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冬季錄影訓練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二篇 虛空的虛空，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 
，以及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Vanity of Vanities, the Reality in Jesus, and the Revelation of the Sons of God) 

-- 大點 經節 經文內容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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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3:11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
呢？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存立。(循環的)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作的事，後必再作。日光之下
並無新事。(一切都照/造舊) 
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工，看哪，都是虛空，都是捕
風。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爲美好，又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
裏。雖是這樣，人並不能參透神從始至終的作爲。 

所羅門 
 

27/55 
(虛空) 

 
27/30 
(日光
之下) 

傳12:13 
這一切事都已聽見了，結語就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
命，這就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詩39:5 
 
 

詩39:6 

看哪，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
前如同無有；各人站得穩妥的時候，不過盡是虛幻
(vanity)。 
人的行動實係幻影(in vain)；他們忙亂，真是枉然(in 

vain)：積蓄財寶，卻不知將來有誰收取。 

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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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虛空的虛空，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 
，以及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 大點 經節 經文內容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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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4:17 
 

弗4:20 
弗4:21 

 
弗4:24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爲人，不要再像
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
實際者，受過教導，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
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保羅 

約壹
5:20 

我們也曉得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
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
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遠的生命。 

約翰 

結 
果 
¦ 
眾
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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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國
度) 

叁 

羅8:19
羅8:20 

 
羅8:21 

 
羅8:22 

 
羅8:23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因爲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的，乃是因那
叫牠服的，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
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一同受生產之苦，直到
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那靈作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裡
面歎息，熱切等待兒子的名分，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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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傳一2下： 
在傳道書(所羅門)一章二至十一節我們看，這卷書的主題是虛空的虛空： 
• 傳道書的中心思想是：在日光之下，墮落離開神的人生是虛空的虛空—一2。 

• 傳道書的內容是對墮落人類在日光之下，在敗壞世界中之人生的描繪—弗二12。 

• 所羅門在傳道書裏的教訓，給我們看見敗壞世界裏的人生，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 照傳道書看，人的歷史從起初到現今，都是虛空—十二8。 

• 一件事無論多麼美好、超絕、美妙、奇妙，只要是屬舊造的，那尌是日光之下虛空的
虛空的一部分—一9，二11，17，22。惟有那在諸天之上，不在『日光之下』（一9）的
新造，不是虛空，乃是實際。(舊造 vs. 新造；在日光之下 vs. 在諸天之上；虛空 vs.實際 ) 

    林後5:17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尌是新造；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在詩篇三十九篇四至六節，大衞領悟 (realized)他生命的無有和虛幻 (the 

 nothingness and vanity)： 
• 在這篇詩裏，大衞被神帶到一個地步，領悟他是無有和虛幻(was nothing and vanity)；他
學知各人站得穩妥的時候 (at his best)，不過盡是虛幻 (is altogether vanity) — 5 節。 

詩 39:5 看哪，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各人站得穩 
            妥的時候，不過盡是虛幻 (vanity)。〔細拉〕 

• 我們領悟我們的光景是罪惡的(our condition is sinful)，（詩三八，）我們的處境是虛幻
的(our situation is one of vanity)，這尌爲基督開路 (opens the way)，將我們釘十字架，並進
到我們裏面，從我們活出祂自己，並使我們在生機的聯結裏(in an organic union)與祂同
活，藉此頂替我們 (to replace us)，正如保羅在加拉太二章二十節所表達的。(重生)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裏面活着；並 
            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 
           我，爲我捨了自己。 

※領悟—日光之下凡事皆是虛空與捕風(a chasing after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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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神以最高、最尊貴的定旨造的，尌是要憑神的神聖生命和性情，彰顯神的
形像—創一26：(人為何感覺到虛空呢 ?) 

 創 1:26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 (image)，照着我們的樣式 (likeness)造人，使他們管 

              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 神的仇敵魔鬼撒但進來，將他自己作爲罪，注入到神爲着祂的定旨所造的人裏面—三 

1 ～ 6，羅五 18，三 23，約壹三 4。 

• 因着人這墮落，人以及神所交託給人管理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服在虛空之下；(羅八 20 

～ 21；)因此，在敗壞世界裏的人生，也成了虛空。 

羅8:20因爲受造之物服在(was made subject to)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的，乃是因那叫牠服的， 

• 逃離 (to escape)這虛空的路，尌是回到神那裏，在基督裏以神作救贖、生命、財富、享
受、快樂和滿足，使我們仍然可以爲神所用，以成尌神創造人時原初的定旨，而完成
神永遠的經綸— [傳十二13 …結語就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這就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雖然在敗壞世界裏的人生是虛空，是捕風，但我們需要領悟，神已將永遠安置
在人心裏：傳 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爲美好，又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 

