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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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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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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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出席人士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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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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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富必須始終按公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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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富與貧窮人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斜體引用的摘錄均為報告摘錄。] 

 

上帝一直表現出對窮人的關心，舊約中的法律、命令和預言行動都很清楚表明，耶

穌和新約都確認了。耶穌甚至從祂的事工開展時，就強調了關心窮人和有需要人的

重要性（參閱路加福音四18-19），因此正如「創富宣言」所述，「創造財富必須以

追求公義和對窮人的關注為着眼。」 

 

儘管主要透過慈善機構的回應，教會已經有2,000年實際的工作以展現出對窮人的

愛，該報告對這些介入措施進行了一些瞥見。 

 

貧窮可以被視為沒有平安（和平、和諧、完整、完整性、繁榮和安全）的所有含義，

它不僅是錢的問題，還包括屬靈和社會等層面的貧窮。報告還探討了絕對貧窮和相

對貧窮之間的差異，以及引致貧窮的各種因由。 

 

來自「宣言」：「透過商業去創造財富已被證明是有能力使人民和國家擺脫貧窮。」 

 

歷史清楚地表明增加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能令國民和國家擺脫貧窮。此策略有聖經

作支持，這種財富創造與延長預期壽命、減少疾病、提高識字率、令環境更健康有

關，僅靠援助是無法達成此目標的。 

 

教會經常「透過慈善事業以臨時和短期救濟，援助及應對貧窮和痛苦。然而一般情

況下，這種反應並未能解決就業等長期需要，更糟糕的是這些介入措施帶來了傷害

而非幫助。」 

 

從歷史上看，教會主要涉及財富分配而忽視財富創造的重要性。「嘗試想像一下，

如果教會完全接受除了作財富分配之外的創造財富使命，那麼影響力將會有所的增

加。」 

 

無論我們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會從各個方面去審視我們對個人貧窮的反應。 

 

這份報告繼續討論「需要持續作出這重要的轉變，從給予者與接受者心態到真正以

有尊嚴的方式與人們同行走出貧窮。」為此，「現在是時候參與、肯定並支持企業

家和各種規模的企業全球運動。」 

 

我們認識到工作與敬拜之間的密切關係，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已經賜予創造力，在

商業也是如此，財富是可以而且應該被創造。宣言這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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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創造是一種神聖的呼召，是上帝賜予的禮物，並於聖經中受到讚揚。」 

 

為上帝和人民創造財富是好的。「上帝不反對金錢和財富，但祂反對錯誤獲得的財

富和對它的錯誤態度。但是，本文的目的是讓我們關注在創造和分配財富中要尊崇

上帝。」 

 

該報告還涉及成功神學和解放神學這些概念，它透過聖經的創造使命視角審視這些

概念。 

 

企業家、專業人士和企業對創造財富至關重要，從「宣言」中可以看出：「良好的

企業作為一種物質供應手段具有內在的價值，可以成為社會積極轉型的推動者。」 

 

但該報告還涵蓋了政府在財產法、安全、基礎設施、教育以及法治重要性各方面的

關鍵作用。 

 

在從事業務時，我們創造了財務、社會、文化、知識和屬靈財富......而我們創造的財

富有可能是為了個人、家庭、社區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創造財富的恩賜和呼召不

僅是小額貸款或個別中小型企業，它是關於建設國家和尋求社區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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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富與貧窮人 

約瑟夫·維賈亞姆(Joseph Vijayam)、貝尼尼奧·貝爾特蘭(Benigno Beltran)，格比約·卡薩

(Gebeyaw Kassa)，杰弗裡·李( Jeffrey Lee) ，羅德·聖希爾(Rod St. Hill) ， 阿琳·韋斯特

霍夫，(Arleen Westerhof)，杰奎琳·克萊默(Jacqueline Klamer) 

 

1.0 了解全球貧窮背景下的財富創造 

 

如果聖經教導甚麼，就是上帝深深關心窮人和弱勢群體。在希伯來語中窮人一字與

與英語的「弱者」(underdog)一字非常相似。兩個不同的字，ebyon 和 dal，用來指窮

人（阿摩司書四11）。Ebyon指的是非常貧窮的人，而dal則描述較低社會階層的人。

兩個字都暗示「因壓迫或剝削而遭受痛苦」，並指的是較弱的社會成員。對於上帝

來說，窮人是那些沒有世界資源或人脈保護自己的人。他們的脆弱，讓惡人經常可

以透過公平的遊戲去剝削（以賽亞書十1-2）。 

 

在聖經時代法院就是壓迫的手段之一，幾個段落顯示了窮人如何在「司法」體系中

受苦。有罪的一方會賄賂法官，令無辜者（弱者）有罪（以賽亞書五23），弱者不

得已支付罰款。此外，以色列人覬覦別人的房產，不公義地奪走了他人祖先留下的

土地（以賽亞書五8）。當失去土地（生活的地方和收入來源），人們就會變得一貧

如洗，並受壓迫他們的人擺佈。這些所有形式的壓迫今天仍然存在。另一種常見的

壓迫發生在排他性的政府身上，當權者利用其職位選擇性偏袒朋友、家人及支持者，

令其他人處於不利的位置。 

 

富人和/或有權勢者剝削窮人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人口）販賣，販運主要涉及剝削，

例如強迫受害者賣淫，令其遭受奴役或非自願的奴役，迫使他以性行為去製造色情

商品。大約80％的販賣涉及性剝削，而19％的涉及勞動剝削。保守估計稱，現今世

界仍有2千萬到3千萬的奴隸，販運是第三大國際犯罪產業（僅次於非法毒品和軍火

販賣），每年生產的利潤達到320億美元，當中一半來自發展中國家。人們普遍認為

是貧窮和貪婪加劇了人口販賣。2 

 

因此，財富創造與全球貧窮問題有着內在的聯繫，本文在開始時便需要為財富、財

富創造和貧窮等術語訂下準確的定義。 

 

1.1 物質財富和貧窮的定義 

 

（a）財富的定義 

傳統上財富被定義為擁有豐富有價值的物質財富或資源，因此，財富創造是積累這

些財產及資源。 從經濟角度來說，財富是由個人、企業或組織在為了生產及增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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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價值而多於生產時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b）貧窮的定義 

雖然貧窮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對物質貧窮的一個簡單的定義是沒有足夠的錢來滿

足一個人的基本生理需求。 因此，貧窮與無法負擔最低標準的食物、衣服、保健和

住所有關。 

 

此外，貧窮亦包括社會貧窮、缺乏與社會或有社會聯繫的社區、甚或道德貧窮，此

為欠缺道德價值觀。而就本文而言，根據社會和普世的價值標準，貧窮被定義為經

濟匱乏的一個條件。 

 

1.2 絕對與相對的全球貧窮 

 

（a）絕對貧窮 

當我們談論貧窮時，還需要區分絕對貧窮和相對貧窮。絕對貧窮的定義是缺乏足夠

的資源來保障食物、安全飲用水、衛生設施、健康、住房、教育和服務等基本生活

必需品；絕對貧窮與生存有關，通常被稱為極端貧窮，它不僅取決於收入，還取決

於能獲得的服務。1995年，聯合國發布了絕對貧窮的定義，也稱赤貧、貧困或貧窮，

「一種狀況使嚴重剝奪基本人類需求，包括食物、安全飲用水、衛生設施、健康、

住所、教育和資訊。」2015年，世界銀行將絕對貧窮線設定為每天1.90美元。3 

 

（b）相對貧窮 

大多數時候，當我們談論貧窮時所指的是相對貧窮；而相對貧窮還包括社會包容和

機會平等的代價。 英國社會學家彼得．湯森德(Peter Townsend)以這樣定義： 

 

在人口中的個人、家庭、群體說得上是貧窮的時候，他們還缺乏獲得不同種類

的食物、參與活動、一般的生活條件和便利設施的資源，或者至少是在他們所

屬的社會中受到廣泛授權或受鼓勵的生活模式。他們能運用的資源遠遠低於普

通家庭所供給的，而實際上他們是被排除在普通的生活方式、習俗和活動之

外。4 

 

富人和窮人可以用相對的術語來描述。一些被別人視為富裕的人卻感到貧窮，只因

專注於沒有的東西，而非已經擁有的。另一方面，按一般標準看起來貧窮的人卻感

到富裕並且慷慨解囊，是因已經擁有的而感恩。在這種情況下，那是相對貧窮。 

 

1.3 國家層面的財富和貧窮 

 

貧窮狀況可以像人類社會和國家一樣複雜，可用或可支配收入因國家/地區的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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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異。儘管可以通過數字來描述國家經濟，經濟學是可以量化和衡量的，但收入並

不是衡量貧窮狀況的唯一方法，擁有資產也構成財富。而收入或資產方面的貧窮，

有機會是由其他根本問題而帶來的結果，例如失業、身心障礙、殘疾、環境的不利

條件，中斷或剝奪其基本棲息地等。 

 

在國家層面談論財富和貧窮時，兩個術語很重要，即人均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

（GDP）。 

 

從經濟角度去衡量財富或貧窮的標準是人均收入，而人均收入是一個國家一年生產

的所有產品的市場總價值，再除以全國人口的總數。人均收入分別為400美元、600

美元和1300美元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索馬里和海地被認為是低收入國家，而瑞士、

美國和挪威的人均收入分別為45,300美元，49,800美元和55,300美元都被認為是高收

入國家。5一般而言，人均收入越高，該國人民的財富就越多。 

 

生產總值的定義是一年內全國生產的所有最終產品和服務之市場價值，一個國家的

GDP規模是決定一個國家財富的主要因素，因為人均收入是用GDP除以人口來計算

的。如果國內生產總值上升而人口保持不變，那麼人均收入也會相應上升。 

 

