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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结局与总意 
《传道书》十二章 

 

引言：人生有限，不是要人放纵，及时行乐，是要人看重，及时行善。 

           人生是要过，不是很难过，而是好好过，不要错过，也不要过错。 

           人生是神给的，世界是神造的，是神的恩典，人要感恩享受。 

           人是有使命的，要为主作见证，是神的使命，人要谨慎而活。 

           人是有责任的，人要管理万物，是神的心意，人要尽人本分。 

           有限是在永恒之中，有限是为永恒而活，要为主作见证，要完成神的使命。 

 

(一) 人不要错过人生：要看重，要慎重 (1-8 节) 

 

       人生是要过的，所以要趁着，不要等到，要记念。 

       要在该做的时间来做该做的事，要在能做的时间内做能做的事。 

 

       人在人生中有该做的事，也有能做的事。 

       在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事可以做，不管多少，都要做。   

       人不论年轻年长，都要作人的榜样，作主的见证。 

 

(二) 人不要过错人生：要分享，要行动 (9-12 节) 

 

       不单有，还要分，不单分，还要好好地分。 

       有的要分享，口要讲，知的要行动，手要动，不要知而不讲，不要讲而不动。 

 

     「听的会忘记，讲的会记下，行的会明白。」 

     「讲的要清清楚楚，听的要明明白白，行的要实实在在。」 

 

    《哥林多后书》二章 11 节：「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腓立比书》二章 4 节：「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彼得前书》五章 5 节：「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三) 人敬畏神能加分：人要对，事要对 (13-14 节) 

 

       1-12 节   人要自重，人要勇敢为神而活，把握时间，说该说的，行该行的。 

       13-14 节 人要慎重，人要不敢神前自夸，要敬畏神，守该守的，尽当尽的。 

               

     《路加福音》十七章 10 节：「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 

                                                       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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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书》四章 7 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 

                                                   受的，为何自夸，彷佛不是领受的呢？」 

 

《腓立比书》三章 12 节，14 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 

                                                          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向着 

                                                          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奖赏。」 

 

      不要觉得自己不错，小心自己不要出错。 

 

结语：人生都有结束的一天，都要接受神的评分，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还是又懒又恶 

           的仆人，便在于有没有错过人生：有没有看重，有没有慎重 

                                     有没有过错人生：有没有分享，有没有行动 

                                         敬畏神：做人对不对，做事对不对 

 

           我们的人生都在过，有错过了，快点追回来， 

                                            有过错了，快点停下来， 

                                            没敬畏神，快点跪下来。 

 

           我们要好好过人生，期待进永生，良善又忠心，神人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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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問題 

 

 

(一) 人不要錯過人生：要看重，要慎重 

 

1. 有什麼事是知道要做，能做但未做的? 拿一張紙把每一件想起的事寫下來。 

2. 在以上的事旁邊寫下是那一年或那一天想做的。 

3. 在以上的事想做的日期旁寫下要做的日期 (若不是一天內可以完成的事，便是開始

做的日期。若是一天內可以完成的，便寫下做的時間)。 

4. 按以上寫的去做，完成後便把寫下的事刪除。 

 

 

(二) 人不要過錯人生：要分享，要行動 

 

1. 看見什麼人有話要提醒或告訴對方? 拿一張紙把名字寫下來。 

2. 想一想要說的內容，把重點大概想一想或寫下來，想一想如何說，用什麼字句，說

什麼內容，有什麼重點。 

3. 想一想如何可以說的更清楚更有效，把要說的內容修改一下。 

4. 若是可以，找一個可靠可信的人說一說自己要說的，聽聽對方的意見(重大的事才

要如此，若只是一般平常的事便不用)。 

5. 定下時間地點去說該說的，可以是當面，也可以是用電話或短訊 (重要的事最好是

當面說)。 

6. 自己最近一星期或一個月內聽了或見了什麼事，心中有感動，但一直沒有行動? 

7. 如在(一)的第 3 題，定下時間去做或開始做。 

8. 可以與一位或兩位分享自己要做的事又或做了之後的結果。 

 

 

(三) 人敬畏神能加分：人要對，事要對 

 

1. 最近自己有沒有察覺又或有沒有人指出自己心態上有何不對之處? 

