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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經濟制度 

申命記 24:19-21 

 

你在田間收割莊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

這樣，耶和華你神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你打橄欖樹，枝上

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你摘葡萄園的葡萄，所剩下

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 24:19-21) 

 

聖經裡面充滿了照顧窮人的教導, 特別是對那些無依無靠的孤兒寡婦, 聖經上更是充滿了

要照顧他們的教導. 在現在的社會裡面, 基督徒應該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經濟制度最能夠

滿足聖經對我們的要求呢?  有的人主張向初期的新約教會看齊. 因為新約聖經上所記載

的初期教會充滿了向外的爆炸力. 在短短的一個世紀之間, 教會就傳遍了當時所知道的羅

馬世界的盡頭. 那麼我們首先來看看五旬節過後, 教會在耶路撒冷如火如荼的展開來的時

候, 早期的基督徒是用什麼樣的經濟制度呢? 

 

醫生路加在使徒行傳4:32-35記載到早期教會的生活方式: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

眾人也都蒙大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

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徒 4:32-35). 這裡所講的就是共產主

義了. 每個人把所有的都拿到牧師室裡來分配. 然後照教會每一個人的需要來分配. 假使

我們今天宣布愛恩教會要施行共產主義, 把教會所有的財產重新分配. 那麼我相信, 馬上

有一批人排隊在外面準備成為愛恩教會的會友. 同時呢, 教會裡面有一大堆人在聚會還沒

有結束的時候, 就落荒而逃. 那麼在聖經裡面是不是推崇共產主義呢? 若沒有, 聖經的教

導裡面, 哪一種經濟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綜觀今日世界上主要的經濟制度主要有三種: 社會主義制度, 共產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制

度. 我們首先來看看他們的定義: 

 

I. 定義 

按照韋氏字典 1997年 (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3
rd

 edition, 1997) 的定義: 

 

A. 社會主義制度 (Socialism): 用來生產財務的資本和工具是社會/公社所擁有, 生產的利

潤也是由社會/公社來分配. 所有的人共同來分擔生產的工作; 同樣的, 所有的人來

分享生產的利潤. 這種經濟制度叫做社會主義制度 (Any of various systems of the 

ownership and oper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by society 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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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rather than by private individuals, with all members of society or the 

community sharing in the work and the products.) 

 

B. 共產主義制度 (Communism): 所有的財富都是由社會/公社所擁有. 這種經濟制度叫做

共產主義制度. (Any economic theory or system based on the ownership of all property 

by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基本上, 因為美國學術界對共產主義的偏愛, 使得韋氏字典不敢把共產主義的缺點

講得太白. 因此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定義看起來幾乎是相同的. 為了要真誠的反

映出來這兩種經濟制度的不同. 我們需要做下列定義上的修正: 

 

B’. 共產主義: 藉著暴力來除掉私有資本, 國家成為所有資本的擁有者.經濟制度的計劃者, 

也是生產成果的分配者. 如以前的蘇聯, 中國, 現在的北韓, 古巴. 為了要取得原本

在資本家地主手中的財富, 經常必須殺了地主, 或搶了他們的財富. 

 

A’. 社會福利主義: 藉著立法和稅收來重新分配生產的成果. 一個人生產的成果除了小部

分留下為私有財產外, 大部分藉著稅收的方式繳交給國家, 讓國家來分配給所有需

要的人. 北歐的國家如瑞典, 北美如加拿大. 譬如瑞典, 所得稅高達 80%, 幾乎所有

的收入都進入了國庫, 然後再由國家來分配這個資源給每一個人. 法國也是一個非

常傾向社會主義的國家. 如果先生是一個殘障的人, 那麼很可能政府除了給這位男

士福利之外, 還會付給這位殘障人士的太太一份薪水來照顧這位先生. 加拿大在以

前的時候是很多東西都和美國同步. 用同樣的英制, 錢幣的幣值完全相同. 甚至 25 

cent, 10 cent, 5 cent 的大小重量都完全一樣. 所以以前的洗衣機, 烘乾機, 兩國的錢

幣都可以用. 但是自從加拿大轉向社會福利主義以後, 加拿大的幣值一直下滑. 現

在是一塊美元約等於 1.33 加幣. 洗衣機, 烘乾機都明講不願意接受加幣.  

