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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耶稣又对门徒说：…
义 管 浪费 人的财 ， 人把他开除 ，
不义的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把他开除了，
在丢工作之前，这个管家利用他的职权，
把欠主人债的人，都给减免了。

十六1-7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不是夸赞他的不义
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十六8

耶稣是面对法利赛人，搞不清轻重缓急的几个比喻之后，
耶稣是面对法利赛人
搞不清轻重缓急的几个比喻之后
教导门徒 ─ 不义的管家在所行不义中却满有智慧，
 在钱财无用之前，善用不义的钱财给自己安排后路
在钱财无用之前 善用不义的钱财给自己安排后路
 挑战这群要服事主的门徒，要有这样聪明的态度，
来面对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的时候，
来面对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的时候
搞清楚什么是上帝所看重的时机

处理与法利赛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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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十六至十七10

对门徒训诲

智慧管家 财主的
事奉的
的交账 悲惨下场 正确态度

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

三个管家的比喻

神的恩典「欢喜」

人的责任 主门徒的责任
人的责任，主门徒的责任

从上下文当中会看到 ─
耶稣一面处理冲突，
面教导门徒，一面强调恩典
面强调恩典，
一面教导门徒
一面引导门徒在恩典当中、
要来承担自己人生的责任。
要来承担自己人生的责任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我们要抓住那个时机，
就像 义 管 能够用 义
，
 就像不义的管家能够用不义的钱财，
来给自己安排丢了工作之后的后路
 当神的国度展现在门徒的眼前的时刻，
对神的国度要如何准确的回应、
彷佛作 个准确的投资呢？
彷佛作一个准确的投资呢？

管家的比喻，
 引导我们看见当代法利赛人的问题
 在门徒当中，要如何来建立、
忠心的在上帝面前事奉的先后次序呢？
在这里它是重迭在一起，
所以这个比喻的解释，会让我们有一点疑惑。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玛门就是
财力的意思
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钱
，
，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

十六13-15

你们的心，神却知道；
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神的国度已经在眼前，你必须作一个聪明的判断，
神的国度已经在眼前
你必须作 个聪明的判断
你看重神的国度吗？你要做好预备！
不义的管家，还懂得用不义的钱财
作
；
为自己的未来作预备；
那么你呢？面对上帝永恒的国度，你需要有回应。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 ‧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这个故事的比喻当中，有角色、有情节，
是挑战法利赛人
存心贪爱钱财…

财主

拉撒路

 没有名字
 讨饭的，有名字
 天天奢华宴乐，穿着  指望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
紫色的袍、细麻衣，
没有好衣服穿，
在生前是享福的
浑身长疮，有狗来舔他的疮
 住在豪门里头
 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

十六16

对神的国必须有反应，不能冷漠、不能坐在那边不动。
针对法利赛人 ─ 对神国的福音有没有回应呢？
对神国的福音有没有 应呢
还是只是指指点点，专门在挑耶稣的毛病呢？
神的国度已经有形有体的透过耶稣基督的服事，
神的国度已经有形有体的透过耶稣基督的服事
展现在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社群当中，人人努力要进去
人人努力要进去！
！
神的国是延续着律法跟先知，一路到这边…
十六17
十六

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
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
点 画落空还容易。

用律法当中的「废去」，挑战说 ─
你们究竟有否了解神的律法 神的话语？
你们究竟有否了解神的律法、神的话语？
有没有回应随着耶稣所带来神国的呼吁呢？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 ‧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死后呢？颠倒过来了 ─
 拉撒路死了，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
 财主死后，在火焰里极其痛苦，
指望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
用指尖沾点水来凉凉他的舌头
生前、死后的状况作了一个对比，
也是延续着路加写作的文脉 ─
 许多国度中的逆转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人看为重的，在上帝面前却是无足轻重
没 么的，却在
前─
 人认为没什么的，却在上帝面前
在后的在前了、在前的在后了！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 ‧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
十六25-26 亚伯拉罕说：「儿啊…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
十六22

圣经提到 ─ 人死后不是人死如灯灭，
死后的生命仍然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状态，
生前、死后，在上帝的国度，生命是永恒的
的。
法利赛人营营汲汲的经营自认为是有
丰富生活的尊荣与资财，在上帝面前却不丰富。
华人同胞有祖先崇拜的习惯，
华人同胞有祖先崇拜的习惯
怕祖先、先人过世之后，在阴间受苦，
好像这个财主…
好像这个财主
所以常常会有祭拜亡灵的问题。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 ‧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圣经其他的经文会帮助我们看见 ─

人死后的生命状态，都在上帝的主权
主权当中。
当中。
路加福音记载与耶稣同钉的那个强盗，在断气之前，
在断气之前，
耶稣说他是被记念的 ─「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同我在乐园里」；
阴曹地府，跟圣经当中所讲的阴间，不是同样的概念。
耶稣在这个比喻教导的重点 ─
 当看重今生的资财尊荣，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
 他把财主和拉撒路，生前跟死后的状况作了强烈的对比
他把财主和拉撒路 生前跟死后的状况作了强烈的对比
呼吁人在上帝面前 ─ 你要如何经营你的人生呢？
其实关系着你的永恒。
其实关系着你的永恒
他用这样子的比喻来唤醒他的听众 ─

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 ‧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 ‧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财主死后的生命状况 ─ 可不可以让拉撒路复活，打发他回去，
告诉我的兄弟不要用那种方式过日子，
诉
兄
要用那种方式过日 ，
免得以后到我这边来受苦！

