事为人总 灵上，从这些虚妄中释放出来。
是在实际中。
弗4:17FN心思的虚妄:外邦人是堕落的人，在他
20 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
们的推想上变为虚妄。他们在心思的虚妄里，行
21 如果你们真是听过祂，并在祂里面，照着那在 事为人没有神，受他们虚妄思想的控制和摆布。
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
凡他们照着堕落的心思所作的，都是虚妄，没有
今天世界上的财富、名声、地位、娱乐和财 实际。。
物都是虚空，但在那人耶稣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 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
是实际。祂在为人生活中所作的一切都是实际； 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
祂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虚妄的。基督对我们不仅 绝了；
是生命，也是榜样。在祂地上的生活中，祂设立 18FN悟性上昏暗:当堕落的人心思充满虚妄，他
了一个榜样，如福音书中所启示的。此后，祂钉 们的悟性在神的事上就昏暗了。因此，他们与神
的生命隔绝、分离了。
死并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使祂可以进到我们里
FN与神的生命隔:人堕落到心思的虚妄里，并在
面，作我们的生命。我们照着祂的榜样跟祂学， 悟性上变为昏暗。人在这种堕落的光景中，无法
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乃是凭祂在复活里作我 摸着神的生命，直到人悔改（心思转向神），并
们的生命。
相信主耶稣，以接受神这永远的生命。
耶稣这人在祂的日常行动中不仅伟大，也非 FN心里的刚硬:堕落之人心里的刚硬，乃是他悟
常柔细。譬如，祂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时，…… 性昏暗、心思虚妄的根源。
指示祂的门徒拾起剩下的零碎，免得有糟蹋的， 弟兄的见证:我作为美国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日
共装满了十二篮子。四福音启示，在主日常生活 本法人No.2，于2016年10月获得了成为美国总部
的每一个细节里，没有虚妄，只有实际。此外， 的高级职员的提拔。当时，由于主的祝福，业绩
“召
几乎在四福音的每一页里，我们都看见耶稣敬虔 得到了很大的祝福。在升职前主光照我，说：
会开始停滞不前，你是不是只在工作呢？”我想
生活里的实际，与祂周围之人—反对祂的人和祂
的门徒们—生活里的虚妄，两者之间显著的对比。 是不是该辞掉工作了，所以我和姊妹交通了这事，
弗 4:29 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 姊妹也同意辞去公司的工作。几天后，美国总部
VP就有了这个提拔。因为我已经决定辞职了，所
说建造人的好话，好将恩典供给听见的人。
以我马上拒绝了。那个人认为我没有很好的理解，
这指明我们不仅是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上需要
再次说明了提拔的事。我礼貌地明确拒绝了。我
恩典，更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需要恩典。
得到美国总部认可，在半年后辞职，在大约一年
后的2017年底离职了。这里纲要明确地说，晋升、
财富、名誉是虚空的，在日光下的一切都是虚空
的，就像捕风的东西。我里面有人的灵，这灵渴
望永远的神，也渴望事奉神。我注意到了这灵的
渴望，所以从这样的人的角度来看，我几乎毫不
犹豫地拒绝了卓越的提拔。
2015-2016 年左右，召会逐渐开始出现人数
增长停滞，这之后从 2017 年起，人数再次开始增
长 10%以上。此外，我们发现无法满意于 10%的增
长，我们在 2020 年增长了 20%。我从 2018 年 8
月开始创业，最少也有 50%以上的时间用来为着
召会。
祷告:主啊，作为一个社会人士，我需要勤奋拼命
地工作，以扶持自己，扶持家人，扶持召会，扶
持社会。因此，当我努力履行责任时
，争竞心和金钱爱在我心中涌出来，这时我需要
呼求主的名，将心思置于灵，从这些空虚的东西
中得释放。愿我不像外邦人在心思的虚妄中行走，
勤奋工作，服事主，在一切事上享受主作为恩典。

CP3: 因为神的众子地长大，叫受造之物从败坏
的奴役得着释放，所以不要请看自己
OL1: 因着受造之物服在虚空（vanity）和败坏的
奴役之下，日光之下一切尽都虚空（vanity）。
现今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腐朽与败坏之律下受奴
役；唯一的指望，是当神的众子显示出来时，可
以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
自由。
罗8:19 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
