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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免費分發本文作個人及教育用途，禁止作商業用途，請在分享和引用時包含這句語： 

「洛桑運動及全球營商事工：2017創富轉化全球諮詢會議」。 

我們鼓勵傳播本文及創富宣言的各翻譯。 

 

 

創富轉化全球諮詢會議系列： 

• 創富與貧窮人 

• 教會在創造財富中所扮演的角色 

• 從聖經觀點與角度看財富 

• 創富與管理創造物 

• 全球文化視野下的財富創造 

• 創富者對整全轉化的貢獻 

• 創富與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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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為要堅定他向你列祖起

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申八18) 

 

在聖經中提及財富有三方面：一個是壊的，另外兩個則是好的。囤積財富會受到譴

責，將財富與他人共享會受到鼓勵。創造財富既是對神獻上敬虔的禮物亦是祂對我

們的命令。財富要先創造出來才可以與人分享。但創造財富卻往往被誤解、忽視甚

至排斥。同樣情況亦出現在創富者身上。 

 

全球諮詢會議在財富創造對整全轉化的角色這題目旨在解決這問題。我們團隊由 30

位來自 20 個國家的人士組成，主要來自商界，亦有教會、差會和學術界。在 2016-2017

年的會議磋商過程中，我們討論了致富的各方面，包括公義、貧困、聖經基礎、文

化、創富者、管家和教會的角色。這些調查結果已經在《創富宣言》中總結，並將

在幾個報告和一本書以及教育視頻中發表。 

 

這些全都包含了豐富的知識和見解，基於聖經，源於歷史，並通過現今的對話和例

子體現出來。 

 

埋在地底的黃金在它未被人發現、開採及用作進行交易之前是毫無價值的。我們以

採礦的比喻去闡述在磋商過程中想要發掘的三個「金礦」。 

 

聖經的金礦 

 

宣言中提及我們是以神的形象創造的，「創造財富的根源是造物主上帝，祂創造了

一個豐富多樣的世界。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為了祂並且為著共同的益處

與祂共創產品和服務。創造財富是神聖的呼召，它更是上帝所賜予的禮物，並且在

聖經中得到稱讚。」在聖經這金礦中，將有更多的金子會被發掘出來。 

 

歷史的金礦 

 

因創富帶來轉化並非新鮮的事情。宣言中提及「通過營商去創造財富已被證明能讓

人民和國家脫貧。」在歷史中有無數透過創富產生整體轉化的故事，不少故事至今

仍鮮為人知。在創造財富的歷史長河中，仍有大量寶藏等待我們去作進一步的探索

。透過我們的報導讓你發掘歷史上的金礦。 

 

全球的金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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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創造不是西方或富有世界的現象，許多男女透過在各大洲的事業拼博因而改變

了人生。宣言中提及「創富者應該得到教會的肯定，受裝備並於各個民族的職場中

服侍。」我們需要向他們(創富者)和他人學習，並提取在這些報告中提及的全球黃金。 

 

從《宣言》、報告、書本和視頻中可發現和提取知識財富，讓它們為你的生命事工

添上價值，並與人分享。 

 

請先閱讀《創富宣言》，它為你提供背景和框架，助你更好地領悟報告中的精闢之

處。 

 

邁茨‧圖內哈格(Mats Tunehag) 

召集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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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富宣言 

 

背景 

2017年3月，洛桑運動（Lausanne Movement）和全球營商事工（BAM Global） 

在泰國清邁組織了一場全球諮詢會議，主題是圍繞創富在整體轉化中的作用（The 

Role of Wealth Creation for Holistic Transformation）。30個出席人士來自20個國家，他 

們主要來自商界、教會、宣教機構及學術界。研究結果將以論文、書刊及教育視頻

形式發布。該宣言傳達了我們在此次諮詢會之前及期間所審議的要點。 

 

宣言 

1. 創富源於創造萬物的神，祂創造了一個豐富、充滿多樣性的世界。 

2. 我們是按照神的形象創造的，要與祂一同創造，為祂創造，為共同益處創造產

品和服務。 

3. 創富是一個神聖的呼召，也是神所賜予的恩賜，是聖經所表彰的。 

4. 創富者應當受教會認可，經裝備後被指派到各民族和國家中的職場服務。 

5. 囤積財富是錯誤的，分享財富應當受到鼓勵，但財富要先創造出來才可以與人

分享。 

6. 慷慨是普遍的呼召。知足是一種美德，但物質上的簡樸則看個人抉擇。非自願

的貧窮應當得到緩解。 

7. 通過商業創富的目的不僅為了慷慨捐贈，儘管這是要表彰的；良好的經商在提

供物質上有其固有的價值，它也可以是社會中積極轉化的媒介。 

8. 商業具有創造金融財富的特殊能力，它同時也有可能為許多持份者創造不同的

財富，包括社會的、知識的、物質的和屬靈層面的財富。 

9. 通過商業創造的才富已被證明能使人們和國家擺脫貧困。 

10. 創富必須始終按公義追求並懷有對窮人的關懷，同時應敏銳每種獨特的文化背

景。 

11. 關懷創造不是可有可無的，對創造和環境挑戰之商業解決方案的管理，應該是

通過商業創富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呼籲 

我們將這些宣言展示給全球的教會，尤其是商界、教會、政府和學術界的領袖。1 

• 我們呼籲教會將擁抱創富作為我們對民族和社會整體轉化的核心使命。 

• 我們呼籲作出新的、持續不斷的努力，以裝備和發動創富者達致最終目的。 

• 我們呼籲創富者堅持不懈，善用上帝所賜的恩賜去服侍神和人。 

 

創富最終的目的是使神得榮耀──Ad maiorem Dei gloriam──AM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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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從聖經觀點與角度看財富創造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斜體引用的摘錄均為報告摘錄。】 

 

本文探討了以「為整全轉化而創造財富」為主題的聖經觀點：它的聖經意義、基礎

、目的和含義。首先着眼於這些術語的含義 - 

「財富」和「整全轉化」的含義。然後研究財富創造的聖經基礎，觀察財富創造乃

植根於創造者上帝（創一和詩一百零四），目的是透過工作和伊甸園的創造來表達

祂的創造性（創二）。 

 

然而，工作有好和差的，商業同樣有良好和差劣的。本文接下來探討了「優良」商

業的聖經原則。過程聚焦於「平安」、「共同利益」和企業「正當目的」等概念 - 

這遠遠超過單純地使投資回報最大化這目標。 

 

財富和經濟學的主題充滿棘手問題，這些既不能亦不應該迴避。因此，本文接着抓

住三個有爭議性的題目：在商業中與非基督徒建立夥伴關係，以簡樸作為命令或召

命，及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共享回報。 

 

關於與非基督徒結成伙伴關係，警告和鼓勵並屬世與不屬世兩方面的意見都有。對

於簡樸的命令是對所有人的要求，或只是針對某些人而有此要求，就此問題本文強

烈主張後者。最後，關於共享回報的主題，作者着眼於哥林多前書九9-10的商業含

義，它寫在摩西律法中：「牛在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使徒保羅清楚地

知道此聖經的禁令從來不僅針對動物，而是可以並應該引伸到商業的應用上，這樣

做能緩解全世界社會目前許多撕裂的緊張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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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經觀點與角度看財富創造 

羅德‧聖山(Rod St. Hill)，羅伯托‧奧利維拉( Roberto Costa de Oliveira)， 保羅‧米勒

(Paul Miller) ，哲也‧森田(Tetsuya Morita)，宋東浩 (Dong-Ho Song)，蒂姆．韋恩霍

德(Tim Weinhold) 

 

它恰當地說明： 

 

倘若耶穌的追隨者仍然是不起眼的猶太教派，你們大多數人將不會學曉閱讀，而

餘下的人都會從手抄本的捲軸上閱讀。如果沒有致力於理性、進步和道德平等的

神學，今天整個世界將是如非歐洲社會1800年前的光景一般：只擁有占星家和煉

金術師，卻沒有科學家的世界；在暴君的世界，缺乏大學、銀行、工廠、眼鏡、

煙囪和鋼琴。大多數的嬰兒活不過五歲，而許多婦女因分娩而踏進死亡。2 

 

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必須透過聖經教導有關洗禮、禱告、選舉和教會，但聖經集

中談論我們生活中世界的所有，包括技術、經濟和科學。3 

 

1.0 簡介 

 

與人類歷史上一段很長的時間相比，自工業革命以來，財富創造是一個相對較新的

現象，當時經濟進展甚微，而世界上大多數人口都只能追求生存而已。理查德‧伊

斯特林 (Richard Easterlin)在 200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十九及二十世紀許多國家

出現以下的轉折點： 

 

透過許多方法，人類革命的情況席捲全球。與兩個世紀前相比，今天的人類比

祖先無論在飲食、衣服及居住生活上都得到更好的。他們更健康、長壽及得到

更好的教育。女性的生活不再以生養孩子為中心，而在政治民主上已經站穩住

腳了。儘管西歐及其分支一直是先進的領導者，大多數發展較慢的國家在二十

世紀加入了，撒哈拉以南非洲這新興國家則最近才參加。雖然圖片所顯示的不

是普世的進步之一，它是在某些條件下取得最大進步，令世界人口在短暫時間

內取得最大的成就。4 

 

伊斯特林介紹了來自五個國家（巴西、法國、日本、瑞典和英國）的數據，這些數

據顯示國內生產總值（GDP）實際增長出現轉折點後，預期壽命出現了一到兩代的

轉折點。在1945年，預期壽命和實際GDP的都增長了，唯一的例外是印度遠遠落後

於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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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數據支持這觀點，即伊斯特林所稱的生活水平提升，而導致生活水準得到同樣

的提高，包括其他指標，如預期壽命。對於基督徒來說，歷史數據指出了上帝賦予

了人類創造財富的能力和資源，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一個整全轉化的目的，本

文的重點是聚焦於聖經觀點中有關財富創造和整全轉化。 

 

羅德尼‧斯塔克 (Rodney Stark)在上述的引文指出聖經原則與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有

關，而另一引文 5 則指出聖經涉及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經濟生活。 

 

1.1 背景 

 

耶穌生活在地上時是羅馬帝國的時代，人們對財富知之甚少。確實知道1990年左右

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約為700美元的購買力（2016年約為1,300美元）。那

年代的精英，包括參議院行列、騎士行列、公民名人、富裕地主和其他富人只佔人

口的1.2％至1.5％，但累計佔總收入的15％至30％。上層非精英人口佔人口的7％至

13％，佔總收入的15％至25％。較低水平的非精英人群佔絕大多數人口（84％至90

％），他們累計佔總收入的22％，至少有10％至22％的人口生活在飢餓水平，堅尼

系數介於0.42和0.44之間（堅尼系數越接近零，平均分配平等程度越高）。6 

毫無疑問耶穌許多追隨者和早期教會的成員是非常貧窮的，公元五十七年保羅在耶

路撒冷集結基督徒是基於他們的貧窮（林後8、9章），這是猶太人二十多年來強大

迫害的結果。 

 

