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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財產權--資源分配資源分配

一、經濟生活跟社會體制是連結在一起的，

經濟系統是人類互相幫助重要的方式之一，

所以我們來面對我們的財產，

物質、非物質資源的使用形成了文化。比方：

黑鮪魚文化，有它的經濟、「吃」的美學

魚翅文化，有錢就想吃一些特有的東西，

導致海洋生物的崩潰，生態環保必須面對的

現在是 3C 年代，消費性電子產品

推陳出新 速度加快 價錢在跌推陳出新、速度加快、價錢在跌，

個人電腦比十幾年前，已經是一萬倍的速度

手機 用到壞才換？ 年 二年手機，用到壞才換？一年、二年，

推新機就買新的，或月租到期就換一隻？

這些都刺激我們思考 財產跟土地 資源使用的方式這些都刺激我們思考，財產跟土地、資源使用的方式

二、使用資源與經濟模式：經濟模式有三大類型，

1. 餽贈模式，

資源、物質，當作禮物在贈送。

海島上有貝殼 可 當作裝飾海島上有貝殼，可以當作裝飾、

交易的事物、用石頭打造出來工具，

從這 家送到那 家從這一家送到那一家

田裡面種出來食物，鄰居經過我就送他一小袋

物質的價值在於人跟人之間交換的人情物質的價值在於人跟人之間交換的人情，

我送禮物給他，他就欠我一點人情，

我們之間的聯繫就更密切，我們之間的聯繫就更密切，

下一回他會送我作為回報，

禮物價值不在它本身，而在於兩個人之間關係的維繫。禮物價值不在它本身，而在於兩個人之間關係的維繫

整個社會這樣做的時候，整個社會的所有人

緊密結合在一起，稱為餽贈模式 -緊密結合在 起，稱為餽贈模式 -
物質的價值不在於它自己，而在於兩方面的關係。

2. 恩庇模式：

一個恩主，庇護一大群人為他工作。

一個恩主擁有一大片土地，

許多的人在土地上種植，

穀物收成是主要的財富，

各種勞務 這 群 是為這個恩 務 彼 相各種勞務，這一群人就是為這個恩主服務、彼此相助

收成的時候，恩主就把穀物分配給所有為他服務的人，

種地的 煮飯的 剪頭髮的種地的、煮飯的、剪頭髮的…
用這樣的方式，所有的人連結在一起。

物質從各地方收集以後物質從各地方收集以後，

恩主重新分配給每一個人，

恩主好必須要照顧到每一個人生活，恩主好必須要照顧到每一個人生活，

每一個人為他工作，

一代一代，角色階級會世襲。代 代，角色階級會世襲。



3. 市場模式：物質本身有它的價值，

交易是為了那個價值 交易雙方可以沒有任何關係交易是為了那個價值，交易雙方可以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每個東西有標籤、標價，

物質的價值在於它本身。物質的價值在於它本身。

以台灣社會來說，三種都存在的，

公共生活是市場經濟模式 透過貨幣作為媒介公共生活是市場經濟模式，透過貨幣作為媒介，

每個東西有它的價值，整個社會大部分是這個

民間朋友之間往來，餽贈模式是在的，民間朋友之間往來，餽贈模式是在的，

朋友之間會送禮，比如：

結婚花費龐大，當某家要結婚，結婚花費龐大 當某家要結婚

親朋好友送一些禮物，把婚禮辦起來，

下一回另外一家要辦婚禮，所有人會送禮物過去。下 另外 家要辦婚禮 所有 會送禮 過

現在禮物改成金錢、用紅包，是維繫感情的

政府在收稅，收稅以後會重新分配，

政府扮演社會恩庇模式的領主角色

三、對經濟生活，基督徒的神學觀點：

聖經對「財產權」怎麼說？

基本的態度 - 財產屬於上帝，

土地上的作物 人力 人的聰明智慧土地上的作物、人力、人的聰明智慧，

都是上帝所賜，交給人在使用

終極的擁有權是上帝的終極的擁有權是上帝的，

人有短暫的使用權，

聖經的說法稱為「管家職分」，聖經的說法稱為 管家職分」，

管家的要求：要忠心、良善、有智慧，

全力以赴完成主人交付的任務，全力以赴完成主人交付的任務

現代的話稱為「善良的管理人」

上帝把時間、錢財、所有的東西託付給我們，上帝把時間 錢財 所有的東西託付給我們，

智慧、財產...要按照上帝的心意，

完成上帝交託給我們這些資源的目的。完成上帝交託給我們這些資源的目的

舊約的經濟模型：

土地為中 另外有禧年 五十年之間的展望土地為中心，另外有禧年、五十年之間的展望。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進入上帝所應許之地，