的众子显示出来。
20 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
的，乃是因那叫它服的，
21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
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
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
产之苦，直到如今。
23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那灵作初熟果子的，
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
我们的身体得赎。
OL2: 神已经呼召我们进入祂的国和荣耀。
太6:10 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
13 …そ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到
永远。阿们。
我们若在街上告诉人，我们是神的众子，他
们会以为我们疯了。他们会说，“看看你和我。
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人。你与我没有
不同。你只是另一个人。为什么你说你是神的儿
子？”然而，日子将到，神的众子要显明出来。
到那日不需要宣告：“从现在起我们是神的众
子，”因为我们都会得荣耀。我们会在荣耀里，
被神的荣耀标出为众子。那时，其他的人都必须
承认我们是神的众子。他们会说，“看这些人！
这些满了荣耀的人是谁？他们必是神的众子。”
你若与不信者谈话，他们会承认，就一面说，
他们在跳舞和赌博这样的娱乐中有一些享受。然
而，他们也会告诉你，他们不喜乐。……他们也
叹息，但只有叹息，没有别的。我们却不一样，
我们叹息时，里面有那灵作初熟的果子，作为对
神自己的预尝。甚至我们受苦时，我们也有享受。
我们尝到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就是那灵作初熟的
果子给我们享受。所以我们与属世的人不同。他
们经历叹息，没有内里的享受；然而，我们外面
叹息，里面却欢乐。……我们欢乐，因为我们有
那灵的初熟果子。我们里面神圣的灵乃是对神的
预尝，将我们引到对神的全享。这是儿子名分的
福分中很大的一项。

应用:服事者篇
亚12:1 耶和华论以色列之话语的默示。铺张诸
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
从神的角度来看，在宇宙中，神注视着天，
注视着地，注视着人的灵。所以，你不能轻视自
己。你里面有灵，你的灵，和天地同列。…天为
着地，地为着人，人为着神（关于吃的主的恢复
#1）。
服事的弟兄姊妹们应该认识到，在上述的撒
迦利亚书的启示下，罗马8:19-23的全被造物都
在盼望着神子的显示出来。
19FN神众子的显示:意即揭露或显示出先前被遮
盖或隐藏的事物。我们虽是神的众子，却被遮蔽，
还未显示出来。然而，到主再来时，我们要得着
荣耀，身体完全得赎，那时幔子就要揭开。受造
之物正在热切等待这事。这样的显示，乃是我们
现今所经历之标出过程的完成。
某种意义上，你就像是在观众面前竞技的奥
运选手。观众们都在关注你，支持你。同样，全
受造物支持着你每天的成长。
并且全受造物，不仅仅是支持你，为你的活
跃而一喜一忧的观众，也是和你共命运。你的成
长，从重生开始，经过魂的变化，最终身体得赎。
那时，全受造物从奴役状态中释放出来。
当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会从个人主义中
释放出来。你的成长不仅影响召会，还影响了整
个受造物。因此，你不能认为只要自己好就行，
不能认为即使自己软弱也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所以没有关系。如果你在主里成长，支持你的全
受造物就会知道神的众子显示出来而喜乐欢腾。
但是，如果在主的里面没有成长的话，就变成撒
但和他的军队的饵食，加强他们的势力。
现在，你处于魂的变化的阶段。为了被变化，
你应当把自己魂生命钉在十字架上，在灵中活基
督。在你自己里面“想这样做”或“不想这样做”
的时候，你应该考虑在里面的主是怎样想的，把
心思置于灵向主询求，让基督活在里面。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祷告:哦，主耶稣，我知道了受造物是虚无的并被
迫服从于败坏的奴役状态，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
望着，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示出来。我在生命中
的成长，不仅会影响到召会，还会影响到全受造
物，所以不是陷入个人主义的时候。我要持有在
主里领导全受造物的感觉，即使外面在叹息，也
要在内里享受那灵的初熟果子并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