2. 找人分享一下，聽聽對方的回應和意見。 

3. 想一想如何可以改正自己不對的心態。 

4. 自己認為自己目前做的不錯的是那方面。 

5. 找一位或兩位在同一方面也是很強的人，問一問有何事可以幫助自己在這方面更進

一步。 

6. 在聽見的意見中，選擇並去嘗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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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重温 
 

 

(一) 人生的摩天輪 (一章 1-11 節) 

1. 人生有限，要珍惜所有，要謹慎而活。 

2. 人有永恆，有不是所有，要敬畏而活。                         

3. 人是有限，沒有便要有，要謙卑而活。       

            

        人要明白以致珍惜，人要敬畏需要謙卑。 

 

(二) 人生的勞碌與勞苦 (一章 12 節-二章 26 節) 

1. 不該的嘗試：人不要不聽，要聽神而行。 

2. 不必的比較：人不要比較，要向神感恩。 

3. 不安的憂慮：人不要憂慮，要得神喜悅。 

 

        人要勞碌不要勞苦，人可以累不要辛苦。                  

 

(三) 人生的定期和定時 (三章 1-15 節) 

   1. 人生有所定：人生有事，人生有時。 

   2. 人生有所淨：人要謙卑，人能享受。 

 

        人要選擇也要行動，在對的時間作對事。 

 

 

(四) 人生的安分與安靜 (三章 16 節至四章 6 節) 

   1. 人生中的安份：人要守本分，有喜樂，要睇要諗要傾。 

   2. 人生中的安靜：人要有安寧，不欺壓不嫉妒，要分擔要分享 

 

        人要安分才有安寧，多看多想多談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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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生的結伴與聽勸 (四章 7-16 節) 

   1. 人要善用所有：能滿足，可享福 

   2. 人要結伴同行：能彼此，要互相 

   3. 人要多聽勸告：能改變，有改進 

 

        人要結伴也要聽勸，彼此互助能聽能改。 

 

(六) 人生的敬畏與欺壓 (五章 1-9 節) 

      1.  人要聽神不愚昧，不要自以為是。 

      2.  人要敬神不多言，要有自知之明。 

      3.  人要愛人不欺壓，不要不知不覺。 

 

         人要敬神多聽慎言，人要愛人不欺壓人。  

 

(七) 人生的知足與滿足 (五章 10 節至六章 12 節) 

      1. 人要知足而不貪，不作錢財的奴隸，要作錢財的主人。  

      2. 人要滿足而享受，人要享受所有的，不要埋怨沒有的。     

      3. 人要明白而享福，喜樂的心是良藥，感恩的心是補品。 

 

        人要知足才會滿足，人要滿足才會幸福。 

 

(八) 人生的智慧與愚昧 (七章 1-28 節) 

      1. 人要活得好，死得好，選的要對。 

      2. 人要知的對，行的對，知的要行。 

      3. 人要知的早，回的早，改的要快。 

 

         人要智慧不要愚昧，人要選對也要做好。 

 

(九) 人生的知道與不知 (八章 1 節 – 九章 1 節)  

     1. 無論知道不知道，人要把握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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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無論明白不明白，人要放心要用心。 

 

人有知的也有不知，人要按時也要按理。 

 

(十) 人生的必死與定期 (九章 2-12 節) 

     1. 人知道必死，不要遺憾。 

     2. 人不知定期，不要錯過。 

 

         人知必死不要遺憾，不知定期不要錯過。 

 

(十一) 人生的智慧與愚昧 (九章 13 節至十章 15 節) 

1. 聽智慧不看人面。 

2. 求智慧不要無知。 

3. 要智慧不用受損。 

 

人要聽智慧求智慧，人要智慧不用受損。 

 

(十二) 人生的懶散與勤勞 (十章 13 節至十一章 6 節) 

1. 人不懶散。 

2. 人要勤勞。 

 

           人要管好事要做好，要有智慧把握時間。 

 

(十三) 人生的光明與黑暗 (十一章 7-10 節) 

1. 光明與黑暗。 

2. 歡暢與悔改。 

3. 愁煩與邪惡。 

 

人可享樂不忘永恆，不忘審判有罪即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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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人生的結局與總意 (十二章 1-14 節) 

1. 人不要錯過人生。 

2. 人不要過錯人生。 

3. 人敬畏神能加分。 

 

人不錯過也不過錯，過好人生不斷加分 

 

 

 

 

講道的中心思想 

 

        人要明白以致珍惜，人要敬畏需要謙卑。 

        人要勞碌不要勞苦，人可以累不要辛苦。               

        人要選擇也要行動，在對的時間作對事。 

        人要安分才有安寧，多看多想多談多分。 

        人要結伴也要聽勸，彼此互助能聽能改。 

        人要敬神多聽慎言，人要愛人不欺壓人。 

        人要知足才會滿足，人要滿足才會幸福。 

        人要智慧不要愚昧，人要選對也要做好。 

        人有知的也有不知，人要按時也要按理。 

        人知必死不要遺憾，不知定期不要錯過。 

        人要聽智慧求智慧，人要智慧不用受損。 

        人要管好事要做好，要有智慧把握時間。 

                            人可享樂不忘永恆，不忘審判有罪即離。 

        人不錯過也不過錯，過好人生不斷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