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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義管家的比喻
路加福音 Luke 16:1-13

 我們說有錢能使鬼推磨，money talk. 如果錢能對我們說話，它會說些什麼？
耶穌談論錢的次數多於祂談論天堂的事，但耶穌從未向人要錢，祂只是要教導我們錢的使用
及其重要性；只有一次祂向人要了一枚硬幣作講解，之後便還給了那人。
=> 如果錢會說話它會說，我能增進你人生的意義，但我不是人生的意義。I can add meaning to
your life, but I am not the meaning of life.
→ 如果你把錢當成最終的目的，你只剩下你自己，但如好好使用，當作工具達成正確的目的你
的錢就有意義。"If you make money as an end, you may end up alone, but using money as a mean to an
end makes money meaningful."

善用資源達成上帝的目的，金錢只是一個工具。a tool, mean to the end.
 → 路加福音 Luke 16:1「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管家，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
→ 路加福音 Luke 16:2「主人叫他來，對他說：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 路加福音 Luke 16:3「那管家心裡說：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做什麼？鋤地呢？無
力；討飯呢？怕羞。」

→ 路加福音 Luke 16:4「我知道怎麼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裡去。」
→ 路加福音 Luke 16:6「他說：一百簍（每簍約五十斤）油。管家說：拿你的帳，快坐下，寫五十。」
→ 路加福音 Luke 16:7「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管家說：拿你的帳，寫八十。」
→ 路加福音 Luke 16:8「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
明之子更加聰明。」

主人發現了為他管理金錢的竟然盜用，大家以為一定會被抓，但主人卻誇獎這位管家，
大家都想繼續聽耶穌把故事講下去。
→ 耶穌開始教導大家
在神的國度使用金錢不同於世上一般的人，世人的人都很精明，會為未來打算，你們猶
太人有上帝所應許的永恆的約定，應生活在光明中，但為何不像世人想的那麼深遠；我
們應想到永恆，永遠，永生。
→ 那位管家被稱讚不是因為他的不誠實，而是因為他掌握，利用了它有很限的時間，有限
的資源機會，為將來作準備。耶穌說我們也要看得更遠，不僅僅只看今生。
=> 你要如何使你所有的發揮最大的果效呢？
How do I get the maximum use out of it, out of my limited time and opportunity?

→ 路加福音 Luke 16:9「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
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money is not the end but a tool 工具 "Use your worldly wealth to gain
friend for yourself in eternity." so that when it is gone, you will be welcomed into eternal dwelling.

用你的資源為主所用，影響生命建造生命，引人歸主，你就是積財寶在天上，在天上有朋友，
因他們是因為你而信主的，你能流芳百世，超越今生。
→ "My money, possession, is a mean, it is not the end, goes beyond us, beyond this life."
→ "Our resources has potential to make forever difference."
→ 那些都是一些工具（tool）
怎麼使那些達成最大目的（a mean to an end）？只有永生存到永恆。為主所用主紀念，存到永
1

2022/06/19 主日大綱【耶穌的比喻】4
南港恩慈堂鄒麟牧師

恆，用工具引人歸主，存到永恆，蒙紀念。我們應以永恆為念來妥善使用我們的資源，它們
是為主使用的工具。
→ 我們人生不斷在累積東西卻少有故事可言，有多少人因為你的給予、付出，影響了他們的生
命成為人生感人的故事呢？你死亡後，你要人們談論你的東西，還是因你而有的故事？
"turn stuff into story
※ 耶穌在告訴你錢能增加你人生的意義。當你為上帝的目的好好利用它時！
 → 路加福音 Luke 16:10「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
不義。」

→ 路加福音 Luke 16:11「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
→ 從上帝的國度的角度來看"money is a test"，錢財也是對我們的考驗。
→ 到底我們的忠誠度在那裏，世上的事呢還是神國度的事？
到底人生結束後還有另一個旅程！
 如果錢會說話，它會告訴你，你死了我還不不會走，生不帶來，死不帶去，you don't own anything，
你不會擁有的。
=> 我們只不過是管家，誰的管家呢？無神論者當然不信這些，但我們向誰交帳呢？
錢不是你人生的意義，但它能增加增進你人生的意義。
"If being a mean to an end is what gives your life meaning, to what ends do you want your life to be a
mean?"

→ 你人生最終的目的為何呢？如何用這些達成那些目的呢？
→ 你要人紀念你的故事感謝你嗎？還是只留下一些帶不走的東西？
=> 你自己必須作個決定
money will follow you decision.

你會說先給我那些我再作決定吧！等我夢想達成再說吧！你是被世上的文化影響，要不斷地
去累積財富追求享樂呢？還是能自我克制，做合乎上帝喜悅的決定？我的一切我希望能用在
影響人往上帝的道路前進！
馬太福音 Matthews 6:24「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
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

→ 錢是我們心的最大競爭者，do you have money? or do money have you? 你是擁有錢呢？還是它擁
有了你？占據了你？
我們都會落在金錢至上的人生，而忘記了主是人生的主，祂才是一切，第一位；
我們在金錢以外的事上都會倚靠主，唯獨金錢是我作主
主從未向你要錢，祂要你，祂要你全心歸依：total surrender 完全順服；如果你在金錢上無法
交出，你仍未完全順服降服於主，你在主導主管你的金錢。
→ 人生決定有優先順序，主在第一位嗎？如果不是，祂就不是你人生的主！
馬太福音 Matthews 6:33「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seek first，在
你一切事上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 世人的國度是佔取奪取，神的國是服事，非役於人乃役於人，不是想藉東西，凌駕別人，乃
是用東西服事別人 "others first"
→ 主知道你有需要，帳單要付，主說他知道，當你有正確的人生觀，耶穌作主，祂會負責，
為主得人你累積天上的人脈，財富。路加福音 Luke 16:9「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
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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