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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论天国的「成功主义」 
 

雅各书第５章 

引言、成功在「望」：忍耐也当「成功」...... 
 
在雅各书系列的第一篇讲章之中，我已经讲过：任何一种信仰的核心都必定是某种「价值观」，

我们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随这个价值观「指挥」的；而价值观里最核心

的，就是对「成功」和「失败」的定义，请参看笔记上的简图： 

 

 

 

 

 

 

  信 仰    价 值 观    成 败 定 义 

 

 

 

 

 

雅各书一开头就说： 

 

1: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

验，就生忍耐。4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揭示了雅各对某种「成功」、「完满」和「幸福」的着意与关怀。原来，圣经绝对不是不吃人

间烟火的，它从不否定人有追求某种「成功」、「完满」和「幸福」的需要。不过，由于对某

经些文的「过分简单」的解读，譬如： 

 

1: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10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

上的花一样。11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

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4:13 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14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甚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

时就不见了。15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16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却使我们以为圣经即或提及对某种「成功」、「完满」和「幸福」的向往，都只限定在所谓「属

灵」的事情上面，而否定任何「属世」的追求，譬如「金银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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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我们不是「闭着眼」读经的话，我们却应该看到，雅各并没有矫情造作故作清高

地否定「金银财宝」本身，他倒是非常「实际」、计过算过然后告诉我们： 

 

在今生现世迷醉于追求金银财宝，到头来只是一场空，不划算啊！ 
 

所以，错不在「金银财宝」本身，甚至不在「追求」金银财宝之上，而是错在在「不洽当的

平台」（即「今生现世」）里头追求金银财宝，或说追求「今生现世的财宝」。这与主耶稣的

教训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我们是可以甚至应该「积财宝」的，只不过，应该「积在天上」。

换个说法，圣经其实并不否定「成功主义」，它只是否定「世界的成功主义」，却高举一种非

常另类的「天国的成功主义」。同样，雅各在严辞指责「今世富足的人」的同时，却引导我

们要做「天国富足的人」。事实上，马利亚一早就揭示了「福音」的大奥秘，就是因着上帝

的恩典大能和人的谦卑信服，「贫贱富贵」，最终会有一个「大颠倒」： 

 

路 1:51祂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祂赶散了。52祂叫有权柄的失

位，叫卑贱的升高；53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我们知道，马利亚终其一生，甚至直到今天，这几句说话都没有「应验」在这个世界上，因

为，它是应验于「天国」的。 

 

今天，我要讲到雅各书第五章，也是最后一章。当中的信息，正好遥遥呼应第一章初步提出

的「天国的成功主义」，给它一个更加完满和周到的解释与定义。我会分两大范畴，其下再

分若干要点来跟大家一起探索其中的「成功之道」。 
 

一、认清真信仰的「三友」 
 
要达到「天国」的成功，有一点与「世界」的成功一样，就是要分清敌友──拒绝妨碍你成

功的「损友」、效法有助你成功的「益友」，并结交与你并肩上路互相扶持的「战友」。 

 

1、损友──富足人 
 

1 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2 你们的财

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3 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

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4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

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5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6 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

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这是一段对「有钱人」非常重的责备，甚至近乎咒诅。今天，我们饱受资本主义荼毒，不会

甚至不敢这样严辞指责「有钱人」，或者曲曲折折为他们「涂脂抹粉」，说雅各骂的只是极少

数为富不仁的「富人」而已，至于那些捐几个钱给教会，还肯在教会「事奉」的就大大不同

了啊，我们还要请他们「讲见证」，奉为「信徒典范」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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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却没有这么客气与心平气和，对于「今生的财宝」和「今世富足的人」，全本圣经都没

有几句好说话。【为免扯得太远，在这篇讲章中我暂且不数太多「有钱人」的滔天罪恶，留

待其它机会再详论，或会以「不要学做有钱人」为题写一期主题页。】我们回到雅各书第五

章，这里，雅各指骂这些「富足人」说── 

 

１、只顾自私享乐──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娇养你们的心。 

 

２、拼命聚敛财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３、多行不义压迫──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

叫，......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４、不知大祸临头──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

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

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 

 

在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雅各只是一味「恶言」指责和咒骂，却没有好言劝导「这些富足

人」，提醒他们及早悔改，只是一再强调：「你们死定了！」由此可知，雅各并没有视「这些

富足人」为「弟兄」，是即说「这些富足人」并不是雅各书的写信对象，雅各并不是对着他

们说这些话的。哪么雅各对着谁说的呢？我们再看以下几节： 

 

7 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9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 

 

可知「弟兄们」肯定才是雅各心目中的写作对象，既是这样，哪么雅各花那么大的气力指斥

咒骂「这些富足人」干甚么呢？换个问法：明明当着「某甲」面前，却骂痛「某乙」，用意

何在呢？答案其实呼之欲出： 

 

