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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論天國的「成功主義」 
 

雅各書第５章 

引言、成功在「望」：忍耐也當「成功」...... 
 
在雅各書系列的第一篇講章之中，我已經講過：任何一種信仰的核心都必定是某種「價值

觀」，我們的所有行為，背後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隨這個價值觀「指揮」的；而價值觀裡

最核心的，就是對「成功」和「失敗」的定義，請參看筆記上的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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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一開頭就說： 

 

1:2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3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

驗，就生忍耐。4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揭示了雅各對某種「成功」、「完滿」和「幸福」的著意與關懷。原來，聖經絕對不是不吃人

間煙火的，它從不否定人有追求某種「成功」、「完滿」和「幸福」的需要。不過，由於對某

經些文的「過分簡單」的解讀，譬如： 

 

1: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10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因為他必要過去，如同草

上的花一樣。11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美容就消沒了；那富足的

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這樣衰殘。 

 

4:13 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裏去，在那裏住一年，做買賣得利。」

14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

時就不見了。15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

16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卻使我們以為聖經即或提及對某種「成功」、「完滿」和「幸福」的嚮往，都只限定在所謂「屬

靈」的事情上面，而否定任何「屬世」的追求，譬如「金銀財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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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我們不是「閉著眼」讀經的話，我們卻應該看到，雅各並沒有矯情造作故作清高

地否定「金銀財寶」本身，他倒是非常「實際」、計過算過然後告訴我們： 

 

在今生現世迷醉於追求金銀財寶，到頭來只是一場空，不划算啊！ 
 

所以，錯不在「金銀財寶」本身，甚至不在「追求」金銀財寶之上，而是錯在在「不洽當的

平台」（即「今生現世」）裡頭追求金銀財寶，或說追求「今生現世的財寶」。這與主耶穌的

教訓是一脈相承的，就是我們是可以甚至應該「積財寶」的，只不過，應該「積在天上」。

換個說法，聖經其實並不否定「成功主義」，它只是否定「世界的成功主義」，卻高舉一種非

常另類的「天國的成功主義」。同樣，雅各在嚴辭指責「今世富足的人」的同時，卻引導我

們要做「天國富足的人」。事實上，馬利亞一早就揭示了「福音」的大奧秘，就是因著上帝

的恩典大能和人的謙卑信服，「貧賤富貴」，最終會有一個「大顛倒」： 

 

路 1:51祂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就被祂趕散了。52祂叫有權柄的失

位，叫卑賤的升高；53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我們知道，馬利亞終其一生，甚至直到今天，這幾句說話都沒有「應驗」在這個世界上，因

為，它是應驗於「天國」的。 

 

今天，我要講到雅各書第五章，也是最後一章。當中的信息，正好遙遙呼應第一章初步提出

的「天國的成功主義」，給它一個更加完滿和周到的解釋與定義。我會分兩大範疇，其下再

分若干要點來跟大家一起探索其中的「成功之道」。 

 

一、認清真信仰的「三友」 
 
要達到「天國」的成功，有一點與「世界」的成功一樣，就是要分清敵友──拒絕妨礙你成

功的「損友」、效法有助你成功的「益友」，並結交與你並肩上路互相扶持的「戰友」。 

 

1、損友──富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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攢錢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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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

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 

 

這是一段對「有錢人」非常重的責備，甚至近乎咒詛。今天，我們飽受資本主義荼毒，不會

甚至不敢這樣嚴辭指責「有錢人」，或者曲曲折折為他們「塗脂抹粉」，說雅各罵的只是極少

數為富不仁的「富人」而已，至於那些捐幾個錢給教會，還肯在教會「事奉」的就大大不同

了啊，我們還要請他們「講見證」，奉為「信徒典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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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卻沒有這麼客氣與心平氣和，對於「今生的財寶」和「今世富足的人」，全本聖經都沒

有幾句好說話。【為免扯得太遠，在這篇講章中我暫且不數太多「有錢人」的滔天罪惡，留

待其他機會再詳論，或會以「不要學做有錢人」為題寫一期主題頁。】我們回到雅各書第五

章，這裡，雅各指罵這些「富足人」說── 

 