这个比喻的转换 ─ 财主生前是如何，却被贬低了，
讨饭的拉撒路，却在上帝面前是有尊荣的；
也讲述在神的国旧约的应许当中，都不会废去。
用这么非常旧约性、犹太教背景的比喻，
对外邦人讲述的时候，他们真正读到了 ─
上帝国度的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上帝的选民，
向外邦人敞开，每一个外邦人都从上帝手中领受了救恩。
也就是前面那些被寻找回来、失丧的人，
恢复了在上帝面前那个地位、关系、价值。

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的话
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十六16 17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十六16-17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
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 点 画落空还容易
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
十六31

路加福音所写作的对象是一群外邦人，
这么一个犹太背景、丰富旧约意含的比喻，
会看到 ─ 神的国从上帝本来应许的以色列选民，
已经开始转向外邦了。

这样的比喻在上下文当中非常的丰富 ─
 耶稣一面引导门徒，看自己人生当中管家的职分
职分
 一面回应了当时敌对势力
面回应了当时敌对势力 ─ 文士跟法利赛人，
文士跟法利赛人
他们里面的价值观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绊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耶稣又对门徒说：
「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
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
谨慎！
！」

十七1-3

在神的国度当中，人所看重的、跟上帝所看重的，
人所认为不可少的 跟上帝所看重的
人所认为不可少的、跟上帝所看重的，
常常我们会失去焦点，会造成人的绊倒。
 谁想到拉撒路死后…
谁想到拉撒路死后
 法利赛人看重钱财…，
在神的国度当中竟然算不得什么
在这当中轻重、是非、先后次序，
常常我们的次序跟上帝的次序不一样，
常常我们的次序跟上帝的次序不一样
会造成使人的绊倒 ─ 我们都要承担责任、要谨慎。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绊倒人的事 ‧信心的力量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
他若懊悔，就饶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
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十七3b-4

谨慎的事情 ─ 不要使别人跌倒、要谨慎，
包含得罪你的人 总要饶恕他
包含得罪你的人，总要饶恕他。
原来这个是上帝所看重的，
不要想说
要想说 ─小子里的一个，没有什么；
小子里的 个 没有什么
可是那是耶稣为他舍身流血、
耶稣付了代价要把他寻找回来的。
在上帝恩典的前提之下，服事主的人责任何在呢？
在上帝恩典的前提之下
服事主的人责任何在呢？
作为一个管家的角色，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不义的管家 ‧财主与拉撒路‧绊倒人的事‧信心的力量

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
『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

我们是仆人，耶稣是主人，
当仆人要去服事，主人给他一切所应具备的 ─ 包含信心。
当学习作一个仆人，仆人的角色 ─
 主人指派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仆人做了本分应做的事情，主人不需要谢谢他

十七5-6

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呢？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
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
十七7-10

信心所带来工作的果效，
信心所带来工作的果效
只不过是一个仆人、一个管家，本分所应该做的。

耶稣差派这些使徒，赐给他们权柄、能力，
以致于他们工作会有果效；
使徒求主加增信心，耶稣延续前面所说 ─
 智慧管家要在上帝面前交账，
那样 个管家的人生态度
那样一个管家的人生态度
 财主有没有好好的管今生所享用的钱财
提醒使徒在上帝面前如同管家 管家如同仆人
提醒使徒在上帝面前如同管家，管家如同仆人…
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承担管家的职分、责任？

三个管家的比喻

三个管家的比喻

挑战法
挑战
法利赛人 ─ 没有准确的神国度应有的智慧的次序，
没有办法承担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的职分
耶稣教导门徒 ─ 要认识上帝国度当中，
 上帝所看重的、上帝所认为不可少的
上帝所看重的 上帝所认为不可少的
 要谨慎，所要看重的 ─主里面的一个小子
就算可以有极大的信心、产生工作的果效，
我们仍然是主的仆人！
我们真正是自由的，自由的领受 ─
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托付，出于信心有能力的恩赐，
 服事每一个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小子
 在九十九跟
在九十九跟一的群羊比例中
的群羊比例中，
可以去看重上帝所看重的那个「一」

亲爱主耶稣，

祷告

当你走在加利利海的旁边、一路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刻，
你面对周围身边羡慕、看见你的国，
却不是明白、没有办法准确回应的人，
你用这些智慧的比喻来教导；
也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
也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看得见你的国度，正在这个世代当中不停地进行。
从主后第一世纪两千年前，随着你的降生带下了神的国度，
从主后第
世纪两千年前 随着你的降生带下了神的国度
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望活在你自己国度的临在当中，
让我们看见神国的丰富，
让我们看见神国的丰富
让我们愿意付代价的转身来回应你的呼召，
让我们跟你一样有爱世人的心，
让我们有见识来承担我们作主门徒的责任，
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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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家 财主的
事奉的
的交账 悲惨下场 正确态度

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

三个管家的比喻

神的恩典「欢喜」

人的责任

耶稣所讲的这些似乎是浅显易懂的比喻，
帮助了当时耶稣身边的会众，面对上帝国度的优先次序；
我们的优先次序是否能回应上帝 ─以上帝所说的是为我的是，
以上帝所说的是为我的是，
以耶稣所认为重要的、也认为是我生命当中所重要的。
四福音书耶稣一共教导了三十五个比喻
四福音书耶稣
共教导了三十五个比喻，
路加福音有十九个比喻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些比喻当中认识主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比喻当中认识主，
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生命的呼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