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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恩節火雞餐」 

    上週四 11/26 晚上七點，在教會廣場舉行「感恩節晚會」，參

與長執同工響應，報名二百五十名，以火雞餐與見証模式（蔡美

玲執事與陸乙豪弟兄），感謝上帝同在的恩典，同時享受到身體與

靈命的豐盛。彼此相愛是個感恩，但是基督徒的感恩，最重要的

是「聽到主的聲音」，打開屬靈的五官，領受到上帝恩典，才能透

由「感恩」，彰顯主同在的喜樂。能夠「感恩」，不是環境是否順

利，而是「屬靈的眼光」是否打開。 

 感恩節是每年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在西元一六二○年，一

批清教徒自歐洲搭船在十一月時登上美洲大陸。由於旅途勞頓，

身心俱疲，加上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沒有食物過冬。幸好有印

地安原住民的幫助，並教他們播種、耕種穀物。在第二年的秋

天，便獲得大豐收。這些清教徒除了感謝上帝，更感謝幫助他們

的印地安原住民。於是將收成分送給印地安人，並準備豐富的食

物邀請他們一起慶祝，以示感恩。在一八六三年時，美國總統林

肯正式宣佈每年十一月的最號一個星期四為感恩節假期，到了一

九四一年美國國會通過，訂為國定假日。感恩節的存在基礎，是

相信無論任何環境，神同在，且靠主最後必能夠逆轉勝，經歷

「摩西分海」的神蹟。而不是單純吃火雞的家庭聚會慶祝活動。 

   每年美國感恩節傳統就是看著電視上播出在白宮的草坪前，現

任總統舉行著一年一度感恩節的火雞特赦儀式。大家為那二隻可

以終老一生，免於被人吃掉的火雞開心的鼓掌慶祝著。在當時，

感恩節的餐會上確實有烤火雞這道菜，但並不是主菜。友善的印

地安人也以「火雞舞」表演來回報這些新移民的款待。後來卻以

訛傳訛，誤傳為感恩節一定要吃火雞，甚至有些人想到感恩節，

會誤以為是火雞節。因為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國人在感恩都會吃火

雞，當天就有近五千萬隻以上的火雞被烤來吃。即時在目前疫情



下，依然是盛況不減。所以在傳統上，美國總統有感於對火雞的

歉意加上信仰的意義，每年在感恩節都會象徵性慈悲的特赦火

雞。被特赦的火雞會被送到一個農場，終老一生，可免於被人宰

殺，而成為感恩節桌上的大餐。象徵著本來應該死的，卻因上帝

的恩典，神蹟地被選上得到拯救的信仰意義。 

  感恩節的意義不僅在於家庭團圓與相愛感恩的氣氛營造，更重

要的是，蘊含宗教信仰的意義。對一位基督徒而言，無論環境如

何，都能夠「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

旨意。」（帖前 五:18），因為我們相信「感恩」會彰顯主的同在，

更多領受上帝的愛與饒恕，有「感恩態度」的人，可以在任何環

境中（無論逆境或順境），都能回應上帝的愛且能愛人與饒恕人。

讓我們學會感恩（被愛）、學會珍惜、學會寬容，最重要的，學會

如何去愛，那才是生命真正賦予我們的本能。 

 

一、思考的焦點.  

1. 在感恩節時，是否相信「感恩」會彰顯主的同在，更多領受上

帝的愛與饒恕，所以願意學習赦免與感恩？ 

2. 「感恩」到底有何力量，值得成為我們一生的作人處事價值？ 

 

二、參考經文：《希伯來書十二: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所喜悅

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 

 

三、啟示: 

