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都肯給，任少都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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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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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

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24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 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裡。
請看 你的原銀子在這裡 』
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裡。』
26 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
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27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
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
28 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
奪過他這 千來 給那有 萬的
29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
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30 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
15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
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
16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 另外賺了五千
17 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
18 但那領
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千的去掘開地 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19 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帳。
20 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
『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
21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22 那領二千的也來
那領二千的也來，說：
說：
『主啊，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二千。』

這個我們通常稱為「才幹的比喻」或是「恩賜的比喻」，
是在 廿四到廿五章 裡面的時候，也許會說這個比喻：
裡面的時候 也許會說這個比喻
 不在於我們擁有多少才幹、恩賜，
甚至不在於我們是不是擁有
 是關於那位賜恩典的神，
不是關於我們的比喻、是關於神的比喻
或說這是一個關於我們怎麼看、怎麼相信神的比喻，
甚至是我們如何等候祂的來臨
甚至是我們如何等候祂的來臨。
比喻的核心人物是這位主人、也就是神，
用間接的手法 側寫，來表達這個主人的：
用間接的手法、側寫，來表達這個主人的：
首先，看到主人是按照僕人的能力
分配財富的 說明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僕人
分配財富的，說明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僕人，
一個給五千、一個給二千、一個給一千，
不是隨便給的，他知道每一個的能力、按著能力給予，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知道自己僕人的主人。

比喻是藉著三個僕人、用不同的方式回應主人，
來讓我們瞥見這個主人的。
來讓我們瞥見這個主人的

為什麼這個主人要給僕人那麼龐大的資金呢？
 和合本：向三個僕人發放了五千、二千、一千
和合本 向 個僕 發放
千
千
千
 有譯本翻成：五他連得、三他連得、一他連得
這些單位對我們來講 還沒有很大的意思
這些單位對我們來講，還沒有很大的意思…
所以學者、現代的新的譯本，
就把這些 換成現代人比較能夠明白的數字，
就把這些…換成現代人比較能夠明白的數字，
 有譯本就把五千銀子、五他連得，翻成三萬個銀幣
 有解經家就在註腳上面就多寫了幾句說：
那時一個銀幣、是一個人一天的工資，
換算之下
換算之下，
第一個工人拿到是八十年的工資、
第二個三十三年、最後一個有十六年。

為什麼他們沒有計畫、沒有籌算、馬上行動呢？
為
麼
沒有計畫 沒有籌算 馬 行動
也許他們一直以來都為這樣的機會、
這樣 個日子來思想 準備 意思就是 –
這樣一個日子來思想、準備，意思就是
他們一直都在計畫、籌算、調查、研究，
甚至每天都在禱告，一直在等這一天的來臨。
所以當這一天來臨的時候，
他們馬上擁抱、馬上行動。

你能想像這個情況嗎？
有
真的發
麼回應
如果有一天真的發生，你怎麼回應呢？
比喻的主人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主人？

他們之所以能夠長期計畫、思想，
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主人是慷慨的，
而且他們也相信主人，是很知道他們 瞭解他們的。

的確，耶穌講的比喻裡面，的確是驗證了這兩點：
1. 一開始的時候，主人按照各人的才幹，
一個給五千、一個給二千、一個給一千，
這主人的確是了解他們
2. 主人的確是慷慨，給八十年、三十三年、十六年的工資，
從僕人的回應 他們能夠馬上行動 因為早就預備
從僕人的回應，他們能夠馬上行動，因為早就預備，
能夠早就準備，是因為相信主人了解他們、是慷慨的
所以在等候和行動的背後 關鍵是對主人的信念
所以在等候和行動的背後，關鍵是對主人的信念，
讓他們以行動回報他們對他的信任。
在他們的心裡面，主人是再多都能夠給，
在他們的心裡面
主人是再多都能夠給
 對他來講，沒有任何過高的數字，
天文數字 對主人來講 都是微不足道
天文數字，對主人來講，都是微不足道
 對主人來講，任何微小的數字都可以讓他歡喜，
因為他所求的不過是生命的流露，
表達出信任的一種生命的流露

