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心有見識 Faithful and 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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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管家的條件：忠心有見識

1. 誰是忠心有見識（faithful and wise）的僕人？太24:45-51

• 誰是忠心有見識（phronimos）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

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太24:45）

2. （見識篇）迎接新郎的十童女，太25:1-13

3. （忠心篇）管理銀子的三僕人，太25:14-30

4. （末日審判篇）分別綿羊與山羊，太25:31-46



有見識的人做事聰明

•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個是

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phronimos）。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

備油；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裡。（太25:1-4）

• 聰明就是有見識：「聰明」和「有見識」原文相同。有見識的

人預見事情的發展，做出最有利的措施。



兩種聰明

•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phronimos有見識）；因

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路16:8）

1. 聰明又忠心：童女預見事情的發展，為主人做好準備

2. 聰明不忠心：管家預見事情的發展，為自己做好準備



W.Wang

改欠條！

今世之子 光明之子

？

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路16:9）

真聰明！

管家 主人 門徒 門徒 門徒

？ ？



不義是不義，聰明是聰明

• 在這個比喻中，耶穌清楚標示出「不義」和「聰明」的不同。你不能因他

不義就說他不聰明，也不能因他聰明就稱他為義。耶穌要門徒知道，不義

是不義，聰明是聰明。這是一個「不義，但卻做事聰明」的管家。

• 問題是，一個生活在黑暗中的「今世之子」，只能在「世事之上」聰明。

那麼，身為光明之子的你，是否能夠在神的託付上聰明呢？

• 管家之義是忠心，不義是不忠心。神所要的，是你在他的託付上忠心有見

識。不是「忠心沒見識」，也不是「不忠心有見識」，而是「忠心有見

識」。



不義的瑪門

•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瑪門）結交朋友（philos心愛

的人），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瑪門）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托付

你們呢？（路16:9,11）



兩種不義

不義：不忠心，辜負主人的信任

1. 不義的管家：應該對主人忠心，卻對主人不忠心

2. 不義的瑪門：應該對你忠心，卻對你不忠心



錢財會有無用的時候嗎？

•錢財怎麼會有「無用的時候」呢？

• 「金錢」乃是「今錢」

• 「不用之財」乃是「無用之財」

•不義的 vs 真實的，別人的 vs 你自己的

•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托付你們呢？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路16:11-12）



金錢的性質

1.金錢就是今錢：金錢乃今生之錢，限今生使用

2.不用就是無用：今生不用，就是今生無用

3.分享就是擁有：與人分享，就是真正擁有



會「拿」的人

• 我知道怎麼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拿）我到他們

家裡去……管家說，拿你的賬快坐下來，寫五十……管家說，

拿你的賬寫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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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你們你們到永

