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耶和華為樂
Delight yourself in the LORD 

詩篇37:1-11

農曆新年信息



1  大衛的詩 不要因作惡的人心懷不平，
不要因犯罪的人產生嫉妒。

2  因為他們好像草快要枯乾，
像即將凋萎的青草。

3  你要倚靠耶和華，並要行善；
你要住在地上，以信實為糧食。

詩篇 37:1-11

(1/4)



4  你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把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

5  你要把你的道路交託耶和華，
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6  他必使你的公義好像光發出，
使你的公正如日中天。

詩篇 37:1-11

(2/4)



7 你要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
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那凡事順利的，
和那惡謀得逞的，心懷不平。

8 你要抑制怒氣，消除烈怒；
不要心懷不平，那只會導致你作惡。

(3/4)

詩篇 37:1-11



9  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
但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

10 再過不久，惡人便不存在了；
你到他們的地方尋找，也找不到。

11 但謙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可以享受豐盛的平安。

(4/4)

詩篇 37:1-11



7  你要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
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那凡事順利的，
和那惡謀得逞的，心懷不平。

詩篇 37

35 我曾看見強暴的惡人興旺，
像樹木在本土茂盛。



7  你要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
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那凡事順利的，
和那惡謀得逞的，心懷不平。

詩篇 37

35 我曾看見強暴的惡人興旺，
像樹木在本土茂盛。

惡人得逞，順利，興旺



詩篇 37
1 不要因作惡的人心懷不平，

不要因犯罪的人產生嫉妒。

8 你要抑制怒氣，消除烈怒；
不要心懷不平，那只會導致你作惡。

7.....不要因那凡事順利的，
和那惡謀得逞的，心懷不平。

不要…不要…不要…



詩篇 37
1 不要因作惡的人心懷不平，

不要因犯罪的人產生嫉妒。

8 你要抑制怒氣，消除烈怒；
不要心懷不平，那只會導致你作惡。

7.....不要因那凡事順利的，
和那惡謀得逞的，心懷不平。

不要…不要…不要…



詩篇 37
3  你要倚靠耶和華，並要行善；

你要住在地上，以信實為糧食。
5  你要把你的道路交託耶和華，

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7  你要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

耐心地等候他；.....

要…要…要…



詩篇 37
3  你要倚靠耶和華，並要行善；

你要住在地上，以信實為糧食。
5  你要把你的道路交託耶和華，

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7  你要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

耐心地等候他；.....

要…要…要…



詩篇 37

8 你要抑制怒氣，消除烈怒；
不要心懷不平，那只會導致你作惡。

要…要…要…

4  你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把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



詩篇 37
8 你要抑制怒氣，消除烈怒；
不要心懷不平，那只會導致你作惡。

要…要…要…

4  你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把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



你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把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

詩篇 37:4



不但如此，
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

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1) 甚麼人會以神為樂呢?

羅馬書 5:11

我們因信稱義.. .恩典中…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中…與神和好… 



不但這樣，我也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
因為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為了他，我把萬事都拋棄了，
看作廢物，為了要得著基督。

腓立比書 3:8  

2) 以神為樂的人是…
以基督耶穌為寶貴的人



2) 以神為樂的人是…
以基督耶穌為寶貴的人

天國好像藏在田裏的寶貝，
有人發現了，就把它藏起來，

高高興興的離去，
變賣了他的㇐切，來買那田地。

馬太福音 13:44 



原來(事實上)基督的愛催逼著我們，
因為我們斷定㇐個人替眾人死了，

眾人就都死了。他替眾人死了，
為的是要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著，

卻為那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

哥林多後書 5:14-15 

3) 以神為樂的人是… 
被基督的愛所激勵的人



3) 以神為樂的人是… 
被基督的愛所激勵的人

我們若愛神，並且遵行他的命令，
就知道我們是愛神的兒女了。

我們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愛他了；
而且他的命令是不難遵守的，

約翰壹書 5:2-3 



詩篇 37: 1-11

不要心懷不平 (vv. 1, 7, 8)
不要產生嫉妒 (v. 1)

「不要」：

不要因而作惡 (v. 8)



詩篇 37: 1-11

要學習倚靠 (vv. 3, 5)
要耐心等候神 (v.7)
要在祂面前靜默無聲 (v.7)
要交托祂 (v.5)

要抑制怒氣 (v.8)
並且要行善 (v.3)
要堅持著信實 (v.3)
要以耶和華為樂 (v.4)

「要」：



詩篇 37: 1-11

要學習倚靠 (vv. 3, 5)
要耐心等候神 (v.7)
要在祂面前靜默無聲 (v.7)
要交托祂 (v.5)

要抑制怒氣 (v.8)
並且要行善 (v.3)
要堅持著信實 (v.3)
要以耶和華為樂 (v.4)

「要」：

不要心懷不平 (vv. 1, 7, 8)
不要產生嫉妒 (v. 1)

「不要」：

不要因而作惡 (v. 8)



詩篇 37: 1-11

要學習倚靠 (vv. 3, 5)
要耐心等候神 (v.7)
要在祂面前靜默無聲 (v.7)
要交托祂 (v.5)

要抑制怒氣 (v.8)
並且要行善 (v.3)
要堅持著信實 (v.3)
要以耶和華為樂 (v.4)

「要」：

不要心懷不平 (vv. 1, 7, 8)
不要產生嫉妒 (v. 1)

「不要」：

不要因而作惡 (v. 8)



詩篇 37: 1-11

1) 甚麼人會以神為樂呢?

2) 以神為樂的人是…
以基督耶穌為寶貴的人

3) 以神為樂的人是… 
被基督的愛所激勵的人



詩篇 37:4

你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把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



我的神阿、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裡。

你們不要憂愁，
因為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46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47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詩篇 40:8

尼希米記 8:10

路加福音 1:46-47 



以耶和華為樂
Delight yourself in the LORD 

詩篇37:1-11

農曆新年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