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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責任，主門徒的責任

三個管家的比喻

神的恩典 歡喜」 人的責任，主門徒的責任

從上下文當中會看到 ─從上下文當中會看到 ─ 
耶穌一面處理衝突，

一面教導門徒，一面強調恩典，面教導門徒， 面強調恩典，

一面引導門徒在恩典當中、

要來承擔自己人生的責任。要來承擔自己人生的責任。

‧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 ‧絆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十六1-7 耶穌又對門徒說：…
不義的管家浪費主人的財物，主人把他開除了，

在丟工作之前，這個管家利用他的職權，

把欠主人債的人，都給減免了。把欠 人債的人 都給減免了

十六8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 不是誇讚他的不義

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耶穌是面對法利賽人，搞不清輕重緩急的幾個比喻之後，耶穌是面對法利賽人，搞不清輕重緩急的幾個比喻之後，

教導門徒 ─ 不義的管家在所行不義中卻滿有智慧，

在錢財無用之前，善用不義的錢財給自己安排後路在錢財無用之前，善用不義的錢財給自己安排後路

挑戰這群要服事主的門徒，要有這樣聰明的態度，

來面對我們要向上帝交帳的時候，來面對我們要向上帝交帳的時候，

搞清楚什麼是上帝所看重的時機

‧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 ‧絆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我們要抓住那個時機，

就像不義的管家能夠用不義的錢財，

來給自己安排丟了工作之後的後路

當神的國度展現在門徒的眼前的時刻，當神的國度展現在門徒的眼前的時刻

對神的國度要如何準確的回應、

彷彿作一個準確的投資呢？彷彿作 個準確的投資呢？

管家的比喻，

引導我們看見當代法利賽人的問題

在門徒當中，要如何來建立、

忠心的在上帝面前事奉的先後次序呢？

在這裡它是重疊在一起，在這裡 是 在

所以這個比喻的解釋，會讓我們有一點疑惑。



‧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 ‧絆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十六13-15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瑪門就是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一切話，就嗤笑耶穌。

財利的意思

利賽 是貪愛錢財 們聽見這 笑耶穌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

你們的心，神卻知道；你們的心 神卻知道；

因為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

神的國度已經在眼前，你必須作一個聰明的判斷，

你看重神的國度嗎？你要做好預備！

不義的管家，還懂得用不義的錢財

為自己的未來作預備；為自己的未來作預備

那麼你呢？面對上帝永恆的國度，你需要有回應。

‧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 ‧絆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十六16 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

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要進去。

對神的國必須有反應，不能冷漠、不能坐在那邊不動。

針對法利賽人 對 音有 有 應 ？針對法利賽人 ─ 對神國的福音有沒有回應呢？

還是只是指指點點，專門在挑耶穌的毛病呢？

神的國度已經有形有體的透過耶穌基督的服事神的國度已經有形有體的透過耶穌基督的服事，

展現在主後第一世紀猶太人的社群當中，人人努力要進去人人努力要進去！！

十六17 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易。

神的國是延續著律法跟先知，一路到這邊…

十六 天 廢去較 律法的 點 畫落空還容易

用律法當中的「廢去」，挑戰說 ─
你們究竟有否瞭解神的律法、神的話語？你們究竟有否瞭解神的律法、神的話語？

有沒有回應隨著耶穌所帶來神國的呼籲呢？

‧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絆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這個故事的比喻當中，有角色、有情節，

是挑戰法利賽人

存心貪愛錢財…

財主 拉撒路

沒有名字

天天奢華宴樂，穿著

討飯的，有名字

指望財主桌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

紫色的袍、細麻衣，

在生前是享福的

沒有好衣服穿，

渾身長瘡，有狗來舔他的瘡

住在豪門裡頭 被人放在財主的門口

‧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絆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死後死後呢？顛倒過來了 ─
拉撒路死了，被天使帶去、

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得安慰

財主死後，在火燄裡極其痛苦，

指望亞伯拉罕打發拉撒路

用指尖沾點水來涼涼他的舌頭用指尖沾點水來涼涼他的舌頭

生前、死後的狀況作了一個對比，

也是延續著路加寫作的文脈 ─
許多國度中的逆轉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人看為重的，在上帝面前卻是無足輕重

人認為沒什麼的，卻在上帝面前 ─
在後的在前了、在前的在後了！



‧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絆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十六22 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

