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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論
每年的 10 月 17 日，是聯合國所訂的「消除貧窮國際日」。在聯合國網頁上是這樣介紹這
國際日的：
「貧困並非只因缺乏一種東西，而是因為許許多多影響窮人生活的相互關聯的因素。這意
味著，為全面瞭解貧困的含義，我們不僅僅要將貧困視為缺少收入或生活必需物質，如食
物、住房、土地以及其他資產。」
而去年「消除貧窮國際日」的主題，是「與活動人士、民間團體以及非政府組織進行磋商
之後的選擇，強調承認窮人所承受的恥辱和排斥，並改善其處境的重要性」。
為回應「消除貧窮國際日」，施達基金會在每年十月及十一月份推動眾教會舉行「抗貧主
日」，在崇拜中反思上帝對於抗貧的心意。而今天宣講的信息，正好與去年「消除貧窮國
際日」的主題類似：改變貧窮，必須承認貧窮人所承受的恥辱和排斥，並改善其處境的重
要性。1
今天，讓我們透過以賽亞書五十八章 1-9 節上，思想一個題目：《對抗貧窮的出路—關係
復和》。
2 本論
2.1 認識貧窮的根源－關係破壞
解經
這段經文講述猶太人被擄時期的情況，在那段時期，雖然猶太人時常禁食呼求上帝，但並
沒有蒙悅納，相反，上帝吩咐先知高聲宣告他們的罪。
有別於一般舊約中上帝對祂子民的責備，在這段經文中，上帝不是控訴他們離棄祂或事奉
別神，經文顯示，那時的猶太人「天天尋求」上帝、「樂意明白」上帝的道，又提到他們
好像「行義的國家，未離棄它的上帝的典章」，他們向上帝「求問公義的判詞，喜悅親近
上帝」。看來他們非常熱愛親近上帝，為何上帝仍然不喜悅呢？
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了解上帝對他們真正的心意。按着舊約律法和好些外邦宗教的習俗，當
時的猶太人以為禁食、苦行等行為可以討主喜悅。在禁食日，他們裝出一副敬虔的樣式，
參考 v.5，他們好像「蘆葦般低頭，鋪上麻布和灰燼」。上帝卻識破了他們，指出他們的
禁食是偽裝敬虔的表現，背後目的是要得人景仰，更甚的是，他們為了爭奪宗教地位，彼
此紛爭。除此以外，他們不遵行上帝對他們行公義的合理要求，一邊禁食，一邊在生活中
行上帝眼中的惡事：「剝削...做苦工的人」(v.3)，更是把上帝惹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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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org/zh/events/povertyday/，下載於 2017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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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猶太人被擄的歷史中，最初猶太人也是被欺壓、剝削的一羣，但後來，不少猶太人在異
地發揮他們的營商智慧，在生意上嶄露頭角，成為富有的財主，擁有許多雇工、奴隸。上
帝是不會仇富的，惹祂發怒的是這些富人欺壓、剝削別人，更加過份的是他們表面裝作敬
虔，實則苦待他們的工人。
在這幾節經文中，呈現了人類貧窮的根源問題。
這班欺壓、剝削別人的富人，曾經也是巴比倫的奴隸，嚐過被勞役的滋味，卻不因此對貧
窮人有同理心，自己脫貧後，竟剝削其他貧窮人。在他們眼中，工人與他們沒有關係，所
以，對待工人時，並不用考量愛，只考量利益就是了。
在人類社會中，貧窮的根源問題，是罪。由於人犯罪，與上帝的關係破裂了，認為自己的
所作所行不用向祂交帳，所以很多自私的想法就萌生起來，這些罪的想法，也破壞了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在受造之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美好的，但自私的人類卻不斷選擇欺壓、
剝削別人。
應用／反思

