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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財經有沒有促進社會繁榮？為大眾服務？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認為絕大部分銀行業

務「對社會毫無用處」。1 

 

一位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新近畢業生蘿拉•紐蘭（Laura Newland）在《紐約時報》

抱怨畢業生原本可以造福社會，卻跑去從事金融工作。2 

 

年輕人想知道修讀或從事金融工作是否受人尊敬的職業。 

 

本篇文章將會借鑒基督教神學──尤其是聖經──以及金融財經的相關文獻和作業手法，來評

估金融財經的價值。得出的結論是金融財經在社會上並非一無是處。事實上，我們的聖經和

神學探索顯示神創造了金融財經的基礎，並命令世人利用金融財經造福社會，特別是在管理、

公義和仁愛幾方面。 

 

管理、公義和仁愛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含義，因此有必要確立其定義。管理，是服從神的吩咐，

令神的創造發揚光大，正如讓花園發展成都市，同時謹記這是神的成就。必須事事關心，負

起管家的責任。公義，是以禮待人，尊重人之為人的權利，而人權則建基於一個事實，神愛

世人。仁愛就是關心別人，目標是令別人生活得更好，同時也要給予別人應有的尊重。儘管

金融世界充斥著罪惡，在這個框架內，金融行業仍然是基督徒一展抱負，尋求社會復興及變

革的好地方。 

 

我們的方法是先反思金融財經是什麼，神怎樣創造金融財經的組件，神如何讓人類在衪創造

的基礎上建立財務機構。我們會思考人類墮落對金融財經的影響，尤其是追逐市價的金融對

墮落的世界有沒有積極作用。然後將一些聖經主題為財經編造一個救贖願景，為金融專才，

借貸人士提供具體細節。 

 

金融財經是什麼 

 

金融財經是人類因應時間分配或交換資源的活動。本文大多涉及外部交易，即借貸和投資，

而非實體內部的資源配置。「金融財經」(Finance)一詞，本文用作各方之間財務交易的簡稱。

家庭和機構內的財務管理功能也涉及因應時間的資源分配，如此類推，許多相同的原則都適

用。儘管如此，內部財務管理──例如，預算或項目規劃──確實有其自身的特殊情況，本文

恕不涵蓋。 

 

因此，當有人想在某個時段借用某些資源，而通過與坐擁閒置資源的人作出安排時，金融財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what-financ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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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就出現了。借方願意付出一個代價（例如利息），以取用目前的資源，而貸方願意暫時棄用

目前的資源，以換取未來的利潤或回報。假設一切順利，貸方讓借方在有需要時（現在）得

用資源而受惠，而借方則因未來資源增長而使貸方得益。如果一切順利，借用資源能歸還貸

方，雙方就可因借方善用資源而獲益。 

 

說得更正式一點，金融財經是人類因應時間作出資源分配和交換的活動。為簡單起見，我們

用「放貸」一詞來指以一切提供資源的形式，包括債務、股票、衍生工具等。因此，貸方可

以是有銀行存款的家庭，但也可以是股票投資者、私募基金投資者、或為退休基金供款員工。

同樣，借方可以是向銀行借錢的家庭，但也可以是出售股票的企業、借錢買屋的家庭、或在

公開市場發行債券的政府實體。一般所指，就是以市場為基礎進行的互利互惠，自願性質的

交易。3 

 

我們不會建立關於非市場類型資源分配的神學──例如：政府或非自願的資源分配──理應稱

為「補貼」。也由於我們說的「財經」是指同一時間的資源交換，一種預期日後可以帶來逆向

資源交換的交易，我們排除了勞工市場、商品市場及服務市場等，這些市場都應該稱為「貿

易」。 

 

最早的例子可能是將狩獵工具借給一個族人一段時間，知道族人稍後會將工具與部分獵物一

併歸還。一個稍為後期的例子也許是向鄰居借用種子，知道在生長季節結束時，歸還的種子

要比原本的數量多一些。到後來人類發展了貨幣，處理更複雜的借貸交易變得更容易。一個

滿載而歸的漁民可以賣掉漁獲，之後剩下一些利錢。農民可以借錢，買種子，種穀物，賣些

農作物，連本帶利歸還漁民。漁民令農民受惠，反之亦然。就這樣，大家可以超越個人技能

範圍令彼此得益。金融財經的歷史就是人類創造和社會合作的歷史，地上的天賜資源因此更

加豐碩。 

 

幾個世紀以來，幾種機構的發展，為資源的借貸大開方便之門。銀行、投資銀行、共同基金、

小額信貸組織、信用社和許多其他組織已經出現，撮合借款人和放款人，促成資源交換及重

新交換，以滿足借貸雙方的需要。例如，共同基金容許大眾投放適量資金在一系列股票及債

券，個人投資者實在難以應付其高昂成本及複雜操作。常用於金融的合約或工具包括債務和

股票，以及許多旨在滿足特定借款人或儲蓄戶需求的混合產品及衍生工具。 

 
 

神對金融財經的旨意 

 

神給人類的意旨容許金融財經發揮其功能。聖經顯示人類工作有三個主要目的：一）彰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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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榮耀，二）參與管理，三）行公義及愛他人。在探討這三個目的之前，必須要注意的是，

就像人類所有的行事，財經深受罪惡破壞。例如，金融財經很多時都受貪婪及欺詐沾染，直

接削弱榮耀神的服務，以及人類的管理、公義和仁愛。在詳細探討罪惡的影響之前，先讓我

們按照神創世的原意探索財經，一窺神的初衷，以及基督救贖的成就。 

 

金融財經有助彰顯神創造的榮耀 

 

在聖經故事裡，神創造萬物，以顯示衪的榮耀和尊貴（歌羅西書 1:16，啟示錄 4:11）。財經

的基礎──就如創造萬物──彰顯了神無與倫比的創造力。神造出時間──季節、歲月和人生。

神團結人類，通過百花齊放的社區互動，當中包括時時分享資源，使人渴望並有能力在社會

上生活，從而安享繁榮。人在社會關係網絡中一次又一次分享的資源，是神的豐盛創造，人

類參與其中，以神按祂的形象賜與的創意及仁愛，將其發揚光大。就像天籟與美食，財務管

理通過展示神創造的全能和創意來彰顯神的榮耀。在下一節我們看到神創造了八個特定的財

務管理基礎時，就會對神的榮耀作更詳盡的賞析。 

 

理財幫助我們完成創造任務，成為優秀的管家 

 

管理就是完成神的任務，人類遍滿地面，治理（或管理）土地，修理土地，並且看守土地（創

世記 1:28-30，創世記 2:15）。神原本的創造，在創世記中顯現，是一個花園，佈滿人與動植

物，與神水乳交融。花園很好，但並非要永恆不變。《聖經》展望未來，當神完成創造，世界

各國會遍佈讚美神的人。人們不再住在花園，而是住在城市，城市有根基、有牆、有門、綠

蔭街道、鐵、黃金、家畜及商船（以賽亞書 60，啟示錄 21）。創造由花園發展到充滿人類文

化的城市，終於人類遍滿地面、治理土地、修理土地、並且看守土地，神的命令成就了。儘

管神最初的創造完美，資源豐富，但並不如祂所期望的完備。穆（Mouw）認為「神一開始

就打算讓人類以建立文化的過程、模式及成果覆蓋大地」。4 

 

我們是神的巧手，繼續衪的創造工作，以神的恩典，在完備的基礎上繼續建設。范杜澤（Van 

Duzer）認為神完美的創造，雖不完整，卻為商業提供了優越的基礎。5 

 

