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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一切對環境的衝擊所造成最嚴重的後果，均由最貧困的人承受。求祢
光照掌權者和富有者，不要讓他們陷於冷漠的罪過。 
 
進堂詠 
上主說：我是百姓的救援；他們在任何急難中呼求我，我必要垂聽他
們，且永遠做他們的上主。 
 
讀經一（責斥用銀錢購買窮人的人。） 
恭讀亞毛斯先知書 8:4-7 

聽著：壓榨窮人，使世上弱小者無法生存的人哪！你們聽吧！你
們說：「月朔幾時才過去，好讓我們賣五穀？安息日幾時才過去，好
讓我們打開糧倉，縮小『厄法』，加重『協刻耳』，用假秤騙人？用
銀錢購買窮人；以一雙鞋，換取貧民；連麥糠也賣掉？」 

上主指著雅各伯的榮耀，發誓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所作
所為。」——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13:1-2, 4-6, 7-8 
【答】：請一齊讚頌上主；他舉揚了窮苦的人。（詠113:1,7） 
領上主的僕人，請一齊讚頌，請一齊讚頌上主的聖名！願上主的聖名

受讚頌，從現今直到永遠！【答】 
領：上主超越列國萬邦，他的光榮凌駕穹蒼；誰能與上主、我們的天

主相比？他坐於蒼天的至高之處，俯視諸天和大地。【答】 
領：他從塵埃裡，提拔弱小的人；由糞土中，舉揚窮苦的人，叫他與

貴族同席，與本國的王侯同坐。【答】 
 
讀經二（要為一切人懇求天主，因為他願意所有人得救。）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前書 1:12-17 
親愛的： 
首先我勸導眾人，要為一切人，並為眾君王，及一切有權位的人，懇
求、祈禱、轉求和謝恩，為叫我們能安心，度虔敬、端莊、寧靜和平
安的生活。這原是美好的，並在我們的救主天主面前，是蒙受悅納的。
因為他願意所有人得救，並充分認識真理。 
因為天主只有一個，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位，就是降生
成人的基督耶穌。 
基督奉獻了自己，為眾人作贖價；這事在所規定的時期，已被證實了，
而我也就是為了這事，被立為宣道者和宗徒，在信仰和真理上，做了
外邦人的教師。我說的是真話，並無虛言。 
我願意男人，在各地，舉起聖潔的手祈禱，不應發怒和爭吵。——上
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耶穌基督本是富有的，卻成了貧困的，好使你們因著他的貧困，

而成為富有的。（參閱格後8:9） 
眾：亞肋路亞。 
 
福音（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 
恭讀聖路加福音 16:1-13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 
「曾有一個富翁，他有一個管家。有人在主人前，告發這管家，

指他揮霍了主人的財物。主人便把管家叫來，向他說：我怎麼聽說你
有這樣的事？把你管理家務的賬目，交出來，因為你不能再作管家了。 

「那管家自言自語說：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職務，我可做什麼呢？
掘地吧，我沒有氣力；討飯吧，我又害羞。我知道我要做什麼，好叫
人們，在我被撤去管家職務之後，收留我在他們家中。 

「於是，他把主人的債戶一一叫來。給第一個說：你欠我主人多
少？那人說：一百桶油。管家向他說：拿你的賬單，坐下，快寫作五
十。隨後，又給另一個說：你欠多少？那人說：一百石麥子。管家向
他說：拿你的賬單，寫作八十。 

「主人於是稱讚這個不義的管家，辦事精明。這些今世之子，應
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我告訴你們：要用不義的錢財，交結朋友，為在你們匱乏的時
候，好叫他們收留你們到永遠的帳幕裡。 

「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小事上不義的，在大事
上也不義。那麼，如果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信，誰還會把真實
的錢財，委託給你們呢？如果你們在別人的財物上，不忠信，誰還會
把屬於你們的，交給你們呢？ 

「沒有一個家僕，能事奉兩個主人。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
一個，或是要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
事奉錢財。」——上主的話。 
 
領主詠 
你頒發了你的命令，叫人嚴格遵行。願我的行徑堅定，並遵守你的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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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地處事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今日的福音是由一個比喻和幾個教訓連在一起，表面上都是講錢

