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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第十課 上帝嫌富愛貧嗎？上帝嫌富愛貧嗎？

箴言一到九章可以從上下文，歸納一些教導

十到廿九章 由一連串多彩多姿的主題組成，十到廿九章 由 連串多彩多姿的主題組成，

用專題的方式做歸納…

箴箴言有關金錢的主題，占了許多的篇幅，

不表示箴言是充滿銅臭味的書卷

富 窮大家先把對財富、貧窮的偏見放在一旁

箴言的態度不是充滿偏見，而是持守中庸的

猶太格言 ─ 金錢可以成為管轄你的主人，
也可以成為你能幹的傭人；

貧窮可以成為力爭上游的基石，也可成為扭曲性格的羞辱。

箴言幫助我們，用持衡的態度，來看金錢與貧窮，箴言幫助我們，用持衡的態度，來看金錢與貧窮，

能夠有更平衡的認識、明白上帝的心意。

1. 從社會現象來看財富與貧窮

十15a 富戶的財物是他的堅城。
十八11 富足人的財物是他的堅城，

在他心想，猶如高牆。

讓有錢人在裡面有安全感

十15b 窮人的貧乏是他的敗壞。

讓有錢人在裡面有安全感

社會價值觀常取決於人的地位及財富，

地位愈來愈高，財富就愈來愈多，地位愈來愈高 財富就愈來愈多

很多人想攀龍附鳳、巴結認識這類的人

窮人缺乏地位、財富，窮人缺乏地位 財富

讓人覺得是社會負擔、鄰居不敢結交、也惹人討厭。

在古代社會，許多窮人必須借錢度日，在古代社會 許多窮人必須借錢度日

最後迫不得已，只好賣身為奴

基督徒的價值觀卻不是這樣…
雅二1-4 我的弟兄們，你們既然對我們榮耀的主

耶穌基督有信心，就不應該憑外貌待人。

如果有 個手戴金戒指 身穿華麗衣服的 進 你們的會堂會堂如果有一個手戴金戒指、身穿華麗衣服的人，進入你們的會堂；會堂；

又有一個衣衫襤褸的窮人，也進去了。

你們就看重那穿華麗衣服的人 說：「請坐在這好位上你們就看重那穿華麗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

又對那個窮人說：「你站在那裡。」

或說：「坐在我的腳凳下邊。」或說：「坐在我的腳凳下邊。」

這不是你們對人有歧視，成了心懷惡意的審判官嗎？

仰基督教信仰，不拘男人、女人、有錢人、窮人、

任何種族的人，凡屬上帝的子民，

都在基督裡合而為 沒有社會地位之分都在基督裡合而為一，沒有社會地位之分。

十七5 戲笑窮人的，是辱沒造他的主；十七5 戲笑窮 的 是辱沒造他的主；
幸災樂禍的，必不免受罰。



聖經多次提醒，特別舊約時代過節期時，

上帝要他們顧念寄居的人 賙濟窮人上帝要他們顧念寄居的人、賙濟窮人 ─
詩一一二9 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

他的仁義存到永遠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箴言也多次提到這些的教導 ─
慈善的 就 蒙福 他將食物分 窮廿二9 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將食物分給窮人。