時常好好分配資源，讓資源增長，對於完成創造任務至關重要。財務管理有助人類服從神的

創造吩咐，例子包括：儲錢在春天買種子；籌集資金購買採礦設備，以備未來幾年生產礦石；

年輕夫婦借錢買屋；以及社區發行債券來興建學校。財政為增長作未雨籌謀的資源配置，向

未來時段最有機會令資源增長的人發放資源，然後與借出原本投閒置散的資源的人分享成果。

沒有金融財經，人們每天只能靠當天所得或先前儲蓄過活。沒有金融財經，人類幾個世紀以

來經歷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實現。沒有借貸，人類就不可能蓬勃發展。6 7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gods-purposes-for-finance/finance-helps-reveal-the-glory-of-gods-creation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gods-purposes-for-finance/finance-helps-us-fulfill-the-creation-mandate-to-be-good-ste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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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借貸本質上跨越時間，金融財經鼓勵決策要有遠見。用按揭買屋的人，往往比短期租屋

的人更關心房屋。相反，不可持續的活動很難融資。誰會借錢給一家幾年之內就可把森林徹

底摧毀的木材公司呢？金融財經也可改善資本，減少天然資源的營運消耗。例如，一個城市

可以借錢擴充公共交通系統，從而善用神的碳資源，也可為投資市政債券的人提供退休收入。 

 

金融財經可以成為行公義和施慈愛的手段 

 

金融財經可促成某些行公義和施慈愛的活動。我們正在利用沃爾特斯托夫（Wolterstoriff）

的公義概念，人之為人的權利應予以適當尊重。8 

 

沃爾特斯托夫（Wolterstoriff）的有神論完全基於一個事實，就是所有人都得到神慈愛的榮

耀。因此，「由於神愛世人，傷害他人，就是冒犯神。」9 

 

這種神與人的關係衍生了人權，而人權又產生了公義概念。我們也採用沃爾特斯托夫

（Wolterstoriff）的「關」愛想法，他稱之為關懷──仁愛主義──本質上以利他作為目標，

並給予別人應有的尊重。10 

 

沃爾特斯托夫（Wolterstoriff）的論點是以關懷為愛，最能理解聖經的愛（仁愛），因為關懷

把公義納入愛。「關懷包括確保所愛的人得到公平對待。關懷要求的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是

耶穌賦予人神的愛，是耶穌代神要求的愛，代鄰居要求的愛。將愛理解為關懷，讓人對這四

種愛的體現有了一致的理解。」11 

 

關懷牽涉行動，可能對關愛者帶來一些風險或犧牲。 

 

關懷中體現的愛，與基督教其他公義及仁愛的概念不謀而合。正如基斯賴特（Chris Wright）

指出：正直和公義等聖經主題是關係密切的概念，意指「在特定環境或關係中做該做的事」，

以恢復原本應有的狀況。12 

 

賴特（Wright）接著說，神刻意選擇了亞伯拉罕，是要進一步完成祂的任務，在其國土伸張

正義。13 

 

因此，神選擇我們的原因是要讓我們身邊的人得享公義。賴特（Wright）的論點給予我們實

現這種愛的理據。神吩咐我們要用愛去祝福身邊的人，讓他們富足，尊敬他們作為神所愛的

人。 

我們又為誰行公義和施慈愛呢？耶穌說：最重要的是教人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gods-purposes-for-finance/finance-can-be-a-means-of-justice-and-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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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愛人如己（馬太福音 22，馬可福音 12，路加福音 10），這與摩西先前的教導互相呼應。14 

 

耶穌以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說明任何行公義和施慈愛的對象就是我們的鄰舍，甚至是先前

毫無關係的人。或者正如沃爾特斯托夫（Wolterstoriff）所說，「我認為耶穌在提醒我們，謹

記對萍水相逢的人也要伸出援手的責任。」15  

 

沃爾特斯托夫（Wolterstoriff）關於公義和慈愛的概念，有助於理解神賦予金融財經的意義，

原因有二。首先，財務管理可以使人豐盛，兼且對這個人給與作為人應有的尊重。財務管理

可以讓人動用資源。資金重新調配的資源也可以使人豐盛。自願互助性質的資源分享，雖非

唯一方法，卻是予人應有尊重的良好方法。這就是公義的本質。如果你現在沒有大展鴻圖所

需的資源，如果你願意日後與我分享收益，那麼出於彼此尊重，我們借貸往還，就無可厚非。

其次，財務管理可以是愛我們的鄰舍的渠道──意義在於關心鄰舍的福祉──我們與鄰舍可以

沒有私交，又或者他並非住在我們附近。設計完善的財務安排，加上健全的法律制度，可讓

陌生人放心借貸，從而獲得合適回報。如此一來，我們就可分享資源，得享遠遠超越個人圈

子的互利互惠。並非所有的財務安排都可以如此體現公義和慈愛，然而財務安排可以如此，

也應當如此。卓別靈（Chaplin）敦促我們徹底改革體制，要「體現慈愛的準則」，讓體制成

為施慈愛和行公義的「渠道」。16 

 
 

金融財經的基礎由神創造 

 

神選擇以特定的方式造人以造就金融財經。這並非說神創造了特定的金融財經體系，而是說

神以特定的方式造人，以致金融財經可以在神的旨意裹發揮其作用。這個概念對我們的神學

至關重要。如果金融財經的基礎並非神創造，純粹只是人類的發明，那就未必符合神造人的

用意。然而，如果神確實創造了金融財經的基礎，必定有其目的，而這個目的必然符合衪顯

示的意旨。我們會探索八大金融財經的基礎，看看它們是否真的來自神的創造。17 

 
 

我們受制於時間 

 

神創造了一個有時間的世界，而人類時間有限。神造物，我們因此有日子、季節、世代和人

生（創世記 1，詩篇 104）。18 

 

此外，我們要有時間的意識，並且要為自己的時間負責（詩篇 90：12，傳道書 3，箴言 6：

6-11，箴言 20：4）。卡納（Kana）認為時間是神的資源，我們是時間的管家。19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we-are-time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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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財經關乎人類跨越不同時段分配資源。資金周轉就要因時制宜，生產或運輸只需要幾天，

季節業務需要幾個月，農作物成長需要半年，開發以至推出新產品需要幾年，興建廠房或購

買房屋或需要數十年，甚至窮大半生時間為退休儲蓄。在人類的需求、機會和可用資源隨時

演變的世界中，財務就是配對資源與需求的主要手段。 

 

合群的人 

 

人類天生合群，活在社群，愛與他人聚會。正如神所說，「那人獨居不好」（創世記 2:18）。

此外，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創世記 1:26-27; 哥林多後書 3:8），而三位一體是完美的共同

體，是人類社群的典範 （加拉太書 4:1-7）。作為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資源分享，金融財經本

質上是一種社交活動。神創造合群的人，造就交換資源的基礎，而金融財經就是其中一種關

鍵形式。 

 

各種各樣的人 

 

神造人，各有不同的技能、需求和希望。我們可在《聖經》中看到神的創造，賦予人們各種

技能合建會幕（出埃及記 35:30-36:5），並讓囚在巴比倫的遺民回歸，重建耶路撒冷（以斯

拉記 7:6-7; 尼希米記 1, 2）。保羅強調，各人恩賜不同（哥林多前書 12:12-31），而且各人

生不同時，社會充滿不同年齡、不同人生階段的人。有些人年輕，衣食住行還要別人照顧；

又有些人剛剛開始自立；另外一些人正值盛年，豐衣足食；還有一些人年老無依，需要別人

供養，又或者早已積穀防饑，靠此為生。 

 

各種各樣的人是金融市場的基礎，因為在任何特定時刻，有人資源充裕，也有人出於匱乏需

要額外資源。例如，我們中間有些人想借錢來大展鴻圖，或者興建基礎設施，以滿足社會的

需求。更有一些人在生命中某些時段手頭充裕，能夠向有需要的人放貸。 

 

我們充當代理人 

 