存的帳幕裡去。（路16:4,6,7,9）

• 原文是同一個字 “dechomai”，意思是「receive 接待，領受」和

「take 拿」



會「拿」的人

• 耶穌一口氣用了四次 “dechomai”，頭尾兩次的意思是「接待」，中間兩次

是「拿」。當錢財有用的時候，你要拿它來用。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人

們才會拿你（接待你）。

• 你對錢財的支配權，有時間的限制。有見識的人看到這一點，就在自己還

有支配權的時候，拿錢來做事。到了無權支配之時，也就是錢財對自己無

用之時，有人會在永存的帳幕中接待你。

• 在這個比喻背後，是一個人對管家職分的認識。神是萬物的擁有著，我是

神的管家。我是否忠心，在於我是否在有權支配的時候，善用（拿）神的

賜予。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對「小子」的關懷和分享。



會「拿」的人

• 在這個故事中，「小子」以「稅吏和罪人」（路15:1）的面貌出現。他們

或許不是錢財的窮人，卻是尊重與接納的貧戶。宗教人士排斥他們，耶穌

卻歡迎他們。耶穌給的不是錢財，而是他們更需要的尊重與接納。

• 會拿的人做事聰明。神託付你的不只是金錢，還有來自基督的愛心與善意。

你若能除去偏見，以耶穌的眼光看人，接納小子，分享愛心、善意和神的

賜予，你就是一個「今生會拿、永生被接待」的聰明人。

• 為了加強教導的效果，耶穌接著又講了一個「財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路

16:19-31），說明「不接待窮人的財主」有何下場。若有人不明白第一個

比喻的意思，聽完第二個比喻也就明白了。



誰是我的朋友？

•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瑪門）

結交朋友（philos心愛的人），到了錢財無用

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 朋友（philos）：不限種族、貧富、階級、地

位、宗教、政治，甚至道德操守，他們是你心

愛的人。

• 問題：誰是我的朋友？



耶穌的朋友圈 1/4：使命宣告

•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

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

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

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4:17-21）

1. 耶穌的使命宣告 Mission Statement：耶穌來到人間的目的，是要拯救那

些「貧窮的、被擄的、瞎眼的、受壓制的」。



耶穌的朋友圈 2/4：賓客名單

• 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

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你。到義人復活的時候，

你要得著報答。（路14:13-14）

• 家主就動怒，對僕人說：快出去，到城裡大街小巷，領那貧窮

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來。（路14:21）

2. 耶穌的賓客名單 Guests List：耶穌的賓客，是那些「貧窮的、殘廢的、

瘸腿的、瞎眼的」，就是那些你請了他，他卻無法報答你的人。



耶穌的朋友圈 3/4：同桌吃飯

•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

• 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

「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路10:29,15:1-2）

3. 同桌吃飯 Table Fellowship：在路加的敘述中（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同桌

吃飯」代表親密的團契。耶穌和稅吏罪人同桌吃飯，引起法利賽人極大反感。



耶穌的朋友圈 4/4：他們人多，也跟隨耶穌

• 耶穌在利未家裡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與耶穌並門徒

一同坐席；因為這樣的人多，他們也跟隨耶穌。法利賽人中的

文士看見耶穌和罪人並稅吏一同吃飯，就對他門徒說：「他和

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嗎？」（可2:15-16）

4. 這樣的人多，他們也跟隨耶穌 For there are many, and they follow Jesus：

在社會上，法利賽人所厭惡的「稅吏和罪人」很多，他們也跟隨耶穌，

法利賽人卻遠離耶穌。誰才是對的？



捕捉法利賽人的三張網 1/3：拜偶像

•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恨）這個愛那

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拜）神，

又事奉（拜）瑪門。（路16:13）

1. 第一張網，拜偶像：以色列人既拜耶和華，又拜

巴力，神說他們拜偶像。法利賽人既拜真神，又

拜瑪門，耶穌說他們拜偶像。拜偶像不是沒有拜

真神，而是在真神之外還有其他的對象。正如婚

姻出軌不是沒有配偶，而是在配偶之外還有其他

的對象。



捕捉法利賽人的三張網 2/3：貪財

•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一切話，就嗤

笑耶穌。（路16:14）

2. 第二張網，貪財：法利賽人貪愛錢財，心中裝著

屬世的價值觀。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做很

長的禱告。（可12:40）聽了耶穌的話，他們就嘲

笑他。



捕捉法利賽人的三張網 3/3：犯姦淫

• 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姦

淫。（路16:18）

3. 第三張網，犯姦淫：法利賽人從來只做一個妻子

的丈夫，雖未多妻，卻時常休妻另娶。耶穌說，

這也是犯姦淫。在耶穌眼中，妻子和丈夫同等重

要，必須互相信守。



神的看法 vs 人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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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路16:15）

• 人所尊貴的，神看為可憎惡：法利賽人自以為義，心中卻充滿慾望。貪愛

錢財，喜愛會堂裡的高座，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神憎惡虛偽，抵擋驕傲的

人，親近謙卑的人。



你們的心，神卻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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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律法和先知

