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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假神的面具之一

1.定義及現今的”成功”文化
2.為什麼成功會變成偶像?
3.聖經例子:乃縵
4.成功的代價
5. 基督徒應有的得勝態度



成功-獲得預期的效果/達到目的

預期: 目的是什麼? 名,利,權勢,認同,知識,理想,愛情….?
預期過程中包括計劃和實行期間會變為偶像? 

心態:日思夜想, 處心積慮, 全心全意來達到目的
好 -毀身侍奉,傾盡全力
壞 -不擇手段, 損人利己、甚致自殘或傷害他人! 







現今的”成功”文化
•競爭性的社會心態
• “人的價值、是以榮譽來衡量”- The Homeless Mind- Peter 

Berger, a sociologist
•個人主義, 自我增值, 証明自己的價值!
•盡我所能, 力爭上游- “香港名校”的心態
•爭相入”實用”的學科-”金飯碗”的職業 :三師和商科…
•選擇幫自己謀生的科目>>>>>>>>> 
自己有興趣/幫人/社會/國家/人類
• “家庭再不是無情世界的避風塘,而是培養渴望成功的幼
苗的苗圃” -Christopher Lasch, another sociologist



為什麼成功會變成偶像?      Timothy Keller “Counterfeit gods-
the empty promises of Money Sex and Power and the only HOPE that matters”

• 自己就是上帝的心態:從管工到老闆; 將軍,總統到帝王

• ”人上人” 的心態: “佢地冇我就唔得!”

• 保障的錯覺

• 虛假的安全感

• 扭曲的自我看法

• 保持自己是最優秀的狀態



聖經中成功人物之一: 乃縵 王下5:1-19

5:1    亞蘭王 (便哈達二世)的元帥乃縵、在他主人面前為尊
為大、因耶和華曾藉他使亞蘭人得勝．他又是大能的
勇士、只是長了大痲瘋。

自我隔離

孤單

無社交

CS  Lewis: outsider
Success=Centre of attention



先前亞蘭人成群地出去，

從以色列國擄了一個小女

子，這女子就服事乃縵的

妻。

她對主母說：「巴不得我

主人去見撒瑪利亞的先知，

必能治好他的大痲瘋。」

乃縵進去，告訴他主人說，

以色列國的女子如此如此

說。(王下5:2-4) 



亞蘭王說：「你可以去，我

也達信於以色列王。」

於是乃縵帶銀子十他連得，

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

就去了；且帶信給以色列王，

信上說：「我打發臣僕乃縵

去見你，你接到這信，就要

治好他的大痲瘋。」(王下

5:5-6)

銀子：10他連得 (30,000舍客勒，
340kg)

金子：6,000舍客勒 (2他連得，
70kg)

暗利用二他連得銀子向撒瑪買了撒瑪

利亞山，在山上造城，...給所造的城

起名叫撒瑪利亞。(王上16:24)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說：「我豈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這

人竟打發人來，叫我治好他的大痲瘋。你們看一看，這人何以尋隙攻擊我

呢？」

神人以利沙聽見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發人去見王，說：「你為什麼撕

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這裡來，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王下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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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乃縵帶著車

馬到了以利沙的家，

站在門前。

以利沙打發一個使

者，對乃縵說：

「你去在約但河中

沐浴七回，你的肉

就必復原，而得潔

淨。」(王下5:9-10) 



乃縵卻發怒走了，說：「我想他

必定出來見我，站著求告耶和華

他神的名，在患處以上搖手，治

好這大痲瘋。

大馬色的河亞罷拿和法珥法豈不

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嗎？我在

那裏沐浴不得潔淨嗎？」

於是氣忿忿地轉身去了。(王下

5:11-12) 



他的僕人進前來，對他

說：「我父啊，先知若

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

豈不做嗎？何況說你去

沐浴而得潔淨呢？」

於是乃縵下去，照著神

人的話，在約但河裡沐

浴七回。



他的肉復原，好像小孩子的

肉，他就潔淨了。(王下

5:13-14) 



乃縵帶著一切跟隨他的人，回到

神人那裏，站在他面前，說：

「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

普天下沒有神。現在求你收點僕

人的禮物。」

以利沙說：「我指著所事奉永生

的耶和華起誓，我必不受。」

乃縵再三地求他，他卻不受。

(王下5:15-16) 



乃縵說：「你若不肯受，請將兩

騾子馱的土賜給僕人。從今以後，

僕人必不再將燔祭或平安祭獻與

別神，只獻給耶和華。

惟有一件事，願耶和華饒恕你僕

人：我主人進臨門廟叩拜的時候，

我用手攙他在臨門廟，我也屈身。

我在臨門廟(亞蘭人拜的風暴神)

屈身的這事，願耶和華饒恕

我。」以利沙對他說、你可

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縵

就離開他去了。 (王下5:17-



請分享

神給乃縵的功課是什麼?

