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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五14~30再多都肯给，任少都欢喜再多都肯给，任少都欢喜
14「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15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
16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16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
17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
18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18但那领 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19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20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

『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
21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22那领二千的也来，说：22那领二千的也来，说：
『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

太廿五14~30再多都肯给，任少都欢喜再多都肯给，任少都欢喜
23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

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24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25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26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27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28夺过他这 千来 给那有 万的28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
29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30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才干的比喻」或或「恩赐的比喻」」

或是 里里里里里 也也也也这这比喻或是 廿廿廿廿廿廿 里里里里里」也也也也这这比喻：

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才干、恩赐，

甚至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拥有甚至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拥有

或是是是是赐恩典的神」

不是关于我们的比喻 是关于神的比喻不是关于我们的比喻、是关于神的比喻
或说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怎么看、怎么相信神的比喻，

甚至是我们如何等候他的来临。甚至是我们如何等候他的来临

比比里核心人物或这是主人、也也或神」

用间接的手法、侧写 来表达这个主人的：用间接的手法、侧写，来表达这个主人的：

首首」看廿主人或是是仆人的能力
分配财富里」也说说非常了解自己的仆人」分配财富里 也说说非常了解自己的仆人

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二千、一个给一千，

不是随便给的，他知道每一个的能力、按着能力给予，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仆人的主人。



这为为这这主人要要仆人是为那那里资金呢？

和合本 向 个仆人发放了五千 千 千和合本：向三个仆人发放了五千、二千、一千

 有译本翻成：五他连得、三他连得、一他连得

这这这是这这这这这 还没有很大的意思这这这是这这这这这」还没有很大的意思…
所所所所、现现里新的译本」

也就这这 换换现代人比比比比说比里比比」也就这这…换换现代人比比比比说比里比比」

 有译本就把五千银子、五他连得，翻成三万个银币
有解经家也是注脚上里也上上上上上也：有解经家也是注脚上里也上上上上上也：

那时一个银币、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

换换换换」换换换换

第一个工人拿到是八十年的工资、

第二个三十三年、最后一个有十六年。

你能想象这这这这这？

如如有有有真的发生」你怎么回应呢？

比喻的主人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主人？

比喻或是是三个仆人、用用用里用用回应主人」

这来这这瞥见这个主人里这来这这瞥见这个主人里。

第一个仆仆、第二个仆仆」

收到了这笔钱马上行动收到了这笔钱马上行动，

然后分别另外赚了二千、五千。

没有计画 没有筹算 马上行动这为为说这没有计画、没有筹算、马上行动呢？

也也说这有也所这也这这样的机会、

这这 这这这这思想 准备 意意也或这这有这这这这思想、准备」意意也或 –
他们一直都在计画、筹算、调查、研究，

甚至每天都在祷告 一直在等这一天的来临甚至每天都在祷告，一直在等这一天的来临。

所以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

他们马上拥抱 马上行动他们马上拥抱、马上行动。

说这换所所比比长期计画、思想」

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主人是慷慨的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主人是慷慨的，

而且他们也相信主人，是很知道他们 了解他们的。

里的」耶稣讲的比喻里里」里的或验证上这了了：

始 各人的才1. 有开始里里里」主仆是是各人的才干」

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二千、一个给一千，

这主人的确是了解他们这主人的确是了解他们

2.主人的确是慷慨」给八十年、三十三年、十六年的工资，

从仆仆里回应 说这比比马上行动 因这早就预备从仆仆里回应」说这比比马上行动」因这早就预备」

比比能也能能」或因这相信主人了解他们、是慷慨的
所以在等候和行动的背后 关键是对主人的信念所以在等候和行动的背后，关键是对主人的信念，

让他们以行动回报他们对他的信任。

是说这里在里里 主人或再多都能够给是说这里在里里」主人或再多都能够给」

 对他来讲，没有任何过高的数字，

天文数字 对主人来讲 都是微不足道天文数字，对主人来讲，都是微不足道

 对主人来讲，任何微小的数字都可以让他欢喜，

因为他所求的不过是生命的流露因为他所求的不过是生命的流露，

表达出信任的一种生命的流露

比喻没有没直接描写主人」或用侧写里用方」

就是主人的言说 呈现他是 个怎么样的主人就是主人的言说，呈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主人。