（一）「感恩」彰顯了上帝的同在 

今天的感恩節，我們來到主的面前，是為了一年的收穫來感

恩，思想的是這一年上帝對我們的恩典何奇大，雖然有經歷一些

艱難痛苦，但上帝的賜福是滿滿的，所以我們的「歡呼」包含滿

足、知足、喜樂、盼望，時時覺得前途充滿光明，用歡喜的心來



到主面前。 

當然，在這一年當中，我們的生活有喜樂有苦痛，但我們是否

願意信主來學習：為一年收成，懂得「歡呼」，用歡喜的心，「樂

意服事耶和華」。教會今天最大的需要就是遇見基督同在的彰顯，

我們相信其中一個最大的悲劇就是無法分辨一個觀念。在今日的

教會，就是我們把這個差異，就是「上帝無所不在的同在」與

「祂同在的特別的彰顯」的這個差異沒有分辨出來。表示祂無所

不在，祂在這裡，祂也在我的房間，祂也在我吃飯的餐廳，祂也

在大學裡面，祂也在酒吧裡面，上帝無所不在，因為祂是上帝，

祂是無所不在的。但我們知道「上帝無所不在的同在，跟「祂特

別彰顯的同在」是絕大不同的。其實很多教會只是滿足於上帝的

無所不在，其實，就是我們教會裡面有上帝顯明的彰顯同在。特

別是會友的「感恩」就是彰顯上帝的同在。 

 

   約翰福音九章 1~3 節「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

眼的。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

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

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讀到這段經文時常讓我覺得很感動，因為一般人的反應有時會像

門徒一樣，看到別人的苦難時，會問是不是有人犯罪、因此人才

被處罰而受到苦難呢？但神給了受苦者一個重要而有意義的答

案，為了要在他的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雖然未必每個受苦者都是因為神特別要在他們身上彰顯出神的作

為來，但是我相信，神要在每個人的身上彰顯出祂的榮耀，當一

個受苦難的人，能夠突破苦難的限制，發揮他生命的光輝，神的

榮耀也正在他的身上彰顯出來，他的苦難就成為彰顯神榮耀的管

道。 



 

（二）感恩是表達順服上帝的安排 

「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場的羊」（詩篇一百篇），表示神對

我們的保護和照顧、供給，不會讓我們遇到難以承擔的事，試看

自己這些年來的日子，誰是你的牧者？「神是你的牧者」？有時

我們會不知道耶和華其實是我們的牧者，祂透過生活的課題，讓

我們不斷的體會到上帝的存在，有些人的牧者與主人是「錢」，現

在景氣不好，誤以為有錢才是生活最重要的。主要告訴你，你是

祂創造的，是祂草場的羊。 

舊約時代開始，我們就一直面對一個問題，是否願意順服上帝

的帶領？當我們願意順服，就會充滿感恩，若反之，我們就只會

埋怨家庭、親人、同工，感恩就是順服上帝的安排，我們要清楚

知道，有時候禱告得不到幫助，上帝好像都不聽我們的祈求，但

是，若我們換一個態度來禱告，用歡喜讚美來稱頌主，感謝主，

很奇怪，那些內心的痛苦與不甘願，就會消失，所以，禱告時，

沒有一件東西，比讚美更能得到神的喜悅，也沒有一件東西，比

讚美更能祝福禱告的人。而讚美的根本價值，就是願意順服上帝

的帶領與保守。在新約時代，我們與主的關係就是「神聖親密的

關係」，因為「因信稱義」的體驗，所以活在「被愛被饒恕」才能

學習感恩，並回應主的愛，進而愛人與饒恕人。 

我們為自己的家人感恩，是因為我們相信，不管先生、太太、

孩子都是上帝安排在我們生命中，讓我們喜樂與成長（學習功

課），所以感恩表達順服上帝的安排。也讓家庭的氣氛，學習「感

恩」的氛維。否則只有被愛，沒有感恩，將造成價值觀的扭曲。 

我們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為孩子付出著，為什麼孩子卻認為

我們的付出無足輕重，為什麼孩子感不到父母的好，反而一味的

索取呢？做父母最大的悲哀，付出自己的全部，卻養不出感恩的

孩子。不懂感恩的孩子，其實是被父母“愛”出來的，不懂得珍惜，

容易滋生出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學會愛和給予，是孩子成長不可



或缺的環節。有句話說：每個懂得感恩的人，上帝都會帶給他更

多的幸福。養育孩子，不是只為換取孩子的安逸享受。而是通過

我們的行為和引導，教他們認識神，順服上帝帶領，學會愛和感

恩。 

 

