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

第十课 上帝嫌富爱贫吗？
第十课…
第十课
…

箴言一到九章 可以从上下文，归纳一些教导

由一连串多彩多姿的主题组成，
由一连串多彩多姿的主题组成
用专题的方式做归纳…

十到廿九章

上帝嫌富爱贫吗？

箴言有关金钱的主题，占了许多的篇幅，
有关金钱的主题 占 许多的篇幅
不表示箴言是充满铜臭味的书卷
 大家先把对财富、贫穷的偏见放在一旁
大家先把对财富 贫穷的偏见放在 旁
 箴言的态度不是充满偏见，而是持守中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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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可以成为管辖你的主人，
也可以成为你能干的佣人；
贫穷可以成为力争上游的基石，也可成为扭曲性格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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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帮助我们，用持衡的态度，来看金钱与贫穷，
帮助我们 用持衡的态度 来看金钱与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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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更平衡的认识、明白上帝的心意。

1. 从社会现象来看财富与贫穷

基督徒的价值观却不是这样…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
十八11 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
在他心想，犹如高墙。
十15a

让有钱人在里面有安全感
十15b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社会价值观常取决于人的地位及财富，
地位愈来愈高，财富就愈来愈多，
很多人想攀龙附凤、巴结认识这类的人
 穷人缺乏地位、财富，
穷人缺乏地位 财富
让人觉得是社会负担、邻居不敢结交、也惹人讨厌。
在古代社会 许多穷人必须借钱度日
在古代社会，许多穷人必须借钱度日，
最后迫不得已，只好卖身为奴


雅二1-4 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

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
如果有 个手戴金戒指 身穿华丽衣服的人 进入你们的会堂
如果有一个手戴金戒指、身穿华丽衣服的人，进入你们的会堂；
会堂
会堂；
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
你们就看重那穿华丽衣服的人 说：「请坐在这好位上 」
你们就看重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
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
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 」
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
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
基督教信仰，不拘男人、女人、有钱人、穷人、
基督教信仰
有钱
穷
任何种族的人，凡属上帝的子民，
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没有社会地位之分。
督 合
地
十七5 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

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

圣经多次提醒，特别旧约时代过节期时，
上帝要他们顾念寄居的人 赒济穷人 ─
上帝要他们顾念寄居的人、赒济穷人
诗一一二9 他施舍钱财，赒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箴言也多次提到这些的教导 ─
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
慈善的 就 蒙福
他将食 分给穷人
廿八27 赒济贫穷的，不致缺乏。
廿二9





面对审断案件时，更不能偏袒 ─
廿九7 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
廿九14 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
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

审判官也不能因为对方是穷人，
落到另一个极端
落到另
个极端 ─ 认为有钱人
认为有钱人一定就是错的，
定就是错的，
出廿三3 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

很多人羡慕有钱人，但有钱人也有他们的苦衷 ─
十三7a 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
假作富足的 却 无所有
有些人打肿脸充胖子，不富足、却要假装有
十三7b 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
装作穷乏的 却广有财
有些有钱人为了杜绝麻烦，必须假装没有钱
今天依然看到的现象 ─
十三8 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
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
 有钱人除了怕财富会为他们带来麻烦外，
也可能因为有钱，坏人想绑架勒索，
这时，有钱人的财富反成为他们生命的赎价
 反观穷人却不用担心这些…
所以有钱人不见得比穷人来得快乐。

箴言正点出在社会当中，财富与贫穷反应出来的多元面貌。

与手懒、荒宴醉酒的人形成对比的，是勤奋的穷人。

2. 从一般常理来看财富与贫穷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十三23 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
廿一17 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膏油的，必不富足。
十4十4

喜爱大鱼大肉的肥油
手懒的、爱宴乐、大吃大喝的，
纵使家财 贯 也终 倾家荡产
纵使家财万贯，也终必倾家荡产。
中国古话「富不过三代」，祖先劳碌辛苦积攒，
」 祖先劳碌辛苦积攒
但后代子孙懒惰、经常宴乐享受，
不知不觉中败坏家产 家道中落
不知不觉中败坏家产、家道中落。
在人类的历史、社会新闻中，时有所闻，
类似的状况，就上演在所认识的亲朋好友当中。

十九世纪美国加州掀起一场淘金热，
十九世纪美国加州掀起
场淘金热
犹太人十七岁的亚默尔也跑到了加州…
当时气
当时气候干燥，水源缺乏，因此找人挖了水池，
燥 水源缺乏
找 挖 水池
从远方把河水引入池中，过滤成为饮用水…
卖水只能赚盈头小利，但累积下来，他的脚踏实地得到资金。
勤劳者，未必成为大富大贵之人，但也不致生活匮乏。
十三11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
《他勒目经典》赚钱不难，用钱不易。
有钱是好事，但是要知道如何使用更好。
孩子对待财富的态度 往往受到父母的影响
孩子对待财富的态度，往往受到父母的影响，
 父母光会赚钱，供给儿女一切需要
 却不懂得训练孩子从小就做金钱的主人
往往造成子女，对金钱有不正确的迷思与误用。

