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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25:14-30「「「「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就就就

叫了叫了叫了叫了僕僕僕僕人來人來人來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按按按按著各人著各人著各人著各人的的的的

才幹才幹才幹才幹給他們銀給他們銀給他們銀給他們銀子子子子]]]]：：：：一一一一個給了五千個給了五千個給了五千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一個給了一個給了一個給了二千二千二千二千，，，，

一一一一個給了一千個給了一千個給了一千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就往外國就往外國就往外國去了去了去了去了。。。。那那那那領五千的領五千的領五千的領五千的隨即隨即隨即隨即拿拿拿拿

去去去去做買賣做買賣做買賣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另外賺了五千另外賺了五千另外賺了五千。。。。那領二千的也那領二千的也那領二千的也那領二千的也照樣照樣照樣照樣另賺另賺另賺另賺

了二千了二千了二千了二千。。。。但但但但那領一千的那領一千的那領一千的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去掘開去掘開去掘開地地地地，，，，把主人的把主人的把主人的把主人的銀子埋銀子埋銀子埋銀子埋

藏藏藏藏了了了了。。。。過過過過了許久了許久了許久了許久，，，，那些那些那些那些僕人僕人僕人僕人的主人來了的主人來了的主人來了的主人來了，，，，和他們和他們和他們和他們算算算算

帳帳帳帳。。。。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說說說：：：：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你交給我五千銀子你交給我五千銀子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請看請看請看，，，，我又賺了五我又賺了五我又賺了五我又賺了五

千千千千。。。。』』』』主人說主人說主人說主人說：：：：『『『『好好好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你在你在你在不多的事不多的事不多的事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上有忠心上有忠心上有忠心，，，，我要把我要把我要把我要把許多事許多事許多事許多事派你管理派你管理派你管理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那領二千的也來那領二千的也來那領二千的也來那領二千的也來，，，，
說說說說：：：：『『『『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交給我二千銀子你交給我二千銀子你交給我二千銀子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請看請看請看，，，，我又賺我又賺我又賺我又賺



了二千了二千了二千了二千。。。。』』』』主人說主人說主人說主人說：：：：『『『『好好好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你在你在你在不多的事不多的事不多的事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上有忠心上有忠心上有忠心，，，，我要把我要把我要把我要把許多事許多事許多事許多事派你管理派你管理派你管理派你管理；；；；可可可可
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那領一千的也來那領一千的也來那領一千的也來那領一千的也來，，，，說說說說：：：：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
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我就害怕我就害怕我就害怕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去把你的一千銀子
埋藏在地裡埋藏在地裡埋藏在地裡埋藏在地裡。。。。請看請看請看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裡你的原銀子在這裡你的原銀子在這裡你的原銀子在這裡。。。。』』』』主人回答主人回答主人回答主人回答
說說說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
方要收割方要收割方要收割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就當把我的銀子放就當把我的銀子放就當把我的銀子放就當把我的銀子放
給兌換銀錢的人給兌換銀錢的人給兌換銀錢的人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到我來的時候到我來的時候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可以連本帶利收回可以連本帶利收回可以連本帶利收回。。。。
奪過他這一千來奪過他這一千來奪過他這一千來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給那有一萬的給那有一萬的給那有一萬的。。。。 因為凡有的因為凡有的因為凡有的因為凡有的，，，，還要還要還要還要
加給他加給他加給他加給他，，，，叫他有餘叫他有餘叫他有餘叫他有餘；；；；沒有的沒有的沒有的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在那裡必要哀哭切在那裡必要哀哭切在那裡必要哀哭切
齒了齒了齒了齒了。。。。』』』』」」」」



跟隨主作信徒 � 基督徒
Following the Lord to be a believer --a Christian 

蒙召事奉主�作主僕人
Called by the Lord to serve Him -- a servant

蒙蒙蒙蒙召作主僕人召作主僕人召作主僕人召作主僕人
Calling to be the Lord’s servant



�把他的家業他的家業他的家業他的家業交交交交給他們：交給、放棄、
任憑， 託管

� and delivered unto them his goods： deliver up ，
give up，give over, entrust

�他連得他連得他連得他連得 talent::::當時一個他連得是六
千錢，一錢是一個工人一天的工資。
五他連得相當於13年半年半年半年半的工資 。因
此這筆資金是相當龐大的, 顯見主人
相當看重這三個僕人。



