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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17 世纪的宗教木刻作品。描述，仆人向主人交帐， 那一千的正在要将钱从地里挖出来。英文对这一段的比喻是用 “The parables of three talents”



破冰问题：MATHEW EFFECT  
马太效应：（英語：Matthew effect），
指科学界的名聲累加的一种反饋现象，
最早由美國社会学家Robert Merton於
1968年提出。其名稱来自于《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中的一则比喻。 --維基百科

马太效应是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
象。它反映富的更富、穷的更穷的一种
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其广泛应用于社
会心理学、教育、金融等领域，是社会
学家和经济学家常用的术语。
对神国，对基督徒而言，神的话
更是一个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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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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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这一则比喻就是“按才受托的比喻”。 Robert Merton 提出。马太效应是今世也是天国的一个金科玉律。鼓励我们努力进取，会得到更多的祝福。馬太福音 13:12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9%A6%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A%A6%E5%9C%A3%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A4%AA%E7%A6%8F%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89%E6%89%8D%E5%B9%B9%E5%8F%97%E8%B2%AC%E4%BB%BB%E7%9A%84%E6%AF%94%E5%96%BB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514&ss_c=ssc.citiao.link


按才受托的比喻 经文1 马太福音 25: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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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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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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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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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22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阿，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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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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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把握时间。例子来说明天国发展的时间性。 多种解释，今资料丰富，学习明辨是非，认识真道。问有没有关于神国发展上时间的问题？ 



按才受托的比喻 经文2 马太福音 25:14-30

24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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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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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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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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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认识经文的背景，上文：
这比喻是对说的？众人？门徒？法利赛人？其他？
 时间： 地点：

马太24:1 耶穌出了聖殿，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看。24:2耶穌
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
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24:3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地來說：「請
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

24章的教导：
 末世的预兆，
 耶路撒冷的毁灭，
 从无花果树学习认识那日子近了，
 要警醒，在想不到的日子，主会再来。
 作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25章1-13 聪明和愚拙童女的比喻 – 是盼望，预备，基督徒常作准备，盼望主的来临
25章14-3 0按才受托的比喻, 主题 -- 是侍奉，忠心，基督徒要作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
人，尽量运用神赐的恩赐，遵行大使命-传福音，教导信徒，建立教会，向主交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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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时代，罗马的金钱单位：他连得 (TALANT)
A talent (Ancient Greek τάλαντον, talanton 'scale' and 'balance') was a unit 

of weight of approximately 80 pounds (36 kg), and when used as a unit of 

money, was valued for that weight of silver.[4] As a unit of currency, a talent

was worth about 6,000 denarii.[1] A denarius was the usual payment for a 

day's labour.[1] At one denarius per day, a single talent was therefore worth 20 years of labor

(assuming a 6-day work week, because nobody would work on the weekly Sabbath).   - wiki
 1 talant 他连得 = 80 pounds (36 kg) 银子重量或价值 = 6,000 denarii = 

6,000  天的工资。
 按今天的美国工资: $10/hr, 8 hours/ day,  one day wage is $10 x8 = $80/day.  

一千， 1 talant =6,000 denari’s =  6,000 x $80/day =$  480,000
二千， 2 talants = 2 x $ 480,000 = $ 960,000
五千， 5 talants = 5 x $ 480,000 = $ 2,400,000

太20:2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
After agreeing with the laborers for a denarius a day， he sent them into his vine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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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连得 =  =$  480,000 ， 接近50 万， 预表 神给我们恩典是极大，极重的。   两周前，铁斌讲葡萄园工人的比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lent_(measure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able_of_the_talents_or_minas#cite_note-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rrenc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nariu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able_of_the_talents_or_minas#cite_note-Hultgren-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able_of_the_talents_or_minas#cite_note-Hultgren-1


按才受托的比喻 第一段 马太福音 25: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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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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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问题：
 1. 在这比喻中，银子预表什么？

神的特殊恩典，加于个人的才幹。
 2. 在这比喻中，家业是预表什么？那么作买卖又是表示什么意思呢？作买卖会
不会有风险呢？什么是作买卖的风险？
家业 = 神家的事（大使命）；买卖 = 投资，赚得，或亏本；风险 =不是每
一次的努力，都可以得到应得的报酬。如司提反的殉道。神不是论功行赏的。

 3. 为什么主人是按才幹给仆人不同分量的银子，各人所赚到的也不一样，但是，
得到的称赞，却是一样，这一些事实，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呢？

神认识我们的能力，才幹，极限。忠心服侍，不是羡慕，嫉妒或甚至中伤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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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基本认识，可以开始解经可以请问弟兄姐妹在这一段中，有没有其他的看见可分享？



按才受托的比喻 第二段 马太福音 25: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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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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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来享受你
主人的快乐。22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阿，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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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问题：
 1.  19节，从这个比喻中主人与仆人的算账，请分述对我们基督徒的启示。
每个人的服侍，主都作亲自与他个人算账。真假虚实岂能蒙骗全智的神？谨慎所行。

 2.  21节又23节，凭什么，主人说仆人是良善，又是忠心？主所最看重的是良善与
忠心，又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享受主人的快乐。对我们基督徒启示又是什么？
良善是心思意念，忠心是态度行动。今世的事是小事，神更看重成为一家，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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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请问弟兄姐妹在这一段中，有没有其他的看见可分享？