GDP通過增加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而增加，歷史令人信服地表明，國家擺脫貧窮的唯

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透過不斷增加國內商品和服務的數量，而透過此戰略可以令低

收入國家提升為中等收入的國家，再進一步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這種策略背後是有聖經的理據作支持，在箴言三十一10-31中，聖經提及到才德的婦

人，她製作服裝出售又將腰帶和有價值的產品賣給商人，透過貿易增加了國內的生

產總值。上帝也創造了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類，在創世記一28中，亞當被吩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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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語中的「征服」是「kabash」，它通常被定義為「從地球上獲取資源並將其用

於造福」；換句話說，亞當和夏娃要從上帝地上提供的東西中製造有用的產品。 

 

這種創造能力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我們的意思的一部分（創一27），祂

讓我們像祂亦在多方面模仿。保羅說，「作為蒙慈愛的兒女，你們該效法上帝」（以

弗所書五1），上帝很高興看到我們模仿祂的創造力，以透過運用地球上的資源去創

造商品和服務。 

 

1.4 財富在豐富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研究表明人均收入較高與以下因素密切相關： 

•預期壽命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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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疾病發病率 

•更高的識字率 

•更健康的環境 

 

因此，每個（貧窮）國家面臨的挑戰是發現可以創造哪些商品和服務，令全國的人

民都願意為此而支付。 

 

貧窮國家亦要願意解決令致他們世世代代貧窮的心態和做法，依靠外國援助和宗教

及文化習俗，只能培養一種僅關注現在而不考慮未來的世界觀，這只是兩個例子。 

 

1.5 富人和窮人對財富意義的差異觀點 

 

雖然上面提及到的解決方案面世已經一段很長的時間，但貧窮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仍

然普遍存在。解決問題很複雜。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世界銀行嘗試了一種新方法，

他們請教了貧窮的「真正專家」，即窮人本身。 

 

他們收集來自60個低收入國家6萬多名貧窮人口有關貧窮對他們意味着什麼？他們

發現的是令人驚訝的，是那些來自富國的人傾向於用窮人沒有的物質方面來定義財

富和貧窮；相反，窮人則用羞恥、羞辱、恐懼、依賴、孤立、抑鬱、低自尊等詞來

形容他們的情況，窮人傾向在心理上和社會方面描述財富和貧窮。6 

 

因此，貧窮不僅僅只是一種物質條件的欠缺，為了全面解決貧困問題，我們需要更

全面地看待這種情況。 

 

1.6 財富和貧窮的整全定義 

 

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從造物主上帝開始。如果用一個詞語去描述基督教，

這就是「關係」。我們三位一體的上帝天生就是與父、子、聖靈共存的永恆的關係。 

正如人類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本身亦是關係型的。耶穌談到了第一個最大的誡

命，是愛上帝並愛人如己。我們每個人的三個關鍵關係便是：我們與上帝的關係、

與自己的關係和與他人的關係。除此之外，亞當被上帝命令與創造有關係（創一

26-28），這個命令從未被廢除。因此，每個人的第四個戰略關係是我們與其他創造

物的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看，基督教發展思想家科比．邁爾斯 (Bryant Myers)將財富定義為「體

驗上帝所期望的豐盛生命，因為我們正是上帝創造我們的」。因此，貧窮是「不能

生活在公正、和諧或愉快關係的結果」。換句話說，貧窮就是缺乏平安（和平、和

諧、整體、完整、繁榮和安全）的所有含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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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基督徒對全球貧窮問題的回應是甚麼？ 

 

2.1 聖經對貧窮的理解 

 

聖經非常嚴肅地對待貧窮，如果以聖經提到某些話題的次數去顯示其重要性，那麼

貧窮就位居榜首。一些學者認為貧窮是聖經中最常提到的話題，超過2,000次。不論

數量多或少，貧窮的議題都是如此重要，耶穌亦視窮人為珍貴的，以至於祂將基督

的第二次降臨與福音傳給窮人。「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告

訴約翰：就是盲人看見，瘸子行走，痲瘋病人得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

聽到福音。』（馬太福音十一4-5）。」 

 

聖經主要從兩個方面提到貧窮：貧窮的原因以及信徒的反應和責任，下文將對此進

行探討。 

 

這裡要提到的一個明顯問題是，貧窮將成為人類生活和人類社會的一部分。申命記

十五11說：「因為地上的貧窮人永遠不會斷絕。」聖經說，總會有人陷入貧窮，甚

至沒有暗示這種情況或不可以避免更不用說能被阻止了。貧窮將永遠存在於地上和

人類社會中，讓我們來看看是甚麼原因以及我們作為耶穌的追隨者應該做些什麼。 

 

（a）導致貧窮的原因是什麼？ 

貧窮可能是上帝對某些人的設定，全能的上帝選擇讓某些人生於貧窮或處於任何其

他負面狀態為彰顯祂的榮耀。祂甚至可能刻意讓某些人處於貧窮，祂賞賜並收回，

畢竟，祂是至高無上的。我們從耶穌治愈盲人的故事中了解到這個真理，「耶穌往

前走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來就失明的人。門徒問耶穌：『拉比，這人生來失明，是誰

犯了罪？是這人還是他的父母呢？』」耶穌回答：『既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

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為來。』（約翰福音九1-3）。」 

 

對約翰福音九1-3中相互作用的另一種觀點是，上帝允許這個人透過祂寬容的意志而

不是完美的意志而生來瞎眼。失明是墮落世界所帶來的影響，而耶穌在醫治瞎子的

過程中證明了上帝的作為得以彰顯。 

 

生於貧窮中也可能被解釋為墮落世界的影響，重要的是耶穌在地上吐痰並用粘土塗

抹了盲人的眼睛，將粘土與唾液混合是用於眼部感染的常見做法。值得思量的是，

上帝可能會利用生意「治愈」貧窮，就像盲人治癒的見證人，看到耶穌用了一個普

遍的做法一樣，窮人也可以透過創業的共同實踐去見證物質進步！ 

 

聖經中沒有多少人提到人類的墮落是引致貧窮的原因，在聖經中，貧窮通常是人類

墮落的自然結果。墮落在人們的心裡埋下貪婪、恐懼和懶惰，導致了許多負面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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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為許多人的陷阱。這陷阱包括軟弱、無能為力、孤立、身體虛弱和物質貧窮。

因此，我們的重點是放在源於兩個原因的人為貧窮上：自我和邪惡世界的制度。 

 

自我 

墮落會污染心靈和導致人心懶惰。聖經說懶惰是一種毀滅性的罪，應該避免。「手

懶的，必致窮乏；手勤的，卻要富足。」（箴言十 4）。 懶惰的人以不同的藉口拒

絕工作，將責任歸咎於包括後面將要討論的邪惡系統。聖經說懶惰會導致死亡，「懶

惰人的慾望害死自己，因為他的手不肯做工；」（箴言二十一 25）。「懶惰人哪，

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螞蟻沒有領袖，沒有官長，沒有君王，尚且在

夏天預備食物，在收割時儲存糧食」（箴言六 6-8）。 

 

邪惡世界中的制度 

墮落透過世界的邪惡系統相比懶惰對人類造成的傷害更大。貧窮往往不是生活在貧

窮中的人所犯之罪的結果，表明撒旦積極地偷竊、殺戮和摧毀世界將貧窮散佈各地。 

 

墮落使人們心中貪婪，腐敗心靈變得讓人自私而只想讓全世界圍繞着自己。當腐敗

的人獲得權力影響人和系統後，還想要得到更多而變得更貪婪，這些人心敗壞的人

共同形成了邪惡世界的體系。 

 

邪惡世界系統與上帝所愛的世界不同，祂差遣了祂的獨生子「上帝愛世人，甚至將

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三16）。 

是自我利益、貪婪和權力的制度導致虐待和隨之而來的消極，包括貧窮。因此，聖

經鼓勵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羅馬書十二2上），亦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東西（約

翰一書二15）。 

 

有人可能會說，洪水、海嘯、乾旱、龍捲風、颶風、颱風等環境自然災害也可能導

致貧窮。這聽起來似乎有理，災難不直接導致貧窮，卻能造成初期貧窮或使現有貧

窮惡化，但這不是引致貧窮的直接原因。面臨此類災難的人可能會擺脫貧窮，而從

未面臨過這種自然災害的人可能會陷入貧窮。外部許多因素可能使貧窮惡化，而極

端窮人會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外部災害的影響。 

 

（b）物質與屬靈貧窮 

除了物質貧窮之外，還有屬靈貧窮。屬靈貧窮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缺乏靈性和尋

求神聖救贖靈命缺乏的人。 

 

缺乏靈性 

心靈墮落的人缺乏靈性，無法回應上帝。他們聽不到上帝的微聲細語，看不到祂的

啟示，感受不到祂驚人的愛和拯救的恩典。他們的靈性在黑暗中枯竭了，是屬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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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人。 這些人往往處於社會的貧窮狀態，與其他人的關係是破裂的。 

 

屬靈上的窮人 

耶穌說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馬太福音五3）宣稱他們無法做任何事來獲得上帝拯

救的人，正處於屬靈上的破產中。落在屬靈貧窮的狀態中，有這樣意識的人也很幸

運，因為他們渴望改變自己的處境。 

 

（c）對比富人和窮人的比喻 

聖經說明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對比，但定義兩者標準的界線卻不是很清晰。我們將

標准定義為，本文其他地方討論而普遍接受的經濟標準。 

 

最常用的比喻是路加福音十六 19-31 中描述的富人和拉撒路，比喻重點是富人對窮

人行善的重要性。富人有責任正視窮人的需要及要照顧他們，基督徒的回應和責任

將在本文後面作再進一步討論。路加福音十二 13-21描述了無知財主的另一個寓言，

只為自己儲存財富，無視侍奉上帝包括服務窮人而受到譴責。比喻提出的教訓就是

警告各人避免貪婪，並鼓勵他們照顧有需要的人，包括窮人。 

 

