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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多事少離家近、睡覺睡到自然醒、位高權重責任輕；
老闆說話不用聽 五年就領退休金 旅遊出國休假勤；
老闆說話不用聽、五年就領退休金、旅遊出國休假勤；
股票分紅拼命領、金卡銀卡刷不停、吃喝玩樂錢照領；
哪有這等好事情 原來作夢還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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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箴言的觀點，遇到懶惰人，只能吹鬍子、瞪眼睛 ─
 懶惰不可能一朝一夕養成、而是經年累月造成的狀況
懶惰不可能 朝 夕養成 而是經年累月造成的狀況
 不僅影響個人的前途發展，也會拖累身旁的人
1. 懶惰的人喜歡找藉口

Career 就業情報雜誌曾提到 ─
台灣有愈來愈多的啃老族或生公主病的人…
年輕一代備受呵護過程當中，養成懶散怠惰的性情，
在該成年獨立時不願意長大，畢業卻不就業、眼高手低，
 沒收入卻高消費，難以在社會生存…甘脆在家讓父母養
收 卻高消費 難 在 會生存
脆在家讓 母養
 或是吃不了苦，一天到晚換工作
這類人被稱作 就業市場的恐怖份子」
這類人被稱作「就業市場的恐怖份子」。

廿六13-16

懶惰人說：道上有猛獅，街上有壯獅。
懶惰
說 道上有 獅 街上有壯獅
賴在家裡不想出去工作，理由是…
門在樞紐轉動，懶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在樞紐轉動 懶惰 在床上也是如此
賴在床上翻來翻去，像門把上的樞紐，不肯開門
懶惰人放手在盤子裡，就是向口撤回也以為勞乏。
覺得好麻煩！
懶惰人看自己比七個善於應對的人更有智慧。
自認為很懂得放慢生活的步調，
悠閒的享受人生

博人會心一笑。但若是父母、老板、主管，恐怕會笑不出來。

中國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 ─ 烙餅師傅娶了一個女人為妻…
有次烙餅師傅遠行，怕妻子餓到，
做了一個大餅套在妻子的脖子上，讓妻子有食物可吃；
哪知十多天後回家，妻子竟餓死了 ─
妻子只吃嘴巴前的餅，連轉動大餅到自己嘴前都懶，
與其說她是餓死 不如說她是懶死的
與其說她是餓死，不如說她是懶死的。
這則故事是用誇張的寫法來描述人的懶散，
一個再勤奮、思慮周到的人，
遇到懶散的人，也是束手無策。
懶惰人都不會歡迎懶惰人，期待別人勤奮幫他們料理好一切，
而且找盡理由，幫自己的懶惰尋到合理化的藉口、下台階。
六9 懶惰人哪，你要睡到幾時呢？你何時睡醒呢？




懶惰人喜歡 找藉口賴床、不肯行動
心思也是迷糊散漫，何時能醒過來，實在很難

2. 懶惰的人讓人束手無策
箴言中，有幾種人讓人非常束手無策：
愚妄人、褻慢人、傳舌人、
爭鬧不休的婦人、懶惰人。
十26

懶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煙薰目。
懶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煙薰目

對懶惰人來說，永遠有一套
合情合理的說法來解釋他們的行為 ─
廿4

懶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種
懶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種，
到收割的時候，他必討飯而無所得。

時機永遠不對 都不是該行動的時候
時機永遠不對、都不是該行動的時候。

3. 懶惰的人一事無成 ─ 預告了懶惰人的結局
懶惰人的
懶惰人的心願將他殺害，
將他殺害
因為他手不肯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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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30-34 我經過懶惰人的田地、無知人的葡萄園，

荊棘長滿了地皮，刺草遮蓋了田面，石牆也坍塌了。
了。
我看見就留心思想；我看著就領了訓誨 ─
再睡片時，打盹片時，抱著手躺臥片時，
你的貧窮就必如強盜速來，你的缺乏彷彿拿兵器的人來到。

懶惰人高言大智，
卻連根指頭都不想動的態度，
只會害他成為一個光會編織夢想，
卻不懂得築夢踏實的人。

懶惰人就是靈性無知迷蒙的糊塗人，只懂得痴人說夢話，
高言大智的幻想一些事，但是眼高手低，不努力去做…

4. 懶惰的人往往靈性昏昧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提前五13 指責一些婦女 ─ 習慣懶惰，挨家閒遊；
不但是懶惰，又說長道短，好管閒事，說些不當說的話。
羅十二11

懶惰的人喜歡動一張嘴，
懶惰的人喜歡動
張嘴
到處造謠、散播紛爭製造問題，
不
勞
事
而不是勤勞安靜的做事。
十四23

勤奮 ─ 箴言以在社會上的成就，
來突顯勤奮與懶惰的兩極化對比…
手懶的 要受貧窮；手勤的 卻要富足
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
十二24 殷勤人的手必掌權；懶惰的人必服苦。
十三40 懶惰人羨慕
懶惰人羨慕，卻無所得；殷勤人必得豐裕。
卻無所得；殷勤人必得豐裕
十40

以一般的社會定律來談到勤奮者與懶惰者的差別，
因勤奮而得著財富、獲得治理掌權的機會。

諸般勤勞都有益處；嘴上多言乃致窮乏。

以靈性操練來勉勵信徒 ─
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事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彼後一1-8

