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題：忠心
經文：路加福音19:11-27



路19:11-15

11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他們

以為神的國快要顯出來，就另設一個比喻，說：
12 「有一個貴胄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
13 便叫了他的十個僕人來，交給他們十錠銀子，說：『你們去做生

意，直等我回來。』
14 他本國的人卻恨他，打發使者隨後去說：『我們不願意這個人做

我們的王。』
15 他既得國回來，就吩咐叫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做生意

賺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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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9:16-21

16 頭一個上來，說：『主啊，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十錠。』
17 主人說：『好，良善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

權柄管十座城。』
18 第二個來，說：『主啊，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錠。』
19 主人說：『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20 又有一個來，說：『主啊，看哪，你的一錠銀子在這裡，我把它

包在手巾裡存著。
21 我原是怕你，因為你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沒有種

下的還要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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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9:22-27
22 主人對他說：『你這惡僕！我要憑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

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
23 為什麼不把我的銀子交給銀行，等我來的時候，連本帶利都可以

要回來呢？』
24 就對旁邊站著的人說：『奪過他這一錠來，給那有十錠的！』
25 他們說：『主啊，他已經有十錠了。』
26 主人說：『我告訴你們：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

有的也要奪過來。
27 至於我那些仇敵，不要我做他們王的，把他們拉來，在我面前殺

了吧！』」 4



比喻的結構：

1. 比喻的原因（路19:11）

2. 貴胄交銀予十僕（路19: 12-13）

3. 國人圖阻其得國（路19:14）

4. 與僕人算賬（路19:15-26）

5. 殺戮仇敵（路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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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
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
他們以為神的國快要顯出來，
就另設一個比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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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喻的原因（路19:11）

耶穌針對這錯誤的觀念，
說這比喻：

* 神的國是何時來臨
* 把神國的一些真理表明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神的國~展開以神為本的彌賽亞國度   耶穌和十二門徒，在最後上耶路撒冷的路程上，已經到了耶利哥；離耶路撒冷只有27公里的路程。祂沿途醫病、趕鬼、傳天國的福音，很多人跟著主；路加告訴我們，耶穌正因已經接近耶路撒冷，又因眾人以為神的國快要顯現出來。 猶太人極為關注的問題: (路 17:20)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 期待：受難前，和撒那！(可11:9-10)



12 「有一個貴胄往遠方去，
要得國回來。

13 便叫了他的十個僕人來，
交給他們十錠銀子，說：
『你們去做生意，
直等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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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貴胄交銀予十僕（路19: 12-13）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貴胄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是甚麼意思？        王得統治權，然後再回來。 「貴胄交銀子給僕人」有甚麼意思呢？       試驗：忠心、幫貴胄「賺」



4. 與僕人算賬（路19:15-26）

貴胄得國回來後
1. 僕人「算賬」

2. 審判仇敵

15 他既得國回來，就吩咐叫
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
們做生意賺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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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 第一位僕人和第二位僕人，         他們的工作成果和他們的獎賞有關係呢？ 



16 頭一個上來，說：『主
啊，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

了十錠。』

17 主人說：
『好，良善的僕人！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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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僕人：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第一位：十倍盈利主人稱讚「良善的僕人」對他的忠心表示欣賞交他權柄管理十座城



第一位僕人：良善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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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十倍盈利

2 項原則：

1. 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已有大賞賜。

2. 事奉上忠心，斷定誰
適合負起更多的機會。

1 : 10 
1錠銀子：十座城權柄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藉以斷定誰適合負起更多，更大責任。賞賜出於神，神慷慨。



第二位僕人：

18 第二個來，說：『主啊，
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
錠。』

19 主人說：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第二位：五倍盈利

› 得賞賜五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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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主人沒有說稱讚「好僕人」交他權柄管理五座城



第二位僕人：可以管五座城

› 原則：

› 事奉上忠心，斷定誰
› 適合負起更多的機會。

› 賞賜的多少，
乃視乎忠心的程度。

1 : 5
1錠銀子：五座城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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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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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又有一個來，說：『主
啊，看哪，你的一錠銀子
在這裡，我把它包在手巾
裡存著。

