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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經看『富足和貧窮』（一）：不要成為『富裕的惡人』！ 

你羨慕『富裕的惡人』嗎？ 

摩 2:6 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因

他們為銀子賣了義人，為一雙鞋賣了窮人。 

摩 3:10 那些以強暴搶奪財物、積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這是

耶和華說的。 

摩 5:11 你們踐踏貧民，向他們勒索麥子；你們用鑿過的石頭建造房屋，卻不

得住在其內；栽種美好的葡萄園，卻不得喝所出的酒。 

摩 5:12 我知道你們的罪過何等多，你們的罪惡何等大。你們苦待義人，收受

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 

摩 5:21-23 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

和素祭，我卻不悅納，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

離我，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 

賽 1:14 你們的月朔和節期，我心裡恨惡，我都以為麻煩，我擔當，便不耐

煩。 

賽 1:15 你們舉手禱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們多多的祈禱，我也不聽，你

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血。 

賽 5:8 禍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連地，以致不留餘地的，只顧自己獨居境

內。 

摩 5:24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撒上 25:2-3 在瑪雲有一個人，他的產業在迦密，是一個大富戶，有三千綿

羊，一千山羊；他正在迦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八】 

路 6:24 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 

雅 5:1 嗐！你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

上。 

詩 49:6-8, 16-17 那些倚仗財貨自誇錢財多的人，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也

不能替他將贖價給神，叫他長遠活著，不見朽壞；…見人發財、家室增榮的時

候，你不要懼怕；因為，他死的時候甚麼也不能帶去；他的榮耀不能隨他下

去。 

 

 

  



從聖經看『富足和貧窮』（二）：富裕和仁義不一定有衝突！ 

聖經裡談到不少『富裕的義人』“Righteous Rich"  

不少聖經的經文談到神如何用財富賜福給義人： 

申 8:18 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 (who gives you 

power to get wealth)，為要堅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 

詩 112:1-3 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他的後裔在世必強

盛（His children will be mighty in the land），正直人的後代，必要蒙福。他家中

有貨物，有錢財 (Wealth and riches are in his house)，他的公義，存到永遠。 

創 13:6【亞伯拉罕】 那地容不下他們；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使他們不能同

居。 

創 26:12-13 以撒在那地耕種，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華賜福給他，他就

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戶。 

代上 29:2-4【大衛】我為我神的殿已經盡力，預備金子做金器，銀子做銀器，

銅做銅器，鐵做鐵器，木做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石，彩石和一切的寶

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

鍊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3,000 talents of gold, of the gold of Ophir, and 7,000 talents 

of refined silver)，以貼殿牆。 

斯 8:7 我已將他的家產賜給以斯帖 

斯 10:3 猶大人末底改作亞哈隨魯王的宰相， 

伯 1:1-3 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這人在東方人中就為至大。 

伯 42:12-13 這樣，耶和華後來賜福給約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萬四千羊，

六千駱駝，一千對牛，一千母驢。他也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箴 10:22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箴 3:16 她右手有長壽，左手有富貴。 

箴 8:18 豐富尊榮在我；恆久的財並公義也在我。 

箴 10:4 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 

傳 5:19 神賜人資財豐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勞碌中喜樂，

這乃是神的恩賜。 

http://theotherjournal.com/2010/08/05/the-%E2%80%9Crighteous-

rich%E2%80%9D-in-the-old-testament/ 

  



從聖經看『富足和貧窮』（三）：神是『貧窮人和貧窮義人』的幫助

者！ 

聖經提到很多『貧窮的義人、貧窮的敬虔人』righteous/pious poor，並且神是貧

窮義人的幫助者！【這對比『邪惡的富人』wicked rich】 

詩 86:1-2〔大衛的祈禱。〕耶和華阿，求你側耳應允我，因我是困苦窮乏的。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誠人。我的神阿，求你拯救這倚靠你的僕人。 

詩 132:15 我要使其中的糧食豐滿，使其中的窮人飽足。 

詩 74:21 不要叫受欺壓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窮乏的人讚美你的名。 

詩 107:41 他卻將窮乏人安置在高處，脫離苦難，使他的家屬多如羊群。 

詩 109:31 因為他必站在窮乏人的右邊，要救他脫離審判他靈魂的人。 

詩 37:16 一個義人所有的雖少，強過許多惡人的富餘。 

 

從聖經看『富足和貧窮』（四）：物質和屬靈的凡物共用 

讀到鄺成中博士一個對使徒行傳的切入方法：『從凡物共用到屬靈的凡物共

用』。感到很有趣。 

基督徒對有需要的人應該有兩方面的分享： 

物質上和屬靈上！ 

鄺成中從使徒行傳第二章談到凡物共用後，談到第三章彼得屬靈的凡物共用的

對比。 

徒 3:6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

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鄺成中：『彼得似乎是沒有能力實踐凡物共用，因為他沒有金與銀，然而事實

