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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的依靠永不會喪亡

1. 聖詠「窮人的依靠永不會喪亡」（詠九 19）這句話，到今天依舊合宜； 這句話表達出一份深刻
的真理，即信德特別銘刻在窮人的心中，在遭遇不 公義、痛苦和生活的不確定時，它重新恢復失去
的希望。
聖詠作者描述了窮人的情況和那些壓迫者所展現出的傲慢（參閱︰詠十 1~10）。他呼求上主審斷
，為要伸張正義和戰勝邪惡（參閱︰詠十 14~15）。 在他的話語中，一些由來已久的問題，至今仍
迴響著。天主如何能容忍這 偌大的差異？祂怎能讓窮人飽受侮辱而不前來相助？尤其眼看窮人飽受
苦 楚，為什麼祂反而允許壓迫的人繁榮興盛，卻不譴責他們的行為？
聖詠創作的時代，經濟蓬勃發展，卻經常導致嚴重社會失衡。財富不公平 的分配，形成為數可觀的
窮人，他們所處的情況，比起那極少數的特權階 級所贏得的財富，更加引人側目。聖詠作者觀察實
際的情形，描繪出一幅 寫實而真切的圖像。
當時，那些目無天主的人們，心高氣傲，壓迫窮人，搜刮他們僅有的少量 財物，將之占為己有，並
貶抑他們，使他們淪為奴隸。時至今日，情況依 舊大同小異：儘管發生經濟危機，許多人仍能累積
財富，這比起我們每天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遇到為數眾多的窮人，更令人感到詫異。這些窮人 缺
乏生活基本必需，有時還會被侵擾，受剝削。我心中憶起默示錄中所記 載的：｢你說︰我是富有的
，我發了財，什麼也不缺少；殊不知你是不幸的、 可憐的、貧窮的、瞎眼的、赤身露體的」（默三
17）。經過數個世紀後，富 人和窮人的情況一如以往，彷彿我們不曾從歷史記取教訓。因此，聖詠
內 容所述，非關過去，實指現時，有待天主審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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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還是必須承認，有諸多新的奴役形式，正箝制著成 千上萬的男男女女、青年
人和孩童。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被迫離鄉背井， 為要在別處謀生的家庭；那些失去雙親的孤兒，或
是那些被粗暴地與父母 拆散，遭受殘忍剝削的兒童；那些力圖實現職業理想，卻因短視近利的經 濟
政策而找不到工作的青年；那些深受鄙視、身為眾多暴力形式，例如賣 淫和販毒的受害者；我們又
怎能忽視那些成千上萬為諸多暗藏利益所害， 往往因政治利益受到剝削而無法享有團結與公平的移
民？還有那些無家 可歸者和被排斥而徘徊城市街頭的人？
有多少次，我們目睹窮人在垃圾桶裡翻找別人丟棄的剩餘物品，希望能在 其中找到賴以維生的物資
和可以蔽體的衣物！他們本身就被當作廢棄物看 待，而那些導致此一慘狀的人卻絲毫沒有一點愧疚
感；窮人的貧困甚至不 被人原諒，他們經常被視為社會的寄生蟲，隨時受人判斷，但卻沒有權利 感
到害羞或沮喪；只因為他們貧困，所以被看成是一種威脅，或者根本毫 無用處。
更糟的是，他們在赤貧的困境中走投無路。我們甚至設計出對他們懷有敵 意的建築物，企圖使街道
上──他們最後的容身之處──不再見到他們的 蹤影。他們從城市的這一頭遊蕩到另一頭，只希望能
到找到一份工作、一 個家園、一點溫暖……。即使是最少的供應，都能成為一道希望的曙光； 然而
，即便在公義有可能贏得勝利的地方，他們仍然遭遇暴力和虐待。他 們被迫在炙人的陽光下不停地
工作，採收當季的水果，所領的薪資卻出奇 的低廉。他們在不安全且不具人性的條件下工作，使他
們無法與人平起平 坐。他們缺乏失業補助、相關福利和疾病救助。
聖詠作者描述富人掠奪窮人的態度，殘酷而寫實︰｢他在暗處伺伏……要把 貧困的人，伺機刮搜