第一個僕人、第二個僕人，
收到了這筆錢馬上行動，
到 這筆 馬
動
然後分別另外賺了二千、五千。

比喻沒有很直接描寫主人，是用側寫的方法，
就是主人的言說 呈現他是 個怎麼樣的主人
就是主人的言說，呈現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主人。
他跟五千、跟二千的僕人，
那個回應裡面 就可以看得到
那個回應裡面，就可以看得到：
五千的、另外賺了五千，
二千的 另外賺了二千
二千的、另外賺了二千，
那額外的五千跟額外的二千，
一個是八十年的工資、一個是三十三年的工資，
那個數是很大的距離，
單純數值來講，差別是很大的！
單純數值來講 差別是很大的！
可是你細聽主人怎樣對這兩位僕人的讚許：
 21 他對賺五千的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
 23 他對賺二千的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他對賺二千的說 好 你這又良善又忠 的僕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

21、23 分別對五千跟二千的讚賞，是一模一樣的，

按照我們一般來講，那個賺得多的、要讚賞多一點，
按照我們
般來講 那個賺得多的 要讚賞多 點
那個賺得不錯、可是沒有那麼多的，也不錯。
 對於主人而言，沒有任何數字是太多、使得他不能給
對於主人而言 沒有任何數字是太多 使得他不能給
 沒有任何的數字，對他來講太少讓他失望的
他看重的是忠心、良善。
比喻的第三個僕人的行動，就很不一樣了…
他將錢埋藏在地裡，理由簡單不過，
他對主人的理解跟前面的兩位很不一樣，
所以這種的想法、信念也影響他的行動。
第三個僕人行動的背後，
表達出他心目中主人的模樣
表達出他心目中主人的模樣：
24b~25a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
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我就害怕。

無論主人給他五千、二千、一千，甚至一文錢都不給，
對他而言都沒有分別 為什麼？
對他而言都沒有分別，為什麼？
因為他整天想的主人就是忍心、不合理，
 主人給他一千，使得他飽受煎熬
 主人沒有給他任何東西，他埋怨主人不公平、偏心
這樣的僕人實在可憐，不要說後來被扔在外面哀哭切齒，
他每一天都在哀哭切齒裡面過活。
如果他能看見主人是慷慨、願意給予的主人，
是多少他都給、再少他都能夠歡喜的，
這個第三個僕人的生命就完全不 樣
這個第三個僕人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樣，
他一定在光明和勇敢中生活。
我在想：第三個僕人如果能夠像第一、第二個僕人一樣，
我在想：第三個僕人如果能夠像第
第二個僕人 樣
就是馬上去工作、賺了一千回來，
主人給他的讚賞
主人給他的讚賞，一定是跟第一跟第二是一模一樣的…
定是跟第 跟第 是 模 樣的
他還是得到忠心、良善的僕人的讚譽。

明顯第三位僕人所想像的主人、跟前面兩位的分別很大…
前面的兩位
前面的兩位，心目中的主人是慷慨的、願意給予的，
目中的主人是慷慨的 願意給予的
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的一個主人，根據他對僕人的回應，
 無論他們賺多少根本沒有分別
 所看重的，是他們的生命配得主人的信任
第三位僕人很不一樣，一切由他自己的想像開始，
他所想像的主人、決定了他的生命。
也許這位僕人一直都生活在恐懼當中，
經文不是說：「我就害怕」嗎？
這個害怕從第 天就有了
這個害怕從第一天就有了。
他的腦海想到的主人是忍心、不合理、乖謬的主人，
這 僕 的生
這位僕人的生活，就是盤算如何逃脫主人的無理和苛責。
是盤算 何逃脫
的無 和苛責
所以主人給他一千，一定讓他更加地恐懼跟不安 –
這不是給我麻煩嗎？這些錢怎麼用？
還是不要冒險，把它埋在地裡好了！