神創造的人，可以代人行事，充當管理人或代理人。主要例子就是神要求我們管理衪所創造

的及衪的恩賜（彼得前書 4：10）。我們也看到，神叫約瑟充當波提乏和法老的管家（創世記

39：2-6：41：41-44）。耶穌談及才幹的比喻說明我們是衪的管家，要依其旨意行事，並為

行事負責（馬太福音 25：14-30）。 

 

金融倚賴代人行事的代理人或管理人。行政主管是公司股東的代理人。共同基金經理代表投

資者決定投資哪些股票或債券。律師運用專業知識，為客戶在金融交易中的利益服務。金融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we-are-social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we-are-heterogeneous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we-act-as-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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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就有一整個分支，專門幫人好好瞭解金融領域裡的許多代理關係。金融之所以能存在，

是因為神創造了有能力代他人行事的人。 

 

我們作出承諾 

 

神是一個守承諾、重盟約的神。聖經故事就是神信守承諾的故事。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

因此聖經有著人類互相許下承諾的敘述。例如，路得的故事取決於不同國家的人之間的承諾

（路得記 1：16-18）。保羅在加拉太書 3：15 提到人的文約。神創造的人，能夠相互許下承

諾，信守承諾。 

 

每一種金融工具都是雙方或多方之間的承諾，如果承諾不是神創造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成事。

按揭貸款是每月支付一定數額的承諾。一股股票是未來分發一份股息的承諾，也帶有選出董

事會成員的權利。在現代金融領域，有些承諾往往變得相當複雜又仔細，因此白紙黑字的契

約十分普遍。然而，這些書面合同只是反映了神賦予我們信守承諾的能力，這種能力對金融

極其重要，以至聖經勸誡我們不要在財務上作出過度承諾（箴言 22：26-27）。 

 

我們並非全知 

 

人類並不掌握一切知識，個人認知也只是滄海一粟。神造人，心智各異，每人吸收、處理及

記憶事物的方式各有不同。人類的成就，有賴大家利用個人知識，尋求共同利益，而非各自

學習成功所需的一切。 

 

知識局限及資訊失衡須由金融市場調解。這意味著進行借貸時，借方比貸方更清楚自己的償

還能力。也意味著買賣股票時，賣方可能有一些不為買方所知的消息。這種失衡會打擊大家

參與金融市場的意欲，也會衝擊金融價格。金融建基於兩項義務之上，這兩項義務可將資訊

失衡造成的障礙化為機會。首先，我們利用承諾向不知就裡的各方保證，發放的資訊真實無

訛。我甘冒失去房子的懲罰，承諾償還抵押貸款，即使你無從考量我的未來收入，仍有信心

把錢存入承做按揭的銀行。第二，金融交易中不容許偽造資訊，如果投資文件告訴我，類似

您的產品擁有價值 30 億美元的市場，這信息必須真確。因此，即使個人不能肯定資訊準確，

我們仍可放心利用別人提供的資訊。 

 

我們為未知的未來創造資源  

 

神創造了風險，因為我們不知道將來的事（傳道書 8：7）。但是神創造的人，有能力改變未

來，尤其是有能力創新，取得未來成果。米勒（Miller）概述了三個風險概念，第三個概念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we-make-promises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we-are-not-omniscient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we-create-resources-for-a-future-that-we-do-not-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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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機會創造」，其中人類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使未來變幻無定，因為我們會 - 或者不會 - 帶

來嶄新事物。20 

  

意見相若的布坎南（Buchanan）和范伯格（Vanberg）（1991 年）認為，大家最好把市場理

解為一個創造過程，而不是一個發現過程或分配過程。21 

 

神設計的未來不是決定性的，而是受著人類抉擇影響的一個開展過程。 

 

這種風險對財務決策有著深遠的影響。22 

 
 

大多數金融工具及其定價反映了這種未知數。未知數令貸款被拒，或定價較高，以抵償違約

的風險。未知數令股票價格波動。也因此規定債務合約要有報告及抵押。金融市場因未知數

變得異常複雜，但通過妥善管理並重新分配風險，金融對社會可以有莫大好處。 

 

我們可以冒險 

 

神創造了能夠冒險的人，並以聖經為冒險作後盾（創世記 1：28-30；2：15； 馬太福音 25：

14-30；路加福音 19：11-27；約翰福音 12：24）。神以自己冒險進取的形象造人，「大膽完

成了獨特的創造，放膽讓自由的人來統治」。23 

 

我們為神創造，所以感受到風險，但也知道神必有預備。24 

 

然而，我們也得到許多聖經的教導，冒險也要謹慎。25 

 

格雷格森（Gregersen）將風險界定為自然事件和社會事件的總和，以及這些事件對個人的

意義。26 

  

格雷格森（Gregersen）引用盧曼（Luhmann）的話說，信任就是表示願意冒險的立場，在

信任與風險之間創造一個良性循環。格雷格森（Gregersen）認為《聖經》宣揚「世界既然

由仁慈的神創造，就令人甘願冒險，博取長期回報。」27 

 

人類對風險的取態對金融至關重要。人們願意冒險，但不想太多風險，風險多少因人而異，

也會隨著環境改變。這種願意冒險而又能可免則免的能力，是神創造的部分意念。神以其睿

智造人，讓人與生俱來就有能力權衡風險和回報，而這能力就反映在金融價格中。這種意識

令我們認識到理解風險和管理風險，與神的創造意念如出一轍。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we-are-risk-t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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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創造金融財經基礎的結論  

 

創造這八方面 - 特別是人類的創造 - 構成了金融財經的基礎。如果沒有財務安排去彌補貧

富差距，人們就不會投入閑置資源，追求增長，促進生產，社會也不會分享資源，以求互利。

換句話說，財務管理把人類生活轉變成為榮耀神的機會，成為創造的管家的機會，本著公義

仁愛來彼此關懷的機會。 

 

金融體制 

 

有必要說明究竟要怎樣發展金融體制，才能夠在神創造的基礎上，帶來榮耀、管理、公義和

仁愛，去完成我們的神學金融財經分析。體制是指社會用以組織活動的體系與機制。四個主

要金融體制是貨幣、中介、工具和價格。這一節會個別探索四個體制，說明這些體制如何建

立在神的基礎上，更是人類順服神，以管理、公義和仁愛回應神的方法。在此過程中，我們

將解決幾個陸續出現的問題。 

 

范杜澤爾（Van Duzer）認為，體制可能存在於聖經中提到的掌權者及執政者之間，因此是

神千秋萬世的創造。28 

 

他推斷歌羅西書 1：16-17 可能是指企業或市場等體制。29 

 

他引用約德（Yoder）的話說，神創立體制，為其創造提供「規律、制度、秩序」。30 

 

我們意見相若，對金融積極樂觀：認定金融財經是「神的刻意經營」。稍後我們會看看神對金

融財經的原意如何飽受人性墮落的衝擊，並認識到人類如何濫用金融體制殘害社會；表現出

惡毒管理，對同仁無情無義。 

 

貨幣 

 

神讓人類能以耐用、可儲存、易攜帶的媒介代表實物價值。在原創意念中，神令一些天然元

素如黃金，小巧迷人、而且相對稀有。又令人類有能力明白及判斷此類物品的價值。繼而允

許人類建立政府，以常有資源如紙張，來代表罕有資源如黃金，再以紙張換取各式各樣的資

源。31 

 

現代人有金錢，非常容易攜帶（而且電子傳輸幾乎不費分毫），可以換取真正的資源，如食品、

住屋、教育及資本貨物。能夠用貨幣輕易分配資源是履行創建管理任務重要的一部分。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conclusion-to-the-foundations-of-finance-are-created-by-god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ial-institutions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ial-institutions/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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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有很多關於金錢的教義。為人傳頌的有「貪財是萬惡之根」（提摩太前書 6：10）和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馬太福音 6：24）。這些教義不是關於金錢作為交易媒