（舊約時代）到約翰為止，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

要進去（搶著進去）。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

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姦淫。」

（路16:15-18）



管家職分的具體實踐：憐憫小子

•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

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了。」（太25:40）

• 最小的：馬太福音25章，耶穌連說三個管家的比喻之後，接著又說了一個

「憐憫最小的弟兄」的教訓，作為管家職分的具體實踐。（太24:45-25:46）



基督人和宗教人的差異

法利賽人 稅吏和
罪人

法利賽人禁食
祈禱、讀經奉
獻，上聖殿敬
拜，排斥稅吏
和罪人。

他們自以為義
，質疑耶穌的
作法，嗤笑耶
穌的教導。

耶穌和門
徒

門徒聽從主的
教訓，跟隨主
的腳步，接納
稅吏和罪人。

門徒和法利賽
人僅有部分交
集，如上聖殿
和去會堂。



自我陶醉的法利賽人

• 法利賽人貪愛錢財名位，思想世俗，但卻自以為義。他們瞧不起稅吏和罪

人，連禱告的時候也喃喃自語：「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

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路18:11）

• 法利賽人憑什麼自以為義？「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

分之一。」（路18:12）法利賽人遵守他們所增添的宗教規矩，因此而洋

洋得意，自以為義。耶穌的觀點和作法與法利賽人不同，特別是金錢的使

用和對罪人的態度，他們就嗤笑耶穌，想要除掉他。



我是門徒，還是法利賽人？

• 主前反思：今日的基督徒很像耶穌時代的法利賽人，思想世俗，貪愛錢財，

追求名利，但卻自命清高，歧視別人。自稱信耶穌，在想法和作法上卻與

主背道而馳。

• 耶穌教導門徒，在有限的人生中，人人都是恩典的受惠者，神所託付的管

家。人生短暫而艱難，有人遭遇不幸，有人走錯了路，但人人都渴望幸福。

好管家分享神的恩惠，增加別人的幸福，遇到需要犧牲的時候也不退縮。

• 耶穌說，這樣去行的人不是做小事，而是做大事。他得著的是真實的財富，

滿足的人生，以及神在永生中為他所預備的產業。



Reflection:
Love is moral. Love is wise. Love is Christ.

W.Wang



愛是智慧，愛是
道德，愛是基督

• 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
16:25 

• 基督信仰是救贖性的。跟從耶穌的人
必須捨己，以犧牲的愛來救贖別人，
同時也救贖自己。

• 感謝主，讓我們在他的事工上有分。
不是我們能夠像基督那樣救贖世人，
而是我們在基督救贖的根基之上，繼
續他的使命。這個使命的本質是救贖
性的，要求捨己益人。在這樣去做的
過程中，你也從個人的自私敗壞中拯
救了自己。

W.Wang



愛是智慧，愛是
道德，愛是基督

• 愛，道德。恨，不道德。給社會帶來
愛的信仰是道德的，帶來仇恨的是不
道德的。近年來，我們親眼目睹基督
教的變形。從一個跟從耶穌和充滿愛
的信仰，變成自我中心並散播不和的
宗教。

• 因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不同，排斥
他人，以尖銳的語言攻擊，散播仇恨
，分裂社會。他們違背基督，但卻自
以為義。

W.Wang



Love is wise. 
Love is moral. 
Love is Christ.

• 使徒時代的門徒有堅定的信仰，傳揚基督的十字架，彼此相愛，得眾
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這些在大患難、大逼迫中跟
隨主的門徒，比起現代養尊處優的基督徒，在環境上不知艱難幾百倍
，在信心上不知堅定幾百倍。然而從他們出來的是愛，不是恨；是真
理，不是謊言。

• 他們的真實、慈愛、包容、接納、堅信，吸引無數人歸主，奠定了教
會千年的根基。更感人的是他們對基督的熱情，冒死傳揚基督，誓死
跟從基督，一生彰顯基督，將生命獻給為他們釘十字架的主。

W.Wang



Love is wise. 
Love is moral. 
Love is Christ.