（三）因得著上帝國，擁有感恩力量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所喜悅

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希伯來書十二:28） 

感恩節對我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的人生快樂與否，就在

於他是否懂得感恩。若是懂得感恩，他的一生會過得很快樂，若

是充滿埋怨，他會活的很痛苦。所以，感恩能改變人的一生，使

生命變得有意義。因為內心有個「無法震動的上帝國」，所以外界

的環境無法打敗我們，我們每天內心都是聖靈充滿，有平安喜

樂。 

從兩方面來談感恩，一是對上帝，二是對人表示誠心的感謝。

人生當中遇到困難、痛苦的時刻，上帝幫助我們，週遭的人也伸

出援手來陪伴我們度過，我們才能順利地度過一生。因此很奇妙

的是，基督徒遇到苦難時，反而事後呈現的是更多的感恩。所以

「聽到主的聲音」，打開屬靈的五官，領受到上帝恩典，才能透由

「感恩」，彰顯主同在的喜樂。能夠「感恩」，不是外面環境是否

順利，而是「屬靈的眼光」是否打開，看到內心的主同在。 

感恩的定義就是在聖潔、公義的神面前，承認自己的全然不配

及不足，感恩的心便油然而生，因為神饒恕我們，所以我們饒恕

別人。我們是至微小的，可是神卻如此愛我們，因此來感謝神；

我們並非什麼人物，不配也不夠資格，可是父母及身邊的人卻都

愛我們，當我們領受到他們的愛時，便產生了感恩的心。但是，

若我們認為自己就是如此重要，別人理當如此對待我們、愛我

們，便失去了感恩的心。我們到底為何可以感恩？這讓我從新思

考以下情形: 



（1） 沒有苦難時，一切平順，所以感恩。  

（2） 目前正在苦難中，無力感恩，但願意用正向情緒來學習接

納。（苦難時遇見上帝，知道主是我們的王） 

（3） 苦難時，相信「苦難背後必有上帝的祝福」，事後証明得

勝來感恩。（最典型）  

（4） 曾經苦難後，對上帝感恩，願意更深化行動改變自己，以

至「恩上加恩」感恩思考-「要連本帶利」贏回來！  

 

即使我們一切都平順，沒遇到什麼人生大苦難，但我們除了感恩

外，我們更清楚上帝的心意，讓我們不停留在「舒適圈」，反而願

意委身讓主使用的價值觀，因著這樣的「價值觀」我們會發現生

命會有神蹟，也會有更多的感恩。1971 年馬偕博士來到台灣，將

教育及醫療等帶進台灣，為台灣貢獻良多。「寧願燒盡，不願鏽

壞。 Burn out rather than rust out.」是馬偕博士的精神名言， 不論

面對什麼樣的困難，什麼樣的挑戰，都以這樣的名言自勵。可見

無論自己的處境如何，因為內心有無法震動的上帝國，我們就會

產生「感恩的力量」。 

 

四、自己的感受 

今年我收到一份感恩節禮物-就是 11/16-18（一-三）與葉牧師參加

「國度合一，禱告同行」的特會，學習到「禱告復興小組」RPG

的運作與精神，讓我發現「禱告復興小組」就是推動與操練「感

恩」的最佳場所。 

 

「禱告復興小組」RPG 是個禱告運動，由楊道諾牧師來台灣組織

的一萬個禱告復興小組（可在電腦上查羔羊戰士 19集），不管是

個人靈修禱告，或是二、三個人聚集在一起的禱告塔，都必須先

處理 3個問題，一、要親近神，挪去心中「孤兒的靈」。二、挪去

心中的不饒恕，學習饒恕、修復生命中的傷害。三、打破生命中



的堅固營壘。禱告最重要就是訴諸行動，按著主禱文的禱告架構

開始，夫妻的 RPG 可以先從每天 5分鐘開始，夫妻彼此祝福，即

使另一半沒信主，也可以為對方祝福禱告，為兒女祝福禱告。當

我們開始這樣做的時候，聖靈就會帶領禱告，賜下祝福；職場

RPG 同樣也會改變職場屬靈氣氛，我們尋找另一位屬靈同伴，一

起禱告神，為職場禱告，為公司、業務祝福。當教會不分宗派，

同心合意呼求神的國降臨，因著禱告，聖靈就會帶下轉化，祝福

家庭、職場、教會，同時也會祝福列國。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抱怨不滿足的理由，不論是關於家庭、工

作、孩子..，但是，我們是否願意選擇用感恩態度面對一切。 很

簡單，一個基督徒靈性如何，就能看出未來的生命如何，基督徒

若願意學習選擇感恩，不管遇到什麼境遇，都能勇敢面對，唯有

感受上帝恩典，才能體會上帝的帶領與保守。每天我們都有七個

感恩。每天學習寫「感恩日記」。 

 