乃縵在他主人面前為尊為大、因耶和華曾藉他使亞蘭
人得勝．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長了大痲瘋。

神給我和你的只是又是什麼?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除了神的恩典以外,凡事都要付代價

成功的代價



成功的代價
自我為中心 傳2     18X我 所羅門………只是

2:1    我心裡說、來罷、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誰知、這也是虛空。

2:2    我指嬉笑說、這是狂妄．論喜樂說、有何功效呢。

2:3    我心裡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體舒暢、我心卻仍以智慧引導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
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當行何事為美。

2:4    我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葡萄園、
2:5    修造園囿、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木樹、
2:6    挖造水池、用以澆灌嫩小的樹木．
2:7    我買了僕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僕婢．又有許多牛群羊群、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眾人所有
的．

2:8    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財寶、並各省的財寶．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愛的
物、並許多的妃嬪。

2:9    這樣、我就日見昌盛、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2:10    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

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這就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分。

2:11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
光之下毫無益處。

2:12    我轉念觀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而來的人、還能作甚麼呢．也不過行早先所行
的就是了。



成功的代價

2. 自視過高 王下 5:9-11                          乃縵……….只是

3. 心靈的空虛 傳 2:19-20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勞碌
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這也是虛
空。 故此、我轉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的一切工作、
心便絕望。

A newspaper columnist,” you spent hours on Friday to finish an article, 
you”ll find it to wrap a dead fish on Monday!



成功的代價
4. 不能脫離死亡/留存下代
傳2:16 -17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永遠無人記念．因
為日後都被忘記．可歎智慧人死亡、與愚昧人無
異。 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
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 後果如何?

“Life just ends like playing Monopoly, at the end, you put everything 
back into the box”
A tale of two doctors.



成功的代價
5.消極心態傳2

• 2:21    因為有人用智慧知識靈巧所勞碌得來的、卻要留
給未曾勞碌的人為分．這也是虛空、也是大患。

• 2:22    人在日光之下勞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勞碌上得著
甚麼呢。

• 2:23    因為他日日憂慮他的勞苦成為愁煩．連夜間心也
不安．這也是虛空。



成功的代價
Timothy Keller’s 的例子:

• Madonna: 對平庸極度恐惧;要証明自己是不平凡的
• Sydney Pollack: 要証明存在的理由-工作狂,致死不休
• Mary Bell: 成就是今天企業家的酒精-成就的上瘾!
• Chris Evert: 勝利才能認同自己 “my high after winning each trophy 

only lasts for an hour”-短暫的快感,被失落感代替
• A pastor at the Grace Baptist Church on one member’s testimony on 

financial success:
“ to do things you detest, to impress people you dislike in order to 
make money to buy things that you don’t need! When you won a rat 
race, you are still a rat! “ eg. stock market, company politics





成功所付代價的反思
前期的準備,期中的保持和之後的心態

“搏到盡”的代價:
•身,心,靈(健康,心理和與神的關係)
•時間/財產分配和管理
•家庭, 親友, 待奉和教會生活

•被動或無耐的感覺-”人在江湖”
•爬得越高, 跌得越痛-高處不勝寒



基督徒應有的態度

1. 生命重於財富
2. 財富不等如安全感
3.免去一切的貪心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16:26

4.  知足者貧亦樂, 認同神的主權;
“我是受惠者-我所有的乃是神所賜”

5. 存感恩和敬畏的心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詩111:10



培養感恩的成功感
•做個一千+?N兩的僕人
•在家人,親戚,朋友和職場作見証
• Jonie Eareckson and Nicholas Vujicic



認清目標的重要性

• 衡量自己的”本錢”
• 智慧聰明是什麼?
• 有好的觀察力,分析力,判斷力,應對力,記憶力,想像力, 說服力, 善辯力,創作力,鑑賞力,交際, 計
劃,計謀……..

• 努力,決心及恆心
• 家庭背境,成長過程
• 經濟條件
• 自己的身材,體質和性格 eg.好爭競或好憐憫

• 目標過高的壞處
• 目標過低的後果
• 沒有目標的失落 “有酒今朝醉的心態”

” you don’t plan to fail but you failed to plan”



認清目標後應有的心態

一般人的一二三四五

基督徒的馴/順服
華理克牧師

我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