從積極的方面來說，聖經稱讚幫助窮人的善行，視為上帝賜福的應許。「憐憫貧寒

人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報償，耶和華必歸還他。」（箴言十九 17）。 

 

2.2 關於貧窮的神學思考 

 

（a）甚麼是基督般的憐憫？ 

當耶穌公開宣佈事工時選擇引用以賽亞書六十一章（路加福音四18-19），祂強調關

心窮人是至關重要的。在舊約中，上帝顯明自己是他們的避難所（詩篇十四6；以賽

亞書二十五4），是幫助者（詩四十17；七十5），拯救者（撒母耳記下二8;詩篇十二

5；三十四6；三十五10；一百一十三7）和供應者（詩篇十4；六十八10；一百三十

二15）。舊約律法為窮人提供了許多條款，例如每天支薪（申命記24：14-15），對

窮人的貸款不收取利息（出埃及記二十二25；利未記二十五35- 36），用作貸款擔保

的窮人的斗篷將在每天結束時要歸還（申命記二十四13），窮人有權通過拾荒法獲

得工作以維持生計的尊嚴（利未記十九： 9-10，申命記二十四19-21）。在安息年，

貧窮的以色列人所欠的債務將被取消（申命記十五1-6），而在禧年，不動產將被歸

還給原主人（利未記二十五8-55）。此外，應該不偏不倚地公平對待窮人或富人（出

埃及記二十三2-3,6；申命記一17），這個主題反映在雅各書二1-9中。 

 

儘管如果遵守整本舊約律法，就會消除貧窮，但現實是「窮人永遠不會消失於這片

土地」（申命記十五1-11）。耶穌也承認了這一點（馬太福音二十六11；馬可福音

十四7）。在馬太福音二十五34-46中清楚說明，作為個人我們必須應對貧窮。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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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服侍受壓迫的人，例如撒瑪利亞人（路加福音十七11-19；約翰福音四1-42）、

痲瘋病人（馬太福音八2-4，路加福音十七11-19）和寡婦（路加福音七11-15；二十

45-47）。祂用強硬的語言來譴責那些堅持屬世財產並忽視窮人的人（馬太福音十九

21;路加福音十二33；十四12-24；十八22）。 

 

毫無疑問，教會作為一個團體也要以「在基督裡的兄弟姐妹」為優先來回應窮人。 

初期教會建立了一個致力於確保沒有需要的社區（使徒行傳二44-45；四34-37），但

隨着教會的成長和使徒不再能夠照顧所有需要者，方法也發生了變化（使徒行傳六

1-6）。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提供了一個冗長論述，關於支持有需要人的，

重點是在基督徒社區（參見加拉太書六10）。 

 

在所有這一切中，人們強烈譴責懶惰。在提摩太前書六9-16中嚴格的說明寡婦可以

「計入數」的條件。在提摩太前書五8當中有一個警告說懶惰具有永恆的後果，並且

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三6-12中明確地譴責了懶惰。 

 

（b）給貧窮和疲憊人的福音 

在耶穌的時代，猶太人普遍認為財富是上帝恩待的標誌，亦是遵守法律的證據。某

種程度上這是真的，例如在申命記十五4-6和二十八1-14中看到財富的應許。根本的

錯誤是認為貧窮是不遵守律法及上帝對人的不滿的標誌。有許多提到壓迫是導致貧

窮的根本原因 – 並非所有貧窮都是因為窮人的錯。雖然懶惰導致貧窮（箴言六6； 

十4-5；十四23；十八9；十九15；二十4,13；二十四30-34；二十六13-16）但在人才的

比喻中強調（馬太福音二十五26-30），許多舊約先知，如阿摩司，以西結書，耶利

米書和彌迦，都是受到了壓迫。在以西結書16:49中，所多瑪的罪是忽略窮人到一個

令人髮止的地步。耶穌在財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中反映了所有這些情感（路加福音十

六19-31）。 

 

有時簡單化的成功神學類似於耶穌時代盛行的態度，它不是因為不遵守法律而導致

貧窮，而是現在罪惡橫行或缺乏信仰的結果。這太簡單了，它假設貧窮普遍是窮人

的錯；然而，就像整個人類歷史一樣，壓迫是今天導致貧窮的一個原因。在啟示錄

二9中，上帝看到祂的子民陷入貧窮，並宣稱他們是富足的，這意味着他們在屬靈上

或在道德上都不是低等的。 

 

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一28-30的「偉大邀請」中，反映了詩篇一百四十六7-9，「凡勞苦

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我要使你們得安息。」在祂的時代窮人負擔沉重，宗教

精英在法律解釋寺廟稅而令自己生活奢華；而窮人須要向羅馬人繳納稅款，又要向

宗教領袖繳納稅項，而自己卻只能收到第三年的十分之一（申命記十四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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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窮人的信息就是援助會來臨（路加福音六20-23，見路加福音18章），這是第

二次基督再來實現（啟示錄二十一4），但也透過聖徒和教會肢體的慷慨在今天實現

（潛在）實現。 

 

（c）信心與行為 

關於信心和行為的辯論很多，通常源於保羅和雅各之間明顯的矛盾（所以，我們既

因信稱義......羅馬書五1-2）「這信心能救他嗎？雅各書二14」。然而，在聖經片言隻

語的基礎上爭論是拙劣詮釋神學，在合適的背景下是沒有真正的矛盾。整本羅馬書

第四章和第五章都是關於恩典辯護的論文，以亞伯拉罕的早年生活為例，雅各也用

亞伯拉罕來說明他的觀點，而例子則是出現於25年後的亞伯拉罕的生活中。調和保

羅和雅各的關鍵是在雅各書二21-22：「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

上，豈不是因行為得稱義嗎？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相輔並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

為才得以成全的。」在希臘語中，「共同努力」是一個詞，外科醫生從中得到英文

單詞「synergy」。在希臘語中，「完美」是teleios，意思是結束或已經成熟，通常呈

現為「完成」或「完美」。所以，我們因信稱義，成熟的信心就以行動去證明的，

沒有行為的信仰就是在沒有表達基督生命的意義上死了，所以「徒然」（參見雅各

書一26）。這與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二30-358中所說的一致 - 「善人從他所存的善發出

善來。」。保羅在以弗所書二8-10中所說的 - 「我們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穌裏

創造的，為要使我們行善。」總而言之，善行是合理化的必然結果 - 合理化是「輸

入」，善行是「輸出」。 

 

雅各書的這段經文清楚地表明，成熟或完美的信仰表現在對上帝的順服和為有需要

的兄弟姐妹所做的富有同情心的事上。這並不是說沒有行為的信心就不是信心。就

像雅各書 1:27 中無用的宗教一樣，它是「無用的」—「在神我們父面前，那清潔

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染污世俗。」 

 

善行如何改善窮人生命經歷的一個實際例子，請參看布魯斯．威迪克(Bruce Wydick)

博士關於兒童的研究，該研究由國際希望會贊助，並發表在一份領先的經濟學期刊

上 9
，當中發現： 

 

� 他們在校學習的時間比沒有得到贊助的同齡人長了1到1.5年。 

� 他們完成中學教育的可能性比沒有參加贊助計劃的兒童高27-40％。 

� 他們完成大學教育的可能性比沒有贊助兒童高50-80％。 

� 作為成年人，前慈善機構贊助兒童從事受薪工作的可能性比非贊助兒童高 

  14-18％，其中許多是「白領」工作。 

� 前慈善贊助兒童成年後成為社區領袖的可能性比非贊助兒童高30-75％。 

� 前慈善贊助的兒童成年後成為教會領袖的可能性比非贊助兒童高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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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伍德伯里 (Robert D. Woodberry)關於「皈依新教」傳教士 10影響的詳盡研

究表明，如何對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民主穩定的興起和傳播產生了重大

影響（統計上有 50％以上）。他們引進了許多民主的基礎，如宗教自由、大眾教育、

大眾印刷、報紙、志願組織和殖民改革。民主具有至關重要的社會經濟影響，因為

它促進窮人進入生產和交換系統。11 

 

（d）基督教內外傳統的聲音，特別是「社會福音」 

「社會福音」在近期基督教思想擁有某些強大領域，包括新教徒（特別是在福音派

中）和天主教徒（以解放神學為幌子）。該術語描述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出

現的一種智力運動，以應對貧窮、貧民窟、營養不良、缺乏教育、酗酒、犯罪和戰

爭等社會問題。通常，社會福音的追隨者認為大規模（政府）介入是應對這些弊病

所必需的，而其他宗教和沒有信仰的人亦有促進了此社會福音的思想。 社會福音思

想的傳播事實上因大多數支持者沒有強調罪惡，救恩和未來上帝的國度而得以放緩。 

 

耶穌是否傳講社會福音是一個爭議性問題。耶穌生活在一個腐敗和壓迫得令人難以

置信的社會中，普遍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的「大拇指」之下被自己的宗教領袖無情地

剝削。耶穌提醒那些領袖「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馬太

福音二十三23）。祂深切關心窮人、受壓迫者、病人和被社會拋棄者（如麻風病人

和撒瑪利亞人）。然而，在照顧身體或情感需求之前，祂同時滿足了屬靈需求，讓

他們明白永恆命運比時間環境更重要。祂的幾個比喻說明了這一點，包括拉撒路和

富人的比喻（路加福音十六19-31）。 

 

儘管許多猶太人（例如狂熱者）都認為祂將領導一場政治和社會革命，但根據聖經

的記載，耶穌並沒有呼籲政治變革。祂的目的是改變人的心靈（內在的革命），並

指向上帝的國度，祂傳講福音的拯救能力和聖靈的改變能力。 

 