相當多的國家仍停留在第一世紀羅馬帝國堅尼系數中，包括阿根廷、布隆迪、乍得

、加納、以色列、肯尼亞和俄羅斯。7而耶穌時代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羅馬帝

國當代國家包括乍得、海地，馬達加斯加、馬拉維、尼日爾、塞拉利昂、坦桑尼亞

和津巴布韋。8 

 

2.0 財富和整全轉化的概念分析 

 

本文這部份致力於探索有關財富和整全轉化的概念，比較聖經和世俗的財富概念，

並注意到營商事工運動對整全轉化的貢獻。正如第一部份所強調，重要是要記住洛

桑諮詢過程的重點，是創造財富以實現整全轉化，而非為了創造財富的本身。前者

明確承認上帝關心的是窮人和受壓迫者，而後者則沒有，只為創造財富這事本身並

不符合聖經。耶穌的追隨者會念記上帝，告訴以色列上帝已經賜下了創造財富的能

力，以堅守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參見申命記八18）。 

 

2.1 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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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經的角度來說，財富是一個體現力量、權能、財富和物質的概念。有時「富有

」和「財富」是同義詞會一起出現，有助於真正互相加強 - 

這是古代文字中一個共同特徵。力量和權能表明所有者，為着私人利益去使用或處

置財產的合法權利。從累積的金融和實際淨資產（「物質」）的角度來看，這大致

上與當代的財富定義相吻合。平信徙經常將財富（在某一個時間點的股票概念）和

收入（在某一段時間內的流動概念）兩個術語互換使用；但為了精確，財富被視為

企業、家庭或個人等實體的資產淨值（總資產減去總負債），這個概念也可能適用

於國家。恩德勒(Enderle)認為一個國家的財富包括「經濟上相關的私人和公共資產的

總量，包括物質、金融、人力和『社會』資本。」
9恩德勒還認為，財富創造從本質上是創造新的或更好的東西；他繼續說，「瞄準

為了人類生活的利益而去改善物質，財富創造包括了物質和精神方面，而不僅僅只

是實質財富的獲得和積累。這是財富在質的轉變」。10他提供了國家規模財富創造

的例子，例如二戰後的德國和日本以及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一個

較小規模的例子是維沙爾(Vishal Mangalwadi)描述的賽勒斯‧麥考密克(Cyrus 

McCormick)機械收割機的開發。在鄰居愛的推動下，麥考密克尋找開發能夠緩解農

民辛勞的機器。當發明了機械收割機，不僅減輕了數千名農場工人用鐮刀收割的苦

差，農場企業還因他所發明的機器而創造了財富。維沙爾指出，這不是必須的發明

並且是必要性而「摧生」，而是同伴之愛激勵了他。11 

 

根據瑞士信貸發布的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12，截至2016年6月，全球財富為256萬億美

元（根據匯率調整）。財富分配不均，後半部份財富持有者佔全球財富的比例不到

1％，前十分之一佔全球財富的89％。美國有2,100萬人處於全球財富最低的五分之

一，有趣的是在2000年至2016年期間，全球財富增長約25％的貢獻來自亞太地區低

收入國家，這比亞太地區的高收入國家還要高，只稍微低於歐洲高收入的國家。 

 

2016年的「財富金字塔」顯示，世界財富分配高度集中。全球73％以上的人口擁有

一萬美元或更少的財富（按現行匯率計算），僅佔世界財富的2.4％；而世界有0.7

％的人口不但擁有一百萬美元或更多的財富，而且佔了世界總財富近6％，全球堅

尼系數為0.9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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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財富金字塔，2016年 14 

 

眾所周知，財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集中。國家經濟研究局發表了一份關於全球財富

分配的最早著作，2000年全球財富的堅尼系數為0.892（按現行匯率計算），而到了

2005年的收入大約為0.795。15 

 

2.2 整全轉化 

 

整全轉化是需要討論的一個概念。邁茨‧圖內哈格在2006年開發了一個圖表，顯示

了影響全球營商事工（BAM）運動的思想，下面轉載。16 

 
      圖2：整全轉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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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領域在圖中被視為「商業底線」，即經濟（利潤）、社會、環境和靈性（心靈

）。前三個被企業社會責任（CSR）概念擁抱，屬靈底線強調了整全轉化涉及永恆

和世俗這重要事實的考量。此外，該圖明確在商業東主和其他持份者之外，還包括

了耶穌的追隨者作為持份者。 

 

解釋圖內哈格插圖的一個潛在問題是屬靈底線可能被視為添加的，容許企業社會責

任（CSR）作為二元分離出來的世俗部分。亞當斯(Adams)和來塔塔(Raithatha)在他

們對CSR+的討論中提供了重要的見解： 

 

在有限的商業模式中主要或唯一的重點，是東主要將利潤達到最大化。不斷發

展的企業，是社會責任（CSR）運動所強調對整個社會的責任，受到社會和環

境成果以及財務結果的「三重底線」影響。「營商事工」對此作出了肯定，同

時包括了第四個底線，故意揭示和尊重基督，看到祂透過經商轉化生命。「營

商事工」就是企業社會責任+。+號也可看作十字架 - 

將一切都放在基督主權之下的。18 

 

亞當斯和來塔塔亦有辯稱： 

 

廣泛粗略地說，在前現代時期教會塑造了社會，現代時期民族國家也塑造了它

，而在當代或後現代的世界社會中則由商業塑造......如果商業影響了世界，為

何教會不能為了人和上帝而通過商業來塑造世界？19 

 

圖內哈格指出了與整全轉化需求有關的三個重要相關因素： 

 

1. 大多數未得之民都在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世界，他們大多數住在所

謂的10/40之窗。 

2. 在這裏你會發現世界上很大百分比的最貧窮人口。 

3. 這些地區的失業率通常高達50％。20 

 

這些相關性意味着企業創造財富的能力是實現世俗和永恆結果的關鍵。圖內哈格認

為「營商事工」提供了一種新的宣教範式，當中企業家和商人建立了專注於四重底

線、有利可圖和可持續發展的業務。「營商事工」所從事的業務是合乎上帝國度的

觀點、目的和影響，是本文頂部引用沃爾特斯(Wolters)的一個例子。 

 

3.0  聖經基礎 

 

本節探討了創造財富和整全轉化的聖經基礎，這裏建立了討論第4節中有爭議問題

的基礎。本文認為財富創造植根於天地的創造主上帝，因此，必須認識到人類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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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形象和其他創造的部份而創造出來，這在上帝的眼中具有重要性和地位，墮落

的影響解決了。有人認為，商業是上帝在最初時為人類利益打算而給予的力量，這

提出「好」商業是由甚麼構成的問題，並深入探討。 

 

3.1 財富創造植根於上帝 

 

聖經提出了一個大膽的主張，即財富創造植根於上帝這創造者，祂是所有財富的終

極來源。創世記一1宣稱，「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創世記二1提及在第六天，天

和地以及萬物的創造都完成了。「上帝看著一切所造的都非常好。」（創一31a）

。在希伯來語中翻譯為「非常好」一詞與通常翻譯成「平安」相關；而且意味着完

成或完整性，個人的完整性，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完整性以及人類和所有創造物之間

關係的完整性。21 

 

詩篇一百零四篇頌讚祂創造的美好，提供了一種由上帝開始創造的思維導圖（1-4

節），然後移向大地（5-9節），提供生產資源（10-13），人與創造之間的關係（1

4-26節），被創物與上帝之間的關係（27-30節），以及對造物主的承認（第31-34節

）。 

 

上帝根據（創一26a）「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並賦予人類共同

創造的角色。在創世記一28中，這個角色指定了「要生養眾多，遍滿這地，治理它

；要管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各樣活動的生物。」（參見詩篇八6-8）。這

樣，上帝並沒有因而轉移所有權（見詩五十10-12）。 

 

財富的創造最終植根於上帝，利未記二十五23和箴言八18-21中強調創造者，並在歷

代誌上二十九11-12中得到回應。 

 

在申命記八11-18中，上帝提醒以色列子民將他們帶到一個「沒有缺乏」的地方，以

及「山中可以挖銅」。但卻同時警告祂的子民，「你可以對自己說，我的力量和我

的力量為我帶來了這筆財富。但要記住耶和華你的神，因為是祂賦予你創造財富的

能力」（參見傳道書五19）。 
 

在詩篇一百零四14-15，23中對創造的歡慶，包括上帝作為最終來源的詩意畫面： 

 

祂（上帝）使草生長，給牲畜吃， 

使菜蔬生長，供給人用， 

使人從地裏得食物， 

得酒能悅人心， 

得油能潤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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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糧能養人心。 

人出去做工， 

勞碌直到晚上。 

 

在申命記中也可以找到這個意念，以色列遵守上帝的命令並得到上帝最終的祝福： 

 

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生的，地所產的，都豐富有餘。耶和華必為你敞開

天上的寶庫，按時降雨在你的地上。他必賜福你手裏所做的一切。（申命記二

十八11-12a）。 

 

3.2 創造使命聚焦於工作和照顧伊甸園 

 

值得注意的是，創世記二1-6暗示着六天的創造，並沒有完全用盡上帝對地球的願 

景，因為「沒有人耕種土地」（創二5b）。「耶和華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園，讓

他耕耘看管。」（創二15）。上帝給了亞當一位妻子（創世紀二18，20）作為「幫

助者」，希伯來語翻譯的「助手」，「ezer」，意思是幫助或救助。夏娃的角色同

樣重要，因為上主希望她參與並跟亞當合作，從事生育和關懷創造的工作。 

 

聖經中有許多關於工作的事件： 

l 上帝任命它 - 創二15；出埃及記二十9；申命記五13；歌羅西書三23-24。 

在墮落之前亞當被吩咐要工作，我們在安息日之間的六天要工作。歌羅西人提

醒我們，我們「像是為主做的，不是為人做的」。正確有序的工作是上帝子民

的特徵。 

l 上帝維持它 - 申命記二十八 8-12；詩篇一百零四 14；傳道書三 13，五 9；詩篇

一百三十八 1-2。上帝祝福以色列人，如果他們順服就會得到祝福。上帝「使草

生長，給牲畜吃，使菜蔬生長，供給人用，」上帝讓我們在「辛勞」中得到滿

足。甚至「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應。」我們敬畏上帝的人將「吃勞碌得來的。」 

l 上帝指示它 - 賽二十八23-29。上帝指示「農民」並「指導他合宜的方法。」 

l 上帝要求它 - 帖撒羅尼迦前書三10-12；提摩太前書五8。警告我們要遠離閒散的 

人（他們是好事者而非忙碌），並指示上帝為我們維持生計而設立了工作。 

l 上帝獎勵它 - 箴十二11，14b，24；14:23；以賽亞書六十五22b。在箴言中工作和 

祝福之間有着因果的關係。在以賽亞書中，上帝應許在祂永恆的國度裏，「我

的選民必享受親手勞碌得來的。」 

 

