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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榮耀比一切重要我的榮耀比一切重要我的榮耀比一切重要我的榮耀比一切重要我的榮耀比一切重要我的榮耀比一切重要我的榮耀比一切重要我的榮耀比一切重要!”!”

““ Even if they hoist me Even if they hoist me 

up onto the gallows ... up onto the gallows ... 

nothing is more dear to nothing is more dear to 

me than my honour, me than my honour, me than my honour, me than my honour, 

... ... May the devil defecate May the devil defecate 

((大便大便 ) on their graves.” ) on their graves.” 

Shafia Shafia 



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

完成者。完成者。((新譯版新譯版)           )           

((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2:2a12:2a))((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2:2a12:2a))

�� ““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仰望耶穌”” 雖不過四個字，但雖不過四個字，但整個人生秘整個人生秘整個人生秘整個人生秘整個人生秘整個人生秘整個人生秘整個人生秘
訣都藏在其中訣都藏在其中訣都藏在其中訣都藏在其中訣都藏在其中訣都藏在其中訣都藏在其中訣都藏在其中。。

((Theodore MonodTheodore Monod, 1836, 1836--1912)1912)



注视耶稣注视耶稣注视耶稣注视耶稣？？？？注视耶稣注视耶稣注视耶稣注视耶稣？？？？

那么到底我们注视耶稣什么那么到底我们注视耶稣什么那么到底我们注视耶稣什么那么到底我们注视耶稣什么？？？？



“What comes into our minds when we think “What comes into our minds when we think 

abou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abou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us… us… we might predict with certainty the we might predict with certainty the 

spiritual future of that person.” spiritual future of that person.” spiritual future of that person.” spiritual future of that person.” 

((Knowledge of the Holy, Knowledge of the Holy, AW Tozer AW Tozer 陶恕陶恕 ).).

二十世紀的先知



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

�� 只有藉著耶穌才能真認識父只有藉著耶穌才能真認識父只有藉著耶穌才能真認識父只有藉著耶穌才能真認識父只有藉著耶穌才能真認識父只有藉著耶穌才能真認識父只有藉著耶穌才能真認識父只有藉著耶穌才能真認識父, , 並明白聖經並明白聖經並明白聖經並明白聖經並明白聖經並明白聖經並明白聖經並明白聖經

He is the way to truly know the Father and the He is the way to truly know the Father and the 
BibleBible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6)14:6)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
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
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
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麽？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麽？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麽说，将父显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麽说，将父显
给我们看呢？给我们看呢？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714:7--99))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光辉光辉光辉光辉光辉光辉光辉光辉和和和和和和和和真像真像真像真像真像真像真像真像

��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多次多方的晓谕多次多方的晓谕多次多方的晓谕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多次多方的晓谕多次多方的晓谕多次多方的晓谕

列祖列祖列祖列祖，，，，就在这末世就在这末世就在这末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列祖列祖列祖列祖，，，，就在这末世就在这末世就在这末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也曾藉着他创也曾藉着他创也曾藉着他创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也曾藉着他创也曾藉着他创也曾藉着他创

造诸世界造诸世界造诸世界造诸世界。。。。他是他是他是他是造诸世界造诸世界造诸世界造诸世界。。。。他是他是他是他是 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是是是，，，，是是是是造诸世界造诸世界造诸世界造诸世界。。。。他是他是他是他是造诸世界造诸世界造诸世界造诸世界。。。。他是他是他是他是 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神本体的真像神本体的真像神本体的真像神本体的真像神本体的真像神本体的真像神本体的真像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11:1--33))



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

�� 你注视什么你注视什么你注视什么你注视什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你注视什么你注视什么你注视什么你注视什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

You become what you beholdYou become what you behold

我们众人既然我们众人既然倘着脸倘着脸倘着脸倘着脸，得以，得以看见看见看见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光，我们众人既然我们众人既然倘着脸倘着脸倘着脸倘着脸，得以，得以看见看见看见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光，

好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像从镜子里反照像从镜子里反照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就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荣，荣

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林后林后33::1818))



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为什么要注视耶稣？？？？

�� 心思是屬靈爭戰的焦點心思是屬靈爭戰的焦點心思是屬靈爭戰的焦點心思是屬靈爭戰的焦點心思是屬靈爭戰的焦點心思是屬靈爭戰的焦點心思是屬靈爭戰的焦點心思是屬靈爭戰的焦點

争争争争争争争争战得胜战得胜战得胜战得胜，，，，战得胜战得胜战得胜战得胜，，，，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关键重要的关键重要的关键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将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就是要将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就是要将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就是要将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重要的关键重要的关键重要的关键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将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就是要将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就是要将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就是要将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

使它完全降服使它完全降服使它完全降服使它完全降服使它完全降服使它完全降服使它完全降服使它完全降服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耶穌。。。。。。。。To focus on Jesus is to stay To focus on Jesus is to stay 
surrendered to Jesus and to keep my eyes focused on Jesus.surrendered to Jesus and to keep my eyes focused on Jesus.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我们争我们争我们争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我们争我们争我们争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我们争我们争我们争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我们争我们争我们争

战的兵器战的兵器战的兵器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本不是属血气的本不是属血气的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战的兵器战的兵器战的兵器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本不是属血气的本不是属血气的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

破坚固的营垒破坚固的营垒破坚固的营垒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将各样的计谋将各样的计谋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破坚固的营垒破坚固的营垒破坚固的营垒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将各样的计谋将各样的计谋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

自高之事自高之事自高之事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一概攻破了一概攻破了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使他都使他都使他都自高之事自高之事自高之事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一概攻破了一概攻破了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使他都使他都使他都

顺服基督顺服基督顺服基督顺服基督。。。。顺服基督顺服基督顺服基督顺服基督。。。。((林后林后林后林后林后林后林后林后10:310:3--55))

�� 我們所注意的焦點會給我們能力或讓我們洩氣我們所注意的焦點會給我們能力或讓我們洩氣我們所注意的焦點會給我們能力或讓我們洩氣我們所注意的焦點會給我們能力或讓我們洩氣我們所注意的焦點會給我們能力或讓我們洩氣我們所注意的焦點會給我們能力或讓我們洩氣我們所注意的焦點會給我們能力或讓我們洩氣我們所注意的焦點會給我們能力或讓我們洩氣
OOur focus point will either empower us or drain us. ur focus point will either empower us or drain us. 

Build Build ouourr faith up or destroy it.faith up or destroy it.



如何注视耶稣如何注视耶稣如何注视耶稣如何注视耶稣？？？？如何注视耶稣如何注视耶稣如何注视耶稣如何注视耶稣？？？？

�� JesusJesus isis mercifulmerciful toto meme

� 注視耶穌什麼注視耶穌什麼注視耶穌什麼注視耶穌什麼?

How does Jesus (the perfect revelation of 

who the Father is like) respond to you? 

�� JesusJesus isis mercifulmerciful toto meme

�� TheThe GoodGood ShepherdShepherd acceptsaccepts meme asas

II amam

�� GodGod isis aa GraciousGracious FatherFather toto meme

�� TheThe risenrisen ChristChrist isis herehere toto helphelp me,me,

notnot toto judgejudge you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