應用／反思重點

當我們放眼看這世界，不難發現，貧窮人被剝削的
 罪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因為關係破壞，人變得自私，
悲劇每天都在上演，人口販賣就是一個例子。人口
選擇欺壓別人
販賣定義為：以綁架、利誘、詐騙、強迫等方法收
 不要參與欺壓別人
取可供販賣的人口招攬方法，再以運輸、轉讓等方
法行動，把人口當作奴隸、性剝削、勞工剝削、強
制婚姻、強制犯罪、強制行乞等目的。剝削別人，利用他們賺取金錢，可以帶來很高的利
潤，全球每年藉強迫勞動帶來的利潤高達 1,500 億美元，使到人口販賣涉及跨國販運人口
販運現已成為僅次於毒品的全球第二大非法貿易。
這個時候，讓我們看一段短片，了解兩位遭受人口販賣傷害的婦女的感受。2
罪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口販子就這樣，為了利益去傷害別人，糟蹋了兩位婦女的
生命，因為施達夥伴 Share and Care 的拯救和照料，我們剛才在影片中見到她們仍然能綻
放笑容。可是，在地球上，有更多的人口販賣受害者，他們在黑暗中，叫天不應，叫地不
聞，他們的生命不斷被人欺壓、剝削，為富人賺取金錢。
看完這影片，希望大家都更深感受人口販賣所帶來的傷害，可是，請不要誤會人口販賣只
是發生在貧窮、偏遠的國家，與香港無關。其實人口販賣發生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以香
港為例，香港是世界人口販賣中轉站和目的地，連續兩年被《人口販賣問題報告》評為
「第二級（監察名單）」，與阿富汗、古巴、突尼斯等地同級，即是人口販運被害人數有
增加趨勢，且無法提出具體防制人口販運證據的國家及地區。3

2

Nepal Share and Car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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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71339.pdf，下載於 2017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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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比較普遍的人口販賣活動，包括有些人被誘騙借貸來港，然後被迫作非法勞工或
出賣肉體抵債。這些，都是欺壓、剝削，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罪。
既然人口販賣無處不在，或許我們在不知不覺間，也在參與欺壓、剝削別人，故此，以下
介紹一些簡單的行動，讓我們都因為愛人，用心留意和實踐。


拒絕購買由血汗工廠或工人生產的商品
有部分工廠以低廉價錢聘請童工，甚至抵債勞工，逼使他們長時間在危險的環境下
工作。另外，不少種植可可豆或咖啡豆的農莊，以低廉價錢聘請童工，當中部分是
被販賣兒童。他們要長時間在農莊工作，但他們多從未享受過朱古力的味道。



拒絕支持牽涉勞役的旅遊節目
馬戲團表演總少不了精彩的雜技演出，當中部分表演人員是人口販賣的受害少女及
兒童，每天要進行嚴苛的操練。



關心外籍家庭傭工和外勞，了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
還有來港打工的外籍家庭傭工，來港後才獲悉要付高昂的中介費，被迫每月扣減工
資抵債。