，將貧困者拖入網中劫走」（參閱︰詠十 9）。窮人在 這場狩獵中被圍困、遭捕獲並被奴役。因此
，他們許多人變得失魂落魄、 心硬和焦慮，只為逃避人的眼光。簡而言之，我們眼前成千上萬的窮
人經 常受到惡意中傷，幾乎不被包容。他們想盡辦法隱藏自己，他們的聲音在 社會裡不再被人聽見
。在我們的屋宇房舍中，男男女女彼此越來越陌生； 在我們的鄰里社區內，也有越來越多人遭受排
擠。
3. 聖詠所描述的場景，帶著哀傷的色彩，因為窮人忍受著不公義、痛苦和 失望；然而，它卻賦予窮
人一個觸動人心的定義︰他們是那些｢信賴上主」 （參閱︰詠十 11）的人，堅定地相信他們永遠不
會被拋棄。在聖經中，所 謂的窮人，是那些有所信賴的人！聖詠作者對於這份信賴，提出一個理由
： 因為他們｢認識」天主（參閱︰同上）。在聖經的語言中，能有這樣的｢認 識」，表示他們和天主
之間，有一份個人的關係，其中充滿了感情與愛。
這樣的描述令人驚嘆，完全超出人的期待；它單純地表達出天主的偉大， 並從天主與窮人建立關係
的方式，即可看出。祂創造性的力量超越一切人 類的期待，從祂對每個人｢念念不忘、銘記在心」
得以呈現（參閱︰詠十 13）。正是這一份對天主的信賴，堅定相信自己不會被遺棄，給人灌注了
希望。窮人知道天主不會遺棄他們，所以他們永遠活在天主的臨在之下， 那是一位對他們無微不至
的天主。天主的援助使他們超越當下受苦的景 況，給他們指出一條通往自由的途徑，能深入強化他
們的內心，使之得到 徹底的轉變。
在聖經中不斷地講論天主對窮人的行動。祂｢聆聽」他們的｢呼聲」並｢前來 救助他們」；祂｢保護」
並｢捍衛」他們，祂｢拯救」並｢援助」他們……。 的確，窮人總向天主懇求，他們從不覺得祂無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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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衷或靜默不語。天主施 予正義，從不遺忘（參閱︰詠四十 18；七十 6）；祂是他們的避難所，永
遠扶助他們。（參閱：詠十 14）
我們以為建築無數的高牆，並緊閉門戶，罔顧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們的利 益，守住我們的財富，就
可以心安理得，實在是白費力氣。這絕不是長久 之計。先知口中所說的｢上主的日子」（參閱：亞
五 18；依二~五；岳一~ 三）將要來到，屆時國與國之間所形成的藩籬將被拆除，眾人的團結合一
將取代原來極少數人的驕傲自大。數以百萬計的人所痛苦地經歷的社會邊 緣化過程，不能再繼續下
去。他們的喊叫聲越來越大，充斥著全球。普利 默‧馬佐拉利神父說：｢窮人的存在，對我們所造成
的不公義，是一種持續 不斷的抗議；窮人是火藥桶，一旦點燃，世界就會爆炸。」
5. 我們絕不能迴避聖經為窮人所做出的急切呼籲。不論我們著眼何處，天 主總是針對窮人發言；他
們總是依賴別人，缺乏生活所需。他們飽受壓迫， 低賤卑下，且悲傷失望。面對數之不盡的窮人
，耶穌卻不害怕對他們中的 每一位產生認同：｢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
我做 的｣（瑪二五 40）。如果我們拒絕對窮人作此認同，就是竄改福音，削弱 天主的啟示。耶穌來
到世上，向我們顯示天主；這天主是一位寬仁慈悲的 父，永遠溫良慈善。為那些歷經幻滅、對未來
缺乏希望的人們，祂特別給 予希望。
我們怎能不去注意耶穌所說的真福八端呢？祂以此開始宣講天國，第一句 就是｢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路六 20）。這自相矛盾的訊息，意指：天主的 國屬於窮人，因為他們已經準備好予以領受。我
們每天會遇到多少窮人！ 看來，隨著時間的推演和文明的躍進，窮人的數日不減反增。經過了若干
世紀，真福八端顯得更加令人費解了：窮人總是越來越窮，而且現在他們 比以往更為貧窮。然而耶
