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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倫理學 

第十一課：沒有窮人的世界？（1） 

 

(一) 一個難亡的經歷 

1994 年，我還在三藩巿牧會，那年我帶領了一小隊短宣，老遠來到泰北近緬甸邊境的山區作

為期三個星期的宣教經歷。我們抵達清箂，再乘車越過山嶺，大約五個小時許來到一條叫做滿星叠

的小鎮，吃過簡單的中飯後再向北出發，大約再過了四個小時來到一條叫做回馬村的村落。沿路都

是崎嶇山路，有時要下車幫手推小型貨車越過一些泥陷，驚險萬分。這一帶山區都是那些少數民族

及昔日從中國逃離雲南的國民黨軍隊後人，半華半夷，少數民族有拉胡族、傜族、苗族等。談到這

些國民黨軍隊後人，背後有著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當雲南解放，共產黨佔據雲南的時候，這些軍

隊怱忙撤退到緬甸地方，這也正是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作戰之地。後來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投

訴，這些孤軍又被迫離開緬甸，進入泰北山區。泰國政府想利用這支軍隊打擊在山區活躍的泰共。

結果他們果然不負所托，把泰共殲滅，令泰國是唯一東南亞國家沒有赤化，泰國政府便容許他們留

在泰北的山區，但卻不給予他們泰國公民身份，也不得離開這些所謂難民村，他們大多是忽忙離開

雲南，沒有攜眷，便與當地的少數民族通婚，生下那些半夷半華的後代，估計定居於泰北一帶山區

的「難民」有五十萬人。 

他們生活非常艱苦，只靠種一些玉粟為生，居住環境又惡劣，無水無電，他們亦從沒有刷牙

的習慣，也因缺水而不洗澡，因而患上皮膚病，牙病及各種疾病的機會極大。那兒只有一間泰民小

學，這些村莊倒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只有年老（五十歲以上）及年少的（十五歲以下），整條

村都沒有年青的人踪影，原來他們一到十五歲左右，就偷渡去到曼谷、清邁、清萊或其他城巿「唱

歌」；他們所謂「唱歌」是賣淫，男的當男妓，女的當女妓，賺了少少錢便寄回來給父母，然後他

們就搬到滿星叠購置房屋，這就是他們的夢想，但可惜這些少男少女當娼不夠幾年，便因患上愛滋

病或其他性病身亡。我記得在農曆年晚之際，我們趁此機會去探望一些村民，其中一位年約四十多

歲的婦女，看來她的樣子倒似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婦，她一個人守寡，養大一個女兒，兩年前到了曼

谷「唱歌」，並答應年底回家過年，她正等候著女兒回歸，但可憐她永遠都等不到這日子，因為當

地的傳道人告訴我們，她女兒於二個月前因患了愛滋病去世了，只是他們不敢告訴這可憐的媽媽！

我們探訪她時，又不敢向她講出真相，真是非常淒慘。 

記得我們臨走的一天，整條村的村民夾隊歡送我們，一面唱歌，一面揮手，其中大半是兒童，

我們心裏想著，不過幾年，這些小孩就被送到曼谷、清邁、清萊做妓男妓女，但這些天真的小孩還

懵然不知前面的陷阱，但我們又可以作什麼呢？心裏有說不出無奈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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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1. 神本來給這人類有足夠的資源，但因分配不勻貧富懸殊，造成了好像泰北山區的情形出現，究

竟我們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貧窮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得到解決呢？首先讓我們看看下