第一、当着「弟兄们」面前痛骂「这些富足人」，最起码的原因肯定是为了叫「弟兄们」

千万不要学效「这些富足人」，免得与他们一样败坏同样沉沦。 

 

第二、当着「弟兄们」面前痛骂「这些富足人」，还有一个必然的前设，就是「弟兄们」

中间颇有一些人，尤其是教会领袖，有学效「这些富足人」的严重倾向。 

 

事实上，我们只要不人云亦云，细心看雅各书所严辞指责的究竟是那类「恶劣行为」，就会

知道都是冲着「这些富足人」说的。雅各指斥的「恶行」并不是泛泛的、一般的市井流氓会

犯的那一类恶行。雅各所提到的重视门面、重富轻贫、鄙视弱小、追求财利、争强好斗，自

夸自大等恶行，都有极之明显的「有钱人风格」。由此可知，雅各严严警告「弟兄们」的就

是「不要学做有钱人」。倒过来看，这亦正好反映「学做有钱人」从来都是教会的「大敌」，

而「有钱人」从来都是教会最恶劣的「损友」，古今皆然。──好了，既然是有「捐」，我为

何仍加上个「友」字，称作「捐友」，而不索性称这些有钱人为教会「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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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晓得，明明白白、恶形恶相的「敌人」是不必太苦口婆心劝弟兄们「防」的，怕只怕这

些「敌人」却看似「无害」，却终归于我们有损。一般「市井流氓式」的恶行，譬如打家劫

舍、污言秽语、好吃懒做之类，一望而知，其实就连「世俗的标准」都看它们不上眼，教会

自然有相当的防范能力，不必多说。但「有钱人的恶行」，却极可以迂回地隐藏在某种「高

贵」甚至「虔诚」的包装里面，使人防不胜防。请大家记住这条「灭亡公式」── 
 

最后令你灭亡的是「敌人」，但使你开始步向灭亡的却是「损友」。因为你绝不会轻易让

显然可见的敌人「埋身」，所以，他总要等到你无招架之力，到最后才能消灭你；但装

着一个「友」的模样的「损友」却可以轻易「埋身」，开始败坏你的生命和信仰。 
 
请大家诚实，谁不想做「有钱人」？所以，只要他装出个「不甚有害」的模样，你个人以至

整间教会，都会大开中门，任其自出自入。 
 
当年，所罗门王贪慕荣华，推罗王的「财团」就乘机混入以色列国里面，败坏国基；后来亚

哈王又贪慕荣华，西顿的巴力教（财神教）势力就几乎颠覆了整个以色列；到主耶稣年代，

教会（犹太教会）又贪慕荣华，在圣殿大做买卖，让「财团」控制了圣殿和里面的「宗教活

动」；雅各的时候也是这样，许多「弟兄」竟然不分敌友，又贪慕荣华，念念不忘「学做有

钱人」，将粗鄙伪善的「有钱人信仰」大幅度搀杂进入教会里头。时至今日，所谓主流教会

受了几百年资本主义的荼毒，贪慕荣华的程度，已经严重到覆水难收的地步！ 
 
总之，世俗人都想交个「有钱人」，作为他们「成功」的踏脚石，雅各却非常严厉地警告弟

兄们，「这些富足人」是最可恨、最可怕的捐友，千万不要让他们「埋身」！ 
 
2、益友──信心前辈 
 
认定了不可学的「损友」，就要倒过来认定应该学的「益友」。谁是我们的益友呢？ 
 

10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11 那先前

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

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17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

在地上。 

 

上文提到的「损友」（这些富足人）给我们的最大毒害，不在于诱惑你「好利」，而在于诱惑

你在今生现世追求财利，或只顾追求今生之利，却无视将来的「审判」与「结局」。 
 
雅各要弟兄们学习效法的「益友」（信心前辈）却刚刚相反。他们不是一群完全不在乎「成

功」和「幸福」的「圣人」，他们都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即不过都是「凡人」。但

他们有一样是「不凡」的，就是有忍耐到底，盼望将来的、最后的「成功」和「幸福」的信

心与忍耐。关于忍耐到底、盼望将来这一点，下文我会再加讲述，这里暂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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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友──弟兄们 
 