馬太25:14-30「「「「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就就就

叫了叫了叫了叫了僕僕僕僕人來人來人來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按按按按著各人著各人著各人著各人的的的的

才幹才幹才幹才幹給他們銀給他們銀給他們銀給他們銀子子子子]]]]：：：：一一一一個給了五千個給了五千個給了五千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一個給了一個給了一個給了二千二千二千二千，，，，

一一一一個給了一千個給了一千個給了一千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就往外國就往外國就往外國去了去了去了去了。。。。那那那那領五千的領五千的領五千的領五千的隨即隨即隨即隨即拿拿拿拿

去去去去做買賣做買賣做買賣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另外賺了五千另外賺了五千另外賺了五千。。。。那領二千的也那領二千的也那領二千的也那領二千的也照樣照樣照樣照樣另賺另賺另賺另賺

了二千了二千了二千了二千。。。。但但但但那領一千的那領一千的那領一千的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去掘開去掘開去掘開地地地地，，，，把主人的把主人的把主人的把主人的銀子埋銀子埋銀子埋銀子埋

藏藏藏藏了了了了。。。。過過過過了許久了許久了許久了許久，，，，那些那些那些那些僕人僕人僕人僕人的主人來了的主人來了的主人來了的主人來了，，，，和他們和他們和他們和他們算算算算

帳帳帳帳。。。。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說說說：：：：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你交給我五千銀子你交給我五千銀子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請看請看請看，，，，我又賺了五我又賺了五我又賺了五我又賺了五

千千千千。。。。』』』』主人說主人說主人說主人說：：：：『『『『好好好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那領二千的也來那領二千的也來那領二千的也來那領二千的也來，，，，
說說說說：：：：『『『『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交給我二千銀子你交給我二千銀子你交給我二千銀子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請看請看請看，，，，我又賺我又賺我又賺我又賺



主主主主不不不不看人看人看人看人的才幹/技術/學問/知識/地位.
The Lord does not look at man’s talents, skills,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status.

主不能用主不能用主不能用主不能用：自自自自以為是，自自自自高自自自自大，自自自自信
十足，自自自自命不凡；或是自自自自拉自自自自唱，自自自自怨
自自自自哀，自自自自慚形穢，自自自自暴自自自自棄；甚至自自自自顧
不暇的人。
The Lord cannot use man who is: Self-righteous, arrogant, 
self-confident, pretentious; or boasting, self-pity, low self-
esteem, self-destructive; or one who has no leg to stand on.



MR AWSUM  MR AWSUM  MR AWSUM  MR AWSUM  的難題
The problem with MR. AWSUM (AWESOME)



�自己可以作到的事 vs.必須與人共事的事
things can be done by oneself vs. things have to be done 

by working with others

�自己份內的事 vs.自己份外的事
things within one’s duty vs. things outside of one’s duty 

�自己計劃中的事 vs.自己無法预先計劃的事
things according to one’s plans vs. things at one’s wit’s 

end. 



�是白佔地土的無花果樹
The fig tree that takes up space in the garden.

於是用比喻說：「一個人有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裡。他來樹
前找果子，卻找不著。就對管園的說：『看哪，我這三年來到這
無花果樹前找果子，竟找不著。把它砍了吧，何必白佔地土呢！』
管園的說：『主啊，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糞；以
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路Luke13：6-9）

�是不結果子的葡萄枝子
He cuts off every branch in me that bears no fruit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

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约John15：2）



1）））） 立刻回應主的呼召
Prompt response to the Lord’s calling

2222）））） 在小事上殷勤忠心
Diligent and faithful in little things

3333）））） 迫切尋求 神的旨意
Earnestly seeking to understand the will of God

4）））） 沒有保留的奉獻
Dedication with no reservation



7777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
謹慎自守，警醒禱告。8888 最要緊的
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
多的罪。999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
怨言。101010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
此服事，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 詩歌: “萬物的結局近了”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wMFdgt4-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