面的一些數字，令你感到驚訝！ 

2. 有關資源分配及貧富懸殊方面 

 超過 80%的世界人口每日收入少過 U.S.$10 

 超過 80%的國家，其貧富懸殊的差距愈來愈大 

 40%的世界人口擁有總收入的 94% 

其餘 60%則分享其餘總收入的 6%  

 20%的世界人口擁有總收入的 75%  

其餘 80%的世界人口分享其總收入的 25% 

 全世界有 497 個億萬富翁，從人口比率來說是 0.000008%，但他們擁有的財富是佔了全

世界的 7% 

 24 億人口只佔 3.3%世界財富，他們是極貧窮人士 

 貧窮人愈貧窮，他們每收入一元，便要還 25 元債項 

3. 有關兒童方面 

 據 UNICEF，每日有 25000 兒童死於貧窮有關的因素，主要是餓死 

 在發展中國家，有 27-28%的兒童患上營養不良 

 現時世上有 3000 萬個兒童處在飢餓之中 

 全世界有 22 億兒童，其中 10 億是活在貧窮線下 

 1600 萬個兒童未到五歲便死亡 

4. 有關教育方面 

 7200 萬兒童沒有教育機會，其中 57%是女孩子 

 10 億世界人口不識字，連自己的名也不懂寫出來 

 只要把全世界用作購買武器的支出其中 1%便可令所有失學兒童有書讀 

5. 有關醫療方面 

 4000 萬人患上 HIV / AIDS 

 2004 年有 300 萬人死於 AIDS 

 350-500 萬人死於虐疾 

 26 億人在完全不衛生環境居住 

 1800 萬兒童死於 diarrhoea 

 270 萬兒童沒有任何醫療服務 

 220 萬兒童因沒有打預防針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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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萬兒童因父母死於愛滋病而成孤兒 

6. 有關食水問題 

 11 億人口缺乏食水供應 

 400 萬兒童沒有清潔食水 

 每年有 140 萬兒童因食水問題而導致死亡 

 每年 1800 萬兒童死於 diarrhoea 

7. 有關居住問題 

 640 萬兒童沒有居屋住所 

 南亞有 706 萬人沒有電力供應 

 非洲有 871 萬人沒有電力供應 

 其他國家有 101 萬人沒有電力供應 

8. 有關其他富有國家的支出情況 

 美國人每年花於化妝品有 80 億美元 

 歐洲人每年吃雪糕用了 110 億美元 

 美國人及歐洲人每年購買香水用了 120 億美元 

 美國人及歐洲人每年用於寵物食物花了 170 億美元 

 日本人每年用於娛樂事業有 350 億美元 

 歐洲人每年用於煙草有 500 億美元 

 歐洲人每年喝酒用了 1050 億美元  

 世界人口每年用於吸毒的有 4000 億美元  

 世界每年用於軍火武器有 7800 億美元  

9. 你看完這些數字有何感想呢？杜甫說得好：「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但究竟我們怎樣可以

解決世界貧窮的問題呢？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又有什麼道德責任呢？  

 

(三) 三大因素 

1. 經濟及商業活動 

a. Prof Muhammad Yunus 在他那本 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 一書指出，自

從 1991 年蘇聯解體，自由巿場和資本主義席捲世界，在中國、東南亞、印度、巴西、

東歐及甚至俄國紛紛走向自由巿場和資本主義路線。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那些一

直實踐自由巿場和資本主義的國家，無論在財富上、科技上、教育上、及社會安全上

都遠勝於獨裁國家。而那些經濟開放國家也似乎改變極大，就以中國為例，自從 1980

年鄧小平開始四化運動，經濟改革，巿場開放，中國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大躍進，據

世界銀行報告，過去二十年，中國成功令四億人口脫貧，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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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問題是：要解決這個世界貧窮問題，是否積極推行商業及經濟活動，實行自由

巿場體制，世界就不再會有窮人呢？ 

b. 然而，問題又不是這麼簡單，無錯，在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大躍進，國民收入大為

增加，但貧富懸殊的差距卻愈來愈大，而且隨著經濟起步，物價高漲，那些工廠又污

染了食水和環境，那些窮人的生活比以前更不好過，事實上，在中國，堅尼指數（貧

富差距的比數）卻增加不少。 

事實上，就是在所謂最先進最富有的美國，窮人的數目卻每年都有進增，有 15%的

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 

c. 聯合國在 2000 年，期望到了 2015 年可以把貧窮人口減半，但這似乎可能性不大了，

究竟原因何在？原因很簡單，自由巿場有其好處，資本主義也有優點，但同時也有它

的缺點。社會問題：如疾病、貧富不勻、腐敗、罪案、不公平等都非「自由巿場」能

解決的問題，Globalization （即自由巿場超越國界）把地球一體化，把國與國的界

線打開，誇國公司可以直接投資貧窮國家，一方面獲更大利潤，另一方面也可以給貧

窮國家援助，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但如果沒有適當的管理、監察，這地球一體化可以

帶來極大的損害。 

d. 或許我們可以用以下的一個例子來說明：世界性貿易就好像一條高速公路，沒有時速

限制，沒有紅綠燈，甚至沒有行車線，在高速公路不少風馳電掣的車輛。在此情形下，

你可以想像到這條高速公路便為那些巨大貨車橫霸一切。那些單車、電單車、小型車

便會被陶汰。同樣，在世界貿易的推行中，那些小資本，中小企很難與那些大企業、

大財團、誇國公司相比。香港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昔日的雜貨舖都已經給那些大型

超級巿場淘汰了。所以在自由巿場貿易下，若沒有適當的制度、法律、限制，很容易

被大財團攏斷，再加上官商勾結，便成了一種剝削的工具了。 

e. 所以，我們若要自由巿場運作得順利，就一定要有好的監管，正如一條高速公路，一

定要有交通規則及交通警察維持這些規則，否則這只會成為一種「帝國侵略」的工具。

所以我們要談到「政府」在脫窮方面要扮演的角色了！  

2. 政府的影響 

a. 不少人認為「自由巿場」並不能解決種種的社會問題，只有政府才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商業機構始終是私營機構，他們的目的並非解決貧窮問題或其他社會問題，而是盈