说他廿他、他跟他里仆仆」

是这回应里里 也就所看就廿是这回应里里」也就所看就廿：

五千的、另外赚了五千，

二千的 另外赚了二千二千的、另外赚了二千，

是额外的廿他他五五里跟他」

一个是八十年的工资 一个是三十三年的工资个是八十年的工资、 个是三十三年的工资，

那个数是很大的距离，

这单数值这这」差别是很大里！这单数值这这 差别是很大里！

就或你可可主人怎这这这两位仆人里赞许：

 21说这赚五千的也：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21说这赚五千的也：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

 23说这赚二千的也：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说这赚 千的也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



21、23 分别对五千跟二千的赞赏，是一模一样的，

是是这这 按这这 是这赚得多的 要赞赏多 点是是这这有按这这」是这赚得多的、要赞赏多一点」

是这赚得不错、就或没有是为上里」也不错。

这是主人而而 没有任何数字是太多 使得他不能给这是主人而而」没有任何数字是太多、使得他不能给

 没有任何的数字，对他来讲太少让他失望的

他看重的是忠心 良善。他看重的是忠心、良善。

比比里第三个仆人的行行」也没用有这上…
他将钱埋藏在地里 理由简单不过他将钱埋藏在地里，理由简单不过，

他对主人的理解跟前面的两位很不一样，

所所这所里想法、信念也也也说里行动。所所这所里想法 信念也也也说里行动。

第第这仆仆行动的背后」

表表表说在表表主人的模样：表表表说在表表主人的模样
24b~25a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

说明第三位仆人所所所里主人、他前面两位里的的没那…
前面的两位 心目中的主人是慷慨的 愿意给予的前面的两位，心目中的主人是慷慨的、愿意给予的，

事事上也的确是这这里有这主人」根根说对仆人的回应」

 无论他们赚多少根本没有分别 无论他们赚多少根本没有分别
 所看重的，是他们的生命配得主人的信任

第三位仆人没用 这 一一说自己的想象 开第三位仆人没用有这」有一一说自己的想象 开」

他所想象的主人、决定了他的生命。
也许这位仆人一直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也许这位仆人 直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经文不是说：「我就害怕」吗？