穌建立他的王國時，將窮人置於中心；祂正想告 訴我們：祂已建立祂的王國，但祂將拓展天國的任
務，託付給祂的門徒們， 也就是我們，並要我們擔負起給予窮人希望的重責大任。特別在我們這個
時代，亟需重燃希望、重建信心。基督信仰團體萬萬不可低估這份責任的 重要性：我們的福音宣報
是否可信？基督徒是否做出見證？都取決於此。
6. 教會因經常親近窮人而明白到自己是天主的子民，散居於許多不同的國 家，而且受召使得沒有人
覺得自己是陌生人或是被人排擠的，因為教會邀 集所有人一起邁向救恩的旅程。窮人的情況迫使我
們不再和主的奧體保持 距離──祂在他們內承受著痛苦。相反的，我們受召觸摸祂的血肉之軀， 並
受邀投身於親自提供服務，作為一種真實的福傳形式。致力於提高窮人 的地位，包括他們的社會地
位，並非與傳揚福音無關。相反，這樣的行動 正展現出基督信仰的現實性，以及在過去歷史中其正
當性。這份愛使得對 耶穌的信德具有生命，使得祂的門徒們不再一直保持封閉，處在令人窒息 的個
人主義當中，或者退隱到靈性親密的小圈子裡，而不對社會生活發揮 任何影響力。（參閱：宗座勸
諭《福音的喜樂》，183）
最近，我們為偉大的窮人宗徒──文立光的逝世感到哀傷；他的委身奉獻， 開啟了嶄新的途徑，始能
對社會邊緣人展現精誠關懷，並為他們地位的提 升貢獻心力。天主給予文立光恩賜，使他畢生致力
於我們那些重度失能的 弟兄姊妹們──往往被社會排斥的人。他是那些｢鄰家｣聖人中的一位；由 於
他如飢似渴般的投入，吸引許多青年人和男男女女來到他身邊，日日勞 作，付出愛，使許多原本脆
弱易受傷害的人們重新展露微笑，並給予他們 一座真正的｢方舟｣，拯救他們，使他們不再被邊緣化
，援助他們擺脫孤寂。 他的見證改變無數人的生命，並幫助這個世界對於那些不如我們幸運的人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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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另眼相看。窮人的呼喊已被聽見，並激發出一股堅定不移的希望， 進而由一份具體的愛，形成
許多出可見可觸的標記，使我們直到今天，還 可以用雙手予以觸摸。
7. 追隨基督的人受召致力於｢優先關愛最弱小者、遭受社會摒棄的人｣（《福 音的喜樂》
，195），使其能不再質疑教會的可信度，而卻把真正的希望帶給 我們那許多弱小的弟兄姊妹們。
基督信仰的愛德在他們的身上具體展現， 因為藉由他們的憐憫，以及他們樂於與有急需者分享基督
的愛的意願，不 僅他們自身得著力量，也使福音的教導受到肯定。
欣逢本屆世界窮人日，基督徒超越所有的援助行動，特別在日常生活的大 小事件中投身參與，予以
實踐。即便那些行動，也許令人稱道，有其必要， 但務須設定目標，鼓勵每個人更加關懷那些失望
頹喪的人們。｢這愛的殷勤 是開始對他們每一位完完整整的人的真正關心｣（《福音的喜樂》
，199）， 特別是對窮人，並積極促進他們真正的福利。消費文化和丟棄文化，所散 布的是粗略膚
淺和轉眼即逝的滿足感；在這樣的背景下，要為基督信仰的 希望做見證，實屬不易。必須在心態上
做出改變，好能重新發現真正重要 的是什麼，並為天國的宣揚，賦予豐富的意義，給予活潑的生氣
。
陪伴窮人，不僅只是出於一時的熱忱，必須透過長時間持續不斷的投入； 這其中所帶來的成就感
，使得希望能夠被散播出去。窮人獲得真正的希望， 並非由於看見我們因為為他們付出些許時間而
感到喜樂，而是因為從我們 的犧牲看見愛的行動──無償且不求回報。
8. 許多志工值得受人肯定，因為他們最先體認到如此關懷窮人的重要；我 在此請求他們能持之以恆
地繼續投身這項服務。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鼓 勵你們在每一位你們所遇見的窮人身上，尋求他
（她）的真正需要，切莫 只停留在他們最明顯的物質需求，更要去發現他們內在的良善，注意他們