1. 感恩每一天你還活著 

2. 感謝已經擁有的，想要卻還沒擁有的，求主帶領。 

3. 給予越多，得到越多 

4. 生活就是接受改變 

5. 懂得感恩，才能學會放下 

6. 感恩，就是懂得回饋 

7. 感恩，就不會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 

 

 此時，我要表達對家人與同工的支持表達感恩，無論是小會員、

執事，辦公室主任與執事、同工、小組長、以及許多默默服事的

「教會利未人」（詩班、櫥房、代禱者、早禱、音效同工等等）來

感恩。 

感恩必然有所奉獻。雖然無心的感謝神不喜悅；但只在口頭感

謝，卻沒有感恩的行動，就顯得更虛偽了！詩篇五十篇 23節說：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對基督徒來說，每天的

生活，都是充滿上帝恩典與感恩的日子；基督徒時常獻上感恩，

上帝便得著榮耀。「凡以感謝獻上為祭」這句話，也顯明感恩與奉

獻不可分割。但無論用牛羊或財物，都不是上帝真正要的祭；祂

所要的是出自人感恩的心，而樂意獻上自己的祭。因為我們相信

「時間、金錢、恩賜」所有權都是上帝的，我們只有「管理權」。

我們只能盡自己管家責任，照主心意來服事他。 

明年我們因為長執改選，有新的方向與力量。我們感謝主，張

福平執事推動「千萬宣教基金」，也率先奉獻一百萬，想幫助教會

邁向千人聚會目標前進，明年事工無論是教會軟硬體需要，都成

為事工最佳的後盾與支援。此次感恩節奉獻，我們有感動者可以

加入。 

   

五、結論 

     總而言之，基督徒應該常存感恩的心。神既然明說，以感謝

獻上為祭的就是榮耀祂，等於告訴我們，常感恩的生活就是討祂

喜悅的生活。常存感恩圖報的心，必使我們滿足於上帝所給我們

的恩典，而使我們更有能力靠主勝過現實的困境而有喜樂；常存

怨懟之心態，則使我們陷入怨天尤人的痛苦中。凡存私心求自己

榮耀的，必不能經歷上帝的同在；凡求上帝喜悅而常獻上感謝為

祭的，必蒙祂悅納而生命長進。 

 

哈巴谷這位先知，也是用悲傷求救的心情來到主面前，跟上帝埋

怨他所遭遇的不公平境遇，但他的結論是：「雖然無花果樹不發

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

羊、棚內也沒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 神喜

樂。」（哈巴谷書 3:17-18）這就是我們信仰的本質，每一件臨到你

身上的事情，都是值得感謝讚美的。 

    讓我們今天與上帝簽訂「感恩之約」領受主同在的平安喜



樂！緊接著，將進入待降節期，教會以期待的心等候耶穌降生，

預備君王的臨到。耶穌成為生命的君王是基督徒值得感恩的事；

然而，耶穌在我們生命中，掌管我們生命佔有多少比重？我們又

獻上什麼代表感恩的心意呢？在感恩節期獻上的祭物，某些程度

也代表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中是什麼樣的王，和我們願意呈現的

生命！ 

 

討論題綱： 

1. 感恩節的由來與當今的如何銜接，你體會其中的信仰精神嗎？ 

2. 再思以弗所書五章 19節所記：「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

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如何在今日教會以詩歌再詮釋與

再創作？ 

 

代禱事項： 

1. 為教會舉行的「感恩節」禮拜設計者，及設計的內容能榮耀神

禱告。 

2. 為教會「千萬宣教基金」的募集代禱。 

 

祈禱文： 

親愛的上主，我們要稱謝進入 恩典的門，以讚美進入 的院，要

感謝祢，稱頌祢的名。因為，祢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是賞賜一

切的主，更是豐富的主。在一年一度的感恩節慶中，我們再次體

會這世界是祢所造，並願意以心靈與誠實在祢面前還我們所許的

願，單單順服與榮耀祢的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為教會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設計本土化的感恩祭主日

禮拜。 

2. 透由「屬靈眼光」，發覺「個人」「家庭」「教會小組」的感恩



事項。 

3. 參與「禱告復興小組」RPG，讓自己開始學習以感恩面對自己

的困境與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