１、只顧自私享樂──你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嬌養你們的心。 

 

２、拼命聚斂財富──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攢錢財。 

 

３、多行不義壓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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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 

 

４、不知大禍臨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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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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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經文中，我們看到，雅各只是一味「惡言」指責和咒罵，卻沒有好言勸導「這些富足

人」，提醒他們及早悔改，只是一再強調：「你們死定了！」由此可知，雅各並沒有視「這些

富足人」為「弟兄」，是即說「這些富足人」並不是雅各書的寫信對象，雅各並不是對著他

們說這些話的。哪麼雅各對著誰說的呢？我們再看以下幾節： 

 

7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9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 
 

可知「弟兄們」肯定才是雅各心目中的寫作對象，既是這樣，哪麼雅各花那麼大的氣力指斥

咒罵「這些富足人」幹甚麼呢？換個問法：明明當著「某甲」面前，卻罵痛「某乙」，用意

何在呢？答案其實呼之欲出： 

 

第一、當著「弟兄們」面前痛罵「這些富足人」，最起碼的原因肯定是為了叫「弟兄們」

千萬不要學效「這些富足人」，免得與他們一樣敗壞同樣沉淪。 

 

第二、當著「弟兄們」面前痛罵「這些富足人」，還有一個必然的前設，就是「弟兄們」

中間頗有一些人，尤其是教會領袖，有學效「這些富足人」的嚴重傾向。 

 

事實上，我們只要不人云亦云，細心看雅各書所嚴辭指責的究竟是那類「惡劣行為」，就會

知道都是衝著「這些富足人」說的。雅各指斥的「惡行」並不是泛泛的、一般的市井流氓會

犯的那一類惡行。雅各所提到的重視門面、重富輕貧、鄙視弱小、追求財利、爭強好鬥，自

誇自大等惡行，都有極之明顯的「有錢人風格」。由此可知，雅各嚴嚴警告「弟兄們」的就

是「不要學做有錢人」。倒過來看，這亦正好反映「學做有錢人」從來都是教會的「大敵」，

而「有錢人」從來都是教會最惡劣的「損友」，古今皆然。──好了，既然是有「捐」，我為

何仍加上個「友」字，稱作「捐友」，而不索性稱這些有錢人為教會「敵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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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曉得，明明白白、惡形惡相的「敵人」是不必太苦口婆心勸弟兄們「防」的，怕只怕這