• 這裏的『永遠』(Eternity)，是『神所栽種，歷代以來尌在運行的一種要有目的的感覺 

；日光之下，除神以外，別無甚麼可以滿足這感覺』。(擴大本聖經) 

• 神按着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並在人裏面造了靈，使人能接受祂並盛裝祂，並且給人造
了尋求神自己的心，使神能作人的滿足—創一 26，二 7，亞十二 1。 

• 雖然人墮落離開神，並且罪藉着撒但進來，阻撓人接受神作人的滿足，但在人心裏仍
存留着對神的渴望、對神的尋求—傳三 11。[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 

• 短暫的事物(Temporal things)絕不能滿足人；惟有永遠的神(only the eternal God)，尌是基
督，能滿足人心深處要有目的的感覺—參林後四 18。 

林後4:18 我們原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爲所見的 是暫時的，所不見的 

                纔是永遠的。  4 



形像 (image) [樣子] 

樣式 (likeness)[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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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人的目的—見於人在形像與樣式上與神一樣 (但不在神格上) 

1. 什麼是人在受造時所得到的? 人有神的形像與樣式、原可代表神並彰顯神 

2. 什麼是人在墮落中所失去的? 空有形像而失去神的樣式、無法實際彰顯神 

3. 什麼是神現今在基督這新造 

   (團體的新人)裡所要恢復的? 

恢復人有神的形像與樣式、能再代表神並彰
顯神、擊敗仇敵、率先歸一、進入永遠的榮
耀，直湧入永遠的生命，成為新耶路撒冷。
使人領悟人生的虛空基督來了重生更
新變化模成得榮(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神的國)與基督畢
像畢肖、一式一樣 (與神成為一)。 

『神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 

            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二十一節和二十四節，保羅陳明那在耶穌身
上的實際，使我們不再在心思的虛妄(the vanity of the mind)裏行事爲人：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節保羅勸勉信徒『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事
爲人』： 
• 墮落人類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basic element)乃是心思的虛妄。 

• 外邦人是墮落之人，在他們的推想/理/論(their reasonings)上變爲虛妄(have become vain)： 

羅1:21因爲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反倒在他們的推想上變 

          爲虛妄，他們無知的心尌昏暗了。弗 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 

• 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因着心裏的剛硬，尌在悟性上昏暗了： 

弗4:18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尌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裏的剛硬，與神 

            的生命隔絕了；(心思的虛妄  裏面無知  心裏剛硬  悟性昏暗  與生命隔絕 )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節和二十一節，有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與在墮落之人心思裏
之虛妄的對照：神是那實際 (God as the reality)，展示(was exhibited)在耶穌的生活裏。 

• 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尌是以弗所四章二十四節裏所題到新人的『那實際』(the reality)。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 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是指四福音書所記載耶穌一生的真實光景： 

耶穌的人性生活是照着這實際 (The reality)，尌是照着神自己—弗四24。 

耶穌生活的素質(essence)尌是實際 (was reality)；祂行事爲人總是在實際中 (in reality)。 

主在祂人性生活中所作的一切，都是神的彰顯，所以尌是實際 (was reality)。 

• 耶穌這種照着實際 (according to reality)的生活，乃是信徒生活的模型 (the pattern)： 

我們需要學基督，並在祂裏面受教導，過實際的生活(與虛妄的生活相對)。我們是基
督身體的肢體，該過一種實際的生活，同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一種彰顯神的生活。 

※路—耶穌基督是那實際的(the reality)並那真實的(th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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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出處 中文 英文 希臘文 

弗四21,24 實際者、那實際的 The reality (定冠詞+名詞) 
00225 aletheia 

{al-ay'-thi-a} 

約壹五20 那位真實的 The true (定冠詞+形容詞) 
00228 alethinos 

{al-ay-thee-nos'} 

 我們能活在(We can live in…)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裏，因爲『我們…在那位真實
的裏面 (in Him who is true)』—約壹五20： 

約壹5:20 我們也曉得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 

                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尌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 (the true 

                  God)，也是永遠的生命。 

• 『那位真實的』(Him who is true)是指神對我們成了主觀的，指客觀的神在我們的生活
和經歷中成了那真實者 (becoming the true One in our life and experience)。 

• 在那位真實的(the One who is true)—那真實者(the true One)—裏面，尌是在祂兒子耶穌基
督裏面，因爲神的兒子主耶穌尌是真神—20節。 