上帝似乎希望人能為滿足需求和慾望以及創造財富而工作。保羅史‧蒂文斯(Paul 

Stevens)恰如其分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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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創造是滿足需求和慾望的過程，不是零和遊戲。儘管可能在工業革命之前

，由於供應有限，當一個人獲得而另一個人卻是損失，一個人有飯飽足卻使另

一個人為此而付出。財富創造是為人和世界帶來平安的一部份。22 

 

在這種情況下，箴言十一26是相關的 - 「屯糧不賣的，百姓必詛咒他；願意出售的 

，祝福臨到頭上。」 

 

對於基督徒來說，工作是救贖，它聚焦於神的國度，財富創造體現了平安的原則。

沃爾特斯(Wolters)說： 

所以，即使耶穌還是人的時候，上帝的國度已經在祂身上彰顯出來。當法利賽

人問國度會於何時來臨時，祂回答，事實上，上帝的國就在你們心裏（路加福

音十七21，NEB）。然而祂還指示門徒們祈禱「上帝的國來到」，並教導說國

度的到來還未到一個成熟的時機。「已經」和「尚未」兩個方面都是描繪介乎

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降臨的時段......自從祂升天以後，耶穌繼續讓祂的國度

降臨，銀子的比喻中透過追隨者得到聖靈授權而到達成事工。（路加福音十九

11-27）...... 

 

具體地說，這個比喻意味着以基督和祂國度的名義，基督徒現在必須運用所有

上帝賜予創造的手段來對抗疾病和惡魔 - 從而恢復創造 - 期待在第二次最終的 

「更新」的到來（馬太福音十九28）。這個指令適用於我們的私人生活（例如

，在保持承諾、幫助朋友、實踐款待等方面），但也適用於公共事業，如廣告

活動、勞資關係、教育和國際事務。23 

 

在許多箴言（例如箴十5; 十二27; 十六6-11; 十九15; 二十四30-34）和帖撒羅尼迦後 

書三6-12中，怠惰受到極大的譴責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並勸戒這樣的人，要安 

分做工，自食其力。」，以及提摩太前書五8，似乎懶惰有永恆的後果。此外，工

作與以弗所書四28中的救恩有關 -「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勤勞，親手做正當的 

事，這樣才可以把自己有的，分給有缺乏的人。」 

 

在創世記這人類創造的記錄中，揭示了上帝希望人類與祂的創造有着密切的關係。

「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希伯來語中的「人」、亞當和「地」，adamah

在詞源上是有密切相關的。因此，創造財富需要關心上帝所有的創造（所有都在「

伊甸園」中）。在墮落後與創造的關係打破了，但在救贖中亦被贖回： 

 

[非人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眾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屈服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而是因那使它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從敗壞

的轄制下得釋放，得享上帝兒女榮耀的自由。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

吟，一同忍受陣痛，直到如今。（羅馬書八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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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間接提到了墮落，鑑於亞當與「塵埃」的聯繫，他的罪惡破壞了地球以及

依賴它的一切 - 整個非人類受造物的創造（本質）。根據道格莫 (Doug Moo)的說法，

希臘語中的「挫折」一詞表明創作無法實現其目的，而希臘語中的「挫折」則暗示

了所有事物在墮落之後，經歷了不能避免的分裂。莫認為出於同樣的原因，這段經

文表明大自然在上帝的計劃中是有未來的。24鑑於大自然是創造的一部份，工作是具

有救贖的維度，我們的工作必須包括對大自然的關注。一組神學家建議： 

 

承認人類與創造之間的相互聯繫，抵抗了人們對地球退化是基督降臨信號的看

法。相反，在罪惡敘事中墮落了–在人類未能遵守誡命的情況下，以實踐[主 

權]的熟練掌握以致對地球造成傷害...... 也許創造正在等待我們記住我們是誰， 

將自己重新定位為徹底的地球生物，擁抱實踐我們熟練掌握的呼召，並為地球

找到帶來治愈和希望的方法。這觀點讓我們想起作為上帝兒女的身份就是我們

所擁有的希望。25 

 

在舊約中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私有財產制度既是禮物，也是促進「伊甸園」管理

的力量。相關經文包括出埃及記二十15，17（參見申命記五19，21），出埃及記二

十一28-36和二十二1-12。 

 

創世記二十三章詳細記錄了亞伯拉罕為妻子撒拉購買墓地，私人財產的交換。顯然

，財產私有權與自由交換是交織在一起。 

 

今天，低收入國家貧困的相關因素之一似乎是私有財產定義不明確和受到的保護不

一致。埃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是在低收入國家提倡正規化產權最着名的 

倡導者之一。在《資本之謎》：為甚麼資本主義在西方取得勝利卻在其他地方失敗

，索托認為，只有少數精英享有法律界定和受保護私有財產的經濟利益，而貧窮的

企業家則因為資產是「在法律的陰影下的死資本」而萎靡不振。26他聲稱在窮人手

中有大約十萬億美元的資產。 

 

3.3 商業作為一種力量 

 

一個明白上帝形像和履行上帝使命的方法，是考慮人類學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

人類可能被認為具有創造性（由上帝命定與祂共同創造，在創世記的「伊甸園」中

工作的進展並將其轉化為啟示的「城市」），有關係的（上帝為社區生活創造的）

，有目的的（現在為了達到未來目的所作出的行動）和道德的（上帝讓我們自由選

擇）。這觀點是由2013年「營商事工」全球大會的一個興趣小組開發的。27 

 

工作可以定義為勤奮，一致地應用神的形象，以提供促進人類繁榮的商品和服務。

在當代大部份工作，在具有被稱為企業的政策、流程和實踐的結構中規範化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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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可以被視為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透過提供能夠使社區蓬勃發展的商

品和服務，以及透過向員工提供（部份）機會工作，以富有創造性、有目的地工作

去實現神賜下的身份，從而達到為共同利益服務。28 

 

當然，並非所有目的及創造性的工作都在企業內進行。很多事情發生在家庭中，例

如照顧孩子、生產製作的食物、以及保護財產。然而，商業是一種很重要的制度安

排。 

 

有人斷言，商業是一種力量： 

 

保羅在書信中有九個不同場合提到他稱之為「力量」的東西（有時單獨出現， 

有時與看似相關的「公國」，「王權」和「主權」概念有關）。直到上個世紀

中葉，這些短語被廣泛視為對天使和惡魔的引用，並很少受到關注。然而，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特別是在納粹主義興起的背景下，這些東西開始受到更

嚴格的審查和新的學術關注。許多學者現在已經開始將這些概念與結構、世界

觀、制度和其他秩序聯繫起來，這些型塑了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或者替代了居

住在這些結構和秩序中並為其賦予生命的精神力量。如果這種解釋是正確的，

那麼企業、全球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甚至商業機構本身都可以被理解

為構成（至少被視為賦予生命）某些合乎聖經的「力量」。 29 

 

這些力量的目的都是藉着祂為着祂造的（歌羅西書一16-17），是為了在空虛混沌

之地帶來秩序（比較創世記一2）。保羅史‧蒂文斯(Paul Stevens)說，「力量就像阻 

止混亂的堤壩。」
30 

 

3.4 聖經原則中的「好」業務 

 

如上所述，商業是一種工作制度的安排。當市場第一次出現時，主要在希臘市集（

公共廣場）家庭之間互相交換商品或貨幣。英語單詞「經濟學」的希臘字根， 

oikonomia，意思是「家庭管理」，包括企業對其生產的管理。在新約聖經中，這個

詞通常與管家有關。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生產由家庭轉移出來，並在專門企

業和業務中正規化，它受到法律保護（和責任），並在正規市場中交換所生產的。 

 

在創造時建立了市場的基礎是頗值得注意： 

 

作為幫助者，夏娃引入了至少四個關鍵性的經濟考慮因素：分享工作（分工）

、保護（雖然預計伊甸園本身沒有物理威脅）、合作（思想和契約方面的合作

）和生育（為物種的長期存在而發生性行為及更廣泛促進前三個的功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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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分別有助於提高效率、安全性（物理和經濟）、創造力和進一步的分工...... 

市場經濟的基礎已經奠定了 - 生產方式（伊甸園本身、地球、大氣和太陽） 

、工人（耕種）、管理（照料），以及合作的推動力去分割（分享）所需的角

色和努力 – 作為上帝在俗世秩序的一部分。31 

 

今天，縱有充份的分工證據，但缺乏共享的動力，特別是在股份公司佔主導地位的

國家。 

 

公司治理原則是董事所作的決定，要符合公司（股東）的最佳利益，而股東儘管有

企業社會責任，但通常默認以利潤為焦點。 

 

生意可以成為遏制世界貧困的強大動力。韋恩格‧魯德 (Wayne Grudem) 

強調了這一點： 

 

我相信開展業務是一個長期解決世界貧困問題的辦法，因為生意製造商品並

提供就業機會，並且年復年地製造商品和年復年地繼續支付工資。因此，如

果要看到長期解決世界貧困的方案，我相信它將透過啟動和維持富有成效的

盈利業務來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以貧窮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貧困社區開展業

務來實現。企業幫助克服貧困的另一種不太明顯的方式是透過提高效率和生

產力，從而在世界市場上降低商品的成本。32 

 

在2013年世界發展報告的前言中，世界銀行行長指出，「私營部門是創造就業的關

鍵引擎，佔發展中國家所有就業職位的90％。」
33大多數此類工作都是由僱用十或

更少人的微型企業所提供的。34然而，微型企業同時亦創造許多沒有工資的工作，

特別是在農業和各種自僱職位上。此外，與大企業相比，微型企業的工資（如果存

在）往往較低。35私營部門微型企業在就業方面的重要性如下圖3所示，該數字所包 

括的國家中，埃塞俄比亞是微型企業就業比例最高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微型企

業僅在最低收入國家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在收入較高的國家，大型企業提供大部份

就業機會。可能缺乏增長機會，這就解釋了為甚麼微型企業在最低收入國家提供大

量就業機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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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發展中國家的私營部門微型企業。37 

 

就業很重要，因為它們是最近令赤貧下降的主要原因。這不是一件小事，在1990年

至2013年間，世界上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口比例（每天低於1.90美元）從35％下

降到11％以下。此外，儘管人口增長，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數，從1990年的18.5

億下降到2013年的7.67億 - 減少近11億。38「這種減少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但 

創造了數百萬新的及更具生產力的工作，亞洲是主要的推動力所在，但亦有發展中

國家的其他地區。」39 

 