財，其實各有各的訊息，最多以「明智」兩字把它們連起來。 
  上一回「慈悲的父親比喻」中，幼子不能善用財富，把父親

的財物花掉；今日的比喻卻指出運用財物應有的態度。比喻往往用
「不義的管家」為標題。所謂「不義」，大概指改寫欠單前的不當行
為，而非指改寫欠單這個行為本身。他可能浪費主人的錢財，可能不
善管理或中飽私囊；總之，他的「不義」行為給主人發現了，要和他
算賬。管家沒有為自己辯護，可見不義的行為是肯定的。他當機立
斷，以明智的方法解決危機。 

  當時債戶的欠單，通常是欠款加管家的佣金，或是欠款加主
人的利息。如果是前者，管家改寫只是免除債戶給自己的佣金，就是
用自己的錢財為自己鋪後路，難怪主人稱讚他辦事精明，有點像戰國
時馮諼客孟嘗的故事，馮諼把孟嘗君債戶的欠單燒掉，使孟嘗君落難
時得到債戶收留。不過馮諼用主人的錢為主人鋪路，管家則以自己的
錢為自己將來打算。 

  假如債戶的欠單是欠款加利息的話，改寫欠單就是減去主人
的利息。此舉十分精明，有連消帶打的作用。舊約法律要求以色列人
不准收窮人利息，雖然債戶不一定是窮人，但為避免法律追究，於是
欠款會連本帶利，一併寫在欠單上。管家改寫是把利息減掉，一方面
暗示主人也有不義，不要向他追究；另一方面也為自己未來鋪路。主
人讚他明智，因為他合法地為自己找後路。 

  比喻教訓人，無論在何等危急的情況中，都要明智地處理事
情。人在危急時往往方寸大亂，做出不明智的傻事，例如自殺、傷
人、搶劫、借高利貸去搏殺等，不但無補於事，反使情況更壞。耶穌
要求身為光明之子的基督徒，要學習管家的明智，精明地應付危機，
而非學習他先前的不義行為。 

  接著的幾個教訓，似乎與比喻無直接關係，但我們不應以批
判的態度去觀看及反駁，例如：（一）在小事上忠信，在大事上不一
定忠信，這是俗語所謂「大雞唔食細米」而已；（二）小事上不義，
只是不拘小節而已，在大是大非前，人是可能站穩立場的，據說有一
位中國殉道者是有抽鴉片習慣的，但在放棄信仰與否時卻立場堅定；
（三）對別人的財物不忠信，正因為這是別人的；倘若屬於自己的便
一定小心處理了，今天用公款大吃大喝就是這種心態的表現；（四）
事奉兩個主人沒有甚麼大不了，今天做兩份工的人多得很，他們同樣
對兩個僱主忠心。 

  耶穌的教訓並無考慮例外的問題，祂大致上要人清楚生活的
目標，在天主與財富間作一基本抉擇，不能左右逢源。當時有奴隸制
度，奴隸的確不可能事奉兩個主人。基本抉擇的確有決定性的作用，
長期在小事上不忠，會影響人的最終選擇。第一篇讀經中的商人用假
秤騙人或欺負窮人，好像是小事，但持續性的欺騙，使人變成貪婪，
以財富豐富自己作為生活的目標。所謂「小事」，立刻變得不小，只
是冰山的一角，下面隱藏了極大的不義。耶穌要求我們決定最基本的
生活方向，所有生活上的小事都受此基本終向所引導；這些小事，正
顯示出人的基本選擇是甚麼。這大概是耶穌所說：「在小事上忠信
的，在大事上也會忠信；在小事上不義的，在大事上也會不義」的含
意。 

  錢財是今日生活不能缺少的東西，但也困擾著不少基督徒。
我們須求天主賜予明智的恩寵，懂得選擇天主作主人，作自己生命的
終向；更以此管家的明智，處理錢財的危機及信仰的危機。教會傳統
把「明智」列為四樞德之首，雖然揉合了希臘人的智慧，但也同時來
自聖言的啟示。 
 
反省與實踐: 
1. 我是否以天主作為自己的主人，凡事以祂的旨意為先？ 
2. 管家的行為給了自己什麼樣的啟發？如何學習管家明智地處理危

機，修正自己偏差的行為，重新建立別人對自己的信任？ 
3. 我們是否在生活中的大、小事上均以天主的誡命為依歸？無論大

事小事，都忠誠以對？ 
 

禱文： 
1. 請為貧病弱小者祈禱。祈求仁慈的天主開啟人們的心，以財力物

力支助貧病弱小者，幫助他們擁有正常的生活，公平的升學及就
業機會，和健康的身體，創造美好的未來。 

 
 