轉接
原來，因為罪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導致世界上有這麼多人不斷被欺壓、剝削，求主
幫助我們提高警覺，不要參與在這種罪行中，也求主教導我們如何幫助這些貧困的人。
2.2 對抗貧窮的出路—關係復和
解經
返回經文的討論，雖然上帝忿忿不平，這段經文的主旨卻不是責備，而是給予出路。在接
下來的經文，祂藉先知告訴猶太人，真正蒙祂悅納的禁食，是怎樣的。我們再看經文 v.69a。
「6 我所要的禁食，豈不是要你鬆開兇惡的繩，解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
一切的軛嗎？7 豈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給飢餓的人，將流浪的窮人接到家中，見赤身的給他
8
衣服遮體，而不隱藏自己避開你的骨肉嗎？ 這樣，必有光如晨光破曉照耀你，你也要快
快得到醫治；你的公義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 9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
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裏。』」
我們先將焦點放在 v.8-9a，這兩節經文流露了上帝的恩慈，雖然被猶太人冒犯了，祂卻仍
有耐心地教導他們，好讓他們能改過，以致能再一次蒙主悅納。上帝說，只要他們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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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7 的內容，祂就讓光「照耀」他們(v.8)，使他們「得到醫治」(v.8)、作他們的「後盾」
(v.8)保護他們，並且聽他們的禱告。還說一句讓人很有安全感的話：「我在這裏」(v.9)。
回應恩慈的主，我們必須實踐祂的教導，而教導的內容，在 v.6-7，我們可將這兩節經文
的教導，歸納為兩點：
2.2.1 施予給貧窮人
讓我們先看 v.7，上帝要我們看顧有需要的貧窮人，要「把食物分給飢餓的人，將流浪的
窮人接到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最後一句「而不隱藏自己避開你的骨肉」，是
針對當時猶太人不顧念貧窮的親人說的，上帝希望我們關顧貧窮人－無論是親人、陌生人，
也要看顧。
2.2.2 釋放被欺壓的人
單單施予是不夠的。試想，當時的苦工每天被富人欺壓、剝削，若上帝只是叫人施予食物、
衣服給他們，其實於事無補，由於他們仍未逃離被勞役的處境，他們的生活仍然艱難。所
以，v.6 是個重要的信息：「釋放被欺壓的人」，徹底改變他們的生活。請留意，當時勞
役貧窮人的富人，不單是猶太人，還有本地人（巴比倫人、瑪代波斯人）和從其他地方被
擄的人，所以，上帝不單希望猶太人改過自新，還希望他們為當時社會帶來改變，讓所有
被欺壓、剝削的人也得到釋放。
應用／反思
今天是「抗貧主日」，讓我們將今天經文的教導放
在扶貧的事情上，作一些反思和學習。

應用／反思重點



不單施予給貧窮人，還是改變
他們的生活
關係復和是抗貧的出路，如果
人與人之間有愛，便不會有欺
壓、剝削，也不會再有貧窮

不少香港人一提起「扶貧」，會立刻想到「助養兒
童」，即是每月捐款，讓貧窮世界的小朋友得到生
活上基本的東西，例如食物、醫療、就學機會；除
了「助養兒童」，還有香港人耳熟能詳的「賑災」，每當某地區發生嚴重天災，我們就舉
辦不同的賑災籌款活動，從所籌得的巨額捐款，可以看到香港人並不是對貧窮人莫不關心
的。
可是，我們做這些事，是否就滿足了上帝對我們的要求？要回答這問題，有兩點我們必須
反思。
第一是愛，如果我們了解上帝，就必定知道一件事，就是祂從來都是喜悅人的心，多於行
動。祂甚至厭惡沒有敬虔內心推動的宗教行動。所以，我們不可以只是在行動上施予給貧
窮人，或者只在行動上不欺壓、剝削別人，我們必須學習上帝，去愛世上每一個人，看每
一個人也是自己的鄰舍—即是與自己有關係的人，這樣才真正可討主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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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單施予是不夠的。正如在以賽亞書的時代，只是施予金錢、食物、衣服給苦工們，
其實於事無補，他們仍每一天被富人欺壓、剝削，沒有脫貧的出路。我們要竭力釋放他們，
改變他們的生活。
回應這信息，希望大家認識一個詞彙：「發展工作」(Development)，發展工作與單單施
予不同，發展工作的信念是，要讓貧窮社羣自力更生，重建自信和生活。
以施達基金會的災害減緩項目為例子，位處印度北部的比哈爾邦(Bihar)，每逢雨季都有洪
水為患，過去有不少人因此失去了寶貴的生命。所謂防範於未然，除了在受災後向災民伸
出援手，施達亦會透過前線夥伴 EFICOR，培訓村民防災及災害應變的技能，藉以提升他
們的抵禦災害的能力，減低人命的傷亡。EFICOR 同工會與村民建立關係，在村民小組中，
與他們一起商議怎樣才能在水災時減低傷害，施達與夥伴先從村民口中了解全年水災的情
況，然後一起設立不同的應變小組，例如游泳小組、急救小組等。
在比哈爾邦這經驗中，有兩件事非常值得分享。
首先，分享一位十歲的男孩子 Dharam，他參與了 EFICOR 的演習訓練，學習如何在不斷
湧流的河水中游泳，讓他們掌握在洪水裏保存性命的方法。他參加了三個月的訓練，就能
熟習不同的游泳技術，並熱衷於鼓勵和教導其他兒童和長者游泳。單在 2015 年，他教曉
了 11 位小朋友游泳和其他求生技巧。
更令人感動的是，Dharam 主動提出想教導村內的婦女游泳。對婦女來說，他是最合適的
游泳教練，因為可以減低男女之間的尷尬和文化禁忌，讓她們也可學懂求生技巧，在洪水
來襲時得以保命。比起從外頭派女性游泳教練到當地，Dharam 此舉更能見證這社群的改
變—他們已從昔日限制中釋放出來，不用永遠也依賴外來者。4
第二件值得分享的事，是因為做了足夠的災害減緩工作，有一個村莊能夠在其中一次水災
中，達到零傷亡。比起災後救援，這更加能幫助村民。而更振奮人心的，是這條村的村民，
主動走到附近的村落做救援工作。
我們認為，這是因為由村民小組開始，村民就有份參與整個災害減緩項目，在他們自己心
目中，自己不是弱者、不只是接受幫助者，並且在與施達和夥伴的關係中，他們感受到愛
和關心，這一點促使他們感到他們與村內的人，和附近村落的人，也是有愛和關係的。
這災害援減的項目，見證了以賽亞書的信息，因為關係的復和，貧困的人的生活可以徹底
改變，而這改變，滿滿盛載主的愛和生命的轉化。
除了災害緩減的例子，第二個分享的例子，也一樣見證關係復和和生命轉化。
施達與緬甸夥伴 Fullmoon Ministry 在孟邦、克倫邦支援兒童之家的畢業生重返家園，藉教
育、醫療和農業，協助村民重建戰後生活。戰後重建，不只是硬件的建設，更重要是關係
和生命的重建。上帝透過他的僕人，在歷經戰亂的緬甸開闢重建之路。
4