按才受托的比喻 第三段A   马太福音 25:24-30

24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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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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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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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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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问题：
 1. 25-27节，为什么主人说这个仆人是又恶又懒的？恶在那里？懒在那里？对
我们基督徒而言，有什么启示呢？

恶-心思，不敬畏错认主人。懒-行动，不求了解主人心意，得过且过。宜警醒警诫。
 2. 25-27节，主人用他的话，定他的罪。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有什么启示呢？
神是充满智慧，也是个案审查，会按我们不遵行且叛逆的思想找出漏洞，定罪。
 3. 28，29节，主人为什么将他的一千给那已经拥要一万的？对29节的马太效应，
对一个基督徒的你，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或鼓励？

神对忠心服侍努力上进的仆人，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鼓励我们忠心服侍努力上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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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经文精彩处，不可不知。有时间可以讨论 “主可以接受放利息”一事。 主的门槛真是不高。真是仁慈的老板啊！



按才受托的比喻 第三段 B 马太福音 25:24-30

24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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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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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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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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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问题: 30 节，为什么说这个仆人是无用的？丢在外面黑暗里和哀哭切齿，是
表示什么？
 哥林多前书3：10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
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12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
禾楷，在这根基上建造。13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
得住，他就要得赏赐。15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启示录20:15：「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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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 Spruce  和  John McArthure 都说这个无用的仆人是下入地狱，但是，中文解经，如倪柝声等是说关是在天国的门外。可以思考 “无用” 的仆人，是Useless, servant.



回顾：从经文中的比喻看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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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
主人：
出门：
主人回来：
仆人：
作买卖：



回顾：从经文中的比喻看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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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神的国，已然与未然。
主人：基督，圣子
出门：主离开门徒，钉十字架，受难，复活，升天，在天父右边为基督徒祈求。
主人回来：主，万王之王的再来，一个得君王的回来。基督徒被提，世界有七年
大灾难，白色大宝座的最后审判，天堂与地狱。
仆人：基督徒，历世历代，犹太和世界的基督徒
作买卖：主人托负仆人去经营主人的家业，托展神的事工。



回顾：从经文中的比喻看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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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神的国，已然与未然
主人：基督，圣子
出门：主离开门徒，钉十字架，受难，复活，升天，在天父右边为基督徒祈求。
主人回来：主，万王之王的再来，一个得君王的回来。基督徒被提，世界有七年
大灾难，白色大宝座的最后审判，天堂与地狱。
仆人：基督徒，历世历代，犹太和世界的基督徒
作买卖：主人托负仆人去经营主人的家业，托展神的事工。
算账：
一千，二千，五千：
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又惡又懶的僕人：
马太效应：



回顾：从经文中的比喻看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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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神的国，已然与未然
主人：基督，圣子
出门：主离开门徒，钉十字架，受难，复活，升天，在天父右边为基督徒祈求。
主人回来：主，万王之王的再来，一个得君王的回来。基督徒被提，世界有七年
大灾难，白色大宝座的最后审判，天堂与地狱。
仆人：基督徒，历世历代，犹太和世界的基督徒
作买卖：主人托负仆人去经营主人的家业，托展神的事工。
算账：主对每一个基督徒所行所言所思的审查，判断和奖赏或惩罚，
一千，二千，五千：神所赐给基督徒每个人本钱，才幹。
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再赚二千，五千. 是完全忠心，努力发挥神的恩赐，为天国
效力的基督徒，有的仆人是极大成效，有的仆人是小有成效，是100% 的赚回。
又惡又懶的僕人：不忠心侍奉神，不敬畏尊重神的使命，不认识感到神的爱，
偷懒，心存侥幸的基督徒。
马太效应：神给基督徒的更多祝福，填加或减少。



特别补充：路加19:11-27 十锭银子的比喻
(一个与马太25:14-30“按才受托“的比喻相似又不太同的比喻。)

15

11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
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
12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
13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原文作弥拿，一弥拿约银
十两），说，你们去作生意，直等我回来。
14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
15 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作生意赚了多少。
16 头一个上来说，主阿，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
17 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18 第二个来说，主阿，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
19 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继续上一页:  路加19:11-27 十锭银子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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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又有一个来说，主阿，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他包在手巾里存着。
21 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22 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
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23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
24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
25 他们说，主阿，他已经有十锭了。
26 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27 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思考问题:
1. 同样是比喻主人，出远门，回来，委托仆人作买卖，这一些所预表和想说明的是

什么？同样都是与仆人算账，那么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对我们又有什么启发呢?

预表基督的再来，基督徒的忠心服侍，扩展神国，这是主基督的心意，大使命。

2. 同样的是主人给仆人银子，作生意，最显著的不同处是什么？在这两段经文中，
这银子所代表的有什么不同？那么，两段经文，各自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一是按才给不等的银子于仆人-恩赐不同。另一是相等的银子于仆人 -是不偏待人。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这是讨论两篇类似经文的异与同。



在了解今天有关神国“按才受托”的比喻后，请问是那一
方面的教导对你造成最大的冲击或回应？在你今后的生活
和对主的侍奉中，你又会作什么样的调整呢？请分享一二。

HOM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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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这是在现场或回家后的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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