的出身背景和表達自我的方式，因此得以展開一場真正具有兄弟情誼的交 談。讓我們放下不同的意
識形態和政治立場所造成的分歧，將我們的目光 聚集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部分──不要求太多的言語
，而要求給予愛的注 視和伸出援助的手。不要忘記｢窮人經歷到最嚴重的歧視是缺乏靈性上的關 懷
。｣（《福音的喜樂》，200）
窮人最需要的，是天主和祂的愛，這在｢鄰家聖人｣的身上清晰可見，因為 他們生活簡樸，明顯展露
出基督信仰愛的力量。天主運用數之不盡的各種 方式進入人心。當然，窮人來接近我們，也是因為
我們給他們食物，但他 們真正需要的，絕不僅止於我們所提供的一份熱食或一個三明治而已。窮 人
需要我們的雙手將他們扶起；他們需要我們的心，去重新感受人情的溫 暖；他們需要我們的臨在
，以克服寂寞。簡單的說，他們所需要的，是愛。
9. 有時候，重建希望所需要的其實很少。只要停留一下，給予微笑，並留 心聆聽。這一次，我們就
暫且不管數字的統計﹕窮人不是我們誇口自己的 工作和計畫時所提出的數字。我們要與窮人相遇：他
們孤單寂寞，有老有 少，我們可以邀請他們來我們家裡和他們分享一頓餐飯；他們中有男、有 女、
有孩童，只希望別人對他們發出友善的言語。
在世人的眼裡，要相信貧困和匱乏能具有拯救的力量，似乎不符合邏輯。 然而這卻是保祿宗徒的教
導，他告訴我們：｢弟兄們！你們看看你們是怎樣 蒙召的：按肉眼來看，你們中有智慧的人並不多
，有權勢的人也不多，顯 貴的人也不多；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愚妄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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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懦弱的，為羞辱那堅強的；甚而天主召選了世上卑賤的和受人輕視的， 以及那些一無所有的，為
消滅那些有的，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 無所誇耀｣（格前一 26-29）。若以人的標準來看
事物，我們就無法看見這 份拯救的力量，但以信德的眼光，我們在行動中望見它，並親身經歷它。
這份拯救的力量在天主子民的心中脈動，不排除任何人，使每一個人都成 為朝聖者，進入這趟使人
真正得到轉變的朝聖之旅，從中認出窮人，並去 關愛他們。
10. 上主沒有拋棄那些尋求祂和呼喚祂聖名的人﹕｢上主絕不會忘掉他們 慘痛的呼聲｣（詠九 12）。因
為祂側耳聆聽他們的聲音。這希望叫窮人出 死入生，因為窮人知道他們特別蒙天主所愛，而這信念
超越任何的痛苦或 排拒。貧窮並不能剝奪天主所賜予他們的尊嚴；他們堅信天主會親自完全 將之恢
復，因為天主對那些最卑微的子女的命運絕不會漠然不顧。看見他 們的掙扎和失落，祂反而手攜著
他們，並給予他們力量和勇氣（參閱：詠 十 14）。窮人所懷抱的希望，在他們確信他們的聲音必
會蒙主垂聽的信念 中得以肯定，因為在祂內他們會找到真正的公義，他們的心中將充滿力量， 並繼
續去愛。（參閱：詠十 17）
如果主耶穌的門徒們想要成為真正傳播福音的人，他們必須撒播帶來希望 具體可見的種子。我請求
所有基督信仰團體和所有感覺受到催迫要給予窮 人希望和安慰的人們，能齊心協力，使世界窮人日
能鼓勵越來越多人有 成效地合作，好使不再有人感到被疏離和被遺忘。願你們眾人時常珍視先 知的
話語，他所宣告的是一個不一樣的未來﹕｢但為你們這些敬畏我名號的 人，正義的太陽將要升起，以
自己好似箭羽的光芒普施救恩。」（拉三 20）
教宗方濟各
發自梵蒂岡
2019 年 6 月 13 日，聖安道紀念日
（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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