 

C. 資本主義制度 (Capitalism): 私有財產是社會經濟力量的主力. 個人生產的成果由個人

保留. 所有或者大部分用來生產財務的資本和工具都是私人所有擁有的, 譬如: 土

地, 工場, 鐵路等等的所有權是屬於私人. 財物的分配也是由私人來決定. 政府的角

色是在於訂定公正的法規讓每一個參與生產的人都可以公平的競爭. 在訂定經濟計

劃, 分配生產成果的事情上, 政府的介入愈少愈好. 亞洲如香港, 北美洲如美國. 實

際上,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完全的資本主義存在, 因為在環保的規定上, 在照顧貧窮

的人的事上,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訂定某種程度的立法. 問題是, 政府藉著法律干

涉經濟生產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4/16/2015, BOLTS-na 最好的經濟制度 張玉明博士, 123 

II. 聖經的相關經文 

A. 土地擁有權 

當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的時候, 神很清楚的說, 這塊地是耶和華的, 要賜給亞伯拉

罕, 以撒, 雅各的子孫為業. 既然這塊地是屬於耶和華的, 神有權利在這個時候, 選擇一個

最好的經濟制度. 祂可以把土地交給國家, 祂可以把土地交給社會, 但是祂沒有, 藉著約書

亞, 神把迦南地分配給以色列的 12個支派. 瑪拿西支派的女兒們向約書亞要求同等權利來

分地 (書 17:3-4). 我們看到神不只允許支派有土地擁有權, 更讓私人有土地擁有權. 並且

土地是允許買賣的. 我們看到神選擇了私有財產的制度.  Kinsman Redeemer的設置是為

了要保守支派的疆界不至於變動. 

 

B. 照顧窮人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箴 19:17)。 

對貧窮人的幫助是出自於個人, 藉著人對神的信心和愛心, 神鼓勵人憐憫窮人. 這是宗教

情操所帶出來的慈善工作.  

 

你在田間收割莊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

這樣，耶和華你神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你打橄欖樹，枝上

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你摘葡萄園的葡萄，所剩下

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 24:19-21) 

 

對窮人的幫助是從地主來的. 即使把莊稼, 橄欖, 葡萄給需要的人都要用尊重的態度. 要他

自己做工去拾取, 去摘折. 神不願意他們接受幫助有不勞而獲的感覺. 這和保羅說的, ‘若

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 (帖後 3:10) 是一致的. 

 

Illustration: 

McAllen Alliance Church 挖山溝的例子. 

 

C. 照顧家人 

照顧家人是親屬的工作, 在舊約, 新約都是如此教導 (申 25:5-10; 提前 5:4). 只

有那敬虔的寡婦才由教會供養 (提前5:9-10). 由B和C來看, 神所更關心的品德的問題, 不

單單只是吃飯的問題. 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若拿掉子女奉養父母的責任, 或者鼓勵人

好吃懶做, 則不是合乎聖經的原則. 

 

[5]「弟兄同居，若死了一個，沒有兒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

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娶他為妻，與他同房。[6]婦人生的長子必歸死兄的名

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抹了。[7]那人若不願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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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就要到城門長老那裡，說：『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興起他哥哥

的名字，不給我盡弟兄的本分。』[8]本城的長老就要召那人來問他，他若執

意說：『我不願意娶他』，[9]他哥哥的妻就要當著長老到那人的跟前，脫了他

的鞋，吐唾沫在他臉上，說：『凡不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這樣待他。』[10]

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稱為脫鞋之家。」[申 25:5-10] 

 

[4]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著行孝，報答親

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悅納的。[提前 5:4] 

  

[16]信主的婦女，若家中有寡婦，自己就當救濟他們，不可累著教會，好使

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提前 5:16] 

 

D. 神不允許富人剝削窮人 

窮苦人的工資不可拖延給付 (申 24:10-15; 雅 5:1-5). 在現在的社會中可以藉著

立法來保障做工的人可以及時得到工資. 犯不著用激烈的反應把資本家全部清除掉. 