天主與錢財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無論從那個角度去看，我們都得事奉某人或某樣事物。耶穌因此在今
天的福音讀經中理性地勸勉眾人：「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
財。」「事奉」一詞的本義是「做奴隸」。如果選擇做錢財的奴隸，
必然會有危險性。 
   富人確信錢財能使他解脫，而實際上錢財卻在駕馭他。耶穌在
福音中指出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錢財統治世界。「這個新產品能賺
多少錢？」「怎樣才能提高利潤？」「股價如何才能上揚？」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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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支配著世人。儘管有不計其數的虔誠宣言發表，錢財的主導地位似
乎無可撼動。這讓我們難以相信，國際政治會以盪氣迴腸的宏偉理念
為本，而放棄追逐冷酷無情的經濟利益。如果仔細觀察的話，我們不
難發現，世界上的「大人物」常常自投羅網地變成金錢效益的奴隸，
他們時時刻刻受到各種經濟勢力的逼迫與制約，完全無法像理想決策
者一般揮灑自如、運籌帷幄。 
   世界上的「小人物」所受到的侷限比「大人物」更多，他們每
天被迫為五斗米折腰。儘管享有穩固的福利制度，愈來愈多的歐洲人
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花錢時必定三思而行，憂慮明天變成現代
人沈重的心理負擔。我們好像永遠賺不夠：有些人已經殷富有餘，吃
穿不愁，但還想得到更多；其餘的人則連最基本的溫飽都難以得到滿
足。 
   但是除了錢財之外，我們能否自由選擇另一位事主呢？誰能逃
脫錢財的掌控呢？耶穌分明是在督促我們，把我們從錢財的奴役中解
救出來。祂清楚地指出：事奉天主是惟一的出路！只有那樣，你才能
獲得自由。天主是惟一的主，祂不會逼你賣身為奴。如果你決定事奉
祂，那麼你既不會成為錢財的奴隸，也不會被自我的追求所綑綁。 
   或許，我眼下如此不自由的處境，反而成為我嚮往自由的動
力。但是我該怎麼做呢？我怎麼樣才能擺脫物質世界的制約，以及自
身貪婪的桎梏呢？ 
   針對這一點，耶穌講述了一個驚人的比喻。「今世之子」實在
聰明絕頂、精明能幹！他們深諳如何藉著錢財（通常並非出於他們的
腰包）交結朋友。學學他們吧！但是不要像這位不義的管家，淪落成
不法之徒。而是當你在生活必用品之外有剩餘時，應該慷慨地隨時準
備伸出援手，掛念那些急需幫忙的人。那樣的話，你才顯出你不是自
己錢財的貪心奴隸。 
   雖然錢財掌控世界是不辯的事實，但是世上愛近人的力量絕對
不容被低估。無論何時何地，都有數不盡的人在行善。這股團結向善
的強大力量，對於那些不願落入錢財束縛的人來說，是極大的希望。
只要這股正氣長存，世界就不會失落。 
   在如何從錢財的奴役中解脫的問題上，耶穌還指出第二種方
法：在小事上忠信。欺詐、腐敗、濫用職權、施政不當都是從小事開
始的，但經常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感謝天主，上述弊政並非常態；不
少人謹慎、正確、可靠地處理大小錢財。這是免於國家陷入無法無天
的混亂狀況的前提條件。如果一個國家將事奉錢財當作至高目標，那
就有禍啦，因為錢財絕不是個好的統治者。 
 
反省與實踐: 
1. 在生命中，我究竟事奉的是誰？天主？錢財？名利？富貴？ 
2. 在生活中的各種職務上，我忠信嗎？ 
3. 我精明、勤敏地為天國打算，並徹底落實嗎？ 
 