地是上帝的、按支派分配給每一個人，地是上帝的、按支派分配給每一個人，

擁有土地就代表了這個人跟上帝是有份的、

在上帝的應許、約裡面 –在上帝的應許 約裡面

土地是上帝給的、命是上帝救出來的。

所以土地擁有權的正當性在於信靠上帝與感恩，所以土地擁有權的正當性在於信靠上帝與感恩，

合宜的使用上帝所賜的產業，

甚麼時候耕種、不耕種、守安息日、安息年、甚麼時候耕種 不耕種 守安息日 安息年

拿出土地的收成來辦慶典、十分之一給利未人、

每三年多十分之一給窮人...，這是信仰態度的表達。每 年多十 窮 這是信仰態度的表達

因為利未人沒有分配到土地、專心辦理侍奉的事，

十分之一一方面表達對上帝的感恩，十分之 方面表達對上帝的感恩

也是在供應給沒有土地的利未人。

以色列人如果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做，

大概收成四分之 到三成之間會拿出來 像現在的繳稅大概收成四分之一到三成之間會拿出來、像現在的繳稅

利未人像公務員、所得是全以色列所得的平均，很有智慧，

是整個政治 宗教 社會 經濟系統的運作是整個政治、宗教、社會、經濟系統的運作

每五十年有一個禧年：讓那些因各種原因經濟破產者，

不得已把土地給賣了，聖經說土地是屬於上帝、不可永賣，不得已把土地給賣了，聖經說土地是屬於上帝、不可永賣，

賣的是到禧年之前的使用權，每一年土地價值會遞減 2%，
土地不能炒作、累積，不是商品、是與上帝立約的記號，土地不能炒作 累積 不是商品 是與上帝立約的記號

就讓把土地抵押出去，在第五十年有一次重新再來的機會。

按照人的自然壽命，一個人一生頂多就一次吧！的自然壽命 生頂多

休耕的條例不緊是讓自己的牛羊休息，

也讓野獸可以生息，整個大自然都要照顧

資源不是讓人累積用於自己的私利，

是按著上帝的意思重新分配，

這是聖經基本上對財產的概念。



現在我們發明了貨幣，政府有法定貨幣的價值，

經濟系統 貨幣應該是要「金本位經濟系統、貨幣應該是要「金本位」-
發行多少貨幣，應該有等值的黃金要在倉庫裡，

但慢慢脫鉤了。但慢慢脫鉤了。

政府的系統裡有維繫的價值，

錢幣上寫著 10 100元錢幣上寫著 10、100元，
就告訴我們它不是東西，那張紙本身沒有意義，

有意義的是賦予上面相對的「購買力」，有意義的是賦予上面相對的 購買力」，

這張紙可以買 100 元的東西，

也就是它可以「支配資源的權力」。也就是它可以 支配資源的權力」

錢不是東西、而是權力，購買力

可以買到商品、智慧財產、某人多少時間的服務，可以買到商品 智慧財產 某人多少時間的服務，

這些有形、無形資源支配的權力，

錢越多、支配的權力越大，錢越多 支配的權力越大

錢少，沒有支配的權力。

窮人被稱為無權無勢的人，因為沒有支配的權力，

對自己的身體 時間 都只能被人來支配對自己的身體、時間，都只能被人來支配。

聖經特別注意要照顧窮人，因為他們沒有資源，

要照顧窮人的經文，大概超過八百處，要照顧窮人的經文，大概超過八百處，

批評為富不仁、有錢有勢政商掛勾

去欺壓窮人、寄居的、孤兒寡婦的，非常的嚴厲，去欺壓窮人 寄居的 孤兒寡婦的，非常的嚴厲，

上帝說會追討他們的罪

上帝是站在弱勢者的那一邊，因為他們是被欺壓的。上帝是站在弱勢者的那 邊 因為他們是被欺壓的

不是弱勢永遠是對的，只是相對在權力不對等的時候，

讓弱勢者多有一點機會，才合乎聖經的公義。