3. 从道德伦理来看财富与贫穷
或许我们认为，有钱人遇到的试探会比较多，
但事实上，在箴言成书、包括今日社会，
 有钱人并不是占社会上多数
 反倒充斥想追逐发财梦的贫穷、小康之家的人，
有时候，这类的人反而比本来就有钱的人，
还多许多的试探 ─为成功不惜使用一些方法
为成功不惜使用 些方法

出身寒微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为了能够出头天 ─
 利用不正当手段、个人小聪明，为自己搏取一席之地
利用不正当手段 个人小聪明 为自己搏取 席之地
 甚至欺善怕恶、攀附权贵，欺压比自己更贫穷的人
廿八3

稍有能力的穷人，极尽所能欺压更糟糕的人，
稍有能力的穷人
极尽所能欺压更糟糕的人
因此箴言有两段重复提到 ─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提醒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

在箴言中，对这一类的人做出教导：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
廿八60 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廿二16 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
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
廿三40 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
十九10

廿八11 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

不想透过弯曲的方法来追求成功之路，


守住在上帝面前纯正的行为，良心无愧…



都要向永生上帝交待 生的行为，与其追求
都要向永生上帝交待一生的行为
与其追求
短暂功名利禄，不如按正当方法、踏实往前走

4. 从属灵观点来看财富与贫穷 ─ 上帝怎么看…

不管是穷人或富人，都是上帝要救的人，
得着救恩不是靠着财富 而是透过敬畏神
得着救恩不是靠着财富，而是透过敬畏神。

上帝不管是对待有钱人或穷人都是公平的，
廿二2 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

有些人从耶稣回答少年官 ─变卖一切财产来跟从他，
提到有钱人进天国是难的…
因此，穷人比富人更容易得救 ─是有问题的！

人性才是最容易从外在的社会地位、成就，
判断一个人的价值 决定对待对方的态度
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决定对待对方的态度。
但是人看人看的是外貌，上帝是看内心，
不管是穷人、有钱人，在上帝眼中都是不完全的罪人
不管是穷人
有钱人 在上帝眼中都是不完全的罪人
 上帝乐于施恩，使他们人生价值观不在于财物多寡，
 而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救赎
 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来应用他们的金钱，
过一个荣耀上帝的人生、拥有健康的自我价值观
荣耀上帝的 生
健康的自我价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廿二4

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圣经并没有把富人跟穷人放在一个敌对的地位，
反而同等放在需要救恩的地位上
反而
在需要
的地
─
 经济条件不好，不要嫉妒仇恨有钱人
 有钱基督徒，不要轻看
有钱基督徒，不要轻看经济不好的弟兄姊妹
济不好的弟 姊妹

今日有些基督徒 把财富等同邪恶…
 还有
还有一些偏向钟摆的另一端
些偏向钟摆的另 端，
唯有财富、荣耀、地位，才是上帝赐福的表现，
彷佛没有财富都是上帝掩面不看的一群
过犹不及都是不对的，因为箴言看到持平的教导。


上帝确实眷顾穷人，
诗十
诗十二5
耶和华说 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
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
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
诗一○二17 神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神垂听穷人的祷告 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雅二5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这些经文让我们晓得 ─自己条件不是那么好…
自己条件不是那么好
反而更容易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也乐于施恩。
神也看重拥有财富的人，
拥有财富并没有什么不属灵的，
拥有财富并没有什么不属灵的
传五19 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分 在他劳碌中喜乐
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神的恩赐。

英国伦敦西敏寺大教堂的墙壁上刻了一段铭文，
纪念十八世纪的伟大女性卡塔琳娜波妃 ─
有生之年是享誉当世的富婆，
但她知道这些财富是上帝赐给她的，
但她知道这些财富是上帝赐给她的
因此有生之年善用这些金钱…
上帝喜悦赐她相当庞大的产业。
她以敬虔的心和智慧，
她以敬虔的心和智慧
为上帝的荣耀和邻舍的好处，来运用她的产业。
她理财节俭 把她的收入大量用于正规的慈善事业上
她理财节俭，把她的收入大量用于正规的慈善事业上，
给有需要的人解困，鼓舞勤奋者，使无知者得着教导。
她以愉悦和喜乐的心分配所拥有的财富，
她以愉悦和喜乐的心分配所拥有的财富
在某些情况下，更让受苦的心灵得着提升和更新。
希望透过今天的内容，激励我们成为智慧的金钱管家。

箴言的教导，
不是让我们比较 ─上帝比较喜欢有钱人、或没有钱的人
上帝比较喜欢有钱人 或没有钱的人
 而是让我们知道 ─拥有资财，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
没有的人 上帝也爱他们 听他们的祷告
没有的人，上帝也爱他们、听他们的祷告


拥有资财的人应如何看待他们的财富？
归类三个重点…

不自矜：因为恩典来自于神
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
十22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好施舍：
十一24 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
十一25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八18

不倚赖：
十一28

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义人必发旺，如青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