禱文： 
1. 請為天主子民祈禱。基督教導我們事奉天主高於一切。祈求上主

恩賜我們大智慧，能看破人間虛無的錢財與權勢，而一心事奉上
主，盡忠職守。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不義的管家"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聖路加福音第 15章記載，法利塞人和經師們見了稅吏和罪人來
親近耶穌而竊竊私議，耶穌于是向他們講了「亡羊」、「失錢」，和
「蕩子」三個比喻。這是本主日彌撒福音的上文。其下文是第 16章
第 14節：「愛財的法利塞人，聽了這一切話，便嗤笑耶穌。」但是
本主日彌撒福音的開端，也就是第 16章第 1 節，則明明寫著「耶穌
也對門徒們說」這一句話。可見，本主日彌撒福音中所記載的話，是
耶穌說給自己的門徒們聽的，但是他講這些話時，也有法利塞人在場
旁聽，并且表示了他們的反應。 

澄清了本主日彌撒福音的「聽眾和對象」的問題之后，我們便可
以憑也是耶穌門徒的基督信徒身份來研究這篇福音。這篇福音的內容
包括一個「比喻」和兩個「忠告」。我們先研究那個比喻。 

在講述那比喻時，耶穌先把他的門徒們和別的人對立起來。他稱
他的門徒為「光明之子」。與他們相比之下，別的人便是「世俗之
子」。耶穌所講的比喻中的主人公：不義的管家，是典型的「世俗之
子」。耶穌利用他的形象來強調「世俗之子」的兩點特徵﹔那就是：
不義和精明。耶穌責備世俗之子的不義，卻藉著他們的精明來激勵光
明之子。他說：「世俗之子在應付俗世的事務上，卻比光明之子還要
精明。」 

在我們剛才聆聽了的「不義的管家」的比喻中，「不義的錢財」
和「俗世的事務」是兩個類同的說法。它們都是「別人的財物」，不
是「真實的財物」。「真實的財物」比如天國里的永生，才是屬于我
們各人自己的。 

接著，我們考究耶穌在講了「不義的管家」這比喻之後，向他的
門徒們所提出的兩個「忠告」。那兩個「忠告」都是關于「俗世的事
務」和「不義的財物」的。它們所包含的教訓，用哲學家庄子的話來
說，是「物物而不物於物」﹔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則是：要知道利用
世上的財富來實踐自己的生命真諦，卻不要做世上財富的奴隸。 

耶穌這樣向他的門徒們說： 「誰在小事上忠信，在大事上也必
忠信﹔誰在極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必不義。倘若你們在會朽壞
的（不義的）錢財上不忠信，誰還把那真實的財物委托給你們呢？倘
若你們對于別人的東西不忠信，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沒



 

 

4 

 

有一個仆人能事奉兩個主人。或是恨這個，而愛那個﹔或是依附這
個，而輕視那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又事奉錢財。」（路 16:10-
13） 

在今日經濟挂帥的中國社會中，我們被稱為光明之子的基督信徒
們，決不可隨波逐流，一味追求物質享受而成為金錢的奴隸。 

 
 

 

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提供 
http://www.dcc.catholic.org.hk 

教理主題：社會正義 

 
    今天的讀經一選自亞毛斯先知書。當時正值以色列（北國）和
猶大（南國）分裂的時代，以色列國正享政治、經濟及文化的黃金
時代，但社會道德日下，宗教生活更是混亂不堪；邪神敬禮盛行。
在社會上層過着奢侈生活的權貴人物，無視「梅瑟法律」中對貧窮
者和勞工階層的保護，極力欺詐、壓迫和虐待他們。先知大力譴責
這些不公義的行為，為受壓迫者伸張正義，並警告天主必帶來祂公
義的審判和懲罰，消滅一切惡人惡行。讀經二中保祿強調基督徒祈
禱的重要性，特別是為社會中有權位的人士祈禱，因為他們身繫社
會的和平及健康的發展。 
     今天的福音選自路加「不忠信的管家」的比喻。首先我們要留
意耶穌這個比喻宣講時的對象，路加強調是門徒而非外人。因此這
個比喻的目的主要是為教導門徒，而非譴責或爭辯。比喻中的管家
是一位非常典型的「世俗之子」，既不義，卻十分精明。耶穌希望
我們學習的，不是他的不義，而是他的精明。管家面對被解僱的危
機時，懂得善用他的精明去準備出路。而基督徒作為「光明之子」，
更要精明地善用地上世俗的錢財，去追求天上永恆的賞報。在說完
了這個比喻後，耶穌接著給了我們兩個相關的忠告。首先，若我們
在世俗的事務（即小的事情）上忠信於上主的教導，善用世物去發
揮愛主愛人的精神，那麼我們必會在天國裡（即大的事情）得享永
恆的福樂（真實的錢財）。另一方面，耶穌也提醒我們，俗世的財
富（包括權力和虛榮等）很容易成為阻礙我們忠信於天主盟約的偶
像。因此，耶穌要求我們必須在這兩個「主人」（即天主和世上的
錢財）中作出抉擇。總的來說，基督徒的目標就是要善用世上的財
物來實現自己生命的真諦，為永生作準備，而不是作世上財物的奴
隸。 
     亞毛斯先知可以說是舊約聖經中對維護社會正義一位極具代表
性的人物。此外，耶穌也教導我們要善用世物。那麼，現時天主教

