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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财产权--资源分配资源分配
一、经济生活跟社会体制是连结在一起的，

经济系统是人类互相帮助重要的方式之一，

所以我们来面对我们的财产，

物质、非物质资源的使用形成了文化。比方：

黑鲔鱼文化，有它的经济、「吃」的美学

鱼翅文化，有钱就想吃一些特有的东西，

导致海洋生物的崩溃，生态环保必须面对的

现在是 3C 年代，消费性电子产品

推陈出新 速度加快 价钱在跌推陈出新、速度加快、价钱在跌，

 个人电脑比十几年前，已经是一万倍的速度

手机 用到坏才换？ 年 二年 手机，用到坏才换？一年、二年，

推新机就买新的，或月租到期就换一只？

这些都刺激我们思考 财产跟土地 资源使用的方式这些都刺激我们思考，财产跟土地、资源使用的方式

二、使用资源与经济模式：经济模式有三大类型，

馈赠模式1. 馈赠模式，

资源、物质，当作礼物在赠送。

海岛上有贝壳 可以当作装饰 海岛上有贝壳，可以当作装饰、

交易的事物、用石头打造出来工具，

从这 家送到那 家从这一家送到那一家

 田里面种出来食物，邻居经过我就送他一小袋

物质的价值在于人跟人之间交换的人情物质的价值在于人跟人之间交换的人情，

我送礼物给他，他就欠我一点人情，

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密切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密切，

下一回他会送我作为回报，

礼物价值不在它本身 而在于两个人之间关系的维系。礼物价值不在它本身，而在于两个人之间关系的维系。

整个社会这样做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所有人

紧密结合在一起 称为馈赠模式 -紧密结合在 起，称为馈赠模式 -
物质的价值不在于它自己，而在于两方面的关系。

2. 恩庇模式：

一个恩主，庇护一大群人为他工作。

一个恩主拥有一大片土地，

许多的人在土地上种植，

谷物收成是主要的财富，

各种劳务 这 群人就是为这个恩主服务 彼此相助 各种劳务，这一群人就是为这个恩主服务、彼此相助

 收成的时候，恩主就把谷物分配给所有为他服务的人，

种地的 煮饭的 剪头发的种地的、煮饭的、剪头发的…
用这样的方式，所有的人连结在一起。

物质从各地方收集以后物质从各地方收集以后，

恩主重新分配给每一个人，

恩主好必须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生活恩主好必须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生活，

每一个人为他工作，

一代一代 角色阶级会世袭代 代，角色阶级会世袭。



3. 市场模式：物质本身有它的价值，

交易是为了那个价值 交易双方可以没有任何关系交易是为了那个价值，交易双方可以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每个东西有标签、标价，

物质的价值在于它本身物质的价值在于它本身。

以台湾社会来说，三种都存在的，

公共生活是市场经济模式 透过货币作为媒介公共生活是市场经济模式，透过货币作为媒介，

每个东西有它的价值，整个社会大部分是这个

民间朋友之间往来 馈赠模式是在的民间朋友之间往来，馈赠模式是在的，

朋友之间会送礼，比如：

结婚花费庞大，当某家要结婚，结婚花费庞大，当某家要结婚，

亲朋好友送一些礼物，把婚礼办起来，

下一回另外一家要办婚礼，所有人会送礼物过去。，

现在礼物改成金钱、用红包，是维系感情的

政府在收税，收税以后会重新分配，

政府扮演社会恩庇模式的领主角色

三、对经济生活，基督徒的神学观点：

「财产权 怎圣经对「财产权」怎么说？

基本的态度 - 财产属于上帝，

土地上的作物 人力 人的聪明智慧土地上的作物、人力、人的聪明智慧，

都是上帝所赐，交给人在使用

终极的拥有权是上帝的终极的拥有权是上帝的，

人有短暂的使用权，

圣经的说法称为「管家职分」圣经的说法称为「管家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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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全力以赴完成主人交付的任务，

