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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2 月 03 日 

by Rick Boxx  

「箴言」- 不可思議的力量 
THE INCREDIBLE POWER OF PROVERBS 

 

在 一 場 葬 禮 上 ， 我 和 二 十 年 不 見 的 喬 閒 聊 。 當 他 知 道 我 在 做 非 常 規 商 業 網 絡 管 理

（Unconventional Business Network）的非營利工作時，他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讓他想起

了自己的叔叔。 

 

他叔叔從藍領時期的小規模生意做起，幾年後身價竟值數百萬美元。當喬問叔叔是如何成功時，

叔叔回答：「幾年前，我在找尋解決工作問題的方法時發現了聖經中的箴言書。效果很好，所以

自此之後，我每天都會閱讀一章箴言並實際應用。」 

 

我的箴言經歷和喬的叔叔相仿。事實上，箴言被稱作聖經的其中一卷「智慧書」。但箴言不止是

智慧的話語，這些話是上帝的言語。例如，箴言 1 章 7 節說：「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

人藐視智慧和訓誨。」這話聽起來似乎有些苛刻，但是當我們讀完整卷箴言時，就會了解為什麼。 

 

箴言不只是一本哲學書，也不是崇高的理想主義，而是腳踏實地、真偽立現、實用的原則和戒律。

箴言 7 章 2 節告訴我們：「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則（或譯：指教），好像保守眼

中的瞳人。」我們在箴言中所學到的教導，對職場和生活中的每個方面都同樣重要且有用。 

 

我聽說有企業高管每週召開會議，討論箴言的智慧和見解，他們有些人甚至不是耶穌基督的追隨

者。即使是不信神的人，他們也在這本簡明扼要的舊約書中發現真理的價值。不過這只是我們可

以從箴言中學到的一小部分。為了讓你在職場中持續保有智慧，請經常閱讀箴言： 

 

憤怒。「愚妄人的惱怒立時顯露；通達人能忍辱藏羞。」（箴言 12 章 16 節）「暴怒的人挑啟爭

端；忍怒的人止息紛爭。」（箴言 15 章 18 節） 

 

行動的後果。「惡人雖然連手，必不免受罰；義人的後裔必得拯救。」（箴言 11 章 21 節）「有

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箴言 14 章 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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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與指正。 「謹守訓誨的，乃在生命的道上；違棄責備的，便失迷了路。」（箴言 10 章 17

節）「棄絕管教的，必致貧受辱；領受責備的，必得尊榮。」（箴言 13 章 18 節） 

 

尋求智慧的引導。「無智謀，民就敗落；謀士多，人便安居。」（箴言 11 章 14 節）「智慧人大

有能力；有知識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憑智謀；謀士眾多，人便得勝。」（箴言 24 章 5-6

節） 

 

處理財務。「不勞而得之財必然消耗；勤勞積蓄的，必見加增。」（箴言 13 章 11 節）「富戶管

轄窮人；欠債的是債主的僕人。」（箴言 22 章 7 節） 

 

© 2020 版權所有非傳統商業網路(前身為純全資源中心)。節錄自和 Rick Boxx 的純全時刻，這本刊物主要是從基

督徒的角度來探討職場上正直這個主題。如果希望知道更多關於這個事工或是想訂閱每日純全時刻，請上這個網

站: www.unconventionalbusiness.org. Rick Boxx 最新出版的書「提供用五個關鍵的神的方法來建立企業。」 

 

 

反省與問題討論- 分享討論 

第一、 你或你認識的人是否曾經花時間閱讀箴言？ 如果有，箴言對你們產生了什麼影響？ 

 

第二、 你如何定義「智慧」？如何區分智慧與知識、經驗？ 

 

第三、 在本篇「週一嗎哪」所引用的箴言章節中，哪句對你來說最吸引你的注意或最有見地？    

請解釋你的答案。 

 

第四、 箴言書共有 31 章，何不嘗試每天讀一章，持續一整個月，然後評估這段時間裡的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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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如果你有聖經，希望閱讀更多和這個主題相關的內容，請考慮下面的經文：  
箴言 14：4 

14:4 家裏無牛，槽頭乾淨；土產加多乃憑牛力。 

箴言 15:33 

15:33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箴言 16:32 

16:32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 

箴言 18:16 

18:16 人的禮物為他開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箴言 19：9 

19:19 暴怒的人必受刑罰；你若救他，必須再救。 

箴言 20:25 

20:25 人冒失說，這是聖物，許願之後才查問，就是自陷網羅。 

箴言 24:27 

24:27 你要在外頭預備工料，在田間辦理整齊，然後建造房屋。 

箴言 24:4 

27:4 忿怒為殘忍，怒氣為狂瀾，惟有嫉妒，誰能敵得住呢？ 

箴言 27：8 

27:8 人離本處飄流，好像雀鳥離窩遊飛。 

箴言 27:17 

27:17 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原文是磨朋友的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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