介，而是關於人類對金錢的取態以及金錢所代表的力量。然而，金錢作為交易媒介並非邪惡

之源，金錢作為交易媒介是神的賜福。32 

 

中介 

 

中介是將放款人的資源「再造」成借款人所需的資源的機構。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銀行為幾

個儲戶及一個商業貸款借款人作配對。中介機構包括所有類型的銀行，但也有其他幾種重要

的中介機構，如退休基金、人壽保險公司、共同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和證券化工

具。即使是「去中介」的金融交易 - 例如，公司可以發行債券代替向銀行舉債來籌集資金 - 

通常也會通過某種中介機構如投資銀行。將儲戶存款整合並投放於貸款業務的任何金融工具，

都在發揮著金融中介的功能。中介之所以能夠運作，是因為神創造的人類合群而多様，能作

代理人，能作出承諾，能成為謹慎的冒險者。 

 

中介機構讓人以兩個主要方式履行神的管理任務。首先，中介機構發展借貸網路，投放自家

資源來識別各方客戶，並建立互信。你可能永遠不會借錢給陌生人買屋，但你會把錢存入向

陌生人放款的銀行。你信任銀行，因為知道銀行有既定程序，確保放款過程穩妥，借方合適。

其次，中介機構通過整合許多儲戶的資源，放大資源效益。你不夠錢借給人買屋，但銀行可

以集中數以千萬計儲戶的資金，大額貸款就水到渠成。 

 

中介行公義的方法就是讓平民家庭及小型企業獲得資源。沒有中介，平民家庭只能獲得社交

範圍以內的資源，貧者只可能愈貧。有了中介，貧困家庭可以借用資源，買屋、買車、升讀

大學或小本創業。同樣道理，缺乏規模或聲譽的小企業也不可能直接向投資者發行債券。中

介就這樣造就一個更公道的社會。 

 

中介機構讓借款人和儲戶互相照顧，正如先前所見，是愛的表現。比之向親朋戚友求助，中

介讓借款人更輕易獲得更便宜的所需資金。中介更可令儲戶以低風險賺取高回報的方式為未

來儲蓄，而無須將錢放在床墊下或只放貸給熟人。雖然儲戶和借款人素未謀面，這樣分享資

源卻可以讓他們相互關懷。 

 

我們真能通過中介向人顯示慈愛嗎？ 

 

如果金融財經是一種關懷愛護的手段，通過中介進行融資就帶出一個問題：我們可否愛一個

根本不認識的人嗎？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ial-institutions/intermediaries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ial-institutions/intermediaries/can-we-really-love-someone-through-interme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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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確實可以對陌生人顯示慈愛。社會上一些為人熟悉的機構，讓人跨越時空，彼此關心。

隨便舉幾個例子，樂施會、世界宣明會及紅十字會等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及善長仁翁，儘

管並不真正認識所愛的人，他們的表現卻是出於對世界各地貧困人民的慈愛。事實上，即使

是發展這些組織的工作，已經是人與人相親相愛的表現。33 

 

同樣道理，這種想法比較少有，但儲戶存款入銀行，讓身份不明的借方取用這些資源一段時

間，都可以是對借方愛的表現。 

 

然而，這暗示管理與慈愛之間可能有些關係緊張。大型中介機構似乎應該有較好的管理，因

為他們有機會向世界各地許多市場放貸。而小型地區中介機構擁有更多地區關係，對客戶了

解更多，因此更容易實現慈愛。大型國家銀行可以有最好的管理，小型地區銀行卻可以有更

親切的關愛。我們的神學呼籲銀行及客戶作出抉擇時，要考慮銀行規模而作取捨。如果銀行

選擇做大生意，應該目標明確，發揮地理及規模管理的優勢。如果銀行選擇保持小規模，則

應該發揮一己之長，以關愛為明確使命。34 

 

存款人決定光顧哪間銀行時，應作同樣取捨。 

 

工具 

 

金融工具是為各有不同資源需要的人而設，是雙方或多方之間的承諾，讓各方審慎迴避無從

預計的風險。如上所述，神創造的人可以信守承諾，此一創造要素，再加上人類天生合群、

各有所長、因時制宜、又敢於在動盪的世界冒險的事實，就衍生了金融工具。金融工具是中

介「製造」的產品，以滿足儲款人和借款人的需求，並讓人類履行神的創造命令，以特殊的

方式表現公義、慈愛。 

 

金融工具能成就良好的管理，因為可以因應具體管理個案的風險、回報和時間情況來設計。

因此，借款公司如果有一個成敗難料的項目（即是風險），就要小心計算風險，製作金融工具

來協助儲戶和借款人，就究竟如何攤分所需資源達成協議，很可能是股權之類的工具。 

金融工具也造就更公正的社會。工具可以為配合社會上最有需要的人特別設計。小型企業貸

款為有志服務社會的企業家提供了無數機會。學生貸款則是為家境清貧的年輕人提供良好升

學機會的工具。用於小額貸款的特製工具也可伸張正義。低首期及有政府擔保的專門住屋貸

款令無數低收入家庭享受自置居所的好處。金融工具是社會上富裕的人向貧困的人行公義的

一種方法。35 

 

按揭貸款是金融工具令人間有愛的佐證。儲戶幫助借款人及其家人獲得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ial-institutions/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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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借款人也在幫助儲戶積穀防飢，日後老有所養。通過創造意念，神預計人類會開發

金融工具，讓人以既有意義又有利益的方式彼此相愛。當然，借款人和儲戶素昧平生，但知

道對方確實存在，因此可以彼此相愛。 

 

價格 

 

金融市場價格是按照金融工具的預期收益率而定，債務工具就引用這種收益率為利率。36 

 

究竟借款人和儲戶為什麼會同意支付或收取某個回報或利息？那是否神創造意念的一部分？

我們認為是，論據如下： 

 

首先從借款人的角度考慮。在理想情況下，借款人有意，也有能力支付利息，因為可以利用

借來的資源，日後生產更多資源。這些豐盛機遇由神創造，包括安身立命的住屋、種植莊稼

的種子、掌握技能的教育、興建道路、生產貨物所需的機器廠房。時間週期和生產機遇都是

神創造旨意的一部分，是利率重要基礎的一半。 

 

至於基礎的另一半，可從貸款人的角度考慮。基於兩個原因，貸款人願意暫時放棄使用一些

資源。目前，他或她資源充裕。但日後某個階段可能又需要額外資源，例如退休。讓借款人

取用資源一段時間然後歸還合乎常理。要暫時放棄管控資源，貸款人會要求補償，補償額至

少相當於資源的其他合理用途。貸款人當前消費意欲的消減，以及對日後生活的憧憬，完全

是神創造的人類壽命有限而須因時制宜的結果。 

 

因此，神創造的生產機會和人類消費需求，以及上述八大財經基礎，構成利率的基礎。利率

並非人類的歪念，而是直接來自神創造意念的制度。而且，定價合適的利率可令借貸雙方受

惠，是自願互惠交易的結果。 

 

利率是管理的關鍵部分。這種價格機制令資源配置決策清晰。如果需要支付利息，借款必須

有助提升生產力，才會有借款的誘因。利息鼓勵你量入為出，阻止你為揮霍而借貸，因為日

後要還的錢一定比你今天消費的多。利率機制鼓勵長遠的謹慎理財。然而，千萬不可假設這

機制會令人自動獲得神創造命令的「眷顧」。並非每個賺錢的項目都會帶來創造的關懷。財務

從業人員需要深思熟慮，在利率範圍內操作，以照顧神的創造。 

 