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取得了大幅的改善，世界銀行有讓人信服的證據去表明不 

少國家都取得了進步。圖4是一個信息圖表，當中由於就業而減少貧窮被稱為「勞

動收入」，由就業和收入的變化所構成。在一些國家，工作比其他國家（例如孟加

拉國和秘魯）更重要，但另外一些國家卻做出了負面貢獻（例如羅馬尼亞和薩爾瓦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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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減少極端貧窮可歸因於工作。40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極端貧窮的情況仍然居高不下，1990年至2013年期間，生活

在極端貧窮中的人數僅下降了400萬，在2013年世界人口中，有一半以上生活在極

端貧窮的人口來自這些地區。 

 

全球大多數貧困人口在農村地區生活，從事農業，缺乏教育以致有超過一半的人未

滿18歲41和/或生活在衰退或失敗的國家。42關於後者，世界銀行識別安全（以政變衡

量）與收入（以國內生產總值平分人均購買力衡量）之間的關聯。43這在圖5中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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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安全與收入之間的關係。44 

 

顯然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但能提供就業機會的企業，仍然是擺脫世界極端貧困的

重要因素。這引出了甚麼構成良好商業的問題。在這方面，確定兩個開創性的貢獻

，在同一時間發表，卻是獨立發展的。 

 

範杜澤(Van Duzer)以「正當目的」評估表現出色企業，最終是為了榮耀上帝。他認

為一個企業最好在提供服務時能榮耀上帝。 

 

特別是，尋求榮耀上帝的企業應該以兩種方式服務：首先，應該尋求提供有需

要的商品和服務以致能令社區蓬勃發展（外部關注）。其次，應該尋求透過有

意義和創造性的工作為個人提供表達上帝賦予身份的機會（內部焦點）。此外

，對社區蓬勃發展意味着有兩個焦點，具有創新性，前瞻性的作用：是否有創

新、新產品、提供服務的新方法，能夠為社區帶來健康而豐富的新市場？但它

也有恢復性，救贖性的觀點：是否有可以幫助解決今天世界上破裂的關係、壓

迫和不公義的產品或服務？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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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杜澤認為，這種方法表明，商業決策中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並非是將投資的回

報率最大化，而是能提供有意義和創造性的工作機會，令社區能夠蓬勃地發展。 

此外，企業應與其他機構合作，以可持續運作的方式去追求共同利益。 

 

關於可持續發展，企業應該尋求在伊甸園中建立平安。平安涉及上帝與人類之間，

人類相互之間以及人類與所有創造秩序之間的可持續關係。至少，企業應該做到 

「不造成傷害」。這要求業務： 

 

l 尊重上帝所建立的工作和休息的節奏，並支付足夠的工資以讓人有休息的空

間； 

l 為東主和供應商提供公平的回報，以公平及沒有詐詭的價格去銷售產品，並

提供企業和社區所需要的，而不破壞企業所需的和社區所提供有關法律、社

會、美學和智力資本； 

l 以對自然環境敏感的方式去管理事務，並體認到所有的創造都是為了讓上帝

快樂。 

 

範杜澤傾向於採用這種方法來定義良好的商業，而非關於企業「服務於共同利益」

或「創造財富」的傳統廣義陳述。在他看來，廣義陳述過於寬泛，讓人們爭論賺取

利潤（股東利益最大化）是企業對共同利益的貢獻。而同樣亦允許人們忽視以那一

種方式及為了誰創造財富的問題。46 

 

王肯文 (Kenman Wong)和斯科‧特雷(Scott Rae)因其商業道德工作而聞名，於 2011年

以「共同利益商業」為標題出版了商業開創性著作。他們認為企業是「為了共同利

益而呼籲轉化服務......（a）呼籲個人、機構和結構層面上為上帝服務，並參與祂在

多方面為改善他人生活作為使命。」
47 

 

關於共同利益，王和特雷提供了一個框架，明確涉及有關改善人們的生活，包括個

人和社區，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該框架列於下表1，其中對比了私人利益和共同

利益。以私人利益為基礎而排除共同利益的企業，這正正反映了自人類墮落以來人

類制度的破碎。而終極贖回的結果，是那些基於共同利益的人與上帝對商業最初設

定的意圖終於能夠達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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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私人利益與共同利益。48 

 
 

王和特雷提到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中對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調查（最初於

1776年出版），他解釋了資本主義如何利用開明的自身利益使每個人都變得更好。4

9史密斯的主要興趣在於一個國家的物質福利；重點是「共同利益」，而不僅僅是個 

人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亞當史密斯的觀點基於兩個關鍵的假設： 

 

首先，每個人都盡力將資本用在家的附近......在家庭貿易中資本永遠不會超出

視線範圍，而對外貿易所得的都已經用掉了。他可以更好地了解所信任人的性

格和狀況，如果被欺騙了，他必須尋求自己比較認識的該國家的法律作補救.....

。其次，每個人都應該運用資本去僱用他人，以支持國內商業的生產，努力指

導使所生產的具有最大的價值......。這種產品的價值所佔的比例或大或小，僱

表 1: 私人利益與共同利益。48 

 
「私人利益」........................................................................「共同利益」 

抗拒/改革 容忍 理想/肯定 

任務/目的 

短期財富實現。 

以其他持份者或其他福祉作為代價

獲取豐盛收穫。  

  

為所有持份者優化持久和創造整體

價值。 

目的是鑲入和反映功能和決定，讓

所有人都能無縫地跨越不同部份

（採購、製造、營銷、會計等）  

關係（與上帝

同在， 

其他人，自

我） 

 
 

其他人被視為只為了達到我們的目

的或對象而被擺布。 

而弱勢群體仍然是無形、無聲。  

這往往造成不必要地分裂人，製造

或促進了嫉妒、紛爭。貪婪、不誠

實、和非人化都損害了健康的自我

意識。因此，物質對象、個人財務

成功、抱負、自我和權能受到更多

的崇拜。  

  

其他人得到尊重和有尊嚴的對待會

加深目的感。弱勢群體亦擁有發言

權。 人們以和解與和諧的精神聚

集在一起。 

慷慨、關心、誠實、和謙卑都得到

培養。健康的自我感覺得到提升。

上帝受到更多的尊崇，也增加了其

他人的美麗。  

資源 

（經濟， 

身體等） 
 

隨便管理，沒有考慮到對長遠的影

響。 
  

以尊重管家和托管精神的方式管

理。對長遠影響和子孫後代的生活

作出更深刻的關注。 

產品/ 

服務（我們從

事什麼業務） 
 

產品和服務很少或根本不注重提高

生活質素，不尊重我們的物理環

境。 

  

產品/服務為提高生活質素，令真

理、美麗、善良、和解在人們的生

活中得到蓬勃的發展。 

方法 

（我們如何營

運業務 
 

不誠實、操縱和不公正。不尊重自

己和他人。我們不想與員工、供應

商、股東或社區成員客戶互換位

置。 

  

誠實、尊嚴和尊重。對待他人像我

們的家人一樣， 很樂意與其他持

份者互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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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利潤也是如此......。因此，每個人都應該盡最大的努力運用資金支持國內

產業，指導產業使產品擁有最大的價值；每個人都必須努力令社會的年收入盡

可能地增多......(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這一點上，就像在許多其他情況下

一樣，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而沒有完結的打算。50 

 

鑑於史密斯寫作的時期是在早期的工業革命，專注於物質福利並十分不奇怪，因為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有可能將整個令國家從生存中提升上來。 

 

關於轉化服務，王和特雷認為這個概念體現了兩個方面：創造任命和新創造的末世

論轉變。關於創作任命，王和特雷爭辯說「我們與上帝合作推進祂對創造的統治，

在創世記對人類墮落之後的描述也涉及緩解罪惡（邪惡）進入世界的影響。」
51關

於末世論，王和特雷堅持認為在工作中，聖靈使我們能夠在祂的國度中與上帝合作

，以完成創造並更新天地。他們主張，「因此，工作不僅是對創造使命的實現，亦

是對上帝的服侍，在世界的轉變中與祂合作。換句話說，工作也是在上帝之新創造

的轉化服侍。」
52 

 

王和特雷擴展了轉化服務的概念，提供以下分析： 

 

轉化一詞意味着對自己、他人和我們的社會制度的積極變化，反映人類的 

繁榮。轉化（相對於重建）也意味着企業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上帝的意 

願......。因此，我們的任務更像是在不同的情況下重塑房屋，而非拆毀再重新

建造，儘管有些部份可能需要全部拆除及全面施工。當查看聖經的總體主題

時，服務這個詞是非常適合。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描述即將到來的彌賽亞是一

個受苦的僕人。「在前的，將要在後」這個想法是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九至二

十章所描述的關鍵部份。福音書記載耶穌的生命展現出「僕人」樣式...... 。對

於基督的追隨者來說，服務不僅是對他人的道德義務或取向，亦是一種實踐

或精神學科，為真正豐盛的生活提供了途徑......（和）研究發現，感恩、善良

和利他主義（並不一定是更高的收入）是可以提升人類幸福的行動之一...... 。

由顧客或員工而來的某些需求和慾望（可能對自己或他人有害的），是不應

得到滿足或為它提供服務。鑑於上帝的使命本質是對準上帝，所提供服務之

核心的質量或形態，必須以人類生活和制度的轉變為特色，以上帝所預定的

各種方式去轉變令業務得以蓬勃發展。53 

 

範杜澤和王以及特雷的共同點就是上帝商業的願景，為了個人和社區的繁榮作出了

積極的貢獻，同時以尊重其創造地位的方式去管理上帝所有的創造，並且不會損害

後代的繁榮。這與美國赫爾曼‧米勒(Herman Mille)家俱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Max de 

Pree 所提出的相呼應。他認為商業的目的是雙重的：「生產出真正需要且美觀的產

品，提供愉快的環境讓員工有意義地工作。」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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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上述所說的都不意味着利潤和財富創造是消極的概念。它確實意味着(創

造利潤和財富是人類繁榮或整全轉化的手段)，而非目的自身。於是洛桑諮詢會以

此作標題。 

 

上帝旨在為個人和社區的繁榮作出積極貢獻，這項業務得到了幸福研究成果的經驗

支持。根據最全面的幸福年度報告，「世界幸福報告」，55對幸福的主要影響是收

入（按購買力人均GDP衡量）、出生時的健康預期壽命、社會支持（遇到困難時有

人依靠，社區指標）、慷慨（通過捐贈來衡量）、自由作出生活的選擇和信任（以

商業和政府中沒有腐敗來衡量）。56由於商業對收入的影響至關重要，這牽涉到幸

福感、出生時的健康生活和信任，而社會支持方面的肯定也很重要。慷慨的營商亦 

會令人們自己慷慨一些。該報告還發現，就業對幸福的影響是巨大的，失業率會對

幸福產生持久的負面影響。57本文其他地方討論了企業在提供就業方面的關鍵作用

。 

 