的社會訓導對社會正義的理解和要求又是如何？在以下的篇幅中我
們將會略加討論。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在進入世界的時候，人並沒有為發展肉
體和精神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需要其他的人。人顯然存有與年齡、
體能、智能、人品、利益交流、財富分配等有關的差異。「才能」
並不是平等地分配的（教理 1936）。的確，儘管在天主眼中所有人
都是同等的尊貴，都是按祂的肖像而受造的，但我們內在之間確實
存在著一定程度天賦的差異，無論是在身體上或是在不同方面的才
能上。此外，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機遇也影響著我們的成長，使我們
發展成獨一無二的人。 
    天主容許這樣差異的存在，有其特别的原因。這些差異乃屬天
主的計畫，祂願意每個人從他人得到他所需要的，而享有某些特殊
「才能」的人，要把利益輸送給那些需要的人。差異鼓勵，而且屢
次要求人們慷慨大量，宅心仁厚，樂意分施；差異促使各文化彼此
豐富充實（教理 1937）。在這樣的前提下，天主教會按傳統聖多瑪
斯對社會正義的理解，就是「強大而堅定的意願，使每一個人都得
到他所應得的」。天主的愛召叫眾人合而為一，所以社會正義最基
本的要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共享資源，守望相助，絕不自私自利。
由此可見正義和愛德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正義除了要求人人
得到相稱的權益外，也要求在所有契約和交易之中，參與的各方都
得到公平的對待。聖女加大利肋‧西恩那嘗試從天主的角度出發，
反省社會正義的問題。她寫道：「我不把所有德行平等地分給每個
人。……有許多德行，我就這樣分給了人，有的給這人，有的給那
人。……給這人愛德；給那人義德；給這人謙遜的德行，給那人活
潑的信德。……至於現世的財富，為人生必需的事物，我以更大的
不平等分施給人。我不願意每個人都擁有為生活必需的一切，為了
使人們因生活的急需，在彼此之間有實行愛德的機會。……我願意
他們互相需要，並做我的管家，為分施他們受自我的恩寵和贈與。」
（參閱教理 1937 並註） 
    總的來說，社會正義的終極目的就是要保護人的尊嚴，以及由
此尊嚴而衍生的人的權利。人與人的差異乃屬天主的計畫，祂願意
我們彼此需要。這些差異該激勵我們實踐愛德（教理 1946）。在彼
此相愛中，我們在追求天國永恆的價值並參與天主創造的計劃。 
 
生活反思／實踐： 
1. 你認為社會正義是甚麼？你認為社會正義與天主的信仰有甚麼關

係？ 
2. 在日常生活中，你怎樣實踐社會正義的要求？你怎樣保障自己和

他人的尊嚴和應得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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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忠信事奉天主 

【經文脈絡】 
路加福音十六章收錄了許多耶穌的言論，圍繞著「財產」這

個主題。這個主日的福音選自這一章開始的兩段經文（路十六 1-
13），前段是一個有關一位「不正義但卻聰明的管家」的比喻
（1-8），後段則是耶穌教導門徒正確使用財富的態度（9-13）。
我們在解釋這些經文時，必須區分兩個層面：耶穌當時給予門徒
的教導，以及路加針對讀者需要將收集到的材料所做的編輯應
用。 