＜十歲的游泳教練＞，《施達廿五週年特刊》，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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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華（化名）是 Fullmoon 的兒童院舍最早期的畢業生。年幼時經歷戰亂，父親被克倫族
(Karen)的地方武裝組織成員殺害，只剩下他與母親相依為命。七歲那年，母親把他交託
給 Fullmoon 兒童之家照顧，直至數年前畢業回鄉，參與戰後重建工作。
2012 年，上帝帶領施達和 Fullmoon 參與孟邦的戰後重建工作，資助畢業生返回孟邦家鄉
參與重建社區的工作，其中包括了修畢護理課程的阿華。對阿華來說，能回到家鄉除了是
與家人重聚外，更是要面對其童年的創傷，以及昔日下令殺害他父親的人，與過去的自己
及施害者復和。
Fullmoon 負責人 U Ba Hla 於 2008 年同樣經歷女兒被殺的傷痛，他以寛恕化解怨恨的身教，
感動了阿華及其他 Fullmoon 兒童選上寬恕之路。面對「殺父仇人」，阿華選擇了寛恕。
而那位昔日的「殺人王」，亦選擇放下武器，提倡和平重建，成了村裏的“Peace leader”。
5

我們深信，人與上帝、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復和，是對抗貧窮的出路，所以，在發展工作
中，能看到這些見證，實在感恩。
3 結論
今天我們反思了貧窮的根源，是關係破壞。因為視其他人與自己無關，人往往為了自身的
利益而欺壓、剝削別人，另外，即使看見別人有需要，自私的人也不願伸出援手。而對抗
貧窮，除了施予金錢、資源，更緊要的是生命的轉化，我們深信，如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都因為上帝的愛而復和起來，「互助互愛」便會取代「欺壓、剝削」，「零貧窮」並不是
空談，而當我們這樣行時，上帝必定會悅納我們所做的工，並且在天上加力給我們。

5

＜緬甸戰後重建，寬恕與恩典處處＞，《施達廿五週年特刊》，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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