些「敵人」卻看似「無害」，卻終歸於我們有損。一般「市井流氓式」的惡行，譬如打家劫

舍、污言穢語、好吃懶做之類，一望而知，其實就連「世俗的標準」都看它們不上眼，教會

自然有相當的防範能力，不必多說。但「有錢人的惡行」，卻極可以迂迴地隱藏在某種「高

貴」甚至「虔誠」的包裝裏面，使人防不勝防。請大家記住這條「滅亡公式」── 
 

最後令你滅亡的是「敵人」，但使你開始步向滅亡的卻是「損友」。因為你絕不會輕易讓

顯然可見的敵人「埋身」，所以，他總要等到你無招架之力，到最後才能消滅你；但裝

著一個「友」的模樣的「損友」卻可以輕易「埋身」，開始敗壞你的生命和信仰。 
 
請大家誠實，誰不想做「有錢人」？所以，只要他裝出個「不甚有害」的模樣，你個人以至

整間教會，都會大開中門，任其自出自入。 
 
當年，所羅門王貪慕榮華，推羅王的「財團」就乘機混入以色列國裡面，敗壞國基；後來亞

哈王又貪慕榮華，西頓的巴力教（財神教）勢力就幾乎顛覆了整個以色列；到主耶穌年代，

教會（猶太教會）又貪慕榮華，在聖殿大做買賣，讓「財團」控制了聖殿和裡面的「宗教活

動」；雅各的時候也是這樣，許多「弟兄」竟然不分敵友，又貪慕榮華，念念不忘「學做有

錢人」，將粗鄙偽善的「有錢人信仰」大幅度攙雜進入教會裡頭。時至今日，所謂主流教會

受了幾百年資本主義的荼毒，貪慕榮華的程度，已經嚴重到覆水難收的地步！ 
 
總之，世俗人都想交個「有錢人」，作為他們「成功」的踏腳石，雅各卻非常嚴厲地警告弟

兄們，「這些富足人」是最可恨、最可怕的捐友，千萬不要讓他們「埋身」！ 
 
2、益友──信心前輩 
 
認定了不可學的「損友」，就要倒過來認定應該學的「益友」。誰是我們的益友呢？ 
 

10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11 那先前

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

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 

 

17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

在地上。 

 

上文提到的「損友」（這些富足人）給我們的最大毒害，不在於誘惑你「好利」，而在於誘惑

你在今生現世追求財利，或只顧追求今生之利，卻無視將來的「審判」與「結局」。 
 
雅各要弟兄們學習效法的「益友」（信心前輩）卻剛剛相反。他們不是一群完全不在乎「成

功」和「幸福」的「聖人」，他們都是「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即不過都是「凡人」。但

他們有一樣是「不凡」的，就是有忍耐到底，盼望將來的、最後的「成功」和「幸福」的信

心與忍耐。關於忍耐到底、盼望將來這一點，下文我會再加講述，這裡暫不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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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戰友──弟兄們 
 
上文提到若要達到「天國的成功」，你應拒絕甚麼「損友」，學習那種「益友」。不過，若你

心水清的話，就會發現「損友」大多「近在咫尺」，近乎無處不在──那些「有錢人」的勢

力和「信仰」（價值觀）已經瀰漫在整個世界，甚至滲透入教會裡頭。至於「益友」呢？悲

哀得很，卻是「遠在天涯」，統統都是幾百、幾千年前的「古人」──除了聖經之外，你很

難從別處找到他們的蹤影。 
 
可以這麼說，「橫向」地看，即在「同世代」的人之中，漫人遍野都是「損友」。至於「益友」

呢？你必要戴著「信心的望遠鏡」，「垂直」地從綿長的歷史長河中斷斷續續地尋找才能找著

幾個，實在有說不出的蒼涼。【說句心底話，這也是我的親身體會。】然則在「同世代」的

人中，難道真的沒有一個可以並肩同行的「戰友」嗎？雅各似乎沒有我那麼悲觀，他說： 
 

9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前了。 

 

很清楚，為數可能不多，但身邊三三兩兩的「弟兄」，也算是我們的「戰友」。雅各很踏實，

持平在幼稚的樂觀與喪志的悲觀之間。請再「感受」一下這句話： 
 

9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前了。 

 

雅各不是在空談某種「天下一家」、「人人皆弟兄」的理念，更不會鼓吹不分敵友的「合一主

義」。他緊扣住我們的實際處境，勸勉我們「不要彼此埋怨」，言下之意，是你們的敵人（包

括損友）已經夠「多」啦，朋友（益友）已經夠「少」啦，天高地闊，勉勉強強能夠在基督

裡「有緣相遇」的，就只有你們這一小群啦。所以，除了大是大非的信仰問題外，其他的小

枝小節，就「得過且過」，不要互相論斷、彼此埋怨啦。尤其是不要學那些「有錢人」那樣

輕看不體面的弟兄姊妹，免得上帝也嚴厲審判你們。 
 
要達到「天國的成功」，通俗一點說，就是要穩得「天國的國籍」，就必要認定哪些人是天國

的朋友，哪些人是天國的敵人。最起碼的聖經知識告訴你，你永遠沒法通過任何「善行」得

到「天國的國籍」，因為你的行為無論如何都無法通過上帝的「審判」。於是，雅各以悲天憫

人的牧者心腸，告訴你一個進入天國的「秘密通道」──謙卑與憐憫： 
 

2:13......憐憫（弱小者）原是向審判誇勝。 

4:16 現今你們（富足人）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請永遠記得，是誰誘惑你張狂誇口、輕視弱小以至不被上帝憐憫？──有錢人！這就是「損