上文提到若要达到「天国的成功」，你应拒绝甚么「损友」，学习那种「益友」。不过，若你

心水清的话，就会发现「损友」大多「近在咫尺」，近乎无处不在──那些「有钱人」的势

力和「信仰」（价值观）已经弥漫在整个世界，甚至渗透入教会里头。至于「益友」呢？悲

哀得很，却是「远在天涯」，统统都是几百、几千年前的「古人」──除了圣经之外，你很

难从别处找到他们的踪影。 
 
可以这么说，「横向」地看，即在「同世代」的人之中，漫人遍野都是「损友」。至于「益友」

呢？你必要戴着「信心的望远镜」，「垂直」地从绵长的历史长河中断断续续地寻找才能找着

几个，实在有说不出的苍凉。【说句心底话，这也是我的亲身体会。】然则在「同世代」的人

中，难道真的没有一个可以并肩同行的「战友」吗？雅各似乎没有我那么悲观，他说： 
 

9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很清楚，为数可能不多，但身边三三两两的「弟兄」，也算是我们的「战友」。雅各很踏实，

持平在幼稚的乐观与丧志的悲观之间。请再「感受」一下这句话： 
 

9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雅各不是在空谈某种「天下一家」、「人人皆弟兄」的理念，更不会鼓吹不分敌友的「合一主

义」。他紧扣住我们的实际处境，劝勉我们「不要彼此埋怨」，言下之意，是你们的敌人（包

括损友）已经够「多」啦，朋友（益友）已经够「少」啦，天高地阔，勉勉强强能够在基督

里「有缘相遇」的，就只有你们这一小群啦。所以，除了大是大非的信仰问题外，其它的小

枝小节，就「得过且过」，不要互相论断、彼此埋怨啦。尤其是不要学那些「有钱人」那样

轻看不体面的弟兄姊妹，免得上帝也严厉审判你们。 
 
要达到「天国的成功」，通俗一点说，就是要稳得「天国的国籍」，就必要认定哪些人是天国

的朋友，哪些人是天国的敌人。最起码的圣经知识告诉你，你永远没法通过任何「善行」得

到「天国的国籍」，因为你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上帝的「审判」。于是，雅各以悲天悯

人的牧者心肠，告诉你一个进入天国的「秘密信道」──谦卑与怜悯： 
 

2:13......怜悯（弱小者）原是向审判夸胜。 

4:16 现今你们（富足人）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请永远记得，是谁诱惑你张狂夸口、轻视弱小以至不被上帝怜悯？──有钱人！这就是「损

友」。又是谁让你有机会实践怜悯而得上帝怜悯──穷苦软弱的小弟兄！这就是「战友」。可

以这么说，那些你意图在他们身上找到「好处」的，不管他们有多「富」，都是「富人」，都

是「损友」；那些你愿意在他们身上付上「牺牲」的──无论是怜悯、服侍、饶恕，不管他

们有多「穷」，都是「穷人」，都是你的「亲密战友」，天国的同路人──记得这个吊诡的真

理，「小弟兄」不是用他的能力「扶持」你，而是用他的软弱「扶持」你──使你刚强，所

以，格外需要你扶持的小弟兄，正是你最好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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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恪守真信心的「行为」 
 

第一个「天国的成功主义」的范畴是「选择朋友圈子」，上文说过了；相关的第二个「天国

的成功主义」的范畴，笼统说，就是「选择行为模式」，接着就会提到。 

 

大家先要当心，我强调的是「行为模式」而不是「行为」，因为重要不是你做了甚么，而是

你怀着怎么样的心态去做，或说这一切行为反映了哪一种信仰精神。概括地讲，「天国的成

功主义」的行为模式包括在两个字里面：第一个是「忍」字，第二个是「求」字。  

 

1、内在信念──忍：忍今生、待永恒 
 

1 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2 你们的财

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3 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

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4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

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5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 

 

7 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

秋雨春雨。8 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9 弟兄们，你们不

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10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11 那先前

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

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雅各书第五章里充满全章的「末世信息」不是突如其来的，它们是整卷雅各书自然的结论，

甚至是必需的前提。第一章开始提到的「耐忍也必成功」，毫无疑问是指向第五章的「你们

要忍耐，直到主来」等等的信息；全书中段提到的一切行为指引，亦是以能否通过「末日审

判」为根本的依归，而不是泛泛的叫你「做个好人」；而雅各特别强烈指责「富足人」自恃

自信和迷恋今生的行为，亦是因为这种心态和行为最与圣经的末世论唱反调。 

 

雅各书的信息，完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以基督再来审判世界赏善罚恶的「末日论」为中

心信念。本着这个中心信念，雅各劝勉「弟兄们」，负面讲，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富足

人」，不要抄袭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要混杂他们恶俗的「虚虔诚」妄图「一脚踏两船」，

丢失基督信仰的真正意义，以致丧失本来「到手」的得救的救恩。正面讲，是甘心受苦，不

自争强，学效我们信仰上的前辈，忍耐到底，直到基督再来为我们伸冤平反。 

 

其实，全本圣经，由头讲到尾，都是这个「忍耐今生、等待永恒」的中心信念，如果连这点

都看不到，我真不知你读经读出些甚么来？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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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在表现──求：向神求、为人求 
 