2.3 教會對貧窮的回應 

 

（a）教會歷來的參與 

從舊約開始我們發現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是被吩咐慷慨地施予的（歷代志上二十九

6-22）。在阿摩司書四 1 中，上帝譴責壓迫窮人的地主和有權勢的人。以賽亞對那

些扭曲貧寒人的案件，奪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婦當作擄物，以孤兒當作掠物。

到降罰的日子，災禍從遠方臨到（以賽亞書十 1-3）。彌迦和耶利米為窮人說話，要

求以色列人停止對窮人的任何形式的剝削（彌迦書二 2；耶利米書五 25-29）。 

 

新約教會對財富和貧窮的觀點是基於舊約神學。在此期間教會的教導是由唯物主義

和對金錢的愛是萬惡之源（羅馬書七 7-8；提前六 10），轉而強調向上帝尋求供應的

重要性（路加福音十二 22-30），但這形式在現今世界正逐漸消失（林前七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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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強烈鼓勵自願分享個人財富和物質給有需要的人，從基督徒開始（使徒行傳

二 44-45；四 32-35）。捐錢、分發食物、照顧寡婦、孤兒是早期教會的標誌。塞浦

路斯(Cyprian)迦太基主教在第三世紀說：「憐憫貧寒人的，就是借給耶和華。」12
 

 

在現代，喬治·穆勒(George Mueller)，查爾斯·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 和威廉·布斯

(William Booth)等的教會傑出人物以身作則地去推動一場慷慨運動。在整個十八、

十九和二十世紀直到今天，來自生活各個領域的基督徒組成了志願團體、教會和教

會組織，為幫助人們尋找可以脫貧的方法。與國家的悠遠和官僚機構相比，世界各

地的教會長期以來一直支持窮人和有需要人士。 

 

在過去的幾年裡，教宗方濟各把聚光燈放在世界的窮人身上，要求羅馬天主教會效

仿阿西西的弗朗西斯（他同名）所設的窮人教會。教宗方濟要求教會對窮人慷慨，

他說：「沒有脫去自己的世俗性，我們就會成為餅店基督徒，就像美麗的蛋糕和甜

蜜的東西，卻不是真正的基督徒」。13 

 

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全球教會在一般的情況下，會透過慈善和臨時短期的救濟援助

來應對貧窮和苦難。然而通常情況下，這種應對並沒有解決就業等長期的需求，而

更糟糕的是這些介入措施所帶來的不是幫助反而是傷害。全球和地方教會需要繼續

實現這一重要轉變，從施予者 - 接受者心態轉為以真正有尊嚴的方式，與人們一起

走出貧窮。因此，現在是時候讓教會重新評估幫助窮人的方法並將其轉變，以便對

個人、社區和國家產生長期而有尊嚴的影響。 

 

此外，在解決貧窮問題上商人是發揮關鍵作用的，但教會往往沒有正視。根據「營

商事工智庫」的說法，全球教會和營商事工 (BAM）運動有一個獨特而適時的機會，

使減貧成為此刻可以實現的核心重點。現在是參與的時刻，去肯定和支持各種規模

的企業和企業家以進行全球運動，為實現結束貧窮- 將上帝的國度帶到地上，就像

在天堂裡一樣」。14 

 

（b）主流世界的教會與西方世界的教會 

根據慈善援助基金會的2016年世界捐贈指數，除少數例外（主要是佛教國家），世

界上最慷慨捐贈的國家都在西方。就絕對數字而言，西方到目前為止都比世界其他

地區捐贈更多，可能是由於人均收入較高。然而即使將數字調整為GDP的百分比之

後，慈善援助基金會發現美國、新西蘭、加拿大、英國（按此順序）的慈善捐贈率

最高。15相反，根據同一份報告指出，世界上最不慷慨捐贈的國家屬於主流世界。在

宗教方面，許多最不慷慨捐贈的國家傾向於無神論和/或共產主義。毫不奇怪，中國

在最不慷慨捐贈的國家名單中名列前茅。 

 

雖然沒有關於世界各國基督徒慷慨程度或教會捐贈的統計數據，但人們可以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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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具有猶太 - 基督教社會規範產生的影響，令慷慨捐贈程度明顯大於基督教影響

較弱或沒有關連的社會體系。 

 

好消息是教會在南半球迅速發展。根據皮尤論壇（Pew Forum）的一項研究，在2010

年，61％的基督徒生活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其餘的生活在北半球（北美、歐

洲、澳洲、日本、新西蘭），16預計未來幾年全球教會的去西化將會增加。這趨勢應

促使全球教會領導層採取必要措施，以按照聖經中基督徒慷慨施贈原則及歷代教會

領袖作榜樣，培訓更多世界級的教會領袖，裝備世界各地的新基督徒，以符合聖經

的慷慨施贈和對窮人的關注是唯一的方法。我們不能簡單地觀望，讓這個重要的教

學退居二線。 

 

（c）全球/地方教會內的階級區分 

聖經教導全人類是平等的，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透過對耶穌基

督的信心和祂在十字架上從死亡而來的救贖所得到（羅三23;五12-21）。從一世紀開

始，基督教從開始就呼籲其他宗教和其世界觀，傳播有關性別、種族、國籍和社會

階層平等的訊息。 

 

不幸的是，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發現當地教會存在嚴格的階級分層（在唯物主義社

會中）或種姓（例如在印度教社會中）。在基於種姓的社會中，教會分裂是按照舊

的歸屬地位範式而劃定的，這種範式是出生時分配的社會地位。可能需要幾代人從

宗教背景中分離出來，才能理解和內化教會內部的平等主義 - 對於地位較低的人來

說，在當地教會中等待受歡迎或享有正式會員資格的時間太長。同樣在物質社會中，

特別是在城市環境中，「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從主要街道流入教堂。 

 

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導致人們因幻想破滅而離開教會，只因這個看起來並不比他們原

先受壓迫的宗教或社會制度更好。他們需要一個教會或是避難所，與所受到歧視的

經歷截然不同。因此，教會領袖必須意識到存在的問題，採取積極措施去消除教會

內部的任何形式的區分。 

 

（d）基督徒對窮人/富人的偏好 

正如本文其他部分所討論的那樣，雖然聖經對財富的虛榮和欺騙給出了許多警告，

但總的來說，對財富的積極評價是上帝的賜福。因此，有些人錯誤地認為這意味着

富人一直受到上帝的青睞，我們可以透過將富人視為教會的「首選成員」來做同樣

的事情（參見本文第3.1節[b]）。 

 

另一方面，一些教會領袖，如教宗李奧(Leo)十三世和基督教思想家，如亞伯拉罕凱

伯 (Abraham Kuyper)已經提出了「為窮人提供優惠選擇」或「在行使基督教慈善事
業方面的特殊形式」。17社會福音或解放神學教學上的極端觀點會於本文其他地方作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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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聖經和上帝的品格，任何形式的偏袒都是異端邪說，不符合上帝的品格。 「因

為上帝不偏待人」（羅馬書二11）。根據以弗所書六9，「他並不偏待人。」此外歌

羅西書三25教導說，上帝是一個公正的審判者：「行不義的人必受不義的報應；主

並不偏待人。」因此禁止我們偏袒富人或窮人。利未記十九15，我們被命令，「你

們審判的時候，不可不公正；不可偏護貧窮人，也不可看重有權勢人的臉，總要公

平審判你的鄰舍。」 

 

（e）解放神學 

解放神學源於歐洲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中，與之相關歐洲神學家如約根·莫爾特曼

(Jurgen Moltmann) 、18 約翰內斯·梅茨( Johannes Baptist Metz)19（世界神學）、和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20潘霍華相信誅殺暴君，最終因涉嫌暗殺希特勒而被處決。它植

根於這樣一種觀念，就是歐洲人和北美人為了令自己更富裕而使較貧窮的國家陷入

貧窮。解放神學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在拉丁美洲的羅馬天主教會發展勢頭，

當秘魯神父古斯塔沃·古鐵雷斯(GustavoGutierrez)發表了他的著名著作《解放神學》
21
 

時，該術語越來越受歡迎。它變成了一場呼籲社會行動，尤其是政治行動主義的運

動，遍及巴西、西班牙、烏拉圭、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最終找到了通往北

美並從那裡到達世界其他英語國家的道路，但隨著它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聯繫在

一起，它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逐漸減弱。它的出現是對貧困和社會不公的反應，透過

解決其所謂的根源：罪。 它聲稱從窮人的角度研究神學，並在世界其他地區被採用

以解決當地的社會不公平的問題，例如美國的黑人神學、印度的達利特神學等。 

 

解放神學用來提醒教會，以聖經的方式去預防非自願貧窮，因這是一個道德問題，

規定了對窮人的優惠待遇。每個人都需要關注窮人的福祉（箴言二十九 7）。好皇

帝為窮人伸張正義、辯護、拯救貧窮和有需要的人，並將窮人從受壓迫和暴力中拯

救出來（參見 Ps 72）。這讓人聯想起詩篇七十二篇，羅馬書十三 1-7 定義了公民政

府要以抑制邪惡和促進共同利益為目的，雅各書提醒教會不要表現出對富人的偏袒

（雅各書二 1-13）。 

 

雖然教會應該關注解放主義者呼聲中，具有一些真理和重大意義，但也要意識到解

放神學的危險性，它推動馬克思主義超越基督福音，錯誤地信任政府體制。雖然珍

惜自由和正義，卻超越愛與和解，主張透過暴力手段去獲得社會公義。而最重要的

問題是，解放主義者把重點強調於此時此刻，而耶穌則強調要為永生作準備，當時

祂說：「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馬可福音八 36）。 

 