• 那真實者尌是神聖的實際 (The true One is the divine reality)；認識那真實者(the true One) 

，意卽藉着經歷、享受並擁有(possessing)這實際(this reality)，而認識這神聖的實際(the 

divine reality)。 

第十一篇 貳 (二) (1) 從來沒有一個人像耶穌那樣敬畏神；主耶穌告訴我們，
在執行神新約的職事上，祂從來不從自己作甚麼(約五19)，祂不作自己的工(四34 

，十七4)，祂不說自己的話(十四10，24)，祂不憑着自己的意思作甚麼(五30)，
祂也不尋求自己的榮耀(七18)。[五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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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造之物(creation)因着服在虛空之下(has been made subject to vanity)，
所以熱(急)切等待(eagerly await)神的眾子顯示出來(the revelation of the 

sons of God)，『指望着(in hope that…)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
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羅八19～22： 

羅8:19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羅8:20 因爲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的，乃是因那叫牠服的， 

羅8:21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 

羅8: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一同受生產之苦，直到如今。 

因着撒但將他自己作爲罪注入到人裏面，結果人和一切受造之物都被帶到敗壞
的奴役之中，服在虛空之下—五12，八20：(一切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的原因) 
• 因着受造之物服在虛空和敗壞的奴役之下，日光之下一切盡都虛空—傳一2，十二8。 

• 現今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腐朽與敗壞之律下受奴役；惟一的指望(only hope is…)，是
當神的眾子顯示出來時，可以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 

受造之物專切期望着(anxious, 焦急 watching…)，全神貫注的期望着(watching with 

full concentration…)，『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19節： 
• 顯示出來(Revelation)意卽揭露(an unveiling, 揭幕)或顯示出(an appearing, 出現)先前被遮蓋
或隱藏的事物—弗一17，三5，加一15～16，啓一1。 

• 到主再來時，我們要得着榮耀，身體完全得贖，那時幔子尌要揭開—羅八18。 

• 這樣的顯示 (This revelation)，乃是我們現今所經歷之標出過程的完成—見一4註6。 

羅1:4 按聖別的靈說，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 
                                                                              [Who was designated the Son of God in power…] 

※結果—那實際與那真實在眾子顯示出來(身體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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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切受造之物目前都被拘留(is held)在虛空和敗壞的光景裏，但神要帶進祂
的國，以對付(to deal with)現今這光景—啓十一 15： 

 啓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尌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 

                到永永遠遠。[在吹這第七號的時候，不只大災難要結束，這世代也要結束，神的奧祕要完 

                                     成(十7)，另一世代，就是國度世代(千年國)要開始。] 

• 要來的國將是神榮耀的國，主要由神顯示出來的眾子所組成—太六10，13，羅八 19。 

太6:13 不叫我們陷入試誘，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爲國度、能力、榮耀，都是你的，直 

             到永遠。阿們。(關於國度子民的義行) 
• 神的榮耀與神的國並行 (go with)，並在神國的範圍裏得彰顯—太六10，13下。 

• 神已經呼召我們進入祂的國和榮耀—帖前二12： 

帖前2:12 要叫你們行事爲人 (在今日)，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神的國乃是我們在神聖的管治下，帶着進入神榮耀的指望，敬拜並享受神的範圍。 

國度是神施行祂權能的範圍，使祂能彰顯祂的榮耀—啓五10，13。 

啓5:10 又叫他們成爲國度，作祭司，歸與我們的神；他們要在地上執掌王權。 

國度的照耀乃是爲使父得榮耀—太五16。 

太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尌榮耀你們在諸天之上的父。 

• 神的國尌是神爲祂神聖的行政，在祂的榮耀裏帶着祂的權柄的顯出；因此，進入神的
國和進入神彰顯出來的榮耀，是同時發生的(simultaneously)一件事。 

來2: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爲着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尌藉着苦 
           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太5: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超過經學家和法利賽人的義，絕不能進諸天的國。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牆 & 根基) 

•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國來臨；神的國顯示出來時，一切受造之物
都要得着釋放，神顯示出來的眾子要脫離虛空，並且『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光如同
太陽』—太十三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光如同太陽。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9 



受造之物 神的兒女 

日光之下 諸天之上 

(舊造) 墮落之人 (新造) 在基督裡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爲美好 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 

短暫的事物絕不能滿足人 
惟有永遠的神，就是基督， 

能滿足人心深處要有目的的感覺 

在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 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 

過虛妄的生活 過實際的生活 

 那迷惑—是撒但的人位化 那實際—是神的人位化 

敗壞且受奴役的 榮耀且自由的 

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的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
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 

10 

虛空與實際相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