利率促進並激發公正的資源重新分配。利率為那些資源匱乏的社會人士提供了一個獲得資源

的途徑，只需同意給予貸款人合理補償，就可暫時取用資源。利率容許人在你情我願，又互

利互惠的情況下分享資源。利率令金融交易雙方得益。沒有利率（即零利率），金融活動將是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ial-institutions/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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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方給借方的餽贈。沒有利率，借款人會試圖免費獲得貸款人的資源。這看起來活像乞討，

也許不是行公義的最好方法。然而，神傑出的創造裡早已安排了一個行公義的方法，讓人持

續不懈進行自願的互利活動，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所說的利率。 

 

市場交易是真愛嗎？ 

 

價格的問題，帶出兩個關於金融的問題，金融是否愛的一種方式？首先，愛能以市價交易關

係表達嗎？換句話說，如果借貸雙方都想從中得利，那一方是出於真愛呢？其次，既然大多

數金融交易都是公平交易，可以在雙方毫無關係的情況下愛人嗎？ 

 

按價出售商品給別人是愛嗎？讓我們回顧一下愛的觀念，愛的目的本身是致力令別人豐盛，

尊人為人。答案是肯定的。按價為別人提供商品及服務，就能一直令別人生活豐盛。農民提

供有益食品，可以幫助消費者健康成長，即使消費者要付款購買。好老師要收取薪酬，不可

因此覺得老師唯利是圖。現代經濟中大部分工作是有償工作，工作生產的商品和服務是按價

出售的。如果按價收費否定愛的可能性，那麼幾乎沒有任何工作可以表現愛。 

 

為什麼市價融資似乎不太能表現愛？也許是因為金錢不像教學或農產品，似乎是一種無分好

壞的東西。農民通過銷售優質產品表現愛。貸款人能通過借出一大筆錢來表現愛嗎？令人驚

訝的是，答案是肯定的。當然，這筆錢本身並不比任何其他錢優或劣。但是，貸款的環境、

情況和條款都是借貸雙方互相照顧的機會。貸款期限、償還規定、抵押要求、違約處罰、保

險、對抗通脹措施及無數其他條款都可以令貸款更切合借貸雙方發展的需要。收入核實、資

產評估、盡職調查、貸款文件清晰易明、資訊中肯、以及其他與發放貸款相關的因素，都可

以表現出關懷與尊重。銀行地點、貸款人員、利率比較、社區參與、廣告及其他因素可以有

助接觸弱勢社群。信貸諮詢、誠懇討論收益的用途──用於消費或投資生產力、產品教育及其

他因素──可以幫人避免泥足深陷的借貸，都是愛的表現。至於股權交易，開放的市場、準確

的財務報告、掌握內幕消息的人的誠信，都是對投資者的關心和尊重。儘管每位放款人的錢

本身都一樣，愛──即關心和尊重──可以差別很大。 

 

例如，按揭貸款人可以幫助低收入家庭買屋代替租房。如果房屋、利率、貸款期限、收入核

實，以及所有其他因素處理得宜，家庭開始建立產權，對家庭有莫大裨益。貸款還使貸款各

方受益，通常是銀行儲戶或退休基金。同樣道理，投資銀行為企業家首次公開招股（IPO），

籌集資金發展業務，對企業家、日後客戶、員工、供應商、社區以至購買股票的股東，帶來

了一種愛。這一切都是市價交易，對借貸雙方都是愛的力量所致。 

 

最後，愛可通過信守並履行交易中的承諾表現出來。當然，大部分是法律所要求的，但我們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ial-institutions/prices/can-a-market-exchange-really-be-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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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主張，市場交易中表現的愛，超越法律行事，即使不必，不需，甚至日後不會有得益，

都應該以對方最大利益為依歸。這意味著目的本身就是致力令對方豐盛。而且，其他商品及

服務的市場也經常如此行事──試想一下醫療保健──金融沒有理由做不到。縱使不是所有市

場交易，大多數交易都有這種愛的表現，許多人都這樣做。 

 

聖經是否禁止收取利息？  

 

另一個問題是，《聖經》是否禁止金融價格 - 尤其是利息。幾百年來，基督徒一直在辯論聖

經文本是否適用於金融， 聖經文本似乎禁止收取利息或抵押品，37 

例如這篇文章： 

 

你借給你弟兄的，或是錢財或是糧食，無論甚麼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 

借給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給你弟兄不可取利。這樣，耶和華你神必在你所去得為業

的地上和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申命記 23：19-20） 

 

要流覽此文和其他相關段落，請參閱「資產用於公益（申命記 23：1-24：13）」，「放債及抵

押（出埃及記 22：25-27）」，「安息年及禧年（利未記 25）」，「義人不收借錢或借糧的利息

（以西結書 18.8a）」，「義人未曾虧負人，但將欠債之人的當頭還給他（以西結書 18：5,7）」。 

 

在大多數情況下，基督徒斷定現代社會本質上並不禁止利息，但貸款手法──包括利率及抵押 

──絕不能乘人之危或令人陷入財困。這就是我們這裡所主張的，金融應該用作管理、關懷、

尊重的手段。 

 

金融制度結論 

 

總結我們的神學，我們主張金融財經的目的是榮耀神，讓人成為創造的管家，伸張正義、弘

揚慈愛。我們的論據基於神創造金融財經的基礎，然後人類如何在這些基礎上建立四個具體

制度。這些制度讓人遵行神的創造管理任務，以及神公義和慈愛的使命。下面幾個例子說明

基督的救贖，如何在這個框架內讓人充當管家，伸張正義，弘揚慈愛。 

 

金融與墮落 

 

至此，我們認定金融為神的初衷。可是我們知道，人類的墮落已經全方位破壞了創造。在基

督完成救贖之前，我們活在一個由神創造的善與人類墮落的惡所營造的世界。罪惡已經重創

人類管理的能力和意向，令人難以通過金融市場來行公義，施仁愛。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ial-institutions/prices/does-the-bible-prohibit-charging-interest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ial-institutions/conclusion-to-financial-institutions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e-and-the-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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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種罪對金融傷害尤深。由於金融根本是分配資源，貪婪對金融有莫大影響。38 

 

由於神並沒有把人造成無所不知，也由於資訊對金融中十分重要，說謊這罪也就對金融構成

巨大問題。事實上，這種貪婪和撒謊會嚴重削弱金融機構原本要行善的能力，並引發一個問

題：罪惡是否令這些制度腐敗至無可救贖。 

 

許多作者曾就金融問題探本尋源。希勒（Shiller）提醒我們，凱恩斯（Keynes）認為人類有

一種不由自主的衝動去採取行動，稱之為動物精神，這令金融市場出現問題。39 

 

斯蒂格利茨（Stiglitz）概述了投資銀行（批發金融中介）許多問題，特別著眼於薪酬結構。

40 

他認為「金融體系未能發揮其關鍵作用：管理風險、分配資本及保持交易成本低廉。」特里

爾（Terrill）認為投資銀行與消費者已經道德淪亡，我們需要心靈改造，追求什麼是「好和對

的」東西。41 

 

范杜澤（Van Duzer）有一篇文章詳述了罪惡如何影響市場，包括金融。42 

 

他揭示了人與人及人與神的關係破裂如何造成市場上許多問題。戴維斯（Davis）認為在過去

三十年，有些金融要素 - 特別是機構投資及證券化 - 引致有利社會的機構萎縮，令交易員

短視的心態愈趨普遍，以致損害社會。43 

 

鑒於這一眾作家的著作，我們不會進一步討論人們蓄意干犯的金融罪惡，如欺詐、欺騙、暴

力、種族、族裔、性別和其他偏差等等。這些罪惡與其他工作領域的道德失誤大同小異。

《www.theologyofwork.org 工作倫理概覽》一文提供了一個框架，從聖經角度作倫理立論。 

 