摒棄解放神學的一個非常實在的危險是，儘管馬克思主義及其變體是災難性的，但

普遍的、可預防的、非自願的貧窮問題仍然存在。邁克爾·諾瓦克(Michael Novak)斷

言，天主教神學中有兩種潛在的敘述，即解放神學和創造神學。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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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神學的操作熱忱是消除壓迫，而不是從底層向上保證了窮人的福祉。在解

放神學中，沒有多少關於窮人如何從壓迫中解脫出來後實際上是如何擺脫貧

窮。馬克思主義敘事公開表明，其他人 - 即國家 - 將提升他們...... 第二個敘

述，由約翰·保羅二世(John Paul II)在社會關懷(Sollicitudo Rei Socialis)中引入，22

選擇作為其主要敘事，而不是解放（來自壓迫者）而是創造。首次在教皇文件

中強調「個人經濟主動權」 - 這是「人的主體性」重要組成的成份。在這個意

義上的主觀性意味着有能力的人成為一個有意識的主體、活躍的代理人、創造

者......戰勝貧窮的動力在於個人及其社區的創造能力 - 人力資本。23 

 

諾瓦克還提到了一百週年(Centesimus Annus)，其中約翰·保羅二世認為國家財富源於

人力資本。他聲稱，這是推動整個新興產業發展的動力，透過裝備自己而成為企業

家鍛煉人才的選擇。 

 

諾瓦克說:「我並不認為創造力是基督徒生活的靈魂、心靈和終結。只認為，將「窮

人的優先選擇」變成令所有窮人（透過自己的創造力）從物質貧窮中走出來的最佳

手段，可能是唯一的手段。」
24 

 

2.4 個人對貧窮的反應 

 

貧窮是墮落世界的現實反映，所有上帝的子民都被召喚來關注和照顧窮人。從歷史

上看，教會強調照顧有需要人士的重要性，參與了各種行動，例如純粹的援助，救

濟工作和發展方法。有些人的工作非常有效，而其他人則沒有達到預期。儘管如此，

教會整體一定會及應該努力持續下去。 

 

作為上帝的孩子、家庭成員和祂王國的成員，我個人應該如何應對貧窮？我們將根

據生活中可能面臨的一些情況，嘗試回答一些問題。 

 

申命記十五11說：「因為地上的貧窮人永遠不會斷絕，所以我吩咐你說：『總要伸手

幫助你地上困苦貧窮的弟兄。』」 

 

（a）我的正當義務和責任是什麼？ 

上帝的恩典和我們對基督的信仰是使基督徒得救（以弗所書二8）。白白給予救恩這

禮物有個目的是行善。「我們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為要使我們行

善，就是上帝早已預備好要我們做的。」（以弗所書二10）。行善包括揭示和表現

上帝良善的所有工作和事工，包括幫助窮人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上帝的使命。 

 

正如申命記十五11所描述的，在宣佈土地上總會有窮人之後，這是對所有上帝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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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召喚。 

 

幫助窮人是顯而易見的責任，那些拒絕傾聽窮人哭泣的人遭警告：「塞耳不聽貧寒

人哀求的，他自己呼求，也不蒙應允」（箴二十一 13）。 

 

（b）在我的位置耶穌會做甚麼？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着各種各樣的情況。聖經提供了一般情況下指示和信徒要遵

循的具體指引，並未涵蓋可能遇到的所有情況。因此，遵循並模仿非常重要。 而最

好的模範顯然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每當我們面對一個不知道該做甚麼和怎麼做的情況時，好習慣是問自己一個問題：

「耶穌會怎樣做？」耶穌處理特定情況的方式，是指導我們去遵循特定的生活情況，

包括表現出對窮人的同情。 

 

（c）誰是我的鄰居？ 

在一般意義上，幫助窮人是好的和值得稱讚的；然而不可能幫助地球上的所有窮人，

故需要仔細思考和計劃才能付諸實踐。 

 

路加福音十25-37描述了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解釋了誰是我們的鄰居。似乎最不可

能幫助被搶劫的男子（最有可能是猶太人領袖）的撒瑪利亞人，卻選擇花時間和金

錢來憐憫並幫助這可憐受害者。撒瑪利亞人受認可是被搶劫者的鄰居，我們都應該

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好鄰居。但具體而言我們應該服務甚麼人？ 

 

根據加拉太書六9-10，我們應該首先為基督徒服務：「我們行善不可喪志，因為若

不灰心，到了適當的時候就有收成。所以，一有機會就要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

的人更要這樣。」我們的鄰居可能是社區內的基督徒和所屬的社區，包括教會。 

 

然而，真正的鄰居可能不是來自你身邊的人，而是陌生人。正如好撒瑪利亞人的比

喻所描繪的那樣，利未人和猶太祭司應該是被搶劫猶太人的鄰居。路過的撒瑪利亞

人最不可能是被搶劫猶太人的鄰居。儘管如此，耶穌暗示撒瑪利亞人表現出上帝的

良善，因此被稱為好撒瑪利亞人。當我們幫助有需要的陌生人時，善行會閃耀光照

出上帝的善良。 

 

（d）如果我處於赤貧狀態，我的回答又是甚麼？ 

我們可能會出於各種原因被迫陷入赤貧之中，原因可以是自我衍生的或是由邪惡世

界的系統衍生。 

 

如果原因是自我衍生的，應該集中精力糾正原因：轉變懶惰變成勤奮和努力。 



 

24 
 

如果原因來自邪惡世界的制度，往往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控制的，那麼問題就變得複

雜了。通常情況下，我們不能改變制度、社會或社區，更不用說國家了。然而，在

所有無法控制的因素中，有一件事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我們的態度。 

 

我們可以選擇陷入宿命論，在絕望中放棄和變得無助；或者選擇永久依賴性他人； 

或者更好的是，我們可以選擇在看似無望的情況下盡所能，相信主在祂的時間中充

滿愛、關懷、恩典和信實。你可能會說這實在「過於理想主義」。 

 

以舊約中約瑟為例，我們傾向強調他為法老解夢之後被任命為宰相。但他未得到任

命前亦充份表現出滿有希望的信任：當他被當作奴隸賣了，在沒有任何過錯的情況

下被投入監獄。這兩種情況下他都盡最大的努力，獲得主人對他的信心和信任，證

明了他是上帝為成就某些目的容器。他讀書學習並將所學習到的應用於實踐，以極

大的耐心去堅持，保持着希望和喜悅，因為上帝與他同在使他興盛，他一直站在上

帝的身邊。 

 

如果上帝的旨意是我們必須長久的接受地上的貧窮，那就這樣吧，祂的名因我們的

貧窮而得着了榮耀，縱然可能不明白背後的原因，但當我們在天堂面對耶穌時便會

知悉，這令我們能以愉快的態度去堅持並忍受這種情況。 

 

（e）如果我是社會或世界上前10％的富人，我的反應是甚麼？ 

如上所述，貧窮可以由許多標準來定義，其中之一是財富或淨資產或淨值，它代表

在任何一個時間點所擁有和控制的財富數量。一份統計報告顯示，世界人口的財富

嚴重傾斜並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根據下表，0.7％的人擁有超過總財富的45%，而世

界上92％的人卻只擁有15.5％的世界財富。如果我們的資產淨值超過十萬美元，那麼

我們就是8.1％最富裕人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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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們的問題，如果我們是社會中或所屬社區中富裕的少數群體，我們的回應應

該是甚麼？ 

 

鑑於上帝呼召祂子民成為基督的使者，在基督裏使世人與自己和好（哥林多後書五

18），我們應該記住一些原則： 

 

•避免愛錢的原則：金錢是中立且能為生活帶來舒適和便利，但是愛金錢卻是

萬惡之源（提前六10）。是撒旦和惡魔的力量，經常以金錢來誘惑信徒的陷阱。

一個人的生命不在於豐富的財產（路加福音十二15）。 

 

•管家的原則：上帝擁有天地間的一切（申命記十14），事物的所有權都來自

祂的創造，信徒已被祂的恩典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贖所贖回，靈魂的回購是

上帝擁有我們的生活和手上的一切，這當然包括金錢和財富，我們是祂委託管

理資源的管家或經理人。 

 

•分享原則：聖經明確要求上帝子民記念人，以自願和慷慨的態度分享祂的資源

（加拉太書二10；箴三27-2；林後九7）。 

 

•節儉原則：節儉生活的原則是所有其他金融和經濟生活的基礎。節儉常使我們

滿足，減少更多的慾望，為要更多的與人分享並為未來儲蓄（箴言二十一20）。

它基於對萬物的創造者、所有者和主人的謙卑，以及對人類同胞的基本禮貌。聖

經鼓勵基督徒避免因財富而傲慢起來，卻被敦促要體諒他人。如果一個人的權利

會導致與基督同行的人絆倒，基督徒應該避免行使這項權利。「不要讓任何人絆

倒，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還是上帝的教會」（林前十132）。因此，節儉是一種

透過財富表達對待他人的態度。 

 

節儉不能用絕對的術語來描述，一個人的節儉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是不切實際的。 例

如一個選擇乘坐頭等航空而非乘坐私人飛機的億萬富翁，可以被認為是節儉的；而

頭等航空旅行對於許多普通人來說可能是奢侈的，對於周圍許多的窮人來說也是一

個遙遠的夢。節儉意味着減少浪費和謹慎節約。在耶穌餵飽眾人之後，門徒收集了

剩下的一切（馬太福音十四20; 十五37），沒有浪費任何食物。此外，節儉代表了耶

穌為我們所塑造的溫柔（控制力量）和謙卑敬虔的美德。「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

當負我的軛，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

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十一29）。 

 

3.0 基督徒在創造財富方面的角色/責任是甚麼？ 

 