21 我原是怕你，因為你是
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
要去拿，沒有種下的還要
去收。』



第三位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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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包在手巾裡存著。理由：

21 我原是怕你，因為你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
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

1. 他懼怕嚴厲的主人
2. 他怕做生意得來的利益，要全部歸給主人，自己完全無分；
3. 他也怕生意若虧本，主人便要他賠償。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藉口/理由：他懼怕主人，因此，把它包在手巾裡存著。  第三位僕人可能以為：主人會因他的小心（將銀子妥為保存）和他的誠實（將銀子原數奉還）而嘉許他。                                                



第三位僕人

你這「惡僕」

22 主人對他說：
『你這惡僕！我要
憑你的口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嚴厲
的人，沒有放下的
還要去拿，沒有種
下的還要去收，

23 為什麼不把我的
銀子交給銀行，等
我來的時候，連本
帶利都可以要回來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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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惡僕

既知主人嚴厲，

為何不存入銀行

（兌換銀錢的桌子）

生息？

良善與惡僕

惡僕沒有履行

主人所託
16

第三位僕人

你這「惡僕」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主人沒嘉許稱讚，反之稱他為「惡僕」不但沒有接納藉口，並定他的罪。



第三位僕人：你這惡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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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僕人結果：
24 就對旁邊站著的人說：
『奪過他這一錠來，給那有十
錠的！』

25 他們說：
『主啊，他已經有十錠了。』

提出懷疑：
1 : 1  1 : 0 ?



18

26 主人說：
『我告訴你們：

凡有的，
還要加給他；
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
也要奪過來。

凡「擁有並善加使用」，
還要加給他「善加使用」；

沒有善加使用的，就要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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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重要真理：

1. 在屬靈領域上，「無賺無蝕」就 =「虧損」

一個沒有傷害別人也沒有糟蹋自己，
但卻沒有為主的緣故造益他人的生命，

是一個叫「主受虧損的生命」。
這樣的一個生命顯得對基督國度的利益漠不關心，

沒有使主獲「盈利」。

要跟從耶穌，就得把生命投資，
而不是只為「自己保存生命」。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在屬靈領域上，「無賺無蝕」就等於「虧損」，       因主人的心意期望僕人最後可以「連本帶利…要回來」（15節）       做生意賺了多少。



20

二項重要真理：

2. 以僕人所賺得的利潤為賞賜

26節：愈忠心運用已有的恩賜、機會，愈能領受更多；
愈不忠心使用神所託付的一切，愈會變成貧乏。

不忠心，不盡責的就收回；有用者愈來愈有用，無用者愈來愈無用；
但主的心意：是要所有信徒作忠心的僕人。

多用的就多給，少用的就少給，不用的就不給；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太 25:29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太 25:30     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講題：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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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才幹受託付：（太25:20-23）

賺5千和2千
主人的稱讚與賞賜完全一樣的

不同的忠心程度帶來了
不同的結果與賞賜

重點：「按忠心得賞賜」的原則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賺5千和2千所得主人的稱讚與賞賜是完全一樣的；才幹有別，受託有別；但忠心程度一樣，得稱讚和賞賜是完全一樣的。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各有重點：同樣隱含了「按忠心得賞賜」的原則



交銀與十僕的比喻(路19:11-27)

貴胄交銀子給僕人 ~ 試驗：忠心，幫貴胄「賺」

事奉上忠心，會帶來更多的機會、更大的責任。

在小事上忠心，已有大賞賜。(1 : 10) 

賞賜的多少，乃視乎忠心的程度。

「無賺無蝕」就等於「虧損」

「擁有並善加使用」，還要加給他「善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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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忠心

第一位僕人

第二位僕人

第三位僕人

• 良善的僕人

• 11010

• 可以管五座城

• 155

• 你這惡僕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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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13 『你們去做生意，直等我回來。』 信徒的事奉，乃一生之久。 惡僕？善僕？未全然，仍可進步？儆醒謹守In good faith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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