上，彼得所實踐的正好是真正的凡物公用，因他將最寶貴的財產（基督肯定是

比一切的金與銀都寶貴得多的）與其他有需要的人（未認識主的人）分享。』

頁 239 

使徒行傳 2 章：物質上的凡物共用；3 章：真正的凡物共用。 

使徒行傳 6 章：另一次對凡物共用的描寫；7-8 章：司提反和腓利在信仰的宣

講的凡物共用。 

我自己想起使徒行傳的一句名句： 

徒 20:35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

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願我們也有這樣的心志！互勉！ 

參閱了鄺成中：〈凡物共用—使徒行傳中的資源分配〉，頁 235-253。 

《聖經、神學的反思：建道神學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建道學刊，第四十一

期）（香港：建道神學院，2014）。 



從聖經看『富足和貧窮』（五）：讓金錢的光明面和寬宏慷慨的心充

滿我們！ 

埃羅 (Jacques Ellul)：『對基督徒來說，金錢是用來施予的。』頁 59-60 

『如果我們不愛金錢，我們的兒女會知道。』頁 70 

『只要我們能征服金錢而把它用於基督的事工上，我們就能善用金錢而不致成

為金錢的奴隸。』 

『金錢的黑暗面必帶來貪念，導致報復，進而產生暴行；金錢的光明面則會使

人生慷慨，有寬宏之心，並帶來平安。我們的時代，最大的道德問題就是如何

由貪心變為慷慨，將滿腔仇恨化為寬宏大量，讓暴行轉為平安。簡樸生活足以

提供解決的辦法。』「沙爾之聖方濟 (St. Francis de Sales)：『我建議你們在一切

事上過簡樸生活，喜愛簡樸生活。』」頁 73 

參 傅士德著，周天和等譯：《基督徒看錢、性與權勢》（香港：基道，2001）。 

 

 

從聖經看『富足和貧窮』（六）：長期貧窮能對人心靈有深層的打擊 

更大的打擊是心靈的貧窮。 

但內心有神的豐盛的人能或多或少勝過各種貧窮的辛酸！ 

箴 22:7 富戶管轄窮人；欠債的是債主的僕人。 

詩 37:16 一個義人所有的雖少，強過許多惡人的富餘。 

箴 28:6 行為純正的窮乏人勝過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Poverty often deprives a man of all spirit and virtue; it is hard for an empty bag to 

stand upright.” 「貧窮常常剝奪人的所有士氣和美德；很難讓空空的袋子能自己

站立起來。」本傑明 • 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Poverty is the worst form of violence.” 「貧窮是最惡劣的暴力。」甘地 

“The most terrible poverty is loneliness, and the feeling of being unloved.” 「最恐怖

的貧窮是孤獨和感到完全沒有被愛。」 

“We think sometimes that poverty is only being hungry, naked and homeless. The 

poverty of being unwanted, unloved and uncared for is the greatest poverty. We 

must start in our own homes to remedy this kind of poverty.”「我們有時候以為，

貧窮只是飢餓、赤身露體和無家可歸。但沒有人要、沒有人愛、沒有人照顧的

貧窮是最大的貧窮。我們首先要在自己的家裡修補這種貧窮。」Teresa of 

Calcutta 德蘭修女 

 

 

 



從聖經看『富足和貧窮』（七）：要提防因為財富帶來的驕傲和不敬

虔 

聖經談到『財富』的時候，有正面的教導，但也有嚴厲的提醒。 

鼓勵我們用神賜的錢財成為多人的祝福，也容許我們享受辛勞所賺取的金錢作

合宜的地上的享受。 

但聖經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導： 

要提醒我們，不要追求不義之財，也切不可因有家財而帶來驕傲和不敬虔。 

多少家庭的破碎不是在貧寒的時代，而是在富貴的時代！ 

對某些家庭，當家財暴增的時候，是敗壞和失喪的開始！ 

路 12:20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

呢？』 

結 28:5 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貿易增添資財，又因資財心裡高傲。 

詩 49:6-8, 16-17 那些倚仗財貨自誇錢財多的人…你不要懼怕；因為，他死的時

候甚麼也不能帶去；他的榮耀不能隨他下去。 

箴 10:2 不義之財毫無益處；惟有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 

箴 21:6 用詭詐之舌求財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財乃是吹來吹去的浮雲。 

箴 28:22 人有惡眼想要急速發財，卻不知窮乏必臨到他身。 

申 8:17 恐怕你心裡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