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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rbs 箴言

1:8-19

(p. 962)

V. 17 “好像飛鳥, 網羅設在眼前仍不躲避.”



8 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
母親的法則， 9 因為這要做你頭上的華冠
，你項上的金鏈。

10 我兒，惡人若引誘你，你不可隨從。
11他們若說：「你與我們同去，我們要埋
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無罪之人。 12 我
們好像陰間，把他們活活吞下；他們如同
下坑的人，被我們囫圇吞了。13我們必得
各樣寶物，將所擄來的裝滿房屋。 14 你
與我們大家同分，我們共用一個囊袋」，



15我兒，不要與他們同行一道，禁止你腳
走他們的路。 16 因為他們的腳奔跑行惡
，他們急速流人的血。 17 好像飛鳥，網
羅設在眼前仍不躲避， 18 這些人埋伏是
為自流己血，蹲伏是為自害己命。 19 凡
貪戀財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這貪戀
之心乃奪去得財者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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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笨鳥”

(箴言 1:8-19)

邓牧師



箴言書第一章

• 1:1-7 前言

• 目的: 得著智慧

• (v. 2):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 . . .”

• 1:8-19智慧課 (1)

• 老師: 父母

• 1:20-33 智慧課 (2)

• 老師: 智慧婦人 (Personified)             上帝

• 箴言書 1-9 章

• 上帝 父母 +  智慧婦人



箴 1:8-19智慧課: 老師: 父母

• vv.8-9 “我儿, 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不可离
弃你母亲的法则. . .” (真實財富)

• vv. 10-14 “我儿, 恶人若引诱你, 你不可随
从. . . . ” (花言巧語)

• vv. 15-19 “我儿, 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 禁
止你脚走他们的路. . . .” (愚蠢結局)

• 8-9智慧 (紮實) 10-19愚昧 (奢華)

• “我儿?” 你我!

• 可 10:15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
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 vv.8-9 “我儿, 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不可离弃
你母亲的法则. 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 
你项上的金链.”

成功的家教 Parenting (v. 8)

• 智慧的父母 (“训诲”, “法则”)

• 智慧, 敬虔的後代

• 非自我的期望
• 順服的兒女 (“要听,” “不可离弃”)

• 出 20:12 “当孝敬父母, . . .”

• 弗 6:1-3 “作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 .”



• vv.8-9 “我儿, 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不可离弃
你母亲的法则. 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 
你项上的金链.”

“Rebellion is cool”?!

• 丟棄真實的財富 (v. 9 “华冠”, “金链”)

• 胜利, 奖赏, 荣耀,威望

• 美丽, 保护, 引导.永恒生命

• 落入惡人的圈套 (vv. 10-14)

• v. 10 “我儿, 恶人若引诱你, 你不可随从.”

• 外表打扮 恶人

• 花言巧語 引诱



惡人的花言巧語 (vv. 10-14)

• Power 權力 (vv. 11-12) “你与我们同去, 我们
要埋伏流人之血, 要蹲伏害无罪之人; 我们
好像阴间, 把他们活活吞下; 他们如同下坑
的人, 被我们囫囵吞了.”

• Money 財富 (v. 13) “我们必得各样宝物, 将
所掳来的装满房屋.”

• Community 归属 (v. 14) “你与我们大家同分,
我们共用一个囊袋.”

• 帮派的吸引: “Teen Challenge Ministry”

• 生活的幻想: “Breaking Bad” (Walt White)

• “Crime does pay !”



惡人的花言巧語 (vv. 10-14):外面的引誘
貪心之路的愚昧 (vv. 15-19): 內心的貪婪

• 雅各书 1:14-15 “但各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
的私欲牵引, 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
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 犯罪, 暴力之路 (vv. 15-16) “我儿, 不要与他
们同行一道, 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 16 因为
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急速流人的血.”
• “同行一道, 走他们的路”: 人生
• v. 16 = vv. 11-12  “你与我们同去, 我们要埋
伏流人之血, 要蹲伏害无罪之人. 12 我们
好像阴间, 把他们活活吞下; . . . 囫囵吞了.”