3.1 關於財富創造的神學反思：創造使命的根本重要性及其與大使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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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財富來自上帝 

財富來自上帝是毫無疑問的。首先，創造命令（創一26-28，詩篇八3-8）是基於上帝

的授權。神將「統治權」委託給我們，暗示所有財富都屬於上帝，我們就是祂的管

家。詩篇五十7-12說明了上帝從不轉移所有權，「因為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是我

的。」 

 

申命記八18上帝提醒百姓，「你要記得耶和華─你的上帝，因為得財富的能力是他

給你的，為要堅守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物質上的祝福是包括

上帝對先祖及其後裔的應許，祝福是透過工作而獲得的。在申命記二十八1-13中，

由遵守律法而產生的一份祝福清單，特別重要的是11-12節中的應許：「在耶和華向

你列祖起誓應許賜你的土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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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以色列被警告，他們可能會因祝福而導致錯誤的結論：「這財富是我的力量、我手

的能力得來的」（申命記八17），並在這一點上受到挑戰（瑪三8-12）。先知以西結

明顯反對上帝子民對財富抱有錯誤的態度。透過先知，上帝對推羅王說： 

 

因為你的心被抬起，你說，「我是神明；我在海中坐諸神之位，」但你是一個人

類，而不是一個神，儘管你以上帝的心為心（看哪，你比但以理更聰明！沒有秘

密可以隱藏起來！憑藉你的智慧和領會為自己獲得了財富，並收藏於你的庫房

中，透過智慧在金銀交易上使你的財富增加了，你的心因財富而被提升了）...... 因

此，你將死於未受割禮的人（以西結書二十八 2-10）。 

 

透過先知，上帝毫無疑問地表明，推羅王錯誤地相信他的心被「提升」是因為他自

己的智慧和領會而獲得財富，同一先知也講類似的反對埃及（以西結書二十九 2-7）。

其他先知包括以賽亞、耶利米、亞摩司和彌迦在內，也傳達了上帝對違反祂的法律

的憤怒，例如強迫勞動、奴役同胞以及欺騙寡婦孤兒。 

 

年輕富有的官（當地猶太教堂的統治者）這比喻涉及對金錢的態度（參見馬太福音

十九16-23，馬可福音十17-22和路加福音十八18-23）。這個男人因遵守了法律而認為

自己是正義的，但當耶穌辨出他傾心追隨金錢而非祂時，年輕的官就「非常悲傷地」

離開了。如果這人真的愛上帝和鄰居，相信申命記八18:5說的，會不在意賣掉財物

並分享給窮人。 

 

箴言包含許多禁令，禁以腐敗來賺取財富。 一些例子包括： 

 

� 不義之財毫無益處；惟有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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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人的報酬帶來生命；惡人的所得用來犯罪。（十 16）。 

� 屯糧不賣的，百姓必詛咒他；願意出售的，祝福臨到頭上。（十一 26）。 

� 少獲利，行事公義，強如多獲利，行事不義。（十六 8）。 

� 用詭詐之舌所得的財富如被吹散的霧氣，趨向滅亡（二十一 6）。 

 

財富並不總是上帝的祝福，在創造和分配過程中尊榮上帝，才是上帝唯一的祝福。 歷

史上有許多人或目前世上各地的人富裕都是與上帝沒有關係的。至目前為止物質世

界都受到魔鬼及其力量的影響，魔鬼有能力使人富裕。「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

一切賜給你。」但耶穌拒絕了。（馬太福音四8-9）。 

 

上帝不反對金錢和財富，而是反對以錯誤的方法去獲得，以及對它的錯誤態度。 然

而，本文關注創造和分配財富中尊榮上帝。 

 

（b）成功神學的問題 

2008年10月8日至9日和2009年9月1日至4日，神學工作組在加納阿克羅蓬（Akropong）

磋商後，洛桑非洲分會提供了成功神學的定義（PT），26它影響了第三屆洛桑世界福

音大會（開普敦，2010年10月16日至25日）制定的開普敦承諾，特別是第3E關於「呼

籲教會恢復謙卑、正直和簡單」的部份，以及較近期的2014年3月30日至4月2日在巴

西阿提巴亞進行的磋商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成功神學的阿蒂巴亞宣言。27 

 

成功神學在阿克羅蓬聲明被定義為「它教導信徒有權獲得健康和財富的祝福，並且

他們可以通過積極的信仰告白並透過和忠實地繳納十分之一和奉獻物這「播種種子」

方式來獲得祝福。」這種簡單化教育方法的問題是雙重的，首先它並不完整，它不

排除反向因果關係（即貧窮是錯誤的認罪，而非支付十一奉獻的結果）。其次，過

份的着意物質祝福，很容易導致申命記八 17 中的「問題」，人們認為這是信仰（工

作）使他們繁榮昌盛。簡而言之，雖然聖經支持積極的懺悔和慷慨施贈，亦將此作

為被祝福的觀點（例如箴十八 21;使徒行傳二十 35），但世界的墮落意味着仍有貧窮

是壓迫所導致。 

 

將成功神學變成「稻草人」是危險的，這可能導致將貧窮視為一種默認狀態甚至是

一種美德。有證據表明，將成功神學納入工作神學中，確實可以帶來理想的發展成

果。例如，有證據表明，非洲的五旬節教派對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為它為追

隨者灌輸了一種經濟思潮，以類似於韋伯的新教工作倫理的方式發揮作用。28個人的

五旬節式轉化，以有利於撒哈拉以南非洲經濟發展的方式改變信仰、價值觀和道德。
29 

 

那些致力於為轉化而創造財富的人，可能會通過強調創造使命的重要性30，以及那些

富裕的人是如此幸運地成為他人的祝福這一事實來調和成功神學和解放神學。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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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是以創世記十二1-3的亞伯拉罕的祝福為基礎。在申命記二十八2-12中描述了這

種祝福的維度，而在加拉太書三9-14中確定了向外邦人轉移。上帝並不打算把財富

緊緊抓住，而是用來祝福「地上所有的家庭」。祝福他人的一種方法是利用財富為

生產商品和服務的企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為人類的繁榮做出積極貢獻。 

 

（c）管理財富和其他資源 

從聖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創造關懷」對於基督徒來說不是可有可無的，實際上

是我們信仰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約翰·斯托特(John Stott)於 2010年出版的書《世界

在等待的門徒：被我們忽視某部份的召喚》的主題之一。這個主題在 2012年 10月

29 日至 11月 2 日，在牙買加舉行關於創造關懷與福音的洛桑全球諮詢會上討論。31 

 

毫無疑問，治理/管家職分是創造使命的核心。在創世記一 26-28 中上帝將「治理權」

託付給了我們，在創世記二 15中，上帝使我們負起責任 - 揀選了這個人，把他放

在伊甸園中，以便保持它。這裡有兩件事很重要。首先希伯來語中的「人」和「土

地」是相似的，亞當和阿達瑪。上帝似乎希望人類與土地有着密切的關係，這可能

被廣泛地解釋為上帝是所有有生命和無生命的創造者。其次，雖然照料和保管具有

發展的內涵（「征服」），但它們也意味着培養（「重新補足」）。 

 

此外，在舊約律法中對舊環境的關注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安息日[出埃及記二十三

10-11]），而非戰爭時砍伐某些樹木（申命記二十19-20）及殺死母鳥（申命記二十

二6-7）。上帝亦是無生命物品的創造者，祂關心它（例如以賽亞書五十五12；羅馬

書八22）。 

 

（d）工作作為崇拜 

財富和工作是完全相關的。創造的使命體現了祝福（參見創一28a），但祝福與工作

是密不可分的（比較創世記二15）。希伯來文的avodah可翻譯為「工作」（創二15；

出埃及記三十四21；詩篇一百零四23）、「崇拜」（出埃及記八1）和「服務」（約

書亞記24:15）等不同意思，它是一幅綜合信仰的圖畫。上帝在創世記2:15中任命了

工作，在以賽亞書二十八23-29中啟發了它，並在申命記二十八11-12中支持它。在工

作中我們與上帝成為共同的創造者。「好」的創造工作創造了商品和服務為人類的

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我們的工作可能被視為一座祭壇，我們將時間、才能和精力投入其中，32以身體作為

活祭（羅馬書十二1）。在工作中，我們表達對鄰居的愛（例如透過提供最好的服務，

生產最可靠或最安全的產品），都可以讓他認識到所有好產品的最終提供者而歸耀

予上帝，基督徒在工作中所表達的喜樂應該是將他人引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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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工作和信仰的整合方面，發生了重大轉變。雖然二元論普及看法直到最近才

得以改變，但現在正處於全球工作信仰整合的運動當中。這個領域的主要思想家包

括馬克·格林 (Mark Greene)，33蒂莫‧西凱勒(Tim Keller) ，34 和保羅‧史蒂文斯(Paul 

Stevens)。35 教會許多人現在才明白，屬靈上的（「星期日教會」）與世俗的（「星

期一工作」）之間不是分開的，我們整個人的生活都是屬靈的，週一的工作與週日

對上帝的敬拜同樣重要。 

 

3.2 教會在創造財富方面的角色 

  

我們這些組成耶穌基督教會的人，蒙召進入上帝的國度；而帶進國度需要基督的身

體做許多事，其中之一是創造財富。 

 

（a）教會在歷史上的參與 

財富是上帝賦予子民去實現全人類目標的重要資源之一，財富用來消除貧窮 - 撒旦

王國的主要特徵，這與上帝的設計相對立，上帝渴望我們享受豐盛的人生。好消息

旨在為窮人（以賽亞書六十一1-4）、飢餓、口渴、赤身露體、無家可歸者以及心碎、

不安和被罪綑綁的人提供救濟（馬太福音二十五35-36，40）。恩膏打破屬靈的軛（以

賽亞書十27），而打破物質的軛需要金錢。將工人送到收割地以及滿足貧困人口的

物質需求是需要財政資源的。 

 