 

[10]「你借給鄰舍，不拘是什麼，不可進他家拿他的當頭。[11]要站在外面，

等那向你借貸的人把當頭拿出來交給你。[12]他若是窮人，你不可留他的當

頭過夜。[13]日落的時候，總要把當頭還他，使他用那件衣服蓋著睡覺，他

就為你祝福；這在耶和華你神面前就是你的義了。[14]「困苦窮乏的雇工，

無論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裡寄居的，你不可欺負他。[15]要當日給他工價，

不可等到日落，因為他窮苦，把心放在工價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華，罪

便歸你了。[申 2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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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3]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銹；那銹要證

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吃你們的肉，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儹錢財。

[4]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

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5]你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

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你們的心。[雅 5:1-5] 

 

 

E. 神知道貧窮常是會存在的 

貧窮的原因很多, 很多時後是和戰爭, 社會整體經濟, 或是個人的懶惰有關 (箴

6:6-11). 在這個世代, 貧窮人總是會有的 (約 12:8), 必須幫助他養成勤儉的習慣, 不能光靠

社會福利來除掉貧窮. 若是接受社會福利的多數人都是懶惰的話, 則整個社會會因之被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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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而成為貧窮. 貧窮人拾穗的時候, 要比人辛苦 (割田角的穀子, 摘較高樹枝的橄欖. 若果

你有比別人更好的工作道德, 你從貧窮當中回到富有, 只是時間的問題. 

 

F. 神喜悅聖徒當中出自愛心的相互幫補 

使徒行傳 4:32-35‘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

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內中也沒有

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

需用的，分給各人。’ 是發生在五旬節聖靈降臨基督教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很多從世界各

地來到耶路撒冷過節的猶太人都信了耶穌. 對於這樣一個新的宗教, 這些新的信徒需要很

多的教導, 回到本地後信仰才能夠有根有基. 你可以想像要開三千人, 五千人的培靈會, 所

需要的花費有多少呢?  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基督徒對主的擺上. 他們把田產房屋都賣了, 

來幫忙這些停留受訓的新基督徒.  到了後來, 我們看到這個聖徒相互邦補的愛心從外邦的

信徒轉向耶路撒冷貧窮的聖徒; 保羅鼓勵外邦人的教會慈善捐款 (林前 16:1; 羅 15:26; 徒

11:29; 24:17). 從這一項和前面幾項經文上的教導, 金錢的運用都和品德有關係. 換句話說, 

神藉著經濟的拮据, 或是財富的幫補, 要訓練人的品德. 一個脫離品德根據, 只是強調平頭

式的經濟平等的制度並不是聖經所鼓勵的. 

 

III. 世界的實例 

A. 共產主義造成均貧的現象, 也造成大多數的共產國家內的人不再相信這套思想. 它的主

要錯誤在於: 

1). 對於資本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結果,共產主義採取了激烈的反應, 而不是適切的回應 

(a strong reaction, not a proper response). 

2). 資本收歸國有的訴諸暴力的過程, 其方法是違反聖經的. 

3). 整個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人論(anthropology)上面. 錯估了人性的光景. 

4). 一個否認神的主義, 或是對神認識錯誤的主義, 它本身的論點一定是錯誤百出的. 

 

B. 社會福利主義的國家經濟很明顯的走下坡, 原本用意良善的福利制度也因成本過高, 無

法維持而致服務水準大大的下降. 加拿大的醫療制度要等很久才能得到照顧. 加幣對美

元一直下降. 台灣的物美價廉的醫療制度也要開始打折扣. 這些國家用意良善, 但是忽

略了人的罪性. 

 

C. 資本主義雖然不是完全理想的制度, 但是允許私有財產的存在, 允許人得到他自己勞力

或是懶惰的結果, 每個人照顧自己的家人.則是最合乎聖經的人觀(anthro- pology), 國家

可以藉著制定法律來防止剝削的事情. 並藉著宗教的慈善事業來幫助窮困的人. 

 

結論: 資本主義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