基督徒真正的財富是在天上的，

亞伯拉罕的土地是別人的土地，不是在應許之地的安息而已，亞 拉罕的 是別 的 不是在應許 的安息

仰望的是天上的安息，才是真正財富在那個地方。

我們要有「終末」的觀點，在已然未然之間，

對於錢財的迷惑，我們才比較有抗拒的能力。

尤其錢是支配的權力，

權力越大 可能越讓人腐敗的權力越大、可能越讓人腐敗的，

如果把巨大的支配權力交付給一個不知道如何運用的人，

這股強大的支配權力，會把一個人毀了！這股強大的支配權力，會把一個人毀了！

以美國樂透為例，頭獎得主往往幾千萬美金，

他們本來是工人、窮人，突然間這麼有錢，他們本來是工人 窮人，突然間這麼有錢，

通常有錢人不會去買、窮人會買。

中頭獎的三年以後，沒有例外、一個比一個還悲慘，中頭獎的三年以後 沒有例外 個比 個還悲慘

那強大的支配能力，會把這個人心靈、生活完全都毀掉！

所以聖經說小事上忠心、大事才忠心，所以聖經說小事上忠心 大事才忠心

交給我一兩銀子會管、才能管十兩，

資源、錢是這樣，人的能力也是如此的。資源 錢是這樣 的能 是 的

我們要好好注意金錢所帶來支配力量的試探，

放眼在上帝的應許、上帝的百姓，

照顧窮人，讓我們脫離錢財的誘惑。

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旦實行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以後，

就有同樣的問題 - 所得分配不平均，

有錢的以錢滾錢就越有錢，窮人無立錐之地，

在舊約阿摩司書整卷批判的在舊約阿摩司書整卷批判的，

我們現在社會也不斷不斷在發生。

當土地 房價越來越高 擁有土地房價的當土地、房價越來越高，擁有土地房價的

甚麼都不用做，光靠租金、房地產增值，

就比薪水努力工作的人更多的時候就比薪水努力工作的人更多的時候，

對這社會不是好事的…
一個公司在買土地的，不會把他的錢、資源、一個公司在買土地的，不會把他的錢、資源、

投資在創新，不會想辦法去增加就業機會

如果資源集中在房地產，妨礙產業創新、資源重新分配如果資源集中在房地產，妨礙產業創新 資源重新分配

現在談居住正義，房價應該要回到應該有的水準，

對教會來說需要關心，對教會來說需要關心

因為造成扭曲的經濟系統，所有人在裡面的，都受影響！



四、經濟生活參與 - 應用、建議

1 個人層面 操練簡樸生活1. 個人層面：操練簡樸生活，

對資源的慾望少一點，可以專心仰望上帝，

人生需要的陽光 空氣 水 食物人生需要的陽光、空氣、水、食物，

三項上帝給、食物是我們要努力、有一點付出，

其它的是慾望的部分其它的是慾望的部分

生活簡單一點，可以讓更多人可以活下去，

簡樸生活之後、慾望降低、殷勤努力工作簡樸生活之後 慾望降低 殷勤努力工作

所得一些資源，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分配，

分配給窮人、基督徒奉獻的一環分配給窮人 基督徒奉獻的 環

2. 做一個明智的消費者：

因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剝削，需要有公平交易，因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剝削 需要有公平交易

