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在這個世代 

路加福音 16 章 1-9 節 

蘇穎睿 

 

引言 

 

 

1. 2019年，台灣大選前夕，台灣人用了一個「亂」字來形容當時的情況。其實，不

但是台灣，也不只是 2019年，自從 2019年後，整個世界也陷在一個亂局之中，

直至現在還沒有終止。就讓我們看看這幾年所發生的事，一目了然： 

• 香港反送中而造成的混亂，其後國安法實施後，不少港人在未審前已經下獄

達二年之久，造成一片恐慌，超過 30萬港人離開香港。 

• 2019年開始的 Covid 19疫症， 導致千千萬萬人死亡，染上熱症的不計其

數，帶來整個世界混亂，經濟倒退，人心惶惶。 

•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西方各國制裁俄羅斯；不但戰爭造成死亡、毀壞、混

亂，地址今天還沒有半點和平的跡象。4月 29年來我的世界秩序，不堪一

擊，情非常緊張的局勢。 

• 中國崛起，整個世界局勢影響極大，先是中美貿易戰，雞台海局勢緊張。不

少人推測：中國會否揮軍武力攻擊台灣？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休是否會派兵

援助？幾多帶來世界局勢的不穩定。 

• 美國國內 2020年的選舉中，造成極大的混亂、分化和不安。這嚴重影響著

美國的社會。 

• 全球經濟下滑，百物騰貴，造成不安。就以美國為例，壽司亞裔人士日益增

加，治安欠佳，槍殺事件天天上演，相思在小學校園裏，都發生大規模的槍

殺案，好像整個世界都失去理性一樣，用「黑暗的時代」外形容今日的世

界，雖不中亦不遠矣！ 

2. 在這個禮賓樂壞，黑暗掌權的時代，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呢？ 事實

上，歷史不住的重演，在歷史的舞台中，我們看到愚蠢的人不住重複昔日的錯誤 ，人類

似乎還沒有在歷史中學到教訓，實令人費解！耶穌在 路加福音十二章 54- 55講了一句非

常精警的說話：「耶穌又對眾人說：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一陣雨。果然就

有。起了南風，就說：將要燥熱，也就有了。假冒為善的人哪！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

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耶穌責備那些猶太人，他們既曉得天氣的變化，卻不曉



得從神的眼光分辨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時候。同樣的，今日的世代中，不少人曉得從經濟、

國際關係、政治、大數據分析這個世代和將要發生的事，但是他們卻不曉得從神的眼光分

辨這個世代和將要來臨的世代 ，這就是人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了！ 

3.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1至 13節是一段非常古怪的聖經，蛋卻又是一段非常難明和重

要的聖經，值得我們細細思考。念這段聖經，我們遇到三大問題： 

• 第一是有關道德的問題。我相信不少人讀這段聖經，一定會提出一個問題：

v8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作事聰明。這一次確是人生許多問題嚟。這個

不義的管家，正式是衰人，不公不義，不但浪費主人許多錢財 ，主人發覺

了，就辭退他。他趁著還未離職之際，出術為自己日後鋪路，有何值得稱讚

呢？更奇怪的，那個主人的反應真是叫人摸不著頭腦：他不是暴跳如雷，非

常憤怒的話他：你這不義的管家，到了這時候船倒我米？ 反而讚他、欣賞

他！只是沒有再錄用他罷了！我們會問道：難道聖經真的讚許如此蠱惑和不

負責任的做法嗎？為什麼聖經不是黑白分明，怎會如此的呢？這是第一個問

題，有關合理與否和道德的問題，我們必須要解答。 

• 第二個問題是主題的問題。究竟耶穌講這個比喻的目的是什麼呢？這比喻的

主題又是什麼呢？ 從上文下理來看， 路加似乎不住提到這個世代和將來的

世代。 「這個世代」一詞出現過不少次( 9:41;11:30,3212:56 etc.)，同時路

加有提及神的國、將來的世代，叫我們好好預備自己。就是在一這一段聖

經，耶穌有提及今世之子光明之子，究竟耶穌是什麼意思呢？這一段的主題

又是什麼呢？ 

• 第三個問題是：我們如何應用這段聖經？ 其後耶穌提及金錢財的問題，這

樣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必須解答以上三個問題，在可以了解在這個世代中活

得精彩。 

 

一： 這段聖經的道德問題 

 