聖經中，不只箴言教導 懶惰不合主的心意，
其他經文也看到 ─ 懶惰造成在靈性上
對屬靈的事漠不關心，以至閒懶不結果子。

勤奮，希伯來原文可以指銳利的農具，
希伯來原文可以指銳利的農具
像釘耙或是打糧有齒的器具
 讓我們想到滴水穿石、鐵杵磨成繡花針，
讓我們想到滴水穿石 鐵杵磨成繡花針
透過勤能補拙、勤奮不懈，
慢慢能突破困境 達成艱鉅的目標
慢慢能突破困境，達成艱鉅的目標


從許多名人成功的例子，看到因勤奮努力，他們目標達成。
上個世紀的傳奇人物約翰 洛克菲勒
上個世紀的傳奇人物約翰‧洛克菲勒，
人類史上第一位億萬富翁，猶太人，
秉持猶太人勤奮美德 金錢觀念 締造奇蹟
秉持猶太人勤奮美德、金錢觀念，締造奇蹟。
不止財富豐裕，家中也有人在政治上掌權，
納爾遜‧洛克菲勒，患有閱讀障礙症，
卻靠勤奮努力突破阻礙 ─
四次連任紐約州州長，成為美國副總統。
洛克菲勒是信了耶穌的猶太基督徒 思想遵行聖經的教導
洛克菲勒是信了耶穌的猶太基督徒，思想遵行聖經的教導，
在寫給兒女的家書，更提到：
很多 都承認 沒有智慧基礎的 識是沒用的
很多人都承認，沒有智慧基礎的知識是沒用的，
但更令人沮喪的是 ─ 即使空有知識和智慧，
如果沒有行動，一切仍屬空談。
不僅強調腦子上的勤奮，也強調行動上的勤奮。

弗蘭克‧Ｂ‧吉爾布雷思，管理學上稱為「動作研究之父」，
從 個砌磚學徒工人 靠著勤奮不懈
從一個砌磚學徒工人，靠著勤奮不懈，
成為獨立經營的建築承包商。
他對參與建築的工人進行研究 動作科學分析
他對參與建築的工人進行研究、動作科學分析…
後來以研究這個領域作為終身事業。
寫了一本書叫《勤奮的人未必成功》，
 一些人表面忙忙碌碌，實際上卻不愛動腦筋
 諷刺的提到：最優秀的人往往是「懶人」，
 懶得推磨、發明風車；懶得走路、發明汽車
 巧於懶惰的人，身上常常閃爍著創造的火花
這不是對懶惰歌功頌德，
而是強調真正的勤奮是手腦並用。
這樣的分享符合箴言的教導，
也包括靈性上渴望追求操練、長進。

箴言中，勤奮除了指傳統的手勤、勤勞外，
也指 個人處世靈敏
也指一個人處世靈敏。
快速的、敏捷的
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嗎？
看見辦事殷勤
嗎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賤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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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殷勤 ─ 也是頭腦敏捷的人，
 會站在君王面前，而不是普通人面前
 如果一個人又勤奮又聰明，
應該經歷卓越超群、步步高陞
聖經曾用這個字形容文士以斯拉…
拉七6 這以斯拉從巴比倫上來，他是敏捷的文士，
通達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
意指他聰明勤奮，還考察上帝的律法，
意指他聰明勤奮
還考察上帝的律法
將上帝的話語融匯貫通、教導神的百姓。

傳統猶太人的觀念中，懶惰或勤奮很少出於人的天性，
大部份人擁有懶惰或勤奮的特質 多半是後天養成的
大部份人擁有懶惰或勤奮的特質，多半是後天養成的。
 傳統猶太家庭不太可能以孩子升學讀書為由，
來減少孩子從小就學習分擔做家事
 在孩子還小時，就訓練如何正確看待金錢，
做不同家務就可以賺取不同的零用錢
家務
賺
零
猶太小孩學習分擔家務、經濟學的第一門課，
是從家庭教育開始。
今天全世界談理財、致富典範，常拿猶太人作範例。
猶太人在過去兩千年歷史中，
經過流離失所 迫害 屢次遷移
經過流離失所、迫害、屢次遷移，
如何能塑造今日在國際卓越超凡的地位？
除了擁有智慧傳統外，
也包括強調勤奮的精神，要從小訓練起。

反觀華人的家庭教育，是以成績來掛帥 ─
子女只要專 讀書 考上好學校
子女只要專心讀書、考上好學校，
小康家庭以上，大多容許兒女不用分擔家務、
不用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勤奮 分擔父母的辛勞
不用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勤奮、分擔父母的辛勞。
 久而久之，讓兒女養成依賴、不成熟、不負責
 即使受了高等教育，畢了業
即使受了高等教育 畢了業 ─
卻眼高手低，容易成為啃老族
影響他們的人際關係、前途發展
響他們的人際關係 前途發展
透過箴言給我們重新思考 ─
 我們是勤奮、還是懶散的人？
 如果身為父母，
如果身為父母
帶給兒女從小養成勤奮的習慣？
還是縱容兒女懶散？
盼望給我們一些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