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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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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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Jesus’ Cheeks: Diverse Emotions 

雅歌 Song of Songs 5:13a  

祂的兩腮如香花畦、如香草臺． 

 雙頰 人情感的窗戶 

Cheeks -> Windows into one’s emotions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雅歌 Song of Songs 5:13a  

祂的兩腮如香花畦、如香草臺． 

 香花畦：王的花園充滿了各樣 
  各色的香花 Bed of spices :  A king’s 

garden bed filled with diverse, fragrant spices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雅歌 Song of Songs 5:13a  

祂的兩腮如香花畦、如香草臺． 

 香草台：濃郁的香氣 Banks of 

scented herbs: A vast amount of fragrance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學習耶穌情感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studying Jesus’ emotions 

 情感展現一個人的個性和裡面 

or inner man. 
的人 Emotions display one’s personality 

 耶穌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Jesus is a full God full Man. 

 耶穌是有神形像的完美之人 

Jesus is a PERFECT Man in the image of God.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學習耶穌情感的重要性 
 祂的情感毫無瑕疵反映神的性情 

His emotions reflect God without any deficiency. 

 我們被扭曲的情感必須得醫治 

Our distorted emotions need to be healed. 

 瞻仰耶穌的榮美會轉化我們的情 
  感，使我們像祂 Gazing at Jesus’ 

beauty will transform our emotions so that  
we can be fully human like Him.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耶穌情感顯露的一些例子 

Some of Jesus’ emotions 
 憐憫 Compassion 

馬太 Matthew 9:36  

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
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
羊沒有牧人一般。 

馬太 Matthew 14:14; 20:34 

馬可   Mark 1:40-41; 8:2 

路加  Luke 7:13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耶穌情感顯露的一些例子 

 驚奇 Amazement 

 馬太 Matthew 8:10  

耶穌聽見就希奇、對
跟從的人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這麼大的
信心、就是在以色列
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馬可 Mark 6:5-6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耶穌情感顯露的一些例子 

 發怒 Anger 

 馬太 Matthew 21:12-13  

12 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
裡一切作買賣的人、推倒
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
賣鴿子之人的凳子． 

13 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
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
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馬可 Mark 3:5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耶穌情感顯露的一些例子 

 憂傷 Grief 

 
 馬太 Matthew 26:38  

便對他們說、我心裡
甚是憂傷、幾乎要
死．你們在這裡等候、
和我一同儆醒。 

 約翰 John 11:33-38; 13:21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耶穌情感顯露的一些例子 

 喜樂 Joy 

  路加 Luke 10:21 

 約翰 John 15:11; 17:13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
說、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謝袮、因
為袮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
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阿、是的、
因為袮的美意本是如此。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耶穌情感顯露的一些例子 

 愛 Love 

 馬可 Mark 10:21 

 約翰 John 11:3; 15:13-14 

耶穌看著他、 
就愛他、對 
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
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
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耶穌情感顯露的一些例子 

 聖經中無法找到耶穌有： 
  Absolutely no records in Bible say Jesus got： 

 害怕 Fear 

 焦慮 Anxiety 

 擔憂 Worry 

 沒有節制的發怒 
Anger without control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我們情感的轉化 

Transformation of our emotions 
 雅歌 Song of Songs 2:14  

我的鴿子阿、你在
磐石穴中、在陡巖
的隱密處．求你容
我得見你的面貌、
得聽你的聲音．因
為你的聲音柔和、
你的面貌秀美。 



我們情感的轉化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明白和接受我們的身份 
Understand and accept our identity 

 從耶穌的眼光看自己 
See what Jesus sees us 

 被耶穌的愛吸引 Attracted by Jesus’ love 

 明白耶穌在十字架上所作成的及 
  祂復活生命的大能Comprehend what  

       Jesus has done on the cross and His  

       resurrection power 



我們情感的轉化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願意將我們扭曲的情感釘在十 
  字架上 Be willing to nail our distorted  

                        emotions on the cross 



我們情感的轉化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在神的隱秘處我們的情感和個性
將日復一日的轉化，但總是往上
升，最終升級為像耶穌一樣的天
國情感。In the secret place with God, our 

emotions and personalities are transformed 

day by day but always being upward and 

escalated eventually to heavenly emotions like 

Jesus  



我們情感的轉化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雅歌 Song of Songs 4:3c  

你的兩太陽、在帕子內如同一塊 
石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