现代的话称为「善良的管理人」

上帝把时间 钱财 所有的东西托付给我们上帝把时间、钱财、所有的东西托付给我们，

智慧、财产...要按照上帝的心意，

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这些资源的目的。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这些资源的目的。

旧约的经济模型：

土地为中心 另外有禧年 五十年之间的展望土地为中心，另外有禧年、五十年之间的展望。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上帝所应许之地，

地是上帝的 按支派分配给每一个人地是上帝的、按支派分配给每一个人，

拥有土地就代表了这个人跟上帝是有份的、

在上帝的应许、约里面 –在上帝的应许、约里面

土地是上帝给的、命是上帝救出来的。

所以土地拥有权的正当性在于信靠上帝与感恩所以土地拥有权的正当性在于信靠上帝与感恩，

合宜的使用上帝所赐的产业，

甚么时候耕种、不耕种、守安息日、安息年、甚么时候耕种、不耕种、守安息日、安息年、

拿出土地的收成来办庆典、十分之一给利未人、

每三年多十分之一给穷人...，这是信仰态度的表达。年

因为利未人没有分配到土地、专心办理侍奉的事，

十分之一一方面表达对上帝的感恩，十分之 方面表达对 帝的感恩，

也是在供应给没有土地的利未人。

以色列人如果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做，

大概收成四分之 到三成之间会拿出来 像现在的缴税大概收成四分之一到三成之间会拿出来、像现在的缴税
利未人像公务员、所得是全以色列所得的平均，很有智慧，

是整个政治 宗教 社会 经济系统的运作是整个政治、宗教、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

每五十年有一个禧年：让那些因各种原因经济破产者，

不得已把土地给卖了 圣经说土地是属于上帝 不可永卖不得已把土地给卖了，圣经说土地是属于上帝、不可永卖，

卖的是到禧年之前的使用权，每一年土地价值会递减 2%，

土地不能炒作、累积，不是商品、是与上帝立约的记号，土地不能炒作、累积，不是商品、是与上帝立约的记号，

就让把土地抵押出去，在第五十年有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

按照人的自然寿命，一个人一生顶多就一次吧！寿命，

休耕的条例不紧是让自己的牛羊休息，

也让野兽可以生息，整个大自然都要照顾

资源不是让人累积用于自己的私利，

是按着上帝的意思重新分配，

这是圣经基本上对财产的概念。



现在我们发明了货币，政府有法定货币的价值，

经济系统 货币应该是要「金本位」经济系统、货币应该是要「金本位」-
发行多少货币，应该有等值的黄金要在仓库里，

但慢慢脱钩了但慢慢脱钩了。

政府的系统里有维系的价值，

钱币上写着 10 100 元钱币上写着 10、100 元，

就告诉我们它不是东西，那张纸本身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是赋予上面相对的「购买力」有意义的是赋予上面相对的「购买力」，