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財主也死了 並且埋葬了

十六25-26 亞伯拉罕說：「兒啊…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

聖經提到 人死後不是人死如燈滅聖經提到 ─ 人死後不是人死如燈滅，
死後的生命仍然是一個有意識的存在狀態，

生命是永恆的的生前、死後，在上帝的國度，生命是永恆的的。。

法利賽人營營汲汲的經營自認為是有

華人同胞有祖先崇拜的習慣，

豐富生活的尊榮與資財，在上帝面前卻不豐富。

華人同胞有祖先崇拜的習慣，

怕祖先、先人過世之後，在陰間受苦，

好像這個財主好像這個財主…
所以常常會有祭拜亡靈的問題。

‧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絆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聖經其他的經文會幫助我們看見 ─
人死後的生命狀態，都在上帝的主權主權當中。當中。

路加福音記載與耶穌同釘的那個強盜，在斷氣之前，在斷氣之前，

耶穌說他是被記念的 ─「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同我在樂園裡」；」；

耶穌在這個比喻教導的重點

耶穌 他是被 的 今 你要同我在樂同我在樂 」」

陰曹地府，跟聖經當中所講的陰間，不是同樣的概念。

耶穌在這個比喻教導的重點 ─
當看重今生的資財尊榮，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

祂把財主和拉撒路，生前跟死後的狀況作了強烈的對比祂把財主和拉撒路，生前跟死後的狀況作了強烈的對比

呼籲人在上帝面前 ─ 你要如何經營你的人生呢？

其實關係著你的永恆其實關係著你的永恆。

祂用這樣子的比喻來喚醒祂的聽眾 ─

上帝所看重的是什麼。

‧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絆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財主死後的生命狀況 ─ 可不可以讓拉撒路復活，打發他回去，

告訴我的兄弟不要用那種方式過日子，

免得以後到我這邊來受苦！

十六31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的話十六31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的話，

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十六16 17 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十六16-17 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

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要進去。

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 點 畫落空還容易

路加福音所寫作的對象是一群外邦人，

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易。

這麼一個猶太背景、豐富舊約意含的比喻，

會看到 ─ 神的國從上帝本來應許的以色列選民，

已經開始轉向外邦了。

‧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絆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這個比喻的轉換 ─ 財主生前是如何，卻被貶低了，

討飯的拉撒路，卻在上帝面前是有尊榮的；

也講述在神的國舊約的應許當中，都不會廢去。

用這麼非常舊約性、猶太教背景的比喻，

對外邦人講述的時候，他們真正讀到了 ─
上帝國度的福音，已經從耶路撒冷、上帝的選民，

向外邦人敞開，每一個外邦人都從上帝手中領受了救恩。

也就是前面那些被尋找回來、失喪的人，

恢復了在上帝面前那個地位、關係、價值。

這樣的比喻在上下文當中非常的豐富 ─這樣的比喻在上下文當中非常的豐富

耶穌一面引導門徒，看自己人生當中管家的職分職分

一面回應了當時敵對勢力 ─ 文士跟法利賽人， 面回應了當時敵對勢力  文士跟法利賽人

他們裡面的價值觀



‧不義的管家 ‧財主與拉撒路‧絆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十七1-3 耶穌又對門徒說：

「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

就是把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丟在海裡，

還強如他把這小子裡的一個絆倒了。你們要謹慎謹慎！！」」

在神的國度當中，人所看重的、跟上帝所看重的，

人所認為不可少的、跟上帝所看重的，人所認為不可少的 跟上帝所看重的

常常我們會失去焦點，會造成人的絆倒。

誰想到拉撒路死後誰想到拉撒路死後…
法利賽人看重錢財…，
在神的國度當中竟然算不得什麼在神的國度當中竟然算不得什麼

在這當中輕重、是非、先後次序，

常常我們的次序跟上帝的次序不一樣，常常我們的次序跟上帝的次序不 樣，

會造成使人的絆倒 ─ 我們都要承擔責任、要謹慎。

‧不義的管家 ‧財主與拉撒路‧絆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十七3b-4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

他若懊悔，就饒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轉，

說：「我懊悔了」，你總要饒恕他。

謹慎的事情 ─ 不要使別人跌倒、要謹慎，

包含得罪你的人 總要饒恕他包含得罪你的人，總要饒恕他。

原來這個是上帝所看重的，

不要想說 小子裡的 個 沒有什麼不要想說 ─ 小子裡的一個，沒有什麼；

可是那是耶穌為他捨身流血、

耶穌付了代價要把他尋找回來的耶穌付了代價要把他尋找回來的。

在上帝恩典的前提之下，服事主的人責任何在呢？在上帝恩典的前提之下，服事主的人責任何在呢？

作為一個管家的角色，是上帝所託付給我們的責任。

‧不義的管家 ‧財主與拉撒路 ‧絆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十七5-6 使徒對主說：「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