關於幸福的研究非常類似於以賽亞書六十五17-25，其中說: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 當因我所造的歡喜快樂，因為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

喜，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那裏沒有數日夭折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

人；...... 他們建造房屋，居住其中，栽葡萄園，吃園中的果子...... 我的選民必

享受親手勞碌得來的。他們必不徒然勞碌，所生產的，也不遭災害，因為他們

和他們的子孫都是蒙耶和華賜福的後裔。 

 

4.0 爭議性的議題 

 

事實上，自工業革命以來，財富創造提高了地球上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然而，

即使在像美國這樣高收入的國家，也有數百萬人未能受惠於發展中的宏大故事，在

當中未能穫得太多的好處。上帝不在意平均數卻對每個人都感興趣，這引出了基督 

徒之間積極的討論。下面首先討論的是信徒應否與非信徒合作，第二個問題是「簡

樸」是否一個命令還是一個呼召，第三是資本主義的過度行為，是否可以通過共享

回報的實施來減輕，其他問題也可以發表，但它們不列入諮詢會的範圍內。 

 

4.1 夥伴關係和財富創造 

 

許多關於基督徒與世界互動的討論中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應否只與基督徒建立

商業夥伴關係，或是非基督徒亦可？鑑於現今複雜的商業環境，不論在獲取資本、 

技術、市場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去運作，令到這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而考慮到基督

徒在世界上運作方式的不同，儘管分享了上帝國度的價值觀、目標、策略，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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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都不是一個簡單直接的答案就可以處理得到。然而，聖經確實提供了一些由嚴

肅基督徒所提出，需要注意的合作原則和智慧話語。三個非常有趣的段落為這些有

時令人痛苦的選擇提供了方向。 

 

4.1.1 約沙法與亞哈謝之間的伙伴關係 

約沙法在耶路撒冷首都猶大南國統治了25年（公元前870 - 845年），並且「行耶和 

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代下二十32）。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成功政治家，對內重組

了國家的司法制度，對外領導對抗了巨大敵軍猶大軍隊（摩押人、亞捫人和一些米 

烏尼人人）且勝利了，甚至不必戰鬥就與以色列北國建立了和平。「約沙法的國得

享太平，因為上帝賜他四境平安。」歷代志下二十30。從各方面來看，這都是歷史

上的關鍵時刻，忠實和稱職的領導是這相對較小的猶大國所必須的。 

 

一但國家建立了和平而司法系統開展了工作，就是時候透過貿易向前發展，以增加

國家的財富。從俄斐帶來的金、銀、檀香和寶石是很重要的市場機會，這是一個利 

潤豐厚的企業，是約沙法的前任國王所羅門財富的重要來源，他與推羅王希蘭合作

推行。所羅門用這筆錢來建造聖殿，而約沙法是知道的，如此明顯的機會讓業務計 

劃亦得到證實，戰略定義亦明確，這都令前景非常良好。所有這些都預示着對國家

有利的影響。因此，當約沙法開始去執行戰略時，不是建立一個戰略而已，而是建

立貿易船隊，此為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如此堅實的企業可能出現甚麼問題？為了進一步提高計劃的安全性和盈利性，他模

仿所羅門，與撒瑪利亞的以色列國王亞哈謝建立了夥伴關係。畢竟，亞哈謝是他的

親戚，是以色列一個強大的北方鄰國，也與約沙法關係良好。理由是合乎邏輯，但

有問題的，問題是：「他[亞哈謝]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代下二十二4），並 

且「多行惡事」（代下二十35），他的父母也是如此，他的價值觀與約沙法形成鮮 

明對比。 

 

結果是災難性的： 

 

他們合夥造船要往他施，就在以旬‧迦別造船。瑪利沙人多大瓦的兒子以利以

謝向約沙法預言說：「因你與亞哈謝結盟，耶和華必破壞你所造的。」後來那

些船果然毀壞，不能往他施去了。（歷代志下二十36b-37）。 

 

由於與邪惡的國王合作，上帝簡單地擊沉了這企業（字面上），失敗原因與是上帝

所憎的約沙法為伙伴。在歷史上，上帝主權計劃中的那時刻，祂並沒有想為一個遠

離國度價值觀的人，如亞哈謝所領導的國家，這個以色列的北國帶來繁榮。約沙法

的二十五年統治總體上是不錯的，但卻以一個酸澀的音符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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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這個故事很明確表達了不應該與邪惡政黨建立夥伴的關係，而令上帝發

怒，或者與國度持有不同的價值觀的人，因為可能會帶離上帝子民對虔誠價值觀的

追求。 

 

另一方面，從約沙法的例子來看，我們不應該只與基督徒進行商業交易或交往。所

羅門與推羅王希蘭（遵循大衛的合作夥伴關係）富有成效的聯繫，帶來了俄斐的黃

金和寶石，豐富了兩個國家。收益被用於建造第一座殿，完工後為全國帶來歡樂。

而與一個公平的陌生人非猶太（當時，「上帝的子民」）合作，比與邪惡的猶太國

王合作更令上帝高興。 

 

現今商業的結構涉及合併和收購，合資企業或資本注入的複雜程度與過往相比為高

，如何將這些舊約教訓含義應用到現今的世代中，情況變得更為複雜。必須認真祈

禱才能分辨到的。 

 

4.1.2 與惡人無交往 

許多世紀之後，這段歷史仍留在保羅寫給哥林多信徒的心中。哥林多是一個商業和

工業中心的城市（陶瓷和其他產品），擁有兩個港口和許多企業。這座城市的寺廟

獻給了阿芙羅狄蒂，她是希臘愛情、美麗、快樂和生育的女神，眾多的例子都證明 

了它的不道德行為。在這種背景下生活了十八個月，保羅直截了當的對基督徒發出

警告： 

 

我在信中寫信告訴你不可與淫亂的人交往 - 此話不是泛指這世上所有行淫亂

的、或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這樣，你們非離開這世界不可。但

現在，我寫信告訴你們，若有稱為弟兄的人卻仍犯淫亂、或貪婪、或拜偶像、

或辱罵、或醉酒、或勒索，這樣的人不可跟他交往，就是跟他吃飯都不可以。

（林前五9-11） 

 

保羅在警告中並沒有要求基督徒避免與世界上任何人建立關係，正如保羅後來在哥

林多前書十31節所說，「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上帝而做

。」基本原則不是基督徒與非信徒聯繫，或與之交易。更確切地說，他的警告是要

與所有所謂弟兄卻未悔改的邪惡分離出來。同樣，這要求辨別：如何繼續於商業和

生活以及與世俗聯繫起來的同時，卻能讓世界的罪惡不沾身。 

 

4.1.3 連在一起 

在第三段中，在為上帝分開一純粹的人的背景下，保羅寫信給相同的哥林多人，再

一次解決夥伴關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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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關？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連

？基督和彼列有甚麼相和？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上帝的殿和偶像有

甚麼相同？因為我們是永生上帝的殿，(林後六14-16)。 

 

這些經文傳統上適用於婚姻，否認與非基督徒的婚姻，但同樣適用於商業，它包含

保羅和他的讀者都熟悉的語言。 

 

許多是良好的企業、學校和組織，開始時很好，但不敬虔的問題，卻令他們完全脫

離了最初建立的目的。 

 

格里爾(Greer)和霍斯特(Horst)的《使命漂移》開場陳述中指出，「如果不留神，信仰

組織將不可避免地偏離創始時的使命。」
58 他們舉出了許多以聖經為基礎組織的例

子，但隨着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於各種不平等類型的軛中消失了。根據作者所提出的

基本保障措施，組織必須有其確定目的，重視其文化多過戰略。儘管作者所關注的

是非營利組織，但這些原則同樣適用於企業。 

 

哥林多後書五16-21強調上帝希望我們與基督同負一軛，成為祂的使者，以實現祂

使罪惡世界與祂和好的目的。耶穌用「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這句話鼓勵我們（馬太福音十一29），有能力去執行作為和解大使的使命，可

能需要與信徒和非信徒一起工作。 

 

4.2 簡約的想法 

倡導「財富創造促進整全轉化」假設了「財富」的合法性和可取性，也就是說，如

果財富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合基督教的，就沒有必要問如何以聖經的方式增加財富，

但是財富的合法性或可取性的假設，並未得到普遍承認，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可以採取各種不同的立場：要麼財富本質上是有問題的，或者更負面地說，為他人

創造財富是合法的，而對自己的放縱是最壞和最不明智則是有罪的，或者最積極地

去看，財富可以是兩者都是，既為他人創造亦給自己享受。 

 

1974年的洛桑信約在這裏採取了相當明確的立場，它倡導「簡約」：「我們這些生

活在富裕環境中的人接受我們的責任，發展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以便更加慷慨地

為救濟和傳福音作出貢獻。」
59這一簡約的契約在2011年的開普敦承諾中得到了重

申：「我們肯定了洛桑對更簡約的生活方式的歷史性要求。」
60那麼，財富並不是

為自己賺取，實際上它的另一面卻是必須的。 

 

將開普敦承諾的簡潔性放在上下文中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首先，它是專門針對成

功福音或成功神學（PT）的。它以簡約反駁了成功神學，建議簡約是拒絕「貪婪偶

像崇拜」
61的合乎聖經方式，被認為是成功福音的基礎。其次，開普敦承諾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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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繁榮，說明：「我們確認有一個人類繁榮的聖經願景，並且聖經在其關於上

帝祝福的教導中包括物質福利（健康和財富）。」
62 

 

隨後在巴西阿蒂巴亞舉行的「洛桑全球成功神學，貧窮與福音問題全球諮詢會」 

（2014年3月30日至4月2日）進一步探討了這些主題。在這次諮詢會中，其中一位

參與者保羅‧米勒(Paul Miller)在兩點上發表了一項基本挑戰：就開普敦承諾對成功 

福音的描述 - 暗示其黑白的描述實際上是甚麼樣的「成功福音」
63是不準確的 - 

而且，更基本的是開普敦承諾的「簡約」的使命。 

 

關於「簡約」原則，米勒提出了三個基本挑戰：洛桑運動對簡約的承諾，是如何與

人類繁榮的平等互相擁抱並協調，「簡約的責任」是否符合聖經，實際上聖經如何

將簡約放在優先的位置。我們依次面對這些挑戰。 

 