讓生產者、有勞務的人，得到合理的報酬。

現在網路發達，如果可以直接跟生產者購買，現在網路發達 如果可以 接跟 產者購買

就可以減少中間的剝削，相對就是比較公平的。

3. 道德抵制：當企業剝削勞工、詐欺消費者，

我們就不買它的商品、公司股票。

例：Nike 在印尼有一個工廠，環境不好、不准許組織工會，

在美國是薪資是 會與資方協商的在美國是薪資是工會與資方協商的，

後來美國消費者發現這件事，發起抵制、訴願，

讓美國政府向公司施壓 Nike 必須改善讓美國政府向公司施壓，Nike 必須改善，

因為賣鞋的錢都進了資本家口袋、相對剝削勞工，

勞工是弱勢，消費者應當去抵制勞工是弱勢，消費者應當去抵制

同樣的商品在不同的公司有販售，去那一家呢？

比較一下兩家公司對待員工的方式，哪一家比較公道？比較一下兩家公司對待員工的方式，哪一家比較公道？

同樣要去超商，如果有一家是不道德，運用市場壟斷地位，

資源雄厚到一個地步，透過它的廣告、資源雄厚到 個地步，透過它的廣告

它的問題媒體不敢登的時候，

賺我們的錢、毒我們的身體、洗我們的腦袋，賺我們的錢 毒我們的身體 洗我們的腦袋

要做明智的消費者、應該要抵制

4. 家庭收支：

編一部分預算來做為慈善，

一方面是自己的靈性、

方面是家庭的教育一方面是家庭的教育。

5. 教會預算當然有各樣的需要、

內部有基本的資源需要使用內部有基本的資源需要使用，

如果可以、比照十一精神，

1/10做宣教奉獻 1/10做慈善奉獻1/10做宣教奉獻、1/10做慈善奉獻，

以現在宣教的眼光，

慈善、社會救濟就是宣教，慈善、社會救濟就是宣教，

基督徒整體見證的一環

會友參與其中，操練愛主、愛人、會友參與其中，操練愛主 愛人

愛上帝所愛的社會百姓，體驗上帝的恩典，

也讓社會透過教會，嘗到一點上帝恩典的滋味也讓社會透過教會 嘗到 點上帝恩典的滋味

所以多出一點社會福利與慈善。

6. 政府的角色：

扮演收稅又重新分配 所以財稅政策就很重要扮演收稅又重新分配，所以財稅政策就很重要。

不過現在的政府，遊說的力量

來自大財團、高官，他們擁有權力，來自大財團、高官，他們擁有權力，

所以前些年台灣的雜誌在報導：

「誰偷了我們的血汗錢？」誰偷了我們的血汗錢？」

每年經濟成長 1-2%、
就是整體經濟一年多了一、二千億的所得就是整體經濟 年多了 千億的所得

可是政府減稅、勞工薪資所得倒退，

多出來的錢到了資本家口袋，

以至於工作貧窮、中產階級在瓦解

對於這樣的政策應該有一點表態：對於這樣的政策應該有 點表態

多一點分配的正當性、社會主義的精神，照顧到弱勢

最近年金改革、軍公教18%...，
這些議題在討論，我們要去關切 - 公平、正義



7. 教會有沒有注意到貧窮人？

美國有 個企業 G d ill 善意美國有一個企業 Goodwill - 善意，

一百年前波士頓附近一間循理會的教會，

社區有窮人、要去救助，給他們食物、衣服，社區有窮人、要去救助，給他們食物、衣服，

那些窮人對他們說：「我們想要工作。」

工作不只是賺到生活的資源，人的尊嚴也在那哩，工作不只是賺到生活的資源，人的尊嚴也在那哩，

所以創辦了社會企業，蒐集舊衣服，

成立商店來銷售，銷售金額就給這些人成立商店來銷售 銷售金額就給這些人

這家企業聘用窮人，訓練、提升他們工作能力，

不只得到金錢、還得到為人的價值

經過一百年左右，全美國有上千家這樣的企業，

不僅是衣服、有各種社會企業在產生。

教會要採取社區服務，流浪漢、街友，

提供他們食物、沐浴、換衣服、維持基本尊嚴，

台灣有志工在做、感謝上帝！

這些是事後的彌補、救濟，讓人變貧窮，

除了當事人受了挫折、心理創傷，還有就是結構性的因素，

「貧窮會世襲」貧窮人的兒女更沒有機會在社會翻身，

教育也不 定能促進階級流動教育也不一定能促進階級流動，

資源豐富的人透過教育系統「階級複製」，

得到父執輩社會資本 人脈關係得到父執輩社會資本、人脈關係

窮人一樣「階級複製」，而是更窮的

在台灣因為有選票 民意 可透過論壇在台灣因為有選票、民意，可透過論壇、

壓力團體、提供意見，向民意代表打電話去關切，

關心導致貧窮的社會問題、法案的進度，關心導致貧窮的社會問題、法案的進度，

民意代表就得注意這些社會公義的議題。

財產權有更多要談 還有分配的正義財產權有更多要談，還有分配的正義...，
簡單說：資源，是上帝給我們分配，

按照上帝的心意使用在該用的地方，按照上帝的心意使用在該用的地方，

因為我們真正的財寶是在天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