我們更有興趣的是，人類墮落如何削弱金融為借貸雙方帶來管理、公義和愛的能力 - 意思是

自願以市場利率進行的交易。有沒有一些情況，要以其他形式的交易來取代金融 - 尤其是私

人或政府慈善機構 - 如果要的話，範圍要有多大？在墮落的世界裡，金融還有沒有空間去實

現神的期盼目的？ 

  

窮人無力舉債 

 

理想情況下，市場利率融資對借款人和貸款人都是一種祝福，就像各種商業，生產及銷售各

類產品和服務，應該有利買賣雙方。但是，有時人們需要產品或服務卻買不起。金融如此，

食品、住所、電力、醫療保健或任何其他物品也是如此。人們可能需要用錢卻苦無信貸，又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e-and-the-fall/unaffordability-of-borrowing-by-the-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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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需要付出高不可攀的利息。猶如其他產品，金融出現這種情況就不再是商業交易，而是

補貼、轉讓或餽贈。我們通常不會期望生產商蝕本出售商品及服務，或者免費送贈，反而依

賴捐助者、援助組織或政府，提供補貼或直接購入物資，然後捐贈予有需要人士。然而，我

們同時確實期望，或者至少希望，那些富裕的人會慷慨解囊。 

 

在這方面，金融財經與任何其他領域相似。《聖經》讚揚金融財經的慷慨行為 -  

你的弟兄在你那裡若漸漸貧窮，手中缺乏，你就要幫補他，使他與你同住，像外人和寄

居的一樣。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與你同住。 （利

未記 25：35-36） 

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無論哪一座城裡，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你不可忍著心，

揝著手不幫補你窮乏的弟兄。總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補他的不足。 （申

命記 15：7-8） 

 

 - 就好像讚揚餽贈物品的慷慨行為， 

他（施洗約翰）如此回答他們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當這樣

行。」（路加福音 3：11） 

 

慷慨十分重要。可是，有價有市的買賣未必是救助親人（利未記 25:35 中的「親屬」）及貧苦

大眾的最好方法。如果仔細想想糧食市場，我們看到神創造了糧食市場的基礎，人類天生群

居，並非人人懂得務農，穀物並非到處可以生長，也非全年天天可以收成，穀物富有營養，

在收成時飽餐一頓，也不可能支撐到下次收成。《聖經》沒有買賣糧食的整體禁令。然而，聖

經確實勸人不要囤積糧食，而應把糧食分給貧苦大眾、孤兒寡婦（利未記 19；路加福音 12：

16-21）。如上所述，《聖經》對財務資源有類似的教訓。在神的創造意念中，用市場價格（利

率）分配大多數財務資源，以及免費（零利率）與家人或窮人分享一些財務資源，沒有教義

上的衝突，兩者都是的愛表現。對於那些善於把握賺錢機會的人來說，有息貸款可以是愛；

向求助無門的家人及窮人無償貸款，也可以是愛。 

 

雖然金融業一般以金錢而非商品及服務進行交易，貸款人行善的義務，其實並不比其他企業

和機構更重大。事實上，任何未能保持盈利的企業，實則失去對社會的價值。如前所見，金

融的基礎在於對借貸雙方帶來好處。每當金融機構捐錢時，就等於剝奪投資者的部分預期回

報。鑒於目前最大的投資者是退休基金，44向借款人行善，其實要由退休金領取者的退休收

入承擔代價。因此，有如其他行業，金融的作用不在於大型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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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借款人的剝削 

 

金融家有責任從放款中獲利，卻不應乘人之危。 

 

你借錢給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糧給他，也不可向他多要。（利未記 25：37） 

 

換言之，放貸人不應乘人之危來謀利，或強加苛刻條款，預先收取利息。整個段落具體說明

向親屬放貸的要求（利未記 25：35），然而，無論出於什麼理由，一旦決定放貸，就不可乘

人之危，此義務放諸四海皆準。 

 

道德問題源於借貸雙方之間勢力懸殊。貸款人多的是錢，借款人卻絕望無助。即使在當今許

多市場利率情況下，貸款人仍比借款人更有權勢。例如，銀行通常比舉債客戶擁有更龐大的

資源、訊息、法律知識、立法影響力及地方勢力。法律有時會防止某些類型的貸款剝削，但

即使貸款剝削合法，錯就是錯。無論如何，沒有行業能通過長期剝削客戶而興旺。基督徒在

金融方面可以做的是利用我們作為儲戶、雇員、投資者、董事、代理人及選民所擁有的任何

影響力，減少對弱勢社群剝削。 

 

用不得其所的收益 

 

神希望金融漸漸變成借貸雙方之間的一種分享。貸款要能促進生產，才能有所分享。因此，

借貸雙方對貸款的用途都有責任。按揭貸款可以通過降低住屋成本來提高借款人的生產力。

汽車租賃可令借款人有效率地上班。商業貸款可為設備、庫存、應收賬款或其他資產融資，

促進發展。另一方面，以投機物業作抵押，或未經收入核實，又或沒有足夠淨值資產而取得

按揭貸款，對借貸雙方都有害無益。以誘惑利率或期末整付租賃物非所值的汽車，可能會鼓

勵借款人買入難以負擔的汽車。未經盡職審查而發放的商業貸款可能會浪費在無用的資產

上。 

 

這些例子鞏固了聖經的觀點，即金融是借貸雙方共有義務。借款人有義務自我約束，貸款必

須用來提升自我，並且有力償還。貸款人有義務協助借款人達成這項任務，並且拒絕不穩妥

放貸。這可是知易行難。借款人未必有知識判斷貸款條件，或者只是目光短淺或一時衝動。

貸款人也可能誤判貸款形勢，又或者出於貪婪、無良或短視。 

 

例如，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始於按揭貸款違約，這些違約源於借貸雙方的投機行為，多於改

善住屋機會。貸款人清楚知道，房價本已急漲，卻要繼續上升才可收到還款。但由於貸款人

通常將按揭貸款轉售給機構投資者，並迅速收回資金，因此幾乎沒有誘因去照顧借款人的長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e-and-the-fall/exploitation-of-borr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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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利益。最終，三方參與者──借款人、按揭貸款人及按揭債務投資者──都忽略了金融的時

限本質以及各方的利害關係。相比之下，合乎聖經原則的貸款要求各方關注貸款是否用得其

所 - 借款人是否善用收益。 

 

是否還有空間讓金融實現神的旨意？ 

 

正如這些情況顯示，在墮落的世界中，有些情況下，市場利率融資未必能配合一些有意借款

的人的需要，卻能使貸款人獲益。不要因為市場和價格的基礎由神奠定，就以為金融必定能

夠以完善的管理、公義及愛分配資源。要小心，不要膜拜市場，或認為凡是市場交易的結果

必然合理。金融市場是神的賜福，但並非唯一的賜福，亦非任何情況都一樣。政府及非謀利

組織也是神的賜福。而且在墮落的世界中，市場和金融機構可以對社會及個人造成極大傷害。

市場須要與社會其他機構保持平衡，並且按照神話語傳達的旨意來接受評價。45 

 

應該還有空間讓金融實現神的旨意，但只有通過神的救贖，金融才能回復原狀。 

 

救贖金融 

 

金融參與神救贖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神施恩獻出愛子，我們才得以與神復和，讓祂所創造

的完全免於受罪的影響。神的救贖恩典，通過金融機構的人經營，可以贖回金融的能力，榮

耀神，促進良好管理，並向人彰顯愛和公義。在這裡重溫這些術語的含義可能有用。管理是

遵行神的吩咐，把衪的創造，由花園擴建為城市一樣，記住資源終歸神。公義是基於個人權

利予以尊重，因為神愛世人。愛就是關心別人，以別人的福祉為己任。讓我們就著這個框架，

思考一些現行的救贖金融的簡單示例。 

 