貪心之路的愚昧 (vv. 15-19): 內心的貪婪

• 犯罪, 暴力之路 (vv. 15-16)

• 网罗, 陷阱之路 (vv. 17-18) “好像飞鸟, 网罗
设在眼前仍不躲避, 18 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
己血, 蹲伏是为自害己命.”

• V. 17 謎語 “好像飞鸟, 网罗设在眼前, 何等
無用!”

• v. 16 害人 v. 18 害己



貪心之路的愚昧 (vv. 15-19): 內心的貪婪

• 犯罪, 暴力之路 (vv. 15-16)

• 网罗, 陷阱之路 (vv. 17-18) “好像飞鸟, 网罗
设在眼前仍不躲避, 18 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
己血, 蹲伏是为自害己命.”

• 何西阿書 7:11“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 
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

• 伯 18:8-10 “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 走
在缠人的网罗上. 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机关
必擒获他. 活扣为他藏在土内; 羁绊为他藏
在路上.”



貪心之路的愚昧 (vv. 15-19): 內心的貪婪

• 犯罪, 暴力之路 (vv. 15-16)

• 网罗, 陷阱之路 (vv. 17-18)

死亡, 毀滅之路 (v. 19) “凡贪恋财利的, 所行之
路都是如此; 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 “人為財死; 鳥為食亡.”

• 提摩太前书 6:9-10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
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10 贪财
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
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貪心之路的愚昧 (vv. 15-19): 內心的貪婪

• 犯罪, 暴力之路 (vv. 15-16)

• 网罗, 陷阱之路 (vv. 17-18)

死亡, 毀滅之路 (v. 19) “凡贪恋财利的, 所行之
路都是如此; 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 “人為財死; 鳥為食亡.”

• “Breaking Bad越陷越深” Walter White:

• "If you believe that there's a hell . . . we're 
already pretty much going there. But I'm 
not gonna lie down until I get there“

• 死硬派!



貪心之路的愚昧 (vv. 15-19): 內心的貪婪
A trapped, lustful, foolish bird rushing to death 
誰是貪婪, 陷入网罗, 奔向死亡的笨鳥?

• v. 16 “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急速流
人的血.”
• 以赛亚书 59:7 猶太人
• 罗马书 3:15-17 外邦人
• 该隐 (创世记 4)
• 约瑟的哥哥们 (创世记 37)
• “亚伯的血起, . . 撒迦利亚的血” (路加 11)
• “给我们申流血的冤, . . .” (启示录 6)
• 十字架



A trapped, lustful, foolish bird rushing to death 
誰是貪婪, 陷入网罗, 奔向死亡的笨鳥?

貪婪: 心靈的网罗
• “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by John Owen
“When a lust has remained a long time in the 
heart, corrupting, festering, and poisoning, it 
brings the soul into a woeful condition. . . . 
Such a lust will make a deep imprint on the 
soul. It will make its company a habit in your 
affections. It will grow so familiar in your mind 
and conscience that they are not disturbed at 
its presence as some strange thing. . . .”



A trapped, lustful, foolish bird rushing to death 
誰是貪婪, 陷入网罗, 奔向死亡的笨鳥?

貪婪: 心靈的网罗

• 约翰一书 5:19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

福音的大能

• 路加 11: 21-22 “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
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 22 但有一个比
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
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

• 约翰 8:32, 36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
们得以自由. . .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
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411 

“I’d Rather Have Jesus”

“我寧願有耶穌”



#411  I’d rather have Jesus  1/3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金錢;

我寧屬耶穌, 勝過財富無邊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地土; 

願主釘痕手, 引導我前途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 

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世上榮華富貴聲望



#411  I’d rather have Jesus  2/3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稱揚;

我寧忠於主, 滿足主的心腸.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美名; 

願對主忠誠, 宣揚主聖名.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 

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世上榮華富貴聲望



#411  I’d rather have Jesus  3/3

恩主比百合花, 美麗鮮艷

祂比峰房下, 滴的蜜更甘甜

我帶飢渴心靈, 來到主前; 

有主的同在, 勝似赴美筵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 

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世上榮華富貴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