4.2.1 問題＃1：協調繁榮與簡約 

開普敦會議舉行時肯定了自己的成功福音形式謂：「我們確認聖經中有關人類繁榮

的願景，並且聖經在其關於上帝祝福的教導中包括物質福利（健康和財富）。」 64 

「人類繁榮」願景只是另一種「人類繁榮」方式的說法，但這與開普敦所闡述簡約 

原則之間的關係並未得到探討。具體而言，擁抱「人類繁榮」和「簡約」之間的張

力甚至沒有被提出來，必須解釋這兩個原則是如何共存。最初，它們似乎是完全矛

盾的，人們無法在邏輯上肯定物質財富是合法的，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是為基督徒所 

期盼的，同時要求簡約，做對了這一點至關重要。 

 

當然，人們可以通過採用較弱版本的開普敦對簡約的承諾來避免任何矛盾，例如即

當它表示，「我們肯定洛桑對更簡約生活方式的歷史性要求」。65或許要求「更簡

約」的生活方式相對和軟化洛桑1974年呼籲「簡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一個人

可以過着充實的生活，只需要每周放棄一到兩杯咖啡來滿足這個「更簡單」的要求

；相對而言，這將是「更簡單」。但令人懷疑開普敦是否正在迴避「洛桑信約」更

為絕對主義的呼籲，特別是考慮到它在第IIE節的標題回應了更強大的版本，當它

寫道：「召喚基督教會回到......簡約。」開普敦呼籲不只是為了簡單的「簡約」生

活方式，而是為了「簡約」本身，即與1974年洛桑絕對主義的「簡單生活方式」相

同。66 

 

因此，在開普敦/洛桑對「簡約原則」的強化版本，以及對人類繁榮的肯定之間，

似乎存在着矛盾。這是需要解釋的。然而，更大的問題是「洛桑信約」將簡約稱為

「責任」。 

 

4.2.2 問題＃2：簡約的責任實際上是合符聖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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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信約稱簡單的生活方式是「責任」。開普敦承諾在第IIE節中，通過將其描繪為

聖經授權的五種方式之一67是基督徒需要「行」出來的，引用以弗所書：「在以弗

所書中七次保羅談到基督徒應該或不應該走路。」
68保羅對以弗所人行事的指示不

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基督徒生活的要求。換句話說，他們制定了職責任務，而不是

建議而已。那麼，問題是洛桑/開普敦是否將「簡約」作為一種「責任」和必不可少

的行事方式，是否將一種職業與一種美德相混淆。也就是說，它是否混淆了某些被

稱為普遍需要的美德為職業？這很有可能，對於那些被呼召的人來說，簡約顯然是

一個有效而重要的選擇，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某些人的簡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 

 

不分青紅皂白地要求簡約和「簡單生活方式」的基本問題，是聖經對這種責任的沉

默。聖經中沒有任何地方明確地吩咐基督徒生活在最低限度（這是對簡約最常見的

感官定義）。當然，「洛桑信約」中引用的經文都沒有這樣註明（見上文註釋）。

當使徒保羅向富人講話時，他需要的是慷慨而非簡約。他指示提摩太如何與富人打

交道：「至於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你要囑咐他們不要自高，也不要倚賴靠不住的錢

財；要倚靠那厚賜萬物給我們享受的上帝。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

心施捨，樂意分享」（提前六17-18）。對他人的慷慨是重點，而不是為了這樣做

而剝奪自己所必需的。這種慷慨反映了上帝的慷慨，被描繪成「為我們提供了豐富

的東西。」 

 

同樣地，保羅寫信給哥林多人說：「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加給你們，使你們凡

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樣善事。......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

使許多人對上帝充滿更多的感謝。」（林前九8-12）。再一次重申，慷慨是必需的

美德，而且為了實現慷慨，以簡約的生活方式去保存這些哥林多人並非上帝的意圖

；反，保羅說，上帝會讓他們「在各方面都富足」。 

 

使徒行傳同樣把重點放在慷慨而非簡約上，例如，在使徒行傳四32-35中有一個眾

所周知的早期教會描述（「許多信徒都一心一意，沒有一人說他的任何東西是自己

的，都是大家公用。......他們當中沒有一個缺乏的」等等，有時被解釋為在共同生

活中的體驗。有趣的是，鑑於「簡約」的論點，這裏的提供者不是過著簡約的生活

。也就是說他們擁有「財產」，關鍵不在於財產的豐富程度，而在於擁有的東西正

鬆散地抓住他們的事實（第32節）。很明顯，有些人付出他們的豐富 - 與簡約狀態 

相反。使徒行傳指出（第34節）他們「擁有他們不時出售的土地和房屋」（所以他

們繼續擁有其他房屋，即使他們已經賣掉了一些）。 

 

使徒行傳的下一章舉了一些在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人中的地主例子，使徒彼得很清楚

他們的錯誤行為並非因為是地主或擁有豐富的土地。當他說「田地還沒有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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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的嗎？」，意識到所有權的合法性（使徒行傳五4）？他還認識到選擇豐富

或簡約的合法性，他說：「既賣了，錢不是你作主嗎？」（使徒行傳五4）？他們 

的錯誤不是擁有土地而是欺騙聖靈。 

 

耶穌呢？當開展了公共事工，確實以簡單的方式去生活，他「沒有枕首的地方」，

甚至沒有調度旅行的共用錢包。難道耶穌不是完美，無罪的福音化身，是一個我們

每人都應該模仿的典範，即使在這裏也是如此。答案是清楚的是/否！讓這個問題

複雜化的是耶穌，無論是人還是上帝都結合了兩個現實：作為完美的人，他實現了

普世美德作為所有人的模範，而作為神聖的救主，運用了自己獨特而無法複製的事

工和職業。因此，作為獨一救主，獨自提供贖罪犧牲已經足夠。即使生活方式中祂 

擁有獨特的職業，我們不能在那裡跟隨祂。例如，他是獨身的。羅馬天主教會將獨

身作為神父的普遍要求，但新教徒卻沒有被要求如此跟隨 - 將耶穌的獨身歸類為他 

個人的呼召（以及其他同樣被稱為獨身的人）。 

 

那麼，問題就在於耶穌簡單的生活方式，是否與獨身生活一樣：是所有基督徒都不 

需要有特殊的職業，抑或那是所有人都需要的美德？關於這樣的要求，聖經在其他

地方沉默地表明，耶穌的簡約是一種特殊的使命而非普遍的要求。再者，耶穌簡約

的生活方式是在他傳道的三年期間。三十歲時耶穌踏進為期三年的巡迴教學之前，

他與約瑟同為木匠，並可能從生產和工業中獲益。相反，普遍適用於所有基督徒的

是慷慨，這是聖經對貪婪真正的解藥。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麼「洛桑信約」和「開普敦承諾」可以說是在不經意

間和最好的意圖下，將新律法主義引入到福音派中。有人曾經評論說，「自由主義

正在剝奪聖經，而律法主義正在加添聖經。」雖然律法手段有助於即時糾正人處理

具體的問題，但從長遠來看卻是沒有用的。「簡約生活方式的責任」正是這樣一種

律法主義。 

 

4.2.3 問題＃3：定義簡約性 

定義「簡約性」是另一個問題。即使一個人採用普通的，直截了當的簡約定義來過

「最低限度的生活」，那麼過着最簡約的問題是為了甚麼呢？ - 為生存？ 為開展

我們的職業？ 為一「合理地舒適」的生活方式？這又引發出甚麼是合理的標準的問

題。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在開普敦的全體會議上都沒有提倡簡約，在開普敦承

諾中也沒有提出「簡約」的定義。克里斯‧賴特在題為「抵抗偶像」（權能，成功

和貪婪）69 的開普敦談話中，提及「簡約」四次（分鐘標記為 13：14,14：19,20：17

和 21:58，隨着 20:17顯然是開普敦承諾的主力部份）。雖然這是一個好的談話，但

與此文章相關的是，這術語沒有甚至是無法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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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地嘗試去定義簡約將對討論作出重要的貢獻，至少有一次的嘗試確實存在過，

即杰羅姆西格爾(Jerome Segal)的優雅簡約 - 意識到概念的複雜性及將它置於物質、

智力、精神、審美和社會需求的豐富背景中。我們讀到： 

 

簡約生活不是消費較少時產生的殘留物，而它是一個成就。這是對物質進行

處理時，在廣闊的視野中可能出現的情況，人們成功地創造了一種在審美、

智力、精神和社會方面都富有和令人振奮的生活。70 

 

在開普敦承諾本身，文件使用「簡約」這術語共三次，最詳細的闡述見於第IIE節，

稱為「教會......回到......簡約」，但同樣沒訂下定義，只與繁榮形成鮮明對比，並止

步於此。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自己寫了一小段關於上帝為一些人，特別是 

祂的子民帶來繁榮，在舊約中題為「正義的富人」的一篇文章。71分析聖經課程時

關於正義地使用財富的，賴特對這些聖經人物「養成簡約生活習慣的責任」一事上

保持沉默。新約對「建立簡約生活方式的責任」一事同樣是保持沉默的，這點維持

不變。 

 

雖然賴特對開普敦承諾沒有充分地為解決了簡約的概念作出貢獻，但有可能他想到

在其舊約倫理學中已經充分建構了。在這裏他指出了三個創造原則，即共享資源、

工作及經濟增長。後者發生在「透過交換和貿易，令物質增加，如同人類的傳播和

多樣化對自然的統治。」
72 在自給自足方面，賴特認為第十條誡命「不可貪婪」為舊

約經濟學提供了精神指導。 

 

以第二者為單位來說這基本誡命，包括所有真正罪惡的來源，以不同形式展示

了人心靈的貪婪，為了增加經濟資產，包括鄰居的經濟。先知彌迦看到了那時

代社會經濟弊端是人背後的貪婪，他們「在床上圖謀罪孽、籌劃惡事」（彌迦

二1）。「拜偶像（歌羅西書三5，RSV）」的解藥就是「敬畏耶和華」，這能

令智慧得到滿足。傳統的智慧公認成長和繁榮是為神聖的恩賜（參見箴言三 

9-10，十22）。但同樣也意識到過度擁有財富的危險與嚴重貧困的誘惑是一樣

的（見箴言三十8-9）。73 

 

關於滿足的智慧，保羅在腓立比書四11-12中提供了恰當的描述，他學會了滿足 

「我並不是因缺乏而說這話，因為我已經學會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我知道

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

景況，我都得了祕訣。」如果簡約就是意味充足，那麼爭論的內容就少了。74然而

，在開普敦承諾中似乎沒有充分提及賴特的概念。 

 

回到開普敦承諾有關於簡約的陳述，再一次，聖經對這種要求簡約和「簡約的生活

方式」的責任問題是沉默以對的。明顯地在財富方面，聖經主張基督徒有幾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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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首先，基督徒要為信仰以及所作的負上責任，其次，基督徒對窮人亦需負

上責任，這些都是無需爭議的。然而，以一個人對待窮人的行為作為他對上帝是否

負責是一回事，而斷言這責任的本質是簡約又是另一回事。「簡約」是對窮人可能

做出的回應之一，但這卻不是「洛桑信約」
75或「開普敦信約」所引用的任何經文

中特別強制要求的回應。 

 