 

1. 從這段聖經看，聖經似乎是讚許如此蠱惑和不義的管家，為什麼聖經不是黑白分

明，點會如此的描述呢？不少解經家企圖去解答這個問題： 

• C.S. Mann又以為「不義」這個字錯字，本來應該不是這個字，天文是抄錯

了？何以見得？希臘文「不義」一字是 adikias，希臘文有另一個字 alikias

是解作「老練、醒目、世界仔」。兩個字只有一個字母之差，以致文士抄錯



了。這看來很有道理，但問題是：世上沒有一抄本是 aliakias，這純是

C.S.Mann 自己想出來的，沒有任何歷史及抄本證實，難以說服他人。 

• 另一個解經家 D.M. Parrot以為這一句不是 statement，而是一個 問題 

Question. 換言之，他把這句視為一個反問的句子：難道主人會誇讚這不義

的管家作事聰明嗎？謝立倫也可以在某程度上解答 v.8的問題。但問題是：

這明明是一句 statement，把它視為一個 question，未免有點牽強。在文法

上也難令人折服。 

• 亦有解經家以為 v.8 不是管家的主人所說的話，而是耶穌所說的。 他們以

為 kurios (主)是指主耶穌 ，這比喻在 v.7已經完結了，v.8耶穌講完這個比

喻後的評語。然而，在這段聖經中 kurios 一字都是形容那管家的主人，沒

有跡象在第八節卻改變了這用法。事實上，v9 開始路加就這樣描述：我又

告訴你們，這明顯是開始了耶穌的評論。所以 v,8 仍屬於比喻的問 1部分。 

 

 

2.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上述的幾個解釋似乎都未能釋除我們的疑慮。我常常說：聖

經有時好似不知所謂，其實是最精彩最有趣的。讀聖經就好像在地掘寶石。 開始發掘

時，只有一堆亂石，不知所謂，但如果你知而不捨，繼續掘下去，終於找到一顆寶石，名

貴非常，你不禁驚訝說！嘩！這麼一粒寶石，竟然藏在這裏！讀聖經就是如此，不但精

彩，而且我王一語道破我們的問題，正如俗語說，搭正我們那條尾，就讓我們細心研讀，

找出這寶藏。 

 

 

3. 在未詳細看這經文前，我們先要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解經原則。比喻使用日常所見

所聞，或是故事，讓人熟知，尤其是當時人，用熟悉的故事講出天國的道理，這就是希臘

文 parabole (比喻) 的意思了。但我們我可以無限上綱，對號入座。就如路加福音 15章講

及的浪子故事，我們不可以用這個故事，說父親容縱這個兒子，一提出分身家就分身家，

多一句都不講。這樣的解經是完全錯誤，因為比喻通常只用一點，浪子回頭是表明天父的

慈愛，無條件接納罪人，不像那些法利賽人，自以為義，輕看罪人。耶穌暗示他們也是浪

子，不肯回頭的浪子。同樣，16章不義管家的比喻也是一樣，我們必須找出這經文的主

題，才不會誤解了這段聖經的意思。 

 

二：這段經文的主題是什麼？  



 

 

1. 耶穌講這個比喻，主人翁是一個管家。管家不是奴隸，是僱工，希臘文是

oikonomon，他主要的工作試管理主人的家財。昔日沒有銀行，有錢人擁有

田地、金錢；其他人就要向這個地主租地，並借貸買種子。等到收成的時

候，就連本帶嚟交回給這些地主。我小時候，父親是在新界養豬的，養豬油

豬仔出生到賣出，大概需要半年時間，這半年我們要買飼料、搭豬屋，沒有

這麼多本錢，又要向哪些豬商借錢 ，及至豬 j長大後，我們便交給這些豬商

出售，他們從中一定大打折扣，賺回一筆，賺多少就要看看那個管家是否一

個有良心的人了！ 

耶穌說，這個管家是一個不義的管家。v1 告訴我們，他是浪費主人的財

物，”浪費”一字在路加福音 15:13也出現過，就如那個小兒子浪費錢財，不

義的管家也是一樣，花天酒地，開阿爺數；但他不敢貪污，把錢財據為己

有，正因如此，他被炒後，沒有任何積蓄。  

 

 

2. 主人知道後，就對他說： 「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你不能再作我

的管家。」這個不義的管家：就趁著這個空檔，為自己安排後路。v.3-4

說：「那管家心裏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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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有頭腦，深謀遠慮的人。那個鐵飯碗