廿八27 賙濟貧窮的，不致缺乏。

面對審斷案件時，更不能偏袒 ─
廿九7 義人知道查明窮人的案。

廿九14 君王憑誠實判斷窮人，

他的國位必永遠堅立。

審判官也不能因為對方是窮人，

落到另一個極端 ─ 認為有錢人一定就是錯的，落到另 個極端 認為有錢人 定就是錯的

出廿三3 不可在爭訟的事上偏護窮人。

很多人羡慕有錢人，但有錢人也有他們的苦衷 ─
十三7 假作富足的 卻 無所有十三7a 假作富足的，卻一無所有。

有些人打腫臉充胖子，不富足、卻要假裝有

十 裝作窮乏的 卻廣有財物十三7b 裝作窮乏的，卻廣有財物。

有些有錢人為了杜絕麻煩，必須假裝沒有錢

今天依然看到的現象 ─
十三8 人的資財是他生命的贖價；

窮乏人卻聽不見威嚇的話。

有錢人除了怕財富會為他們帶來麻煩外，

也可能因為有錢，壞人想綁架勒索，

這時，有錢人的財富反成為他們生命的贖價

反觀窮人卻不用擔心這些…
所以有錢人不見得比窮人來得快樂。

箴言正點出在社會當中，財富與貧窮反應出來的多元面貌。

2. 從一般常理來看財富與貧窮

十4十4 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

十三23 窮人耕種多得糧食，但因不義，有消滅的。

廿一17 愛宴樂的，必致窮乏；好酒，愛膏油的，必不富足。

喜愛大魚大肉的肥油喜愛大魚大肉的肥油

手懶的、愛宴樂、大吃大喝的，

縱使家財萬貫 也終必傾家蕩產縱使家財萬貫，也終必傾家蕩產。

中國古話「富不過三代 祖先勞碌辛苦積攢中國古話「富不過三代」，祖先勞碌辛苦積攢，

但後代子孫懶惰、經常宴樂享受，

不知不覺中敗壞家產 家道中落不知不覺中敗壞家產、家道中落。

在人類的歷史、社會新聞中，時有所聞，

類似的狀況，就上演在所認識的親朋好友當中。

與手懶、荒宴醉酒的人形成對比的，是勤奮的窮人。

十九世紀美國加州掀起 場淘金熱十九世紀美國加州掀起一場淘金熱，

猶太人十七歲的亞默爾也跑到了加州…
時當時氣候乾燥，水源缺乏，因此找人挖了水池，

從遠方把河水引入池中，過濾成為飲用水…
賣水只能賺盈頭小利，但累積下來，他的腳踏實地得到資金。

勤勞者，未必成為大富大貴之人，但也不致生活匱乏。勤 者 大 大貴 乏

十三11 不勞而得之財必然消耗；勤勞積蓄的，必見加增。

《他勒目經典》賺錢不難，用錢不易。《他勒目經典》賺錢不難，用錢不易。
有錢是好事，但是要知道如何使用更好。

孩子對待財富的態度，往往受到父母的影響，孩子對待財富的態度 往往受到父母的影響

父母光會賺錢，供給兒女一切需要

卻不懂得訓練孩子從小就做金錢的主人卻不懂得訓練孩子從小就做金錢的主人

往往造成子女，對金錢有不正確的迷思與誤用。



3. 從道德倫理來看財富與貧窮

或許我們認為，有錢人遇到的試探會比較多，

但事實上，在箴言成書、包括今日社會，但事實 在箴言成書 括今日社會

有錢人並不是佔社會上多數

反倒充斥想追逐發財夢的貧窮、小康之家的人，反倒充斥想追逐發財夢的貧窮 小康之家的人

有時候，這類的人反而比本來就有錢的人，

還多許多的試探 ─ 為成功不惜使用一些方法還多許多的試探 為成功不惜使用 些方法

在箴言中，對這一類的人做出教導：

十九10 行為純正的貧窮人勝過乖謬愚妄的富足人。
廿八60 行為純正的窮乏人勝過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廿二16 欺壓貧窮為要利己的，

並送禮與富戶的，都必缺乏。

廿三40 不要勞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聰明。

出身寒微並不可恥，可恥的是為了能夠出頭天 ─
利用不正當手段 個人小聰明 為自己搏取 席之地利用不正當手段、個人小聰明，為自己搏取一席之地

甚至欺善怕惡、攀附權貴，欺壓比自己更貧窮的人

廿八3 窮人欺壓貧民，好像暴雨沖沒糧食。

稍有能力的窮人，極盡所能欺壓更糟糕的人，稍有能力的窮人，極盡所能欺壓更糟糕的人，

因此箴言有兩段重覆提到 ─
行為純正的貧窮人，勝過行事乖僻的富足人。行為純正的貧窮人，勝過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提醒君子愛財，要取之有道。