• 有些現代的「基督徒」不是這樣。他們將熱情獻給虛謊、政治、人物
、意識形態，使社會不合，使痛苦增加，使教會荒涼，使不信的人更
加遠離基督，但卻沾沾自喜，自以為義。

• 使徒時代的信徒什麼資源都沒有，受到嚴重的逼迫，家破人亡，流落
異鄉，結果卻吸引萬人歸主。現代信徒有豐富的資源，未受逼迫卻大
喊受逼迫，結果卻使人遠離基督。

W.Wang



愛是智慧，愛是道
德，愛是基督
• 無論從個人幸福或傳福音的角度來看，愛都
是智慧，恨都是愚昧。

• 從前基督徒的道德高於世人，世人即使不信
主，也尊敬基督徒。如今基督徒的道德低於
世人，謊言和仇恨從基督徒而出，世人不信
主，並且鄙視基督徒。

• 原本就因世俗化而遠離神的社會，因為基督
徒的表現，遠離神的速度就更快了。



愛是智慧，愛是道
德，愛是基督
• 彼此相愛的起點是「平等接納」。造成不平等
的原因很多，如種族、階級、財富、地位、意
識形態等。在羅馬時代，社會上有貴族、公民
和奴隸的區分。美國在黑奴時代，以至於現在
，種族之間並不平等。印度的種姓制度極不平
等，卻延續了幾千年。華人看重財富、地位、
種族，自己被歧視，但也會歧視其他民族。

• 再加上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人與人之間的分
歧和厭惡感日益增加。教會和社會一樣，外面
的世界怎樣，教會內部也怎樣。連平等接納都
做不到，「彼此相愛」就只剩下口號了。



Love is wise. Love is moral. 
Love is Christ.

W.Wang

• 「選擇性行善」不能代替
彼此相愛。不信主的人也
會對自己人好，「排斥外
人，善待朋友」的基督徒
在世人面前並無可誇。

• 我認識的人家中有喪事，
她的朋友們，主要是自己
的朋友圈，如孩子同學的
家長，棒球隊的家長，加
上一些教會朋友，簽了一
個輪值表，每天送飯到她
家兩個禮拜。像這樣的實
際善行，不信主的人也會
做，而且有效率。他們問
基督徒：「你們還有什麼
是比我們強的？」



Love is wise. Love is moral. 
Love is Christ.

W.Wang

• 耶穌說：「你們若單愛那愛
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
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
人有什麼長處呢？就是外邦
人不也是這樣行嗎？」（太
5:46-47）

• 外邦人也會選擇性行善，基
督徒若做不出一些與眾不同
的事，譬如說，愛稅吏，向
不是弟兄的人請安，向與自
己不同的人顯示恩慈，如何
能夠使人信服？連教會之內
都種族歧視，政治歧視，只
「愛」自己的小圈子，不同
立場的人甚至不敢來你的教
會，如主耶穌所言：你比人
有什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
不也是這樣行嗎？



愛是智慧，愛是道德，愛
是基督

W.Wang

• 約翰福音記載了一個小插
曲：

• 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
中，有幾個希利尼人。他
們來見加利利伯賽大的腓
力，求他說：「先生，我
們願意見耶穌！」腓力去
告訴安得烈，安得烈同腓
力去告訴耶穌。（約
12:20-22）

• 這件事發生在耶穌騎驢進
耶路撒冷之後，被釘十字
架之前。



愛是智慧，愛是道德，愛
是基督

W.Wang

• 有幾個希利尼人，就是猶
太人眼中的外邦人，來對
門徒說：「先生，我們願
意見耶穌！」

• 耶路撒冷有輝煌的聖殿，
有大祭司，有法利賽人，
也有耶穌的門徒。外邦人
對門徒說：「先生，我們
願意見耶穌！」

• 他們是來見耶穌的。不是
來見聖殿，不是來見大祭
司或法利賽人，甚至不是
來見門徒。他們是來見耶
穌。弟兄姐妹，今日外邦
人仍然說：「先生，我們
願意見耶穌！」



Love is wise. Love is moral. 
Love is Christ.

W.Wang

• 讀了四福音，無法不注意
到宗教人士對耶穌的敵意
，以及耶穌對社會邊緣人
士的眷顧。法利賽人、文
士、祭司長想殺耶穌，也
真的殺了耶穌。娼妓、稅
吏、罪人想親近耶穌，即
使只站在主的背後流淚，
用頭髮擦主的腳，也真的
親近了耶穌。

• 耶穌與他們同桌吃飯，他
們也跟從耶穌。那些走錯
路的人，生活艱難的人，
遇到不幸的人，瘸腿的、
瞎眼的、長大痲瘋的，都
蒙主的恩惠。



Love is wise. Love is moral. 
Love is Christ.