接着的下文，出现一大堆关于「祈求」的经文： 
 

12 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

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13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14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

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15 出于信心的

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17 以利亚与我们

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18 他又

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19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

人使他回转，20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

盖许多的罪。 

 

首先，请记得这段经文是接续着上一段的「末世论」来讲的，事实上，本段中也有十分明显

和强烈的末世信息。架空这个「末世」前提来「解」经，望文生义大讲一堆甚么「祈祷的方

法与效验」之类的谬论，一定是胡说八道。请大家先回头再看这节关于「求」的经文： 
 

4:3......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这里的「不求」，绝不是静态地指你们没有做「祈祷」这个「指定作动」，更不是说你们没有

依足某种「技术指引」来「祈祷作法」，而是指你们在心态上根本不信上帝──妄图自把自

为，随从自己的心意来行事，就如同以下的「商人心态」： 
 

4:13 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14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甚么呢？...... 
 
换言之，雅各说的「不求」是指「不信」的具体体现，他所重视的是祈祷的「精神」，而不

是祈祷这个的「动作」，更不是祈祷的「技术」，甚至不是祈祷的「效验」。以此为前提来解

第五章十二至二十节的「祈祷」，再配合贯穿全书的末世信息，会得出极不一样的释经。 
 

12 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

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雅各绝不是静态地讨论「可不可以起誓」这「伦理问题」，他是扣紧住「末日审判」这前提

来讲的。因为所谓「起誓」，无论你讲得多么虔诚道德，实质与商人「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

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的张狂嘴脸是毫无分别的，因为「其实明天如何，你

们还不知道」。所谓「起誓」，就是人以为他可以有「独立于上帝恩典以外」的某种「自决能

力」的狂妄，与「不求」发自相同的邪恶和无知的本心，实质等同不接受上帝的恩典，结局

就当然是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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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14 你们中间有病了

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15 出于信心

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

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这一段经文，字面上虽然提到「抹油医治」，但这个绝对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在「彼此认

罪，互相代求」。因为天父上帝会医治我们的病──更重要的是医治我们彼此得失和不信上

帝的「心病」，原因肯定不是「祈祷」也不是「抹油」，而「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请大家

记得，我说不知第几次了，「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天父见我们肯怜悯、肯饶恕，于是就怜

悯我们、饶恕我们，而已而已，不是我们「祈祷作法」有甚么大本事。至于「抹油」不「抺

油」，那倒是相对的文化习俗，与祷告与赦罪的真理都无必然关系。 

 

17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

在地上。18 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19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

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20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

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这段继续祷告的话题，但当中，重心仍在「信心」、「末日」和「怜悯」几点之上，而不是祷

告的技术和神奇效验。关于「以利亚的祷告」，雅各（以至全本圣经）要凸出的绝不是他很

厉害，能呼风唤雨，「劲」过巴力先知，而是他对上帝的忠心和在困境中的坚守。令天下不

下雨的一定是上帝自己，以利亚只是配合着祷告，而不是用祷告来主导、指使、操纵上帝的

作为。记得，要等到以利亚向耶和华祷告，天才下雨，要证明的不是「以利亚的能力」，而

是「上帝的主权」，绝不可混淆二者。以利亚祷告的信心，正正在于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不

像亚哈「心怀二意」和耶洗别迷信邪神巴力。 
 
细心一些，我们就知道连提到「以利亚的祷告」，雅各仍紧扣「末日」和「怜悯」来讲。雅

各关怀的不是「一般」祈祷的果效，而「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种祈祷的最了不起的果效，

就是「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

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意思是我们透过广义的代祷行动，包括劝勉、饶

恕、怜悯、扶助，挽回一个软弱跌倒的小弟兄，使他免于灭亡，我们将能遮盖许多自己（不

是他的）的罪──因为上帝因着我们「看不见」弟兄的罪，就故意「看不见」我们的罪，算

我们为义。这样的祈祷真是效用无穷呀！【这样解经，不是跟那些胡说八道的很不同吗？】 
 

结语、成功秘诀：不要学做有钱人！ 
 

原来，雅各滔滔不绝的也是一种「成功主义」，一种「天国成功主义」。重心，是本乎因信称

义的信仰精神，我们对人要怜恤弱小，对上帝要谦卑顺服，好让上帝也怜恤我们，不计较我

们的过失，算我们为义，并赐我们稳居天国的永远幸福。雅各是个十分踏实的人，他的道理

表面看也很粗浅，但粗浅却不同于是肤浅，而是极具深度、大有智能的。雅各点明了一个我

们今天主流教会几乎没有人敢说懂说的「天国成功秘诀」，就是「不要学做有钱人」。弟兄姊

妹，搞通这句话，我相信你就可以在信仰上「稳如泰山」，「平安过渡」，直到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