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 Psalm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

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

的殿裡求問。 



以賽亞 Isaiah 33:17 

你的眼必見王的榮美、必見遼

闊之地。 



雅歌 Song of Songs 5:10-16 

10 我的良人、白而且紅、超乎萬人

之上。 

11 祂的頭像至精的金子．祂的頭髮

厚密纍垂、黑如烏鴉。 

12 祂的眼如溪水旁的鴿子眼、用奶

洗淨、安得合式。 

13 祂的兩腮如香花畦、如香草臺．

祂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沒藥

汁。 



雅歌 Song of Songs 5:10-16 

14 祂的兩手好像金管、鑲嵌水蒼

玉．祂的身體如同雕刻的象牙、

周圍鑲嵌藍寶石。 

15 祂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精金

座上．祂的形狀如利巴嫩、且佳

美如香柏樹。 

16 祂的口極其甘甜．祂全然可愛。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這是我的

良人、這是我的朋友。 



二.耶穌榮美的十大特徵 
Ten Characteristics of Jesus’ Beauty 

1.祂的頭：至高無上的領導 
His head: Sovereign leadership 

2.祂的頭髮：專一委身 His hair: Dedication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His eyes: Infinite knowledge and wisdom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His cheeks: Diverse emotions 

5.祂的嘴唇：神的話 His lips: God’s Word 



二.耶穌榮美的十大特徵 
6.祂的雙手：神聖的工作  
   His hands: Divine activity 

7.祂的身體：柔和的同情心  
   His body: Tender compassion 

8.祂的雙腿：行出神的目的  
   His legs: Walk of His purposes 
9.祂的容貌：分賜給我們  
   His countenance: Impartation to us 

10.祂的口：與我們親密的關係 
   His mouth: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us 



我們要宣講這些真理： 
二.耶穌榮美的十大特徵 

We will speak these truths 

 向耶穌，表達我們對祂的愛  
   to Jesus to express our love for Him 

 向仇敵，當牠欺騙我們時  
   to the devil when he lies to us about God 

 向自己，當處在難處和挫折中  
   to ourselves in time of difficulty and discouragement 

 向他人，需要鼓勵時 
   to others who need encouragement 



 
His eyes: Infinite knowledge and wisdom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雅歌 Song of Songs 5:12  

祂的眼如溪水旁的鴿子眼、用奶
洗淨、安得合式。 



 鴿子 Doves:  

 緊密的團隊合作 Tightly knitted team work 

 互相觀察做出同樣的行動 
Watch each other and mirror each other’s actions 

 忠誠的“愛情鳥” 
“Love birds” of love and 

 耶穌的眼裡充滿愛 
Jesus’ eyes full of love 

faithfulness 

 一生僅有一個伴侶 The same mate for life 

 驚人的視力 Amazing eyesight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溪水旁 By the rivers of waters 

 鴿子洗澡後互相打扮最為乾淨 Doves 

are cleanest after bath and preening each other 

 耶穌的眼睛是純潔的 
Jesus eyes are pure and clean 

 耶穌用祂最純潔的心 
  詮釋知識 Jesus interprets  

         knowledge through the  

         cleanness of His Heart 



 用奶洗淨 Washed with milk 

 耶穌以“量身定做”的方式餵養 
  我們 Jesus nurtures us with what He sees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鑲嵌合適 And fitly set 

耶穌的眼睛
是完美的.
祂的洞察力
是完美的 

 Jesus’ eyes are 

perfectly set. 

His discernment 

is perfect 



箴言 Proverbs 15:3  

 耶穌洞察所有 Jesus sees all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希伯來 Hebrews 4:13  

並且被造的、沒

有一樣在祂面前

不顯然的．原來

萬物、在那與我

們有關係的主眼

前、都是赤露敞

開的。 

耶和華的眼目、

無處不在．惡人

善人、祂都鑒察。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耶穌的視力滲透並淨化所有 

Jesus’ eyesight penetrates and purifies all 

啟示錄Revelation 2:18  

你要寫信給推

雅推喇教會的

使者、說、那

眼目如火焰、

腳像光明銅的 

神之子、說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耶穌的視力滲透並淨化所有 

啟示錄 Revelation 2:23b 

叫眾教會知道、

我是那察看人

肺腑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的

行為報應你們

各人。 



 耶穌再來時會稱讚我們 
Jesus will praise us when He comes back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林前 1 Corinthians 4:5  
所以時候未到、甚

麼都不要論斷、只

等主來、祂要照出

暗中的隱情、顯明

人心的意念。那時

各人要從 神那裡

得著稱讚。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歌羅西 Colossians 3:23-24  

23 無論作甚麼、都要從
心裡作、像是給主作
的、不是給人作的。 

24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
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
基督。 

如同作在主的身上 Do it as to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