以現實生活為背景的比喻 
路加在前一章已記載耶穌講述了三個比喻，對象是法利塞人

和經師們。在這一章的開始，他接著敘述耶穌所說的另一個比
喻，對象則是祂的門徒們。比喻以一個反映當時生活實況的情景
開始：有個管家被人控告失職，主人因著人們的指控定罪，將管
家撤職，要他交出一切帳目。在當時猶太社會中，富有的地主常
把自己的農莊或財富託給另一人照顧管理（參閱：路二十 9-
19）。 

不義、但卻聰明的管家 
這位犯錯的管家「自言自語」的內容顯示，他承認自己犯了

錯，並且透露他想出計謀以照顧自己餘生。福音非常生動的以兩
個例子描繪，這個狡詐的管家如何利用他最後的機會：他透過更
改債務的數量，使自己成為他主人債戶的朋友，並因此而希望當
他被撤職後，這些債戶會由於「感恩」而收留他。 

耶穌的評論 
比喻的結論說：「主人就稱讚這個不義的管家手段高明。」

（8）就內容以及經文脈絡而言，這裡所謂的「主人」其實已不是
將管家撤職的「主人」，而是講述比喻的「主（耶穌）」。耶穌
首先直接批判這人是「不義的管家」，然而卻稱讚他「手段高
明」，能夠如此深謀遠慮地妥當安排未來的生活。緊接其後的第
二個評論則更進一步補充說明這一點：耶穌稱這管家為「世俗之
子」，與之相對的「光明之子」當然就是指門徒們；耶穌教導門
徒們：「世俗之子在應付世俗的事物上，的確比光明之子更為精
明。」 

【綜合反省之一】 
這個比喻讓許多讀者感到難以接受，但是從耶穌在比喻結尾

做出的評論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比喻的目的在於引導門徒們反

省他們處理事務的方法。耶穌大概是在末世即將來臨的背景之下
講述這個比喻，因此祂的原始目的在於：勉勵聽眾們善加利用最
後機會，以爭取進入天國。 

在路加編輯之下，這個比喻成為對所有讀者的勸告：必須把
「耶穌再來」的日子放在眼前，小心謹慎地生活度日，其中當然
包含正確地管理運用託付給他們的財物。 

福音經文在比喻之後收集了一連串耶穌的言論（9-13），這
些言論就是在「正確管理財務」的觀點下，繼續補充說明前面的
比喻。 

正確地使用「不義之財」 
第一句話明顯地直接和前面的比喻相關：「我告訴你們：要

用不義的錢財交結朋友，為在你們匱乏的時候，好叫他們收留你
們到永遠的帳幕裏。」（9）這個教導使前面的比喻成為一個呼
籲，要求人正確地使用「不義的錢財」，但真正的重點並不在於
「不義之財」，而在於「結交朋友」。這裡所謂的「朋友」並不
是指比喻中的債戶，而是隱喻式的指稱「天主」，因為唯有天主
才能把人接入「永遠的帳幕（天國）裏」。 

忠信管理「財寶」 
接著是一個諺語：「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

小事上不義的，在大事上也不義。」說明在小事上「忠信」具有
極大的價值。 

在這諺語之後是兩個平行的問句，教導門徒「忠信地」處理
事務（不同於那邪惡的管家）：「那麼，如果你們在不義的錢財
上不忠信，誰還把真實的錢財委托給你們管理呢？如果你們在別
人的財物上不忠信，誰還把屬於你們的交給你們呢？」 

這裡含有兩組對立的概念：「不義的」與「真實的」錢財；
「別人的」和「你們的」財物。所謂「真實的錢財」是指託付給
門徒們管理的財寶（使命）；「別人的財物」表達「天主託付代
管的財物」，而「屬於你們的財物」則是指忠信的門徒將得到的
天上的報酬。 

只當事奉天主 
福音經文的結尾又是一個諺語：「沒有一個家僕能事奉兩個

主人的：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或是要依附這一個而輕
忽那一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 

對一個家僕而言，同時事奉兩個不同的主人是不可能的，相
同的結論用在門徒身上也一樣有效。和前面的經文相較，這句話
所教導的重點又有了轉移，所強調的不再是正確地使用財富，而
是更根本地指出人只該事奉天主，絕對不可把財富「偶像化」，
當作天主來事奉。 

【綜合反省之二】 
福音作者把許多原本彼此分離流傳下來的耶穌的教導，按相

同的主題編輯在一起，使之成為「不義的管家」比喻的補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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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些教導鼓勵所有的基督徒，忠信於天主對他們的召叫，妥
當管理主託付給他們的財富（使命），而不要成為錢財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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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8 SEPT 2022: Twenty-fif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C 
 

Entrance Antiphon  
I am the salvation of the people, says the Lord. Should they cry to me in any 
distress, I will hear them, and I will be their Lord for ever. 