主說：「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棵桑樹說：

這個信心從哪裡來呢？

『你要拔起根來，栽在海裡』，它也必聽從你們。」

這個信心從哪裡來呢？

十七7-10你們誰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從田裡回來，
就對他說 「你快來坐下吃飯呢？就對他說：「你快來坐下吃飯呢？」

豈不對他說：「你給我預備晚飯，束上帶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嗎？」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嗎？」

僕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還謝謝他嗎？

這樣，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

信心所帶來工作的果效，

「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

信心所帶來工作的果效，

只不過是一個僕人、一個管家，本分所應該做的。

‧不義的管家 ‧財主與拉撒路 ‧絆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我們是僕人，耶穌是主人，

當僕人要去服事，主人給他一切所應具備的 ─ 包含信心。

當學習作一個僕人，僕人的角色 ─
主人指派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耶穌差派這些使徒，賜給他們權柄、能力，

僕人做了本分應做的事情，主人不需要謝謝他

耶穌差派這些使徒 賜給他們權柄 能力

以致於他們工作會有果效；

使徒求主加增信心，耶穌延續前面所說 ─使徒求主加增信心 耶穌延續前面所說

智慧管家要在上帝面前交帳，

那樣一個管家的人生態度那樣 個管家的人生態度

財主有沒有好好的管今生所享用的錢財

提醒使徒在上帝面前如同管家，管家如同僕人提醒使徒在上帝面前如同管家，管家如同僕人…
我們如何在上帝面前承擔管家的職分、責任？



三個管家的比喻三個管家的比喻

挑戰挑戰法法利賽人 ─ 沒有準確的神國度應有的智慧的次序，

沒有辦法承擔忠心又有見識的管家的職分沒有辦法承擔忠心又有見識的管家的職分

耶穌教導門徒 ─ 要認識上帝國度當中，

上帝所看重的、上帝所認為不可少的上帝所看重的、上帝所認為不可少的

要謹慎，所要看重的 ─ 主裡面的一個小子

就算可以有極大的信心、產生工作的果效，

我們仍然是主的僕人！我們仍然是主的僕人！

我們真正是自由的，自由的領受 ─
上帝給我們生命的託付，出於信心有能力的恩賜，上帝給我們生命的託付 出於信心有能力的恩賜

服事每一個上帝所託付給我們的小子

在九十九跟一的群羊比例中，在九十九跟 的群羊比例中，

可以去看重上帝所看重的那個「一」

三個管家的比喻三個管家的比喻

失
羊

失
錢

浪
子

智慧管家
的交帳

財主的
悲慘下場

事奉的
正確態度羊 錢 子

三個失而復得的比喻

的交帳 悲慘下場 正確態度

三個管家的比喻

神的恩典「歡喜」 人的責任

耶穌所講的這些似乎是淺顯易懂的比喻，耶穌所講的這些似乎是淺顯易懂的比喻

幫助了當時耶穌身邊的會眾，面對上帝國度的優先次序；

我們的優先次序是否能回應上帝 ─ 以上帝所說的是為我的是，我們的優先次序是否能回應上帝 以上帝所說的是為我的是

以耶穌所認為重要的、也認為是我生命當中所重要的。

四福音書耶穌一共教導了三十五個比喻，四福音書耶穌一共教導了三十五個比喻，

路加福音有十九個比喻是其他的福音書沒有的。

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在這些比喻當中認識主，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在這些比喻當中認識主，

回應主耶穌對我們生命的呼召。

禱告禱告親愛主耶穌， 禱告禱告親愛主耶穌
當你走在加利利海的旁邊、一路向耶路撒冷去的時刻，

你面對周圍身邊羨慕、看見你的國，

卻不是明白、沒有辦法準確回應的人，

你用這些智慧的比喻來教導；

也求你開通我們的耳朵也求你開通我們的耳朵，

讓我們看得見你的國度，正在這個世代當中不停地進行。

從主後第 世紀兩千年前 隨著你的降生帶下了神的國度從主後第一世紀兩千年前，隨著你的降生帶下了神的國度，

也求你幫助我們，讓我們渴望活在你自己國度的臨在當中，

讓我們看見神國的豐富，讓我們看見神國的豐富，

讓我們願意付代價的轉身來回應你的呼召，

讓我們跟你一樣有愛世人的心，

讓我們有見識來承擔我們作主門徒的責任，

成為一個恩典的出口。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