W.Wang

• 耶穌作為神的兒子，以愛
心行走在民間，施恩給有
罪的人。他在安息日醫治
病傷，在自以為義的猶太
人面前潔淨聖殿。對假冒
為善的人嚴厲，對真心悔
改的人慈愛。他對法利賽
人說你們有禍了，對虛心
的人說你們有福了。

• 弟兄姐妹，擺在我們眼前
是兩條清晰的道路：一條
跟從耶穌，一條跟從法利
賽人。你選擇哪條路？



耶穌的真實世界

• 耶穌活在神的世界，唯一真實的世界。耶穌以真心待人，和稅吏罪人同桌

吃飯，真心接納他們。比起法利賽人，稅吏和罪人更加真實：既然已經被

你們定罪，那就不必裝下去了。

• 耶穌說法利賽人「假冒為善 hypocrite」，意思是「帶著面具演戲」。法利

賽人是演員，在虛偽中浪費寶貴的人生，臨死還帶著面具。

• 弟兄姐妹，耶穌邀請你進入真實的世界，以真心待人，以真心活在神的面

前。友情是真的，愛心是真的，人生是真的，不是演的。



不要失去真我

• 耶穌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psyche），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psyche）呢？」（太16:26）

• 「psyche」指人的核心部分，可翻譯為「靈魂」或「真我」。真我是承受

幸福的器皿，你若賺得全世界，卻失去了真我，用什麼承受幸福呢？

• 主的門徒當捨棄虛偽，以真心對人，以真心對神。除去貪心，事奉神，不

事奉瑪門。以感恩的心「結交朋友」，同桌吃飯，主內團契。



掌握時機

•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

（Kairos, window of opportunity 時機），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弗5: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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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6:9）



都是神的恩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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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羅8:32）

1. 得救是恩典：救恩不是我們完成的，主卻白白賜給我們。

2. 萬物是恩典：萬物不是我們創造的，神卻白白賜給我們。

3. 我們是恩典的管家：基督是救恩的作者，上帝是萬物的主人，我們是恩

典的管家。



後記：不義後來怎麼了？

• 不義後來怎麼了？以下是我打聽到的消息：

• 我聽說，不義後來的光景很不好。主人很生氣，派人將不義所有的財物奪

去，作為他貪污的賠償。不義叫人更改欠條，以為這些人會接待他。沒想

到那些人很現實，見不義已經失勢了，沒有一個人理睬他。

• 主人聽說有人更改欠條，就派新管家去找那些人，不但改回原來的數目，

而且還加上罰款。如此一來，那些人不但不感激不義，還特別痛恨他。

• 於是乎，不義淪落街頭，以乞討為生，被人厭惡和恥笑。事情並未按照不

義所想像的發展，是哪兒出了問題？



後記：不義後來怎麼了？

• 答案在有義的身上。城中另有一位財主，管家叫有義。有義對主人忠心，

時常恩待貧苦的人。到了退休之時，主人贈送有義豐富的退休金，他走在

城中，到處都有人問候，時常有人請他到家中吃飯。

• 當年有義和不義都做管家，二人時常碰頭，也算是熟人。這天有義穿著好

衣服去赴宴，走到半路，只見不義一身破爛，在寒風中乞討。有義脫下大

衣，披在不義的身上，又掏出一錠銀子，放在不義手中，繼續前行赴宴去

了。



後記：不義後來怎麼了？

• 有義做事忠心，待人有恩。不義做事不忠心，最後雖然耍些小聰明，但卻

無效。他們所收穫的果子，是按照一生的耕耘，不是最後一天的灌溉。原

來，在神所創造的世界中，事情的走向是按照神的法則，不是按照人的打

算。人一生的年日不多，越早順服神，越早收穫好果子。

• 以上是我打聽出來的，附在此處做為參考，是為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