这张纸可以买 100 元的东西，

也就是它可以「支配资源的权力」。也就是它可以「支配资源的权力」。

钱不是东西、而是权力，购买力
可以买到商品、智慧财产、某人多少时间的服务可以买到商品、智慧财产、某人多少时间的服务，

这些有形、无形资源支配的权力，

钱越多、支配的权力越大，钱越多、支 的权力越 ，

钱少，没有支配的权力。

穷人被称为无权无势的人，因为没有支配的权力，

对自己的身体 时间 都只能被人来支配对自己的身体、时间，都只能被人来支配。

圣经特别注意要照顾穷人，因为他们没有资源，

要照顾穷人的经文 大概超过八百处要照顾穷人的经文，大概超过八百处，

 批评为富不仁、有钱有势政商挂勾

去欺压穷人、寄居的、孤儿寡妇的 非常的严厉去欺压穷人、寄居的、孤儿寡妇的，非常的严厉，

上帝说会追讨他们的罪
上帝是站在弱势者的那一边，因为他们是被欺压的。上帝是站在弱势者的那 边，因为他们是被欺压的。

不是弱势永远是对的，只是相对在权力不对等的时候，

让弱势者多有一点机会，才合乎圣经的公义。

基督徒真正的财富是在天上的，

亚伯拉罕的土地是别人的土地，不是在应许之地的安息而已，， ，

仰望的是天上的安息，才是真正财富在那个地方。

我们要有「终末」的观点，在已然未然之间，

对于钱财的迷惑，我们才比较有抗拒的能力。

尤其钱是支配的权力，

权力越大 可能越让人腐败的权力越大、可能越让人腐败的，

如果把巨大的支配权力交付给一个不知道如何运用的人，

这股强大的支配权力 会把一个人毁了！这股强大的支配权力，会把一个人毁了！

以美国乐透为例，头奖得主往往几千万美金，

他们本来是工人、穷人 突然间这么有钱他们本来是工人、穷人，突然间这么有钱，

通常有钱人不会去买、穷人会买。

中头奖的三年以后，没有例外、一个比一个还悲惨，中头奖的 年以后，没有例外、 个比 个还悲惨，

那强大的支配能力，会把这个人心灵、生活完全都毁掉！

所以圣经说小事上忠心、大事才忠心，所以圣经说小事上忠心、大事才忠心，

交给我一两银子会管、才能管十两，

资源、钱是这样，人的能力也是如此的。资 ，

我们要好好注意金钱所带来支配力量的试探，

放眼在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百姓，

照顾穷人，让我们脱离钱财的诱惑。

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旦实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以后，

就有 样的问题 所得分配 均就有同样的问题 - 所得分配不平均，

有钱的以钱滚钱就越有钱，穷人无立锥之地，

在旧约阿摩司书整卷批判的在旧约阿摩司书整卷批判的，

我们现在社会也不断不断在发生。

当土地 房价越来越高 拥有土地房价的当土地、房价越来越高，拥有土地房价的

甚么都不用做，光靠租金、房地产增值，

就比薪水努力工作的人更多的时候就比薪水努力工作的人更多的时候，

对这社会不是好事的…
一个公司在买土地的 不会把他的钱 资源 个公司在买土地的，不会把他的钱、资源、

投资在创新，不会想办法去增加就业机会
 如果资源集中在房地产 妨碍产业创新、资源重新分配 如果资源集中在房地产，妨碍产业创新、资源重新分配

现在谈居住正义，房价应该要回到应该有的水准，

对教会来说需要关心，对教会来说需要关 ，

因为造成扭曲的经济系统，所有人在里面的，都受影响！



四、经济生活参与 - 应用、建议
1 个人层面 操练简朴生活1.个人层面：操练简朴生活，

对资源的欲望少一点，可以专心仰望上帝，

人生需要的阳光 空气 水 食物人生需要的阳光、空气、水、食物，

三项上帝给、食物是我们要努力、有一点付出，

其它的是欲望的部分其它的是欲望的部分

生活简单一点，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活下去，

简朴生活之后、欲望降低、殷勤努力工作简朴生活之后、欲望降低、殷勤努力工作

所得一些资源，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分配，

分配给穷人、基督徒奉献的一环分配给穷人、基督徒奉献的 环

2.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因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剥削，需要有公平交易，因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剥削，需要有公平交易，