廿八11 富足人自以為有智慧，但聰明的貧窮人能將他查透。

不想透過彎曲的方法來追求成功之路，不想透過彎曲的方法來追求成功之路

守住在上帝面前純正的行為，良心無愧…
都要向永生上帝交待一生的行為，與其追求都要向永生上帝交待 生的行為，與其追求

短暫功名利祿，不如按正當方法、踏實往前走

4. 從屬靈觀點來看財富與貧窮 ─ 上帝怎麼看…

上帝不管是對待有錢人或窮人都是公平的，

廿二2 富戶窮人在世相遇，都為耶和華所造。

人性才是最容易從外在的社會地位、成就，

判斷一個人的價值，決定對待對方的態度。判斷 個人的價值，決定對待對方的態度

但是人看人看的是外貌，上帝是看內心，

不管是窮人 有錢人 在上帝眼中都是不完全的罪人不管是窮人、有錢人，在上帝眼中都是不完全的罪人

上帝樂於施恩，使他們人生價值觀不在於財物多寡，

而是上帝賜給他們的救贖而是上帝賜給他們的救贖

可以按著神的旨意來應用他們的金錢，

過 個榮耀上帝的人生 擁有健康的自我價值觀過一個榮耀上帝的人生、擁有健康的自我價值觀

廿二4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廿二 敬畏耶和華 存謙卑
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

不管是窮人或富人，都是上帝要救的人，

得著救恩不是靠著財富 而是透過敬畏神得著救恩不是靠著財富，而是透過敬畏神。

有有些人從耶穌回答少年官 ─ 變賣一切財產來跟從祂，

提到有錢人進天國是難的…
因此，窮人比富人更容易得救 ─ 是有問題的！

聖經並沒有把富人跟窮人放在一個敵對的地位，

反而同等放在需要救恩的地位上 ─
經濟條件不好，不要嫉妒仇恨有錢人

有錢基督徒，不要輕看經濟不好的弟兄姊妹有 督 不 看 濟不 弟 姊妹

今日有些基督徒 把財富等同邪惡…
還有一些偏向鐘擺的另一端，還有 些偏向鐘擺的另 端

唯有財富、榮耀、地位，才是上帝賜福的表現，

彷彿沒有財富都是上帝掩面不看的一群彷彿沒有財富都是上帝掩面不看的 群

過猶不及都是不對的，因為箴言看到持平的教導。



上帝確實眷顧窮人，

詩十二5 耶和華說：因為困苦人的冤屈和貧窮人的歎息詩十二5 耶和華說：因為困苦人的冤屈和貧窮人的歎息，

我現在要起來，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之地。

詩 ○ 17 神垂聽窮人的禱告 並不藐視他們的祈求詩一○二17 神垂聽窮人的禱告，並不藐視他們的祈求。

雅二5 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

叫他們在信 富叫他們在信上富足，

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

自己條件這些經文讓我們曉得 ─ 自己條件不是那麼好…
反而更容易謙卑來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也樂於施恩。

神也看重擁有財富的人，

擁有財富並沒有什麼不屬靈的，擁有財富並沒有什麼不屬靈的

傳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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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自己的分 在他勞碌中喜樂

這乃是神的恩賜。

箴言的教導，
不是讓我們比較 ─ 上帝比較喜歡有錢人、或沒有錢的人不是讓我們比較 ─ 上帝比較喜歡有錢人、或沒有錢的人

而是讓我們知道 ─ 擁有資財，是上帝給他們的恩典；

沒有的人 上帝也愛他們、聽他們的禱告沒有的人，上帝也愛他們、聽他們的禱告

擁有資財的人應如何看待他們的財富？

歸類 個重點歸類三個重點…

不自矜：因為恩典來自於神

八18 豐富尊榮在我；恆久的財並公義也在我。

十22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好施捨：

十一24 有施散的，卻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窮乏。

十一25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不倚賴：不倚賴

十一28 倚仗自己財物的，必跌倒；義人必發旺，如青葉。

英國倫敦西敏寺大教堂的牆壁上刻了一段銘文，

紀念十八世紀的偉大女性卡塔琳娜波妃紀念十八世紀的偉大女性卡塔琳娜波妃 ─
有生之年是享譽當世的富婆，

但她知道這些財富是上帝賜給她的但她知道這些財富是上帝賜給她的，

因此有生之年善用這些金錢…

上帝喜悅賜她相當龐大的產業。
敬虔 智慧她以敬虔的心和智慧，

為上帝的榮耀和鄰舍的好處，來運用她的產業。

她理財節儉 把她的收入大量用於正規的慈善事業上她理財節儉，把她的收入大量用於正規的慈善事業上，

給有需要的人解困，鼓舞勤奮者，使無知者得著教導。

她以愉悅和喜樂的心分配所擁有的財富，她以愉悅和喜樂的心分配所擁有的財富，

在某些情況下，更讓受苦的心靈得著提升和更新。

希望透過今天的內容，激勵我們成為智慧的金錢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