 

First Reading Amos 8:4-7 

A reading from book of Amos 

The Lord God spoke against those who buy the poor for money. 

Listen to this, you who trample on the needy and try to suppress the 

poor people of the country, you who say, ‘When will New Moon be over 

so that we can sell our corn, and sabbath, so that we can market our 

wheat? Then by lowering the bushel, raising the shekel, by swindling and 

tampering with the scales, we can buy up the poor for money, and the 

needy for a pair of sandals, and get a price even for the sweepings of the 

wheat.’ The Lord swears it by the pride of Jacob, ‘Never will I forget a 

single thing you have done.’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12:1-2. 4-8. R. see vv.1. 7 

 (R) Praise the Lord who lifts up the poor. 

1. Praise, O servants of the Lord, praise the name of the Lord! May the 

name of the Lord be blessed both now and for evermore! (R.) 

2. High above all nations is the Lord, above the heavens his glory. Who is 

like the Lord, our God, who has risen on high to his throne yet stoops 

from the heights to look down, to look down upon heaven and earth? 

(R.) 

3. From the dust he lifts up the lowly, from the dungheap he raises the 

poor to set him in the company of princes, yes, with the princes of his 

people. (R.) 

 

Second Reading 1 Tm 2:1-8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imothy 

Let prayers be offered to God for everyone; he wants all people to be 

saved. 

My advice is that, first of all, there should be prayers offered for 

everyone – petitions, intercessions and thanksgiving – and especially for 

kings and others in authority, so that we may be able to live religious and 

reverent lives in peace and quiet. To do this is right, and will please God 

our saviour: he wants everyone to be saved and reach full knowledge of 

the truth. For there is only one God, and there is only one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kind, himself a man, Christ Jesus, who sacrificed 

himself as a ransom for them all. He is the evidence of this, sent at the 

appointed time, and I have been named a herald and apostle of it and – I 

am telling the truth and no lie – a teacher of the faith and the truth to the 

pagans. 

In every place, then, I want the men to life their hands up reverently in 

prayer, with no anger or argument.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2 Cor 8:9 

Jesus Christ was rich but he became poor, to make you rich out of his 

poverty. 

Alleluia! 

 

Gospel Lk 16:1-13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You cannot be slaves both of God and of money.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There was a rich man and he had a steward 

who was denounced to him for being wasteful with his property. He called 

for the man and said, “What is this I hear about you? Draw me up an 

account of your stewardship because you are not to be my steward any 

longer.” Then the steward said to himself, “Now that my master is taking 

the stewardship from me, what am I to do? Dig? I am not strong enough. 

Go begging? I should be too ashamed. Ah, I know what I will do to make 

sure that when I am dismissed from office there will be some to welcome 

me into their homes.” 

‘Then he called his master’s debtors one by one. To the first he said, 

“How much do you owe my master?” “One hundred measures of oil,” was 

the reply. The steward said, “Here, take your bond; sit down straight away 

and write fifty.” To another he said, “And you, sir, how much d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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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 “One hundred measures of wheat,” was the reply. The steward said, 

“Here, take your bond and write eighty.” 

‘The master praised the dishonest steward for his astuteness. For the 

children of this world are more astute in dealing with their own kind than 

are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so I tell you this: use money, tainted as it is, to win you friends, 

and thus make sure that when it fails you, they will welcome you into the 

tents of eternity. The man who can be trusted in little things can be trusted 

in great; the man who is dishonest in little things will be dishonest in great. 

If then you cannot be trusted with money, that tainted thing, who will trust 

you with genuine riches? And if you cannot be trusted with what is not 

yours, who will give you what is your very own? 

‘No servant can be the slave of two masters: he will either hate the first 

and love the second, or treat the first with respect and the second with 

scorn. You cannot be the slave both of God and of money.’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You have laid down your precepts to be carefully kept; may my ways be firm in 
keeping your statu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