让生产者、有劳务的人，得到合理的报酬。

现在网路发达，如果可以直接跟生产者购买，

就可以减少中间的剥削，相对就是比较公平的。

3. 道德抵制：当企业剥削劳工、诈欺消费者，

我们就不买它的商品、公司股票。

例：Nike 在印尼有一个工厂，环境不好、不准许组织工会，

在美国是薪资是工会与资方协商的在美国是薪资是工会与资方协商的，

后来美国消费者发现这件事，发起抵制、诉愿，

让美国政府向公司施压 Nike 必须改善让美国政府向公司施压，Nike 必须改善，

因为卖鞋的钱都进了资本家口袋、相对剥削劳工，

劳工是弱势 消费者应当去抵制劳工是弱势，消费者应当去抵制

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公司有贩售，去那一家呢？

比较一下两家公司对待员工的方式 哪一家比较公道？比较一下两家公司对待员工的方式，哪一家比较公道？

同样要去超商，如果有一家是不道德，运用市场垄断地位，

资源雄厚到一个地步 透过它的广告、资源雄厚到 个地步，透过它的广告、

它的问题媒体不敢登的时候，

赚我们的钱、毒我们的身体、洗我们的脑袋，赚我们的钱、毒我们的身体、洗我们的脑袋，
要做明智的消费者、应该要抵制

4. 家庭收支：

编 部分预算来做 慈善编一部分预算来做为慈善，

一方面是自己的灵性、

方面是家庭的教育一方面是家庭的教育。

5. 教会预算当然有各样的需要、

内部有基本的资源需要使用内部有基本的资源需要使用，

如果可以、比照十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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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现在宣教的眼光，

慈善 社会救济就是宣教慈善、社会救济就是宣教，

基督徒整体见证的一环

会友参与其中 操练爱主 爱人会友参与其中，操练爱主、爱人、

爱上帝所爱的社会百姓，体验上帝的恩典，

也让社会透过教会，尝到一点上帝恩典的滋味社会透过教会，尝到 点 帝恩典 味

所以多出一点社会福利与慈善。

6. 政府的角色：

扮演收税又重新分配 所以财税政策就很重要扮演收税又重新分配，所以财税政策就很重要。

不过现在的政府，游说的力量

来自大财团 高官 他们拥有权力来自大财团、高官，他们拥有权力，

所以前些年台湾的杂志在报导：

「谁偷了我们的血汗钱？」「谁偷了我们的血汗钱？」

每年经济成长 1-2%、

就是整体经济一年多了一、二千亿的所得就是整体 济 年多了 、 千亿的所得

 可是政府减税、劳工薪资所得倒退，

多出来的钱到了资本家口袋，

以至于工作贫穷、中产阶级在瓦解

对于这样的政策应该有一点表态：

 多一点分配的正当性、社会主义的精神，照顾到弱势
最近年金改革、军公教18%...，

这些议题在讨论，我们要去关切 -公平、正义



7. 教会有没有注意到贫穷人？

美国有 个企业 G d ill 善意美国有一个企业 Goodwill - 善意，

一百年前波士顿附近一间循理会的教会，

社区有穷人 要去救助 给他们食物 衣服社区有穷人、要去救助，给他们食物、衣服，

那些穷人对他们说：「我们想要工作。」

工作不只是赚到生活的资源 人的尊严也在那哩工作不只是赚到生活的资源，人的尊严也在那哩，

 所以创办了社会企业，搜集旧衣服，

成立商店来销售，销售金额就给这些人成 商店来销售，销售金额就给这些

这家企业聘用穷人，训练、提升他们工作能力，

不只得到金钱、还得到为人的价值
经过一百年左右，全美国有上千家这样的企业，

不仅是衣服、有各种社会企业在产生。

教会要采取社区服务，流浪汉、街友，

提供他们食物、沐浴、换衣服、维持基本尊严，

台湾有志工在做、感谢上帝！

这些是事后的弥补、救济，让人变贫穷，

事除了当事人受了挫折、心理创伤，还有就是结构性的因素，

「贫穷会世袭」贫穷人的儿女更没有机会在社会翻身，

教育也不 定能促进阶级流动教育也不一定能促进阶级流动，

 资源丰富的人透过教育系统「阶级复制」，

得到父执辈社会资本 人脉关系得到父执辈社会资本、人脉关系

 穷人一样「阶级复制」，而是更穷的

在台湾因为有选票 民意 可透过论坛在台湾因为有选票、民意，可透过论坛、

压力团体、提供意见，向民意代表打电话去关切，

关心导致贫穷的社会问题 法案的进度关心导致贫穷的社会问题、法案的进度，

民意代表就得注意这些社会公义的议题。

财产权有更多要谈 还有分配的正义财产权有更多要谈，还有分配的正义...，
简单说：资源，是上帝给我们分配，

按照上帝的心意使用在该用的地方按照上帝的心意使用在该用的地方，

因为我们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