金融專業人士 

 

在銀行工作 

 

銀行從業員處身金融服務的前線。作為救贖手段的第一步，他們要弄清楚自己在金融中介機

構的特殊職能，可以如何以愛和公義服侍儲戶或借款人，然後集中精力把這種愛和公義發展

成為一己之長。 

 

例如，銀行貸款決議部門的成員可以主張關注借款人的特定處境。美國按揭貸款危機中「機

械式批核」掀起的風波顯示，太多借款人感到財務關係方面已經不復存在，亦沒有人關心他

們的需要。這並不一定意味著銀行從業員應該反對一切因斷供而終止贖回權的政策，然而，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finance-and-the-fall/is-there-still-scope-for-finance-to-fulfill-gods-purposes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redeemed-finance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redeemed-finance/finance-professionals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redeemed-finance/finance-professionals/working-in-a-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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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確實表明需要關注個別陷入困境的借款人。 

 

銀行的人力資源專業人員可以特別關注求職者對愛和正義的熱忱，作為考慮招聘因素。如果

金融從業員未能漸漸弄清楚如何用工作向儲戶和借款人推廣愛和公義，或者不能令機構朝這

方向改變，也許他們不適合這個機構。 

 

財務專業人士要注意自己對於兩個聖經的金融財經基礎作業手法。首先，金融專業人員通常

充當客戶的代理人或管理人，這就有義務將客戶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其次，金融專業

人員經常洽談並簽訂合同，或者作出承諾，因此也有義務仔細評估其機構履行協議的能力及

意願。管理與信守承諾是金融財經的神聖基礎，因此金融專業人士必須在神面前行事。 

 

作出貸款決定 

 

金融神學可以給我們怎樣的資訊，去決定是否向特定客戶提供貸款，以及利率為何？這裡突

顯了幾個聖經的金融財經基礎。第一，銀行家並非無所不知，因此需要努力去了解有意借款

人的處境及需要。更有必要幫助借款人評估貸款是否真正對他們有利，以及如何令收益用得

其所。 

 

第二，沒有一方可以預知未來，因此雙方設想未來時都應該謹慎保守，討論貸款過程中會出

現什麼問題，以及如何克服困難，才是明智之舉。 

 

第三，銀行家可以引導貸款人以公義和愛心向借款人放款。借款人可以從容償還的貸款，就

是公正仁愛的貸款。不先以低息誘人然後加息的貸款，應該是公正仁愛的貸款。相反，如果

貸款會令將來累積更多債務- 通常是信用卡──就不是表現愛和公義的好方法。 

 

利率有必要隨貸款風險而改變，正如借款人需要分擔貸款的風險調整後收益。但是，如果利

率太高，以至影響借款人的福祉，就有違聖經財務管理的目的。當市場利率因借款人信用狀

況而變得高不可攀時，聖經原則暗示了若干行動方針。首先，以補貼利率提供貸款。其次，

幫助借款人尋求善用高息貸款的方法。第三，協助買家向政府或慈善機構尋求資源，而非舉

債。第四，幫助借款人找出無須舉債度日的方法。也許最合聖經原則的貸款辦法，就是由非

謀利組織向窮人發放零利率貸款，加上財務及營生輔導。46 

 

其中有些解決方案不屬於我們所界定的金融領域，但那些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可能是唯一能夠

為窮人在金融迷宮裡導航。這可能帶出一個契機，讓金融工作人員超越工作要求──以及工時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redeemed-finance/finance-professionals/making-lending-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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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表現愛和公義。向窮人貸款困難重重，亦幾乎可以肯定為什麼聖經對此作專題討論。

47 

 

在對沖基金工作 

 

對沖基金是一種共同基金，投資於個人儲戶通常無法接觸的專門金融工具。對沖基金往往監

管寬鬆，槓桿率高，而且可以投資於種類繁多的金融工具，收取的管理費比一般共同基金高。

對沖基金近來一直出現在新聞中，皆因一些對沖基金經理賺取了巨額管理費，又有一些被指

牽涉內幕交易。當股價大幅下挫時，對沖基金往往備受指責。 

 

大家可訴諸我們的金融框架去理解對沖基金。對沖基金可以為儲戶提供較高回報，多一點風

險，卻少一點受制於經濟周期，是愛的表現。許多對沖基金投資於衍生工具，因此，為衍生

工具合約的借方及投資者提供了減低風險的機會。對沖基金這樣就可以向那些期待降低風險

的公司表現出愛。對沖基金可以被視為證券市場的批發商，業務在於買入供過於求的產品，

賣出求過於供的產品，從中圖利，同時保持市場暢順運作。對沖基金令證券價格反映更準確

的內在價值，也可算是一種社會服務。 

 

任何一隻對沖基金的投資都很複雜，很難準確說明愛和公義從何而來。如果所有倉位都是自

願的市價交易，可以假設各方都期望從中得益。但是，複雜操作可能掩飾著隱藏補貼、權力

不對等、信息不對稱、避稅或其他違反聖經金融財經基礎的行事。有些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

特別，可以很清楚表現出對儲戶和借款人的愛，然而其他對沖基金未必做得到。無論是對沖

基金還是任何投資，金融專業人士及投資者努力做好研究會大有好處，要弄清楚對沖基金是

否有良好管理、表現出愛和公義，抑或對沖基金經理唯利是圖，不惜犧牲各方利益。 

 

借款 

 

大家看得出，借錢可以表現神創造的管理、愛和公義。借錢可以讓人得以善用資源，使借貸

雙方都得益。 

 

 

適可而止的債務 

 

聖經原則可否幫大家決定借錢的數目或時機？有些聖經財經基礎可以。首先，我們生活在神

的世界當中，受到時間約束，社會週而復始，生命週期各異。借錢投資於成長業務或者基礎

設施，可為客戶或大眾服務。借有時，還有時，各人不盡相同。例如，經濟衰退期間坐擁豐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redeemed-finance/finance-professionals/working-at-a-hedge-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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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資源的人與其囤積現金，不如用錢投資，可以帶來公義和愛。就個人週期而言，年輕人通

常受惠於長者的儲蓄和貸款。 

 

其次，借錢的目的是獲得資源去創造未來資源，用以還款。借錢求學，擴充業務，減省住屋

成本，都可以榮耀神。靠借貸度日，以支撐揮霍，則不能榮耀神，正如上面所討論過的「用

不得其所的收益」。《聖經》教義反對一切貪婪，其中包括借貸無道（路加福音 12：14）。 

 

第三，借款人理所當然應該肯定自己能夠履行償還債務的承諾──或者至少令貸款人了解並同

意未能還款的風險──作為一種愛的行為。這排除了虛假或誤導性質的貸款申請或個人保薦。

例如，你今天借錢是因為預計明天失業，這對貸款人不太可能表現愛。在沒有明確還款計劃

的情況下，以信用卡肆意消費也不是愛的行為。 

 

第四，應審慎考慮面臨的風險，借款金額要適中。如果習以為常用盡信貸限額，不留緩衝以

備不時之需，對自己對貸款人，怎可能是愛？ 

 

儘管上述主要是個人例子，《聖經》中關於財經的原則適用於個人、機構和政府財政決策。一

般來說，這些原則倡議在大多數情況下，應保持適中債務水平，而個人、公司及政府財務，

則應多用淨值資產。尤其是神的意念，是以借款創造一種長期共同關係，使借貸雙方受惠，

如果借款人還記得神的意念，就不會承擔那麼沈重的債務。負債不是我們唯一的關注，通過

借貸令別人蒙福才是重點。 

 

以抵押換貸款 

 