為免這種對開普敦承諾的批評顯得忽略了過度行為往往與現代資本主義和成功神學

相關的，以下部份將考慮一個可能解決這些過度行為的方案，並至少在某種程度上

充分表達了賴特的概念。 

 

4.3 共享回報 

 

當代企業存在公共形象問題，簡而言之，它並不符合社區的期望。2017年愛德曼信

託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的數據強烈建議這一點，如下圖 6 所示。圖 6b 中

「重要性」和「表現」之間的差距，表明了受訪者對重要性與績效看法之間的差異。

該網上調查涵蓋 28 個國家，共有 33,000 多名受訪者回應，而每個國家至少有 1,150

名受訪者。國家的調查樣本不一定代表他們的人口比例，而是以方便樣本 76而非隨

機樣本，但結果肯定值得關注的。2017年調查範圍內的國家中「不信任」的多於「信

任」，而「信任」範圍內的大多數國家並非收入最高的國家。 

 

本節以聖經關於共享回報的觀點來回應信任和簡約的問題。專注於共享回報可能比

辯論簡約性顯得更有成效，提供一種完全符合聖經以及操作可行的方法，來處理財

富分配不均。 

 
圖6a：對信任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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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b：信任的組成部份77 

 

4.3.1共享回報的智慧 

在聖經提供諮詢的所有商業題目中，沒有一個像關於工人補償的指示那樣重要或如

此的被廣泛忽視。這種任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後果是非同尋常的，甚至延伸到對

西方民主生存的威脅，因而令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動盪不安。甚至虔誠的基督徒商人

在很大程度上都不理解，更不用說實踐了，聖經清楚說明在補償方面是要公平以及

公義的。結果絕大多數東主剝奪工人，未能實現上帝為所有人提供商業廣泛供應和

繁榮的基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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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為商人提供了三個基本的補償議案。首先，上帝強烈譴責壓低工資，例如在瑪

拉基書中，上帝對一連串虐待行為感到憤怒，祂承諾會對以色列進行審判： 

 

「我必臨近你們，施行審判。我必速速作見證，警戒那些行邪術的、犯姦淫的、起

假誓的、剝削雇工工錢的、欺壓孤兒寡婦的、屈枉寄居者的和不敬畏我的人。」瑪

拉基書三5，ESV，重點補充）。 

 

上帝清楚地認為壓低工資是嚴重違反祂的道德秩序，將此與巫術和通姦相提並論。

事實上，以下經文清楚地表明，僱主支付不足的工資，在上帝看來，偷竊工人的與

那些沒有遵守十一奉獻的人同樣多，上帝非常看重支付低薪此事。值得注意的是，

上帝譴責商人剝削工資，沒有絲毫暗示「但這就是市場所允許的」作為一個無罪的

藉口。 

 

所有人都說，上帝在聖經中沒有任何地方明確指出祂認為合適的「最低工資」。78

可能有幾個原因，最重要的是如果僱主聽從了上帝關於補償的另外兩個議案，那麼

最低工資問題基本上消失了。 

 

4.3.2 所有權的重要性 

聖經敘事關鍵點出現在第一個議案，當以色列人預備由奴隸和流浪者過渡到建國時

，上帝傳下了許多法律和指示。祂正在做現在稱之為「國家建設」的事情，即為成

功的社會建立法律、政治、道德和精神框架。 

 

上帝計劃的核心是土地的擁有權。事實上，上帝明確指出，以色列人曾作為奴隸、 

外國人和寄居者的身份，與他們作為公民之間的新地位有着明顯的區別，就是土地

的擁有權79。重要的是，上帝不僅希望以色列作為一個擁有土地的國家，除了利未

人外祂有決心要每一個以色列家庭都擁有土地。上帝認為明確和公平的分配土地是

重要，祂親自指導土地的分發，按部落指定各自領土的確切邊界。對似乎微不足道

的法律小問題做出了判斷，以確保家庭不會失去土地的所有權（例如，參見關於如

何在各種土地上繼承土地的數字，第27和36章中的上帝對特殊情況的規範）。 

 

上帝也知道土地擁有權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傾向集中，家庭可能因愚蠢或不幸，或

有權人的貪婪引致不端行為而失去土地。最終越來越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

，上帝對此前景非常不安。故此上帝做了一件非比尋常的事：祂的禧年規定，每五

十年便要將所有的土地重新歸還給原來的擁有者（或他們的後代）。 

 

現代讀者可能會得出結論，上帝似乎好奇地在意農地，而這一切都與當代商業和經

濟拉不上關係，那就會錯了意了。農業是主要商業的有力引擎 - 創造財富的主要手 

段 - 在古代世界（到現在仍然是現代世界的重要部份）。因此，土地所有權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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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等同）擁有令經濟生產資源的上升股份，這意味僅僅是勞動者與工人/擁有

者之間的區別。 

 

因此，上帝在以色列建國時建立了一個「基本規則」，就是支持廣泛擁有生產資源

...... 換句話說，有利於同時也是土地擁有者的工人。轉為現代經濟條件，上帝清楚 

表明員工在他所從事的企業中是持份者的重要性 - 正是在我們經濟中最成功的部份 

- 高科技 - 以及幾乎沒有其他地方廣泛採用的那種方法。80 

 

4.3.3 共享獎勵作為報酬 

但是上帝所提出的第三個議案，是製訂了祂包羅萬象的報酬原則 – 事實上，一般 

支付企業創造價值的所有報酬而言 – 特別清晰和明確。使徒保羅直接向企業東主 

說話（部份）： 

 

就如摩西的律法記着：「牛在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難道上帝所掛

念的是牛嗎？祂不全是為我們說的嗎？的確是為我們說的！因為耕種的要存着

指望去耕種；收割的也要存着分享穀物的指望去收割。（林前九9-10）。 

 

本段的目的，了解牛被簡單地認為是農場工人階層的底層是很有幫助的，牠們為農

場主人提供勞力，反過來主人須要每天為牠們提供足夠的食物和清水，這意味着最

低級別的農場工人的默認報酬是透過付出勞動力以換取「合宜的工資」。 

 

但上帝認為這是不夠的。相反，祂命令當牛在收割踩出穀物時，可以吃任何想要的

穀物。換句話說，上帝說牛必須被允許享受超過農民所供給正常餵養（工資）的 

「報酬」餵養。保羅然後明確指出，發出這命令的真正原因不是為了牛隻，而是為

了人。具體來說，上帝意圖指示僱主們 - 牛的僱主們，是的，但首要的是被僱用以 

犁田和打穀的工人 - 所有幫助產生豐收的人都應該分享到收穫上升的回報。事實上 

，保羅明確教導的主旨是上帝認為這種共享報酬原則實在是非常重要，意味着應用

的普遍性，甚至強調應用範圍擴展到牛的身上。換句話說，上帝着意此原則適用於

每個層面的工人等級 - 甚至適用於為農場提供勞力動物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命令最初是透過摩西傳給我們，然後由使徒保羅解釋和強調。 

也就是說，上帝相信這個共享報酬原則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祂同時透過舊約和新約

的主要作者將共享報酬原則帶給我們。 

 

再次，因為農業是當時的主要商業活動，上帝沒有指出農民的獨特性。相反，祂為

每個企業東主提供了一個基本原則：所有為企業的成功作出貢獻的人，都應該能分

享其報酬，例如應該可以分享財富創造的優勢。此外，上帝並不認為共享報酬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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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良好忠告而已，祂認為它是公義的問題，即使幫助創造豐收的勞動牛隻的回報

也不能剝奪，更不用說的是，剝奪工人同是錯誤的。 

 

當然，這不僅是正義更是智慧。期望適當地分享商業成功的回報，能激勵和賦予員

工更加勤奮和激發創造力。透過蘋果(Apple)和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等慷慨的利

潤和股權分享計劃，見證公司的非凡業績。81 

 

此外，共享報酬可以促進社區 –創造「我們在一起」的協同感覺。共享回報這方面 

意味着它解決了大多數公司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分割毒

害。在內心深處，這些分歧幾乎總是關於金錢及其含意 - 換句話說，關於企業適當 

分配所創造的財富；這些分割可以隨時出現在組織的任何地方，但尤其可能在管理

層和員工之間......害處特別明顯。 

 

上帝對報酬的共享方法（很大程度上）根治了這些問題。當工人同樣是慷慨的利潤

分享計劃的所有者和/或受益者時，利益一致。當必須收緊皮帶時，每條皮帶都會

收緊；當鬆動時，每條皮帶都會鬆動。從上到下，組織中的每個人都會理解到不論

贏或輸都是一起的 - 完全是上帝對社區的願景和藍圖。 

 

上帝喜歡商業創造出繁榮，只要它是好的和廣泛分散的，而不是狹隘地囤積。祂的

策略是透過廣泛分享所有權和利潤，幫助每個人都能分享創業成功的回報。這是一

項完美的策略，旨在實現上帝對所有人的商業供應和繁榮的總體意圖，而不是只有

少數人能囤積財富。 

 

這策略確保共享報酬能為社會真正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不幸的是反過來亦是如此。

當企業拼棄共享報酬時，社會就會受到損害，需要深思不平等問題。 

 

事實上，許多西方社會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的根源，很可能是因為放棄了共享報酬的

原則，同時工資停滯不前加上工作不穩定，及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狹隘破壞性

原則，讓人們只去尋求短期貨幣的收益。82 

 

上帝的意圖以商業和商人成為祂的合作夥伴，以帶來廣泛的供應和繁榮。申命記八

17-18的明確主旨，上帝賜下財富創造的恩賜 - 商業的獨特能力 - 與祂及人類基本聖 

約意圖聯繫起來，「讓受祝福的成為祝福」。反過來，共享報酬是上帝幫助商人完 

成受呼召作為提供者的首要任務。當商人這樣做得好時 - 也就是說，當商業成功的 

創造了財富，且能讓工人分享到的時候 - 它實現了上帝對一個廣泛繁榮的社會的更 

大的目標：在你中間不會有貧窮人，因為在耶和華 － 你上帝所賜你為業的地上， 

耶和華必大大賜福給你。（申命記十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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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結論 

 

本文探討了一系列聖經看法和觀點，包括神學觀念和實踐。作者試圖建立案例，即

聖經支持財富創造的概念，以實現整全轉化，而不僅為本身利益而創造財富。深入

討論了創造財富的聖經基礎，概述了財富創造與人類福祉之間的聯繫。分析了 

「好」業務的聖經原則，還思量一些有關商業和財富創造實踐的爭議性問題。作者

認為，儘管財富創造受到墮落的影響，卻仍是由上帝授權的。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贖

回財富創造的一種特殊方法是共享回報，將公司決策的重點從股東回報轉移。 

 

6.0 資源 

 

本節列出了無論是否明確用作參考本文內容的資源。 

 

6.1 書籍 

 

Craig L. Blomberg, Neither Poverty or Riches: A Biblical Theology of Possession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H. F. R. Catherwood, The Creation of Wealth: Recovering a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  

 Money, Work, and Ethics (Wheaton, Ill: Crossway Books, 2002). 