沒有了，不能再作管家了，以後生活如何呢？在當時的農業社會，他實在沒

有多大選擇： 

• 去耕田---像其他農人向他租田一樣。自己去耕田，卻有一個大問題。

平時嘆慣，成個少爺仔，手無執雞之力，如何去鋤地， 他沒有本事

去做。事實上耕田一點也不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況且田又

有 水蛭咬你一啖，所以他說：鋤地？無力！  

• 如果不耕田，又可以做什麼呢？只有一條路：乞食、討飯！叫我這個

大管家，銀行經理，大老闆去乞食？ 這樣丟面子，絕對不能作，太

無面了。所以他說：討飯？怕羞！ 

3. 這個本家就想出了一條絕世好橋。v.4-7  「我知道怎樣行，好叫人在

我不作管家之後，我到他們家裏去。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叫了

來，問頭一個說：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說：100簍油。管家說：拿你的帳，



快坐下，寫 50。又對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100石麥子。管家說：拿

你的賬，寫 80。」他的確非常聰明，為自己預備好後路。他利用這個仍保

存著的職位，減輕這些債主的債務。如此一來，他就捆綁著著許多人，令這

些人欠了他的情債。他日，他可以逐個去求問，這些債仔都會好好照顧他。

所以他說：為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就好像孟嘗君，

食客三千，他有難，有許多人會接濟他，這確是一條好計。 

 

 

4. 但我們仍要解決 v.8問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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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

個主人不暴跳如雷，反而稱讚這個管家呢？我們就要看看 v.6,7詳情 

• 100婁油相當於 3400公斤，相當於當時人的三年工資，是非常龐大

的一個數字。 

• 100石麥子相當於 40000公升麥子，相當於當時人的 8-10年的工

資，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個財主，真是非常富有。而這些債仔，也非窮

農夫，或是普通的農民，可能是二判、三判等 。這個不義的管家，

一定可以他日依靠這些二判、三判，因為這管家實在為他們看了很多

很多錢。 

•  然而我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主人不但不發火，反而稱讚他呢？可

樂就要看看那些數目字： 

100蔞油----減 50%= 寫 50 

100石麥子---減 20=寫 80 

為什麼兩者之間有這麼大的差別呢？為什麼 100石麥子，不同樣減

50呢？原因很簡單，麥子是主要食物 stable food，以色列人吃乜

子，就好像我們中國人吃飯一樣。但是油不是 stable food，窮人可

以吃少些油，但不可以不吃麵包。所以油，特別是橄欖油，是有錢人

吃用的。我相信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樣：  

• 麥子是主要食糧，管家借貸時要收利息，但不能收太多種植麥

子的利息，因為窮人付不起太多的錢。比方來說，管家借出了

70石麥子給債仔，收成時他收取一百石，七十石是本錢，30



石是利息，利潤便是 30%。但如今，管家改收 80石，這樣一

來，主人還有 10%回報，這是很合理的。 

• 油不是主要糧食，管家借貸時便可以收高些利息，因為有錢人

付得起。比方來說：管家借出 40蔞油給債仔，收成時管家收

取 100蔞油，利潤是 60%。現在他減了 50蔞油，但仍有 10

蔞油回報，利潤是 10%，也是一個合 v.8理的回報。 

• 所以一方面主人仍然有可觀的回報，但這管家此一舉，卻大大

增加了他的聲望，管家這一招，減收利息，可為一矢三雕：主

人的聲望大增，又得到合理的回報。債仔省回很多錢。是這個

管家呢？又為自己鋪了後路。 所以稱這個管家是個聰明人，

一點也沒有錯！ 

 

 

