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路?義路!
經文:路加福音 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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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詞由講員提供
願恩惠平安從天父上帝同主耶穌基督歸於大眾及聖會，誠心所願。
引言：
在 2015 年 1 月 7 日法國巴黎的左派雜誌「查理週刊」遭到穆斯
林激進分子恐怖襲擊，還有後續襲擊，此事有十七人被殺，而三個
兇徒也身亡；之後有人發起「我是查理」串聯活動，其目的是要追
悼死難者及捍衛言論自由，使世人知道（死了一個查理，還有千千
萬萬個查理！）
「我是基督徒」也可以作為今次証道的題目，基督徒
在面對社會上各方各面的挑戰時，我們可能抵擋不住而偶有失腳與
跌倒，不過，讓我們謹記上帝對基督徒的召命，縱使一個基督徒失
腳倒下，甚至被殺害，還會有千千萬萬的基督徒會起來，仍堅持自
己行在上帝的義路上，而不是隨波逐流行在世人的異路上！
今日的福音書，是來自路加福音 16:1-13，讓我們一起參閱。
「1 耶穌又對門徒說：
「某財主有一個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費
他的財物。 2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
『我聽到了，你做的是甚麼事？
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清楚，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3 那管家心裏
說：
『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做甚麼呢？鋤地嘛，沒有
力氣；討飯嘛，怕羞。 4 我知道怎麼做，好叫人們在我不作管家之
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 5 於是他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
叫了來，問頭一個說：
『你欠我主人多少？』 6 他說：
『一百簍油。』
管家對他說：
『拿你的賬，快坐下，寫五十。』 7 他問另一個說：
『你
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管家對他說：『拿你的賬，寫八
十。』 8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精明，因為今世之子應付自
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9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着那不義的
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遠的住
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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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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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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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一個僕人不能服侍兩個
主；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服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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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又服侍瑪門。」
本論：
一、 死路！（路 16:1-2）
1-2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There was once a rich man who had a
manager. He got reports that the manager had been taking advantage of his
position by running up huge personal expenses. So he called him in and said,
‘What’s this I hear about you? You’re fired. And I want a complete
audit of your books.’(Luke16:1-2,Message 信息譯本)。
 我們看見一位財主的管家被人告發，結果是主人就辭退他?管家
被辭退的原因是以權謀私，刻意奪取別人的財物。可參考信息
譯本(the manager had been taking advantage of his position by
running up huge personal expenses . Luke 16:2)，原來這位管家以他
的職份去謀取個人的利益。
 而主人稱這人是一個「不義」或「不誠實」
（參 16:8）的管家，
主人所說的不義或不誠實是指著什麼來說呢？這可能是指管家
以往的行為是不誠實(以權謀私)，另外也可指管家就改寫欠單
的行為上不誠實，他使到主人的收益受到減少，如一百簍油的
欠單改寫為五十(16:6)，主人本應收取的利益只得一半。
 就管家修改借貸的單據行動中，負債者及其家人可能會立刻解
除還債的壓力，相信一些貧窮的欠債家庭將獲得好大的幫援!
 今日，讓我們看看全球的貧窮問題，一天比一天惡化，請參下
圖：



假若，世人在只求自己獲利而不理會他人的貧困，將是人的死
路！人人只顧及自己的獲利而放棄貧困者的需用，就會使人更
快踏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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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路！(路 16:3-9)
3 那管家心裏說：
『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做甚麼呢？
鋤地嘛，沒有力氣；討飯嘛，怕羞。 4 我知道怎麼做，好叫人們在
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 5 於是他把欠他主人債的，
一個一個地叫了來，問頭一個說：
『你欠我主人多少？』 6 他說：
『一
百簍油。』管家對他說：『拿你的賬，快坐下，寫五十。』 7 他問
另一個說：
『你欠多少？』他說：
『一百石麥子。』管家對他說：
『拿
你的賬，寫八十。』 8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精明，因為今
世之子應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9 我又告訴你們，要
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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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到永遠的住處去。


管家認清自己未來的境況：將來會無以為生！(v.3)他想出一個
方法：去改寫欠債者的欠單，此舉使受益者：減免負債的兩成
至五成的債務）；也使他們在日後會善待這管家呢？



解經學者指出所欠下的都是租項。租約通常不是以金錢計算，
而是以實物代替，一般是以所租用的土地所生產的，按著契約
上的比例繳款。另上帝吩咐他們不要向弟兄放高利貸，參考（利
25:35-37）「35 你的弟兄在你那裏若漸漸貧窮，手頭缺乏，你就
要幫補他，使他與你一同生活，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樣。 36 不
可向他取利息，也不可向他索取高利；要敬畏你的上帝，使你
的弟兄與你一同生活。 37 你不可為了利息借錢給他，也不可
為了高利而借糧。」



其實，我們要把握現有的機會，善用上帝所賦與你的崗位去幫
助那些需要援助的群眾，使他們有出路及活路，相信這也是我
們基督徒要活現出來的生命和生活！

三、義路！(路 1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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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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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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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一個僕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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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
侍瑪門。」(14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一切話，就嘲笑
耶穌。)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If you’re honest in
small things,you’ll be honest in big things;）什麼事是最小的事呢?
按 16:11-13 及 6:14 耶穌正在教導門徒有關委身和服待主的事上，
有學者指出在 16:11 中「不義的錢財」是指「世上的財物」
，就
是在「不義的」世代的財物(在今生可用的金錢、財產和能力
等)。






我們在管理自己的金錢上，能在這事上忠誠嗎？奉獻金錢的功
課是小事還是大事呢？如何實行你的金錢奉獻呢？（舉例：如
何去實行十份一的奉獻？）
若人在上帝所賞賜的小事上也處理得不好的，他還怎可能期望
上帝把更重要的事情交給他負責呢?(v.12) .If you’re not honest
in small jobs,who will put you in charge of the store?
(Luke16:12,Message)
一個僕人不能服侍兩個主…。(v.13)

小結：
 詩 113:7-9「7 他從灰塵裏抬舉貧寒的人，從糞堆中提拔貧窮的
人，8 使他們與貴族同坐，與本國的貴族同坐。9 他使不孕的婦
女安居家中，成為快樂的母親，兒女成羣。哈利路亞！」
 祈求上帝讓我們不要忽略貧窮人的需要，要盡心力去幫助他們
使他們生活得到改善，也讓他們在人生的路上有機會與救主耶
穌相遇！因為在（提前 2:4-6 上）「4 他願意人人得救，並得以
認識真理。5 因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間也只有一位
中保，是成為人的基督耶穌。6 他獻上自己作人人的贖價;」



詩 23:3「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祈求上帝使我的靈魂醒來，看見上帝要我們要走的路，就是一
條義路，靠賴主的恩典一生都行在上帝的引領下，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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