 

Victor V. Claar and Robin J. Klay, Economic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Theory, Policy and  

 Life Choices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07). 

 

Hernando De Soto, H.,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David B. Doty, Eden’s Bridge: The Marketplace in Creation and Mission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 2011). 

 

Richard J. Foster, Freedom of Simplicity (rev)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3). 

 

Deena Freeman (ed), Pentecostalism and Development: Churches, NGOs and Social Change  

 in Africa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eter Greer and Phil Smith, The Poor Will Be Glad: Joining the Revolution to Lift the World  

 Out of Povert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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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ne Grudem, Business for the Glory of God: The Bible’s Teaching on the Moral  

 Goodness of Business (Wheaton, IL: Crossway, 2003). 

 

Scott W Gustafson, At the Altar of Wall Street: The Rituals, Myths, Theologies, Sacraments,  

 and Mission of the Religion Known as the Modern Global Economy (Grand  

 Rapids:Wm. B. Eerdman, 2015). 

 

Ian R Harper and Samuel Gregg (eds), Christian Theology and Market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8). 

 

Alexander Hill, Just Business: Christian Ethics for the Marketplace (rev) (Downers  

 Grove,IL:IVP Academic, 2008). 

 

Daniel Jean-Louis and Jacqueline Klamer, J., From Aid to Trade: How Aid  

 Organizations,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Can Work Together - Lessons From Haiti  

 (Fresh Strategy Press, 2016). 

 

Timothy Keller, Generous Justice: How God’s Grace Makes Us Jus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2010). 

 

Vishal Mangalwadi, The Book That Made Your World: How the Bible Created the Soul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11). 

 

Rodney Stark,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How the Obscure, Marginal, Jesus Movement  

 Became the Dominant Religious Force in the Western World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1997). 

 

Rodney Stark, The Victory of Reason: How Christianity Led to Freedom, Capitalism, and  

 Western Succ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John Stott, The Radical Disciple (Nottingham, UK: Inter-Varsity Press, 2010). 

 

Jeff Van Duzer, Why Business Matters to God: And What Still Needs to be Fixed (Downers  

 Grove, IL: 2010). 

 

Kenman L. Wong and Scott B. Rae, Business for the Common Good: A Christian Vision for  

 the Marketplace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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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J.H. Wright, Old Testament Ethics for the People of God (Leicester, UK: 

Inter-Varsity Press, 2004). 

 

6.2 文章 

 

S. N. Bretson, ‘The Creation, the Kingdom of God, and a Theory of the Faithful  

 Corporation,’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38:1 (2008): 115-54. 

 

William J Byron, ‘Twin Towers: A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of Busines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7:7 (1988): 525-30. 

 

L. Chandy, N. Ledlie, and V. Penciakova, ‘The Final Countdown: Prospects for Ending  

 Extreme Poverty by 2030,’ Policy Paper No. 2013-04 (2013), Brookings Institution. 

 

Michael J. Bates, ‘Why Business As Mission Entrepreneurs Decided to God into  

 Business,’ Business Journal for Entrepreneurs 1 (2015): 78-106. 

 

6.3 網上資料 

 

All Shall Prosper Movement (shared-rewards): http://www.aspmovement.org/. 

 

Business as Mission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incorporating BAM Global: 

http://businessasmission.com/. 

 

Business 4 Blessing Alliance: https://b4blessing.com/ . 

 

Faith and Business 2.0 (blog) : http://www.patheos.com/blogs/faithandbusiness2/ . 

 

Journal of Biblical Integration in Business: 

http://www.cbfa.org/html/journal_of_biblical_integratio.html. 

 

The Christian Business Review: 

https://www.hbu.edu/center-for-christianity-in-business/thechristian-business-review/. 

 

Theology of Business: http://www.theologyofbusiness.com/. 

 

Theology of Work Project: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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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創富諮詢會：背景與處境 
 

創富諮詢會（CWC）不單是一樁事件，2017年3月在泰國舉行的諮詢會是諮詢過程

的一部分，這反過來又是與教會、商業、貧窮、財富創造和宣教等問題有關的更廣

泛，更長時間和持續的對話的一部分。 

 

因此，了解每個創富諮詢會（CWC）報告的背景和背景非常重要，它們是更大議題

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我們把這些部分放在一起以便理解正在出現的圖像時，需要看

到其他一些關鍵部分。 

 

創富諮詢會是 1974年「洛桑公約」通過的歷史性承諾的又一成果。在這裡，當承諾

傳福音的重要性時，福音派人士也對「有時將傳福音和社會關切視為互相排斥」表

示悔過。為了改善我們世界的經濟而創造財富是那些被忽視的社會議題之一，也就

是創富諮詢會要提出的。 

 

所有創富諮詢會參與者都獲得了所需閱讀清單，這些閱讀材料都與創富諮詢會探索

研究有關財富創造在人與社會整全轉化中的作用。 

 

創富諮詢會其中部份目的是跟進2014年4月洛桑全球諮詢會上關於成功神學、貧窮
與福音的議題；因此，所有人都需要熟悉阿蒂巴亞聲明（Atibaia 

Statement）：https://www.lausanne.org/content/statement/atibaia-statement 

（以下有更多資訊） 

 

洛桑全球創富諮詢會與全球營商事工合作，因此其中的一些工作和報告已包含在所

需的閱讀材料中。 

 

《為甚麼要費神在「營商事工」？》 - 作者為邁茨‧圖內哈格著（Mats Tunehag） 

http://matstunehag.com/wp-content/uploads/2011/04/Why-Bother-with-Business-as-Mission-v-

18-April-2017.pdf 

 

「營商事工智庫」三份報告的執行摘要 

 

•「營商事工」的聖經基礎  

http://bamglobal.org/report-biblical/ 

•「營商事工」及終止貧窮 

http://bamglobal.org/report-bop/ 

• 在海地的「營商事工」 

 http://bamglobal.org/report-haiti/ 

 

創富諮詢會與2004、2009和2014年三次其他全球諮詢會就處理類似問題有關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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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營商事工」議題小組 

 

第一屆「營商事工全球智庫」在洛桑主持下舉行。營商事工議題小組工作了一年，

解開了有關上帝對於工作和商業目的、商界人士在教會和使命中的角色、世界的需

求以及商業的潛在回應等問題，它在《營商事工宣言》或稱《商貿宣言》（2004）

中總結了其發現。這裡有一些摘錄，說明領導者之間產生共識，日益認同財富創造

者是被上帝呼召在商業中服侍的。 

 

- 我們相信上帝以祂的形象塑造了所有男性和女性，並具備創造性，為自己和  

  他人創造美好事物 - 這包括商業。 

- 我們相信跟隨耶穌的腳步，祂不斷始終如一地滿足遇到的人之所需，從而表現 

  出對上帝的愛和祂的國度的統治。 

- 我們相信聖靈賦予基督身體的所有成員去服侍，以滿足他人真正的靈性和生  

  理需要，展示神的國度。 

- 我們相信上帝呼召並裝備了商人透過他們的生意令神的國度與眾不同。 

- 我們相信福音有能力轉化個人、社區和社會。因此，從商的基督徒應該透過從 

  商而成為整體轉化的一部分。 

- 我們意識到，在很少聽到和知曉耶穌名字的地區，貧窮和失業往往猖獗。 

- 我們意識到，世界各地需要就業以及倍增營商機會，旨在實現四重底線：靈性、 

  經濟、社會及環境的轉化。 

- 我們認識到一個事實，就是在基督徒生意社群裡有大量和巨大尚未開發的資源 

  可以透過並在生意上滿足世界的需要，並且在職場內外榮耀神。 

- 見「營商事工」宣言: 

  http://matstunehag.com/wp-content/uploads/2011/04/BAM-MANIFESTO-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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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頓諮詢會 

 

2009年 10月在伊利諾伊州惠頓舉行了一個商業作為整全呼召的全球諮詢會議，匯集

了來自商界、非營利組織和基督教事工領域的領袖，並商業、經濟學和宣教學的神

學家和學術領袖。宣告摘錄： 

 

哀歌 

 

•我們悲嘆教會和企業本身低估了企業作為活出基督呼召的工具，並且過分依賴非

營利性的方法，導致依賴、浪費和不必要的人性尊嚴喪失。 

 

慶祝信仰和希望 

 

- 我們為著尋求為上帝的國度展開商業經濟活動的人們日益增長而歡欣。 

- 企業可以創造價值，提供工作的尊嚴，並通過改善生計來轉化社區。 

- 商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呼召，通過尊崇上帝，愛人和為世界服務來宣揚和展示  

  上帝的國度。 

- 商業還為個人轉化而實現他全然的創造力和生產力，並發展和體驗上帝國度所 

  預定的豐盛生活提供一個有力的機會。 

- 商業可以讓人從退化的狀態中恢復到上帝起初的創造狀態。 

- 我們深信，與上帝國度的核心價值一致的企業正發揮作用，並日益在個   

  人，社區和社會的整體轉化中發揮更重要作用。 

- 見惠頓宣言: 

  http://matstunehag.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Wheaton-Decla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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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蒂巴亞諮詢會 (Atibaia Consultation) 

 

2014年，在巴西阿蒂巴亞舉辦的洛桑全球諮詢會議之成功神學、貧窮與福音會議上，

討論了財富創造和分配問題。會議上肯定了分享財富是好的並合乎聖經的，但財富

分配往往是滿足人們的需求而已。有必要更多了解企業如何為貧窮和人口販運的全

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以簡樸作為普世價值的概念亦受到挑戰，需要進一步加以解

決。 

 

阿蒂巴亞宣言相當長，但這裡列出一些與財富創造、商業和貧窮人有關的摘錄。 

 

- 基督徒不僅被呼召慷慨捐贈和分享，而且要為減輕貧窮情況而努力。這應該包 

  括提供替代的、道德的方式，以創造財富和維持社會責任的企業，賦權予窮 

  人，並提供物質利益，以及個人和社群尊嚴。必須始終認識到，所有財富和所 

  有創造都首先屬於於上帝。 

- 我們承認，在全球市場經濟中，消除貧困的最有效工具之一是經濟發展，但福 

  音往往未能促進以價值為導向的商業解決方案去解決貧困問題。 

- 我們如何更有效為建立創造性、道德性和可持續的商業去努力以對抗貧窮？ 

- 見阿蒂巴亞宣言 

  https://www.lausanne.org/content/statement/atibaia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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