友」。又是誰讓你有機會實踐憐憫而得上帝憐憫──窮苦軟弱的小弟兄！這就是「戰友」。可

以這麼說，那些你意圖在他們身上找到「好處」的，不管他們有多「富」，都是「富人」，都

是「損友」；那些你願意在他們身上付上「犧牲」的──無論是憐憫、服侍、饒恕，不管他

們有多「窮」，都是「窮人」，都是你的「親密戰友」，天國的同路人──記得這個吊詭的真

理，「小弟兄」不是用他的能力「扶持」你，而是用他的軟弱「扶持」你──使你剛強，所

以，格外需要你扶持的小弟兄，正是你最好的「戰友」！ 



 6

二、恪守真信心的「行為」 
 

第一個「天國的成功主義」的範疇是「選擇朋友圈子」，上文說過了；相關的第二個「天國

的成功主義」的範疇，籠統說，就是「選擇行為模式」，接著就會提到。 

 

大家先要當心，我強調的是「行為模式」而不是「行為」，因為重要不是你做了甚麼，而是

你懷著怎麼樣的心態去做，或說這一切行為反映了哪一種信仰精神。概括地講，「天國的成

功主義」的行為模式包括在兩個字裡面：第一個是「忍」字，第二個是「求」字。  

 

1、內在信念──忍：忍今生、待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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攢錢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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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

秋雨春雨。8 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9 弟兄們，你們不

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前了。 

 

10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11 那先前

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

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 

 
雅各書第五章裡充滿全章的「末世信息」不是突如其來的，它們是整卷雅各書自然的結論，

甚至是必需的前提。第一章開始提到的「耐忍也必成功」，毫無疑問是指向第五章的「你們

要忍耐，直到主來」等等的信息；全書中段提到的一切行為指引，亦是以能否通過「末日審

判」為根本的依歸，而不是泛泛的叫你「做個好人」；而雅各特別強烈指責「富足人」自恃

自信和迷戀今生的行為，亦是因為這種心態和行為最與聖經的末世論唱反調。 

 

雅各書的信息，完全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並以基督再來審判世界賞善罰惡的「末日論」為中

心信念。本著這個中心信念，雅各勸勉「弟兄們」，負面講，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的「富足

人」，不要抄襲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不要混雜他們惡俗的「虛虔誠」妄圖「一腳踏兩船」，

丟失基督信仰的真正意義，以致喪失本來「到手」的得救的救恩。正面講，是甘心受苦，不

自爭強，學效我們信仰上的前輩，忍耐到底，直到基督再來為我們伸冤平反。 

 

其實，全本聖經，由頭講到尾，都是這個「忍耐今生、等待永恆」的中心信念，如果連這點

都看不到，我真不知你讀經讀出些甚麼來？不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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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在表現──求：向神求、為人求 
 
接著的下文，出現一大堆關於「祈求」的經文： 
 

12 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無論何

誓都不可起。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13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

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15 出於信心的

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17 以利亞與我們

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18 他又

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19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

人使他回轉，20 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

蓋許多的罪。 

 

首先，請記得這段經文是接續著上一段的「末世論」來講的，事實上，本段中也有十分明顯

和強烈的末世信息。架空這個「末世」前提來「解」經，望文生義大講一堆甚麼「祈禱的方

法與效驗」之類的謬論，一定是胡說八道。請大家先回頭再看這節關於「求」的經文： 

 

4:3......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這裡的「不求」，絕不是靜態地指你們沒有做「祈禱」這個「指定作動」，更不是說你們沒有

依足某種「技術指引」來「祈禱作法」，而是指你們在心態上根本不信上帝──妄圖自把自

為，隨從自己的心意來行事，就如同以下的「商人心態」： 
 

4:13 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裏去，在那裏住一年，做買賣得利。」

14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 
 
換言之，雅各說的「不求」是指「不信」的具體體現，他所重視的是祈禱的「精神」，而不

是祈禱這個的「動作」，更不是祈禱的「技術」，甚至不是祈禱的「效驗」。以此為前提來解

第五章十二至二十節的「祈禱」，再配合貫穿全書的末世信息，會得出極不一樣的釋經。 
 

12 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無論何

誓都不可起。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 

 