在羅馬書中保羅給教會的挑戰，是透過經濟支持派遣工人（羅十15）。古往今來，

教會是用言語和行為去傳揚福音，這激發了世界各地的財富分配。想想教會在世界

各地建造的學校、醫院、孤兒院、庇護所、開發飲用水井和社區發展項目等等的數

量，所有的建設都由於其成員所創造的財富收穫而來，令其能履行使命。 

 

（b）財富的分配與創造 

歷來教會一直參與財富的分配，卻沒有強調在創造財富方面的角色。現代政府認可

並讚揚教會在財富分配中的功用，許多福音機構在世界上一些最貧窮的地區提供救

濟、復康、醫療保健、社區發展和其他人道救援服務。教會已經接受了這個角色而

工作必須繼續下去。但是，如果我們不首先鼓勵教會創造財富，那又有甚麼財富能

讓我們去分配呢？試想像一下，如果教會完全接受除了財富分配之外的創造財富使

命，其影響力也會增加。我們會發現更多教會成員毫無保留地回應他們的呼召，成

為創富者。 

 

3.3 個人在創造財富方面的角色 

 

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傳福音，但有些人被稱為「專家」，並稱他們為佈道家。他們的角

色被理解和尊重 – 因為他們被視為上帝為教會帶來國度的供應。以同樣的方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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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呼召去創造財富，這些人被稱為專家。我們稱他們為職場工人、商人或專業人

士。重要的是，他們的角色也應該在當地教會和全球教會的背景下，得到理解和尊

重。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他們的呼召也從上帝而來 - 是上帝為教會帶來國度的供

應，以便讓羔羊婚宴的日子加快來臨。只有當我們接受教會內那些創富者的呼召時，

我們才會開始欣賞教會創造財富的呼召，最終祂的國度因而被建立。 

 

談及個人在創造財富中的作用之前，明智的做法是看其必需的因素，這有助理解財

富創造的全貌及揭示個人的角色。所有財富都由兩個主要因素產生：上帝創造的恩

賜和人類隨着時間推移而儲存有關生產的技術性知識。我們繼承了這兩方面，歸功

於我們的很少。36 

 

人們常說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創造財富，但是，根據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指出的

三個主要原因，我們不能低估政府在創造財富方面的作用。37首先，根據沒有私有財

產和個人安全的保護，就不會有財富的創造，這只能透過政府提供的法律和秩序才

能有效地實現。其次，政府在道路、橋樑、鐵路、科學與科技和其他基礎建設的投

資對於增加私營機構的生產至關重要，亦只有政府才能做到這一點。第三，政府透

過提供和實施諸如法律政策和法規等基礎結構，為企業創造有利的環境，而這些基

礎結構將為個人創造除上述物質基礎設施之外，對創造財富提供有利的平台。 

 

但是，應該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是間接的個別作用，因為政府結構是由個人的集

體努力和政府的所有職能組成的，包括提供法律、政策、法規、並且藉政府各公共

部門的個人努力而得到鞏固。如果我們懷疑在政府工作的人不會創造財富，想像一

個沒有運作良好的政府的社會。與此同時，當說企業創造財富，所指的是私營企業

個人和在私營部門工作的人，都同樣是社會創造財富的人。 

 

如上所述，上帝的創造和人類的工作是創造財富所必需的主要條件。事實上，上帝

創造這禮物是一個不變的因素，而差異因素在於不同人在創造財富的角色。在未開

發的國家，上帝賜予自然資源作基礎去創造財富，潛力巨大，但由於諸如治理不善

等諸多問題，人類潛力嚴重未充分利用。問題是誰有權利去運用這些自然資源，去

創造能夠生產利潤並同時滿足社區需求的企業？答案是個人。我們需要擁有知識、

技能和態度的人才，去充份利用這個機會進行研究、營商和投資，以創造財富。我

們需要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具知識、技能和渴望去投資基礎的設施，制定有利於開

展業務的法律、政策和法規。一個國家的真正財富是與個人的生產力水平緊密地聯

繫在一起的。 

 

（a）創造使命 

在創世記一28和二15中找到創造使命或文化使命。在創造的行為中，上帝展示了祂

的品格，以自己的形象創造我們時，就已經賦予了這個品格。我們照着祂的形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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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以與祂的創造關係類似的方式，去與所有的創造物建立關係。我們也很自然地

享受從上帝所創造的其餘部分去創造財富。無論是養活自己，尋找庇護所還是養育

下一代，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我們被邀請與上帝共同創造。如果上帝選擇從天上提

供嗎哪，我們就不必為此工作。相反，祂卻賜給我們更像祂這份的禮物，讓我們成

為共同創造者並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因此，無論是為了生存還是繁榮，都必須積

極參與創造財富的過程。從培育土地換糧食到建設城市住房，再到醫療保健研究，

我們有幸能運用上帝以獨特的方式給每個人不同的創造財富資源、技能和才能。 

 

每個人都擁有上帝所賜予的恩賜來執行呼召，恩賜雖然各異，但目標相同。我們每

個相信基督的人都蒙召成為祭司，並以他或她的聖召為國度服務。然而，通常情況

下，工作被視為必要的邪惡，教會工作的價值高於其他方面的努力。但歌羅西書三

23-24說：「無論你做什麼，全心全意地工作，為主工作，而不是為人工作，因為你

知道你會從主那裡得到繼承作為獎賞。你正在服事的是主基督。」哥林多前書十31

說，「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上帝而做。」 

 

（b）用財富來實現上帝的目的，為： 

自己 

我們被呼召以身體和靈性以及所擁有的一切去榮耀上帝。哥林多前書六20說：「因

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體上榮耀上帝。」榮耀不只是告訴上帝

有多好，並感謝祂所做的一切，亦要我們使別人榮耀上帝。這就是聖經告訴我們要

以正直和正義的方式行事的原因，至關重要的是我們的行為會影響別人如何看待上

帝。馬太福音五16說：「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我們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應該以一種能使別人榮

耀上帝的方式行事。榮耀上帝的方式之一，是上帝透過我們獲得的財富令其他人相

信及信任祂，但需要注意我們的生活不應圍繞追求財富，而是應該圍繞着對上帝的

追求。馬太福音六33說，「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 從這節經文中我們知道耶穌並沒有把我們的需要視為不重要，相反，祂定意

供給。但最重要的不是我們的需要，當我們尋求祂的國時，上帝會供給我們一切所

需要的。當財富用作建立上帝國度的工具時，財富見證了我們對耶穌基督的盼望，

是我們生命的主，以祂的喜悅作為生命中最大的回報。但當財富成為陷阱時，它取

代了上帝成為我們的主人。 

 

家庭 

用財富為上帝服務，應當放在我們生活每一個考慮之前，包括自己、家庭、教會、

社區、國家和世界。根據馬太福音十37，「愛父母勝過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

兒女勝過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但是，服侍上帝意義的一部份是照顧自己、

家庭、社區和世界的需要。在這節經文中，基督沒有告訴我們要忽視家庭的需要，

但如果你的家人要求你不要崇拜我，否認我或違反我的法律，那麼你必須願意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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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他們。提摩太前書五8這節經文中，上帝告訴我們「若有人不照顧親屬，尤其是

自己家裏的人，就是背棄信仰，還不如不信的人。」由此了解上帝希望能用我們創

造的財富來祝福家庭。還需要勸誡、安慰和訓練他們，以上帝的方式去教導他們，

並愛他們，就像上帝愛祂的孩子一樣。箴言十三22說：「善人給子孫遺留產業；罪人

積財卻歸義人。」因此，我們有責任分享多代人創造的財富。 

 

社區 

我們應該透過分享財富給社區有需要的人來榮耀上帝。我們有幸不僅分享所擁有的

東西，也分享自己和對他人的熱忱，透過我們做的生意為社區和全世界服務。我們

不只是創造物質財富，更要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積累豐富知識以改變社會，這些會

為主帶來讚美和榮耀。在社區中創富者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是他或她的影響。在登山

寶訓中，耶穌教導我們，祂的追隨者，要成為鹽和光。這樣的要求讓我們需要積極

參與文化、政治、政府、媒體、教育以及社會的其他各個領域。早期基督徒在羅馬

社會中有很多影響文化的例子，信徒在此期間改變了教育啟蒙運動，像威廉‧威爾

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這樣的領袖，努力改變政府政策，廢除奴隸制。 

 

世界 

在復活節的故事中，關鍵人物是亞利馬太的約瑟。令人驚訝的是，上帝使用富人來

準備完美的墓地，僅僅三天之後就成了復活的地方，也是第一次見到復活的主。在

以賽亞書五十三9中預言了約瑟的角色，四本福音書中都提到了他的名字，表明了對

福音故事的貢獻。他為埋葬耶穌而捐贈了自己的墳墓，並負責由彼拉多的手下取走

耶穌的屍體，然後準備埋葬。擔此角色的人需要是富裕和具有影響力的才能勝任，

下層社會的漁民甚至無法成為彼拉多的觀眾，更不用說保護祂的身體。如果身體沒

有及早固定，並用香料包裹及放在墳墓裡，就會腐爛。上帝曾答應祂的兒子，不會

讓祂的身體出現腐爛，以便讓世界知道耶穌是誰，祂透過一位富有的商人履行了這

承諾。 

 