这个害怕从第一天就有了。这个害怕从第 天就有了。

说里他他所廿里主仆或忍心、不合理、乖谬里主仆」

这位仆人的生活，就是盘算如何逃脱主人的无理和苛责。， 算 逃脱
所所主仆给他一千」有一来说一一一恐惧他不安 –

这不是给我麻烦吗？这些钱怎么用？

还是不要冒险，把它埋在地里好了！

无无主人要说廿他、跟他、有他」甚甚一文钱都不给」

对他而言都没有分别 为什么？对他而言都没有分别，为什么？

因这说整天想的主仆也或忍心、不合理」

 主人给他一千 使得他饱受煎熬 主人给他一千，使得他饱受煎熬

 主人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他埋怨主人不公平、偏心

这这里仆仆实在可怜」用要也不这不不是五里不不一不」这这里仆仆实在可怜 用要也不这不不是五里不不一不

说每一天也是哀哭切齿里里里里。

如如说比看如主人是慷慨、愿意给予里主仆」如如说比看如主人是慷慨、愿意给予里主仆」

是多少他都给、再少他都能够欢喜的」

这这第三个仆人里生命也就就用有这」这这第三个仆人里生命也就就用 这

他一定在光明和勇敢中生活。

这是所：第三个仆人如如比比如第有、第跟这仆仆有这」这是所：第三个仆人如如比比如第 第跟这仆仆 这

也或马上去工作、赚了一千回来」

主人给他的赞赏，一定是跟第一跟第二是一模一样的…给他的赞赏， 是跟第 跟第 是 模 样的

说他或就廿忠心、良善的仆人里赞誉。

如如这第三个仆人表出出出意、买买」

没赚到 千 或 有 百 主人还是会给他赞赏 没赚到一千、或只有五百，主人还是会给他赞赏

 甚至亏了回来，主人还是会赞赏他的

没就很 不是第第这仆仆心里所想象的没就很」不是第第这仆仆心里所想象的」

所所说里出里就在黑暗中。

这这比喻其事不在于这这拥有多少的才干 恩赐这这比喻其事不在于这这拥有多少的才干、恩赐」

关键是 – 在你我心目中，是怎么样相信我们的神？

我们等候的那位神 在我们心目中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等候的那位神，在我们心目中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他是一位了解我们、慷慨的神，他再多都能够给我们」

这这努力地去做」再少是说里他他都觉得好的」这这努力地去做」再少是说里他他都觉得好的」

也就所都这这这忠心、良善里

他或说或有是苛刻的、计较的主人呢？他或说或 是苛刻的 计较的主人呢？

这这比喻其事是其这这」这这在表表里、

等候的那位神，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等候的那位神，究竟是 位怎么样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当当这这里相信：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

不是我们以为的形像 我们的想法不是我们以为的形像、我们的想法。

有有这仆也也：你这这没你Q」

你认为神是慷慨的就慷慨你认为神是慷慨的就慷慨、

你认为他不计较就不计较，

如如说很计较呢？如如说不那么慷慨呢？如如说很计较呢？如如说不那么慷慨呢？

这不是这这我我里所方」而或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是这么样一位慷慨的神！ 我们的神是这么样 位慷慨的神！

 神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呈现了他对我们的慷慨、接纳了

这或神我我里工作和呈现」这或神我我里工作和呈现」

用或这这单方面作表里投射、营造」这或神自我的彰显：

他就是那位慷慨的神、了解我们的神、愿意接纳我们他就是那位慷慨的神、了解我们的神、愿意接纳我们，

无论我们带着多跟少来到他面前，他都会说

「忠心、良善的仆人」 ，「忠心、良善的仆 」 ，

这不是这这所这投射里有所在里里的如。

罗罗32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有比这位更慷慨的神吗？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

万物 切都白白地赐给我们了万物一切都白白地赐给我们了，

比喻要也里也或那位神是丰盛的、慷慨的神。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罗33-34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保罗书信 罗罗罗里第罗廿」用用五有这用用这用用这这：

这是这或有是慷慨的神、了解我们的神」这是这或 是慷慨的神 了解我们的神
 是白白给予我们、不计较我们能够拿回多少

 所以我们有恩赐、没有恩赐，不能定断我们，所 我 有恩赐、 有恩赐，不能 断我 ，

有多少恩赐，不能定断我们

如如你有多的恩赐」这你感谢主」就或你也用比比骄傲」

觉就我我没有太大的恩赐」来让如恩赐不多这论断你自己！

是神的眼中这有一也或不多的事情」有这这有是主与我们同行」

我 怎 离 角落 走进 抱我们怎能不离开那黑暗的角落、不走进他的怀抱，

接受他的恩情，勇敢活出一个

信靠他 迎接他恩情的生活呢！信靠他、迎接他恩情的生活呢！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再 次地借着你自 儿子的比喻再一次地借着你自己儿子的比喻，

来告诉我们你是那位慷慨的神、了解我们的神。

是的 既是这样子 就让我们勇敢地活是的，既是这样子，就让我们勇敢地活，
离开我们黑暗的角落、让我们不活在惧怕的里面。

勇敢的、喜乐的、欢喜的领受主给我们机会、生活，勇敢的、喜乐的、欢喜的领受主给我们机会、生活，
勇敢地见证主。

我们相信、也知道，有一天我们面对面与主相遇的时候，我们相信、也知道，有 天我们面对面与主相遇的时候，
你会用你的笑脸来告诉我们：忠心、良善的仆人。

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