雅各絕不是靜態地討論「可不可以起誓」這「倫理問題」，他是扣緊住「末日審判」這前提

來講的。因為所謂「起誓」，無論你講得多麼虔誠道德，實質與商人「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

城裏去，在那裏住一年，做買賣得利」的張狂嘴臉是毫無分別的，因為「其實明天如何，你

們還不知道」。所謂「起誓」，就是人以為他可以有「獨立於上帝恩典以外」的某種「自決能

力」的狂妄，與「不求」發自相同的邪惡和無知的本心，實質等同不接受上帝的恩典，結局

就當然是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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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14 你們中間有病了

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15 出於信心

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

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這一段經文，字面上雖然提到「抹油醫治」，但這個絕對不是重點，真正的重點在「彼此認

罪，互相代求」。因為天父上帝會醫治我們的病──更重要的是醫治我們彼此得失和不信上

帝的「心病」，原因肯定不是「祈禱」也不是「抹油」，而「彼此認罪，互相代求」。請大家

記得，我說不知第幾次了，「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天父見我們肯憐憫、肯饒恕，於是就憐

憫我們、饒恕我們，而已而已，不是我們「祈禱作法」有甚麼大本事。至於「抹油」不「抺

油」，那倒是相對的文化習俗，與禱告與赦罪的真理都無必然關係。 

 

17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

在地上。18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19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

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20 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

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 
 
這段繼續禱告的話題，但當中，重心仍在「信心」、「末日」和「憐憫」幾點之上，而不是禱

告的技術和神奇效驗。關於「以利亞的禱告」，雅各（以至全本聖經）要凸出的絕不是他很

厲害，能呼風喚雨，「勁」過巴力先知，而是他對上帝的忠心和在困境中的堅守。令天下不

下雨的一定是上帝自己，以利亞只是配合著禱告，而不是用禱告來主導、指使、操縱上帝的

作為。記得，要等到以利亞向耶和華禱告，天才下雨，要證明的不是「以利亞的能力」，而

是「上帝的主權」，絕不可混淆二者。以利亞禱告的信心，正正在於他相信上帝的主權，不

像亞哈「心懷二意」和耶洗別迷信邪神巴力。 
 
細心一些，我們就知道連提到「以利亞的禱告」，雅各仍緊扣「末日」和「憐憫」來講。雅

各關懷的不是「一般」祈禱的果效，而「彼此認罪，互相代求」這種祈禱的最了不起的果效，

就是「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

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意思是我們透過廣義的代禱行動，包括勸勉、饒

恕、憐憫、扶助，挽回一個軟弱跌倒的小弟兄，使他免於滅亡，我們將能遮蓋許多自己（不

是他的）的罪──因為上帝因著我們「看不見」弟兄的罪，就故意「看不見」我們的罪，算

我們為義。這樣的祈禱真是效用無窮呀！【這樣解經，不是跟那些胡說八道的很不同嗎？】 
 

結語、成功秘訣：不要學做有錢人！ 
 

原來，雅各滔滔不絕的也是一種「成功主義」，一種「天國成功主義」。重心，是本乎因信稱

義的信仰精神，我們對人要憐恤弱小，對上帝要謙卑順服，好讓上帝也憐恤我們，不計較我

們的過失，算我們為義，並賜我們穩居天國的永遠幸福。雅各是個十分踏實的人，他的道理

表面看也很粗淺，但粗淺卻不同於是膚淺，而是極具深度、大有智慧的。雅各點明了一個我

們今天主流教會幾乎沒有人敢說懂說的「天國成功秘訣」，就是「不要學做有錢人」。弟兄姊

妹，搞通這句話，我相信你就可以在信仰上「穩如泰山」，「平安過渡」，直到主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