5. 明白了這些之後，我們便要探討這段聖經的主題了！ 正如上述，從上文下理來

說，路加常常對比兩個世代，一個是現今的世代，一個是將來的世代，即是天國。就是在

這一段經文中，我們也看到不少對比： 

• V.8  今世之子 對比  光明之子 

• V.9 不義錢財  對比 結交朋友 

• V.9 錢財無用的時候 對比 永存的帳幕裏去了 

• V.10 小事 對比 大事 

• V.11 不義錢財 對比 真正的錢財 

• V.12 別人的東西 對比 自己的東西 

• V.13 愛 對比 惡 

• V.13 重 對比 興 

• V.13 事奉神 對比 事奉瑪門  

6. 總括來說 ，從這些對比來看，我們發現路加福音是對比著兩個不同的世代， 路加

以不義的錢財作為這個世代的代表，又以真正的錢菜代表將來的世代，即是這裏所說的永

存的帳幕。首先我們談談兩個不同的世代。什麼是今世之子無光明之子呢？ 猶太人的觀

念中，歷史可分為兩大階段：今世 the present age 將來的世代 the future age ，又稱為

神的國、永存的帳幕、。其分水嶺就是彌賽亞的降臨，這也是舊約聖經給我們的觀念。但

到了新約的時候， 我們看到分水嶺並不是一點，而是一段時間，因為耶穌來是分兩次



的。他第一次來的時候，天國已經來臨了，但又沒有完全來臨，等到耶穌再來的時候，這

才會實現。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是一個神學家稱為 already-but-not yet 的時代。一方面

我們仍是活在今世之中，但另一方面天國已經在我們心裏，也在我們中間，聖靈就是這將

來世代的憑據。 所以我們要明白三個重要的觀念： 

• 有些人只活在現今的世代，他們所關注的都是現今世上的事，不是永

恆的事，只是瞬息間便歸於無有的事，金錢便是一個好的例子。 

• 有些人只活在將來的世代，等候彌賽亞的降臨，我們可以說，不少猶

太人都恃著這個觀念，他們現在仍等代著彌賽亞的降臨。 

• 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我們體會到現在仍是活在現今的世代，黑暗的

世代還沒有過去，仍在我們中間，但同一時間我們又是活在那將來的

世代，正如希伯來書第六章 4-5所說：我們是蒙了光照、嚐了天恩的

滋味 、於聖靈有份、嘗過神善道的滋味、又是覺悟來世權能的人。

換言之，我們是用將來世代的眼光和價值觀來看我們現今在這世代的

處境。 

• 這個比喻就是論及這個問題了。這個管家仍然是一個管家，不過很快

他就失去這個職位。他又知道，他一定要好好在這個短時間預備好將

來，否則他會受到極大的災難。這個管家之所以被讚賞為聰明的人，

是因為他帶著將來處境的眼光，和現在仍持有的職份，去預備將來。

基督徒也當如是，我們如今還要處理世事，神仍然給我們”份”去管理

大地和我們的家，這稱為創世律例，但是我們知道這一切都是短暫

的、所以我們就要使用這些短暫的份，投資在永恆的事上。正魚第 9

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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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去！ 所以，這段聖經的主

題，是教導我們如何用來世代的眼光活在現今的世上。將來的世代、

天國、新天新地、天堂等都不只是將來的事，也是現今的事。我們要

用這些永恆的眼光應用在這短暫的世代中，這就是這段聖經的主題

了。簡言之，不是未知生、焉知死，而是未知死、焉知生。生是現在

的事，即所謂世事。死是將來的事，對基督徒來說，死後有復活和永

生。明白了死的真正意義，才可以活得精彩 

 



    三： 如何應用這段經文 

 

 

1. 我們先前曾經提過，這段聖經另一個主題就是有關金錢的使用，何解路加在

這裏突然又提到錢財的問題呢？路加是透過論財富這問題，來闡釋我們光明

之子如何好好的在今世活著。正如第九節說：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

友，到了前台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意思是：今

世的錢財是短暫的。一個聰明人，就會曉得用短暫的錢財，去兌換永恆價值

的東西。比方來說：假如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有一天港幣會毫無價值，政府

也不再使用，如果你是聰明，你會先把港幣換上將來少使用的幣值，免得那

人血本無歸。但同時 ，在這未實行之先，你還需要擁有各港幣，應付現今

一切所需。同樣，天堂並沒有任何銀行，到了死的時候，你所擁有的金錢就

不再屬於你了，為什麼我們不好好利用現在所擁有的金錢，投資在有永恆價

值的事上呢？ 

2. 就讓我們好好思考：神賜給你的分是什麼呢？無論是金錢、時間、才能都是

神賜給你的，但又是短暫的，你會如何使用這些投資在永恆的事上呢？天堂

裏不在有什麼銀行、但卻有人。為什麼不把你 擁有的，投資在人的身上

呢？這是值得我們思考，求神給我們指引、帶領。做個聰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