利。政府就不同了，她是為人民而設，理當為人民服務，理當以人民的福利為首任，

事實上，不少有關整個國家的範疇，都非私人機構勝任，如國防、外交、中央銀行、

稅收等，他們不但要製定律法，保障人民的利益，還要執行法紀，維持社會秩序，就

好像在高速公路上，一方面有好的交通條例，另一方面也要有警察執行法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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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樣的，在商業的領域上，政府也要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在自由巿場的情況下，政

府是有責任監管食物醫療、居屋，防止有人囤積居奇，操控巿場謀利，或是售賣假貨，

或是危險食品，危害巿民健康；她還要注意環境的污染，又要監管股市賣買，有良好

的機制，防止任何欺騙或不法手段去賺取利益，如果政府在這方面不力或無能，很容

易那些大財團就會操控一切，像在高速公路上的大型貨車，橫霸整條公路。 

c. 我們環顧今日的情況，無錯有不少大企業進駐在貧窮國家，因為那兒的人工低，環境

法律不全，對大公司來說，利潤自然較多。無錯，這做法帶來那些貧窮國家就業機會，

也令不少人因此而可以脫貧，但同時也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空氣和食水受污染，工

人被剝削，這種情形，有目共睹，為什麼政府在這方面未能做到她要作的工呢？腐敗、

貪污是其中一個極大的問題，若那些貪官污吏不惜犧牲人民利益，而又不用付上後果

的；這更壯了他們的膽。正因如此，基督徒主張一個「民主的政府」，是因為唯有民

主政制，官員才會作個負責任的官員，否則人民就不再選他們為政府領導人。 

d. 然而，我們又不可太天真，以為只要有民主政制，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非也，就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總統及議員都是人民選出來的，而一直以來美國政府明知他們的

醫療政策千瘡百孔，但仍無能去改善，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那些強大的保險公司及藥

廠，可以利用他們的宣傳機器及銀彈政策，把改革推翻了，這是一個典型官商勾結的

例子。換言之，單靠政府，亦未必能解決貧窮的問題；我們要看第三個因素 NGO 的

重要（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牟利機構）。 

3. 非牟利機構的貢獻－政府因種種因素，卻未能有效的解決世界貧窮問題，我們就要看看一

些民間組織了，即所謂非牟利機構，或是非政府機構，或是慈善團體，或是慈善基金等。

商業機構的目的是「賺錢」，非牟利機構的存在目的是愛關，關心人類的需要，事實上，

歷史告訴我們這些機構在社會上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就以香港為例，由 NGO 機

構辦理的學校、社區中心、老人中心、戒毒中心、家庭服務中心佔了多少個百分比，不但

香港如是，整個世界也是一樣。 

a. 然而，單靠這些民間組織亦未能發揮到至大的功用，更不能解決世界貧窮的問題；因

NGO 本身在解決貧窮的問題上也有其基本的問題，首先這些機構有賴有心人的損

獻，當捐獻數目減少，其功能也相繼減少，當經濟好的時候，有心人也只會把剩餘的

捐獻出來，更何況是經濟衰退的時候，銀根短缺，首先裁減的便是慈善捐獻了，再加

上僧多粥少，任何一個負責 NGO 的負責人都為了籌募經費而大傷腦筋。 

b. 再者，捐獻的另一個問題是：通常在那些貧窮的國家中，有能力捐獻的極少，於是他

們便依靠外國較富裕的人士幫忙，但這些人始終是外國人，又未能了解別國的需要，

於是改把善款放在自己國內需要，於是造成貧者愈貧的現象了！唯有當地發生了大災

難，如地震、水災，世界各地才會有所反應；但當這些災難過了，捐獻也隨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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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往往事後重建才最需要金錢上的支援。 

c. 最後，不少 NGO 組織欠佳，所用於行政的費用又高昂，而當地政府亦未能合作，往

往諸多阻礙，就好像去年緬甸發生水災的情形一樣，NGO 面臨的困難也不少，難怪

直至今天，世上還有這麼窮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