（a）享受財富及其創造 

我們作為信徒，不應該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個人或職業道德。財富創造是一種敬虔

的禮物；申命記八18說：「你要記得耶和華─你的上帝，因為得財富的能力是他給

你的，為要堅守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我們從上帝那裡得到創

造財富的能力和恩典，不僅是為了讓我們快樂及過上奢侈的生活，反應讓來自工作

的財富用於服務他人，以此來侍奉上帝。我們需要明白以祂的恩典去創造財富，我

們只是管家而已，擁有它的是上帝。 

 

如果意識到我們只是上帝財產的管家而非它的主人，那麼我們就有權去享用祂送給

我們禮物的祝福和好處。傳道書五19說：「而且，一個人蒙上帝賞賜財富與資產，

又使他能享用，能獲取自己當有的報償，在他的勞碌中喜樂，這是上帝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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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們可以享受以敬虔方式所創造的財富，並用它來榮耀上帝。 我們有像亞伯

拉罕、以撒和雅各一樣的聖經英雄，運用其擁有的財富來榮耀上帝。 上帝希望我們

忠心地管理財富，意味着我們應該永遠是明智的管家；同時亦應該永遠為國度的工

作提供服務、關心自己、家庭和社區。 

 

隨着業務的開展，我們會創造財務、社會、文化、知識和屬靈財富。而在財富創造

的過程中應該關注上帝和別人，懷着這雙重目標，為上帝和大家的共同利益做生意。

我們創造的財富可為個人、家庭和社區的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化。創造財富這恩賜和

呼召，不僅僅關係小額貸款或個別的中小型企業，而是關乎建設國家和為社區謀求

福祉。因此作為上帝國度的傳道者，在職場事工中活出呼召，並以上帝賜予我們的

職業和專業作為禮物去改變個人生命、家庭和社區，是快樂的重要來源。在創造財

富的過程中，經歷不同的起起伏伏，我們都榮耀了上帝。許多商人說，在創富過程

中會更多的明白上帝，而在這個極具挑戰的過程中，往往需要上帝的能力彰顯。因

此，不僅是我們創造財富的結果，而且是當中的過程成為我們愉快的泉源並在主裡

的喜樂。 

 

（c）我在贖回職場或經濟領域的作用角色 

我們是祭司且都被呼召為永生的上帝服務：「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遷移到

他愛子的國度裏。」（歌羅西書一13）。當接受耶穌成為我們的救主和被贖回的那

一刻起，我們就從地上的國度轉向了上帝的國度。我們作為上帝國度的代表，並按

上帝過國度的憲法生活。我們以耶穌的代表這身份進入職場，透過生意和創富來滿

足世界的需求，並以此展示上帝的能力、愛與關懷。 

 

蒙召成為創富者有機會將耶穌帶入職場。由於參加教會的人越來越少，特別是在發

達國家，人們往往只能每天在職場上透過與基督徒相處及互動來了解耶穌和祂的福

音。 

 

4.0 本主題有哪些可用資源？ 

 

4.1例子和案例研究 

 

• 在海地的營商事工: http://businessasmission.com/resources/bam-haiti/ 

 

4.2書籍（各種語言） 

	

• Jean-Louis, Daniel, and Jacqueline Klamer. From Aid to Trade: How Aid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nd Governments Can Work Together: Lessons Learned 
from Haiti. Fresh Strateg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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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er, Ronald J. 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 Moving from Affluence to 
Generosity. Fourth Edition. Dallas: Word, 1997, 2005. 

• Milanovic, Blanko.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 Grudem, Wayne, and Barry Asmus. The Poverty of Nations. Wheaton: Crossway, 
2013. 

• Ballor, Jordan. Makers of Modern Christian Social Thought: Leo X111 and Abraham 
Kuyper on the Social Question. Grand Rapids, MI: Acton Institute Publishing, 2016. 

• Blomberg, Craig L. Neither Poverty Nor Riches: A Biblical Theology of 
Possessions.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 Collier, Paul. 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Bantam Classics, 2003. 
• Massingue, Xavier. Theology of Work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ozambique. 
Carlisle, Cumbria, UK: Langham Monographs, 2013. 

• Sachs, Jeffrey.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 Hoppe, Leslie J. There Shall Be No Poor Among You: Poverty in the Bible. Nashville: 
Abingdon, 2004. 

• Fikkert, Brian, and Steve Corbett. When Helping Hurts: Alleviating Poverty without 
Hurting the Poor . . . and Yourself. Chicago: Moody Publishers, 2009. 

• Greer, Peter, and Phil Smith. The Poor Will be Glad: Joining the Revolution to Lift 
the World Out of Povert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9. 

• Yunus, Muhammad, and Karl Weber. 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 Social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9. 

• Norberg, Johan. Ten Reasons to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6 

 
4.3 文章 - 包括博客 

	

• !Towards the End of Poverty: The World’s Next Great Leap Forward." The 

Economist (US), June 1,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578665-nearly-1- 
billion-people-have-been-taken-out-extreme-poverty-20-years-world-should-aim). 

• BAM Global Think Tank. BAM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http://businessasmission.com/resources/base-pyramid-report). 

• Greer, Peter. Business Fights Poverty: Moving Beyond Charity to Job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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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usinessasmission.com/fighting-poverty-job-creation/). 
• Albright, Brian. Lessons from the Edge: Fighting Poverty Through Business 
(http://businessasmission.com/lessons-edge-brian-fight-poverty/). 

• Rahman, Lauren. How Business Fights Poverty: Stories from a Global Network 
(http://businessasmission.com/how-business-fights-poverty/). 

• Weinhold, Tim. Gleanings: Rediscovering God’s Solutions for Poverty. 
(http://businessasmission.com/gleanings-solutions-poverty/). 

• The Guardian. Half of world’s wealth now in hands of 1% of the populat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money/2015/oct/13/half-world-wealth-in-handspop    
ulation-inequality-report). 

• The World Bank. Poverty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overview). 
• Horvarth, Andy. !What You Probably Don’t Know About ‘The Least of These’, 
Christianity Today, 5 March 2015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5/marchweb-only/what-you-probably-dont-k
now-about-least-of-these.html). 

 
4.4音頻和視頻材料 

	

• Fareed Zakaria, !GPS – What in the World? Global Poverty Paradox".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UABa09QsvM). 

• !World’s Wealth Distribution". Youtb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ifGA4hTho). 

•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Crash Course Economics".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xMCWr0O3Hs). 

• !Global Wealth Inequality—What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WSxzjyMNpU). 

• !Five Charts that Explain the World’s Wealth Distribution".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bE-fAFFU0). 

• Hans Rosling, !New Insights on Poverty". Ted 

(https://www.ted.com/talks/hans_rosling_reveals_new_insights_on_poverty). 

• Andrew Youn, !3 Reasons why we can w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Ted 

(https://www.ted.com/talks/andrew_youn_3_reasons_why_we_can_win_the_fight_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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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nst_poverty). 
 
4.5 調查和統計數據揭示了全球財富及分佈 

 

•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 Maps" 

(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maps). 

• World Economic Forum. !5 Maps on the State of Global Inequality"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11/5-maps-on-the-state-of-globalinequality/). 

• Igemoe Map World. !Interactive World Map of GDP per Capita" 

(http://www.maps.igemoe.com/fact_gdp_ppp.htm). 

•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Global Inequality" 

http://inequality.org/globalinequality/). 

• Wikipedia. !Distribution of Wealt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stribution_of_wealth). 
 

4.6 調查和統計數據揭示了全球貧窮情況 

 

• Shah, Anup. !Poverty Facts and Stats" 

(http://www.globalissues.org/article/26/poverty-facts-and-stats). 

• Compassion International. !Quick Facts about Poverty" 

(http://www.compassion.com/poverty/poverty.htm). 

• Roser, Max and Ortiz-Ospina, Esteban. !World Poverty" 

(https://ourworldindata.org/world-poverty/). 

• Hunger Notes. !2016 World Hunger and Poverty Facts and Statistics". 

(http://www.worldhunger.org/2015-world-hunger-and-poverty-facts-and-statistics/  ) 
 
4.7 聖經資源 

 
  提及富人和窮人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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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十二5 
� 箴言二十二22-23 
� 箴言二十八6 
� 路加福音六20-21 
� 路加福音十四14 

 
 有關適當創造和國度原則使用財富的段落（原則、承諾和人） 

•申命記十五7-8 
•箴言三27-28 
•撒母耳記上二8 
•約翰一書三17 
•雅各書二15-16 
•羅馬書十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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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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事工宣言（2004）中總結了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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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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編者註：在宣言中，使用「教會」（帶大寫）和「教會」（帶小寫）故意，前者表示全球教會，

後者表示當地教會。 

2 見www.dosomething.org/us/facts/11-facts-about-human-trafficking. 

3 見www.worldbank.org, 6 October 2015. 

4 彼得‧湯森德(Peter Townsend)，英國貧窮（倫敦：企鵝），1979年。 

5 韋恩‧格魯德 (Wayne Grudem)和巴里‧阿斯瑪斯 (Barry Asmus)，「國家的貧窮」（Wheaton：

Crossway），2013 年。 

6史蒂夫‧科貝特 (Steve Corbett)和布賴恩‧菲克特 (Brian Fikkert)，幫助傷害。 如何在不傷害貧窮和

自己的情況下減輕貧窮（芝加哥：穆迪），2009 年。 

7 同上。 

8 另見馬可福音6：43-45。 

9  B. Wydick, P. Glewwe, P. and L. Rutledge，「國際兒童贊助是否有效？ 關於對成人生活結果影響的

六國研究」，「政治經濟學雜誌」，121：2（2013），393-436。 

10羅伯特·伍德伯里( Robert D. Woodberry)，「自由民主的傳教士根」，美國政治科學評論，106：2（2012

年5月），244-74。 

11 見邁克爾‧諾瓦克(Michael Novak)等人，社會正義不是你的想法（紐約：邂逅書籍，2015）。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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