我們在「破產、債務寬免及貸款修改」一文中探討了聖經中關於抵押品的一些段落。以房屋

作為貸款抵押並不違反聖經的教義，這是主流基督教觀點，此觀點與神為社會創造金融的原

意沒有抵觸。然而，按照箴言 22：26-27，及聖經教人冒險但要謹慎，貸款人似乎最低限度

不應該接受房屋作為抵押，除非十分肯定借款人有能力償還貸款。同樣道理，根據聖經教義，

屋主不該承諾以家作為抵押，除非十分肯定能夠償還貸款。這與許多發達國家目前的貸款手

法形成鮮明對比，發達國家人民可以獲得的貸款，遠遠超過其收入水準、安穩程度及償還債

務紀錄。貸款人有抵押在手，一般傾向認為「如有需要，我可以終止其抵押品贖回權，所以

毋須太認真顧及借款人的利害關係及還款能力」，借款人也多數認為「如果我未能還款，銀行

大可沒收房屋，而我沒有造成任何傷害。」任何一方有這樣的想法都不符合聖經的教導，也

不符合神對金融作為一種正義和愛的形式所扮演的角色。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key-topics/finance/redeemed-finance/borrowers/offering-collateral-to-get-a-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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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債務免除和貸款修改 

 

金融財經的創造基礎包括人類天生喜歡聚居交往，知世事難料，卻勇於冒險。這難免引起呆

壞帳的情況。因此，無力還款不一定是罪過。當然，貸款違約很可能由於借方輕率魯莽、貸

方敷衍塞責、有人向貸方隱瞞或掩藏借方的收入、或作虛假陳述、又或貸款條件未能幫借款

人謀求福祉。然而，突如其來的打擊也可以令一筆好帳變壞，例如，借款人失去工作，意想

不到的醫療開支，或遭逢天災蒙受損失。 

 

此情此境，放款人的確有義務寬免債務或修改償還條款。在《聖經》中，如果借款人需要抵

押品來保守健康或維持生計，寬限的方法就是讓借款人保留抵押品。 

 

你即或拿鄰舍的衣服作當頭，必在日落以先歸還他，因他只有這一件當蓋頭，是他蓋身

的衣服，（若是沒有，）他拿甚麼睡覺呢，他哀求我，我就應允，因為我是有恩惠的。（出

埃及記 22：26-27） 

不可拿人的（全）盤磨石或是上磨石作當頭，因為這是拿（人的）命作當頭。（申命記 24：

6） 

你借給鄰舍，不拘是甚麼，不可進他家拿他的當頭。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貸的人把

當頭拿出來，交給你。他若是窮人，你不可留他的當頭過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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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24：10-13） 

 

鄰舍的斗篷在日落前必須歸還，因為鄰舍夜間需要斗篷來保暖。磨石不能拿走，因為這將剝

奪磨坊主的生計。即使是有效的抵押品也不能強行沒收，例如進入借款人的房屋。所有這些

保障旨在避免令窘苦的借款人雪上加霜，雖然受損的不僅是貸款人的預期利潤，實際上還造

成資本流失。貸款人也就分擔了借款人的窘局。這就是因時制宜的關係，是金融財經的固有

本質。 

 

這些保障都體現於現代經濟的破產法，就是破產、審查、接管、管理或扣押。這些法律通常

禁止貸款人沒收違約借款人的生活及工作必需品，代替還款。現代法律雖然允許執法人員進

入借款人家中沒收家當，卻禁止放款人這樣做。法律還防止借款人因違約而身陷囹圄，這做

法幾個世紀前很常見，只是這樣做適得其反，也違反人道。也許現代破產法的發展標誌著姍

姍來遲卻早應落實的聖經原則。 

 

然而借款人應該盡其所能償還債務。切溫（Chewning）主張根據神的永恆不變及箴言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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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能償還債務，應該放下身段，懇求貸款人通融，而非尋求破產法院保護，逃避貸款人。

48 

 

這要求也許有點過份，因為先前已經說過保護苦惱的借款人是神的律法，而非貸款人的憐憫。

但切溫（Chewning）的主張絕對正確，借款人第一步應該尋求貸款人的援助及意見。正如

先前所見，貸款原意是在借貸雙方之間建立長遠關係。申請破產而不先與貸款人嘗試達成協

議，難以維持雙方的關係。蒂姆斯特拉（Tiemstra）促請大家認真處理風險，而且借錢並非

「毋須工作的簡單賺錢方法：而是我們在神面前認真負責的表現」。49 

 

金融財經就是要求認真看待公義和愛。借貸雙方雖然謹慎，但當事情發展未如理想，彼此的

道義和愛不應止息，反應加深。 

 

儲蓄者及貸款人 

 

貸款人及儲戶提供資源，有責任將資源投入公益，而非謀取私利。這種觀點有時稱為「社會

責任投資」。我們會用股票投資為例，而不用銀行存款或貸款來探索這個觀點，儘管類似的原

則也適用於各種投資。 

 

一家公司發行股票是因為相信擴充業務比坐擁資源更有效益，而通過出售股票給投資者可帶

來額外資源。50 

 

投資者讓一間公司暫時使用資源，就是愛公司──終究包括其客戶、供應商、工人以至社區，

而公司則以股息或股票升值的形式向儲戶作適當的愛心回報。 

 

投資者只應購買符合神金融財經宗旨的公司的股票。這些公司充當神創造的好管家，通過銷

售產品及服務表達關懷愛護，以及在招聘手法和社區關係方面公正行事。這對於投資者來說

實在有點強人所難，因為收集並分析成千上萬家公司的資訊費時失事。然而，投資者目前有

幾種選擇，有些共同基金會有所篩選，把管理不善、無情無義的公司剔除。關於社會責任投

資及聖經責任投資的著作很多，詳細討論已超出本文範圍。51 

 

然而，這種投資方法完全符合並切實遵行本文確立的框架。我們認為並沒有任何聖經依據可

以讓人擺脫信仰去作股票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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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神創造了金融財經的基礎，演變成貨幣、中介、工具和價格等財政制度。這些制度應可令金

融財經發展成為神做管理、行公義和施慈愛的許多手段之一。借款人和貸款人交換或分享資

源，久而久之，處理得宜，可令資源增長，人人得益。然而，人類墮落已經令金融財經受到

廣泛破壞，正如神創造的其他一切領域所受的破壞一樣。貪婪及謊言等罪惡在金融財經領域

尤其普遍，嚴重削弱了我們遵行神旨意的能力。儘管如此，對於神在世上的救贖工作，金融

財經仍可發揮積極的作用。有幾個例子展示了神恩典如何救贖金融財經，金融財經又如何做

管理、行公義和施慈愛。金融專業人員、借款人、儲戶或貸款人都有機會參與金融財經作為

救贖活動。作為基督的信徒，我們奉召自我救贖，重新掌握金融財經基礎，再作決定，然後

付諸實行。 

 

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好好瞭解並榮耀神對金融財經的用意。首先，應把框架內的特有要素緊密

結合起來，並制定出特定做法。例如，金融專業人員可以將聖經框架，應用到按揭貸款或投

資管理個別作業手法。其次，要縮窄救贖金融財經的觀念與金融財經墮落的現實之間的差距。

雖然已經舉了一些例子，想法、手法及制度仍有待改善，以便金融專業人員能夠好好榮耀神

為社會創立金融財經的用意。第三，雖然本文開展的神學框架調整後可用於衍生工具及保險，

但並未觸及這些主題。第四，我們看得出金融市場並非常常做到人人互相幫助，尤其是貧苦

大眾，而且相對於政府及慈善機構，金融財經的作用有待發展。最後，我們對金融財經的探

討僅限於借貸雙方之間的長期交易（及其股權等價物）。在一般情況下，金融財經也可指家庭

或組織內部的資源分配，而不涉及交易，例如編製預算案、會計、產品設計、專案規劃及內

部財務分析，這些主題可能有需要另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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