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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3 

   By Jim Langley 

   經營的原則 
 

幾年前，因為服務滿 25 年，我參加公司表揚大會，有機會在四十個保險經紀人之

前，分享自己工作的原則。我提出了一些個人的經驗，告訴他們我的原則很簡單但是

很重要: 親自到場、努力求知、保持紀律、堅持到底、始終如一、熱心服務、正面積

極以及親近主。 

 

我告訴他們無論從事甚麼職業，這些原則都能應用在個人和工作上。這些年來，我從

客戶身上學到更多銷售和服務上的原則，以下讓我仔細說明： 

 

親自到場。 我遵守約翰福音 13 章 33-34 節中，耶穌給他門徒的話:「彼此相愛」把

客戶的需求擺到自己的需求之前。當我遵守這個誡命時，我更加地看重自己的工作並

且養成了強烈希望幫助別人的慾望，也跟上這個時代的需求。 

 

勤奮求知。我必須要持續地學習新知，包括保險法的變更以及新的保險商品，以符合

顧客的需要。聖經的一段經文提醒了我:「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
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
督。」(歌羅西書 3 章 23-24 節) 這段經文提醒了我自己必須要保持吸收新知識。 

 

保持紀律。堅持原則，只和可信任的公司做生意。箴言 1 章 7 節提醒我們: 「敬畏耶
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我的客戶希望我是聰明的，能夠給

他們和他們的投資聰明的建議而不是愚昧的建議。 

 

堅持到底、始終如一。我知道每一個拒絕都是通往下一個成功的墊腳石。在聖經中的

雅各書第 1 章 12 節當中，神鼓勵我們: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
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 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雅各書 1 章 12 節) 我

把自己的工作當成事奉，我知道用工作榮耀神是祂所喜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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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服務。我把顧客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個人享樂之上。以弗所書 6 章 7 節教導我們：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因為我們知道無論是奴隸或自由之身，神

會獎賞行善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是客戶的僕人，也把自己看成是神的僕人。 

 

正面積極 。盡可能跟正面積極的人來往。希伯來書 10 章 24-25 節提醒我們：「又要
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
彼此勸勉，既知道( - 原文是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這個世界上充滿負面

消息，我們必須把自己浸泡在正面積極的思想和行為當中來對抗負面以及那些會產生

不良後果的行為上。 

 

親近神 (最重要)。我需要知道自己生命的意義以及神掌權。神能夠給我們平安: 「應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 4 章 6-7 節) 

平安能夠幫助我更加親近神，並且在生活上有狀況的時候，我更能仰望他，無論是工

作、家庭或是其他私人的領域上。 

 

我相信這七個原則能夠實際應用的我們日常生活上，也能幫助耶穌在我們身上做成的

善工。因為祂承諾只要我們盡力服事祂和我們的客戶，他會當我們的榜樣和導師，幫

助我們面對一切的困難。 

 

©2017 Jim Langley1983 年起就是紐約人壽保險的保險經紀人，他同時也是美國加州
聖塔巴巴拉市 CBMC 活躍的會員。他的網站 fourthquarterstrategies.com. 

 
 

省思/分享題目 
 

第一、在工作上，你是否也有每天都在使用的工作守則？如果有，是哪些原則？你如

何運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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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文章當中，作者所提到的七個原則中，哪一個對你來說最重要? 其中有第一

次看到的新想法嗎?哪些和你的工作原則一樣? 

 

第三、你覺得要經營生意或是過好每天的生活，原則是必要的嗎? 

 

第四、在這篇文章中提到的七個原則當中，你覺得有不大認同的嗎?或者你自己有其

他不錯的原則?分享你的答案。 

 

備註: 如果你手上有聖經，希望知道更多與這個主題相關的經文請參考: 

 

箴言 1 章 1-7 節； 

1:1  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箴言：  

1:2  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分辨通達的言語，  

1:3  使人處事領受智慧、仁義、公平、正直的訓誨，  

1:4  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  

1:5  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問，使聰明人得著智謀，  

1:6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詞和謎語。  

1:7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約翰福音 13 章 33-34 節； 

13:33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

不能到。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  

 

哥林多前書 10 章 31 節； 

10:31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歌羅西書 3 章 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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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 

4:9  論到弟兄們相愛，不用人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蒙了神的教訓，叫你們彼此相

愛。  

4:10  你們向馬其頓全地的眾弟兄固然是這樣行，但我勸弟兄們要更加勉勵。  

4:11  又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做工，正如我們從前所吩咐你們的，  

4:12  叫你們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沒有什麼缺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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