如果這第三個僕人出去做生意、買賣，
 沒賺到一千、或只有五百，主人還是會給他讚賞
賺到 千 或 有
還是會
讚賞
 甚至虧了回來，主人還是會讚賞他的
很可惜 不是第三個僕人心裡所想像的
很可惜，不是第三個僕人心裡所想像的，
所以他的生活就在黑暗中。
這個比喻其實不在於我們擁有多少的才幹、恩賜，
這個比喻其實不在於我們擁有多少的才幹
恩賜
關鍵是 – 在你我心目中，是怎麼樣相信我們的神？
我們等候的那位神 在我們心目中究竟是怎麼樣的 位神？
我們等候的那位神，在我們心目中究竟是怎麼樣的一位神？
 祂是一位了解我們、慷慨的神，祂再多都能夠給我們，
我們努力地去做，再少在祂面前祂都覺得好的，
都可以認為我們忠心、良善的
 還是祂是一位苛刻的、計較的主人呢？
還是祂是 位苛刻的 計較的主人呢？
這個比喻其實在問我們，我們心目中的、
等候的那位神 究竟是 位怎麼樣的神？
等候的那位神，究竟是一位怎麼樣的神？
我們所相信的，究竟是一位怎麼樣的神？

當然我們的相信：不是我們自己的信心、
不是我們以為的形像 我們的想法
不是我們以為的形像、我們的想法。
有一些人就說：你這樣很阿 Q，
你認為神是慷慨的就慷慨、
你認為祂不計較就不計較，
如果祂很計較呢？如果祂不那麼慷慨呢？
這不是我們自己的想法，而是聖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我們的神是這麼樣一位慷慨的神！
 神已經在十字架上面，呈現了祂對我們的慷慨、接納了
這是神自己的工作和呈現，
不是我們單方面作出的投射、營造，這是神自我的彰顯：
祂就是那位慷慨的神 了解我們的神 願意接納我們，
祂就是那位慷慨的神、了解我們的神、願意接納我們，
無論我們帶著多跟少來到祂面前，祂都會說
忠心 良善的僕人」 ，
「忠心、良善的僕人」
這不是我們以為投射的一種心裡的形像。

在神的眼中這一切都是不多的事情，有這樣一位主與我們同行，
我們怎能不離開那黑暗的角落、不走進祂的懷抱，
接受祂的恩情，勇敢活出一個
信靠祂 迎接祂恩情的生活呢！
信靠祂、迎接祂恩情的生活呢！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再一次地藉著你自己兒子的比喻，
藉著
比喻
來告訴我們你是那位慷慨的神、了解我們的神。
是的，既是這樣子，就讓我們勇敢地活，
是的
既是這樣子 就讓我們勇敢地活
離開我們黑暗的角落、讓我們不活在懼怕的裡面。
勇敢的、喜樂的、歡喜的領受主給我們機會、生活，
勇敢地見證主。
我們相信、也知道，有一天我們面對面與主相遇的時候，
我們相信
也知道 有 天我們面對面與主相遇的時候
你會用你的笑臉來告訴我們：忠心、良善的僕人。
垂聽我們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羅八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有比這位更慷慨的神嗎？祂的兒子為我們捨了、
萬物 切都白白地賜給我們了
萬物一切都白白地賜給我們了，
比喻要說的就是那位神是豐盛的、慷慨的神。
八33-34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
有神稱他們為義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保羅書信 羅馬書的第八章，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告訴我們：
這位神是 位慷慨的神 了解我們的神
這位神是一位慷慨的神、了解我們的神，
 是白白給予我們、不計較我們能夠拿回多少
 所以我們有恩賜、沒有恩賜，不能定斷我們，
所 我們有恩賜 沒有恩賜 不能定斷我們
有多少恩賜，不能定斷我們
如果你有多的恩賜，為你感謝主，可是你也不能夠驕傲，
覺得自己沒有太大的恩賜，讓好像恩賜不多來論斷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