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的生活-感恩節禮拜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疫情下感恩節的感恩」 
    首屆「2021南島國家祈禱會」十一月 25日於高雄靈糧堂舉

行，主題為「臺灣帶給世界的禮物」。感恩節是人們為過去一年表

達感恩的日子，也是神的子民向神獻上感謝的日子。在十一月 25

日感恩節這天，做為「南島文化母親」的台灣，要獻給上帝與世

人的禮物，是召聚南島國家的原住民族群站出來，從東方海島台

灣發出南島諸國禱告祭壇的讚美呼聲，實踐以賽亞書廿四章 15節

的預言！「你們要在東方榮耀耶和華，在眾海島榮耀耶和華—以

色列 神的名。我們聽見從地極有人歌唱，說：榮耀歸於義人。」 

  「南島國家祈禱會」由高雄市長陳其邁親自率領市政團隊蒞臨

參與，並歡迎自南島各國前來的駐台大使，一同參與南島國家祈

禱會。在祈禱會中並邀請眾牧長為總統、為台灣禱告，讓上帝的

祝福和豐盛，臨到台灣與南島國家。 

   很奇妙的是，高雄市市長陳其邁上台致辭表達，他重申去年

與高福盟聚餐的心底話，他記得國際疫情剛開始爆發時，他還在

行政院工作，台灣是第一個對中國發出登機檢疫的國家。他說：

「雖然我身為一個公衛專家和醫師，但台灣要如何守住疫情，除

了神蹟之外，沒有其他可能，真的要非常感謝上帝！非常感謝上

帝的祝福與眷顧，讓台灣成為亂世福地。」陳其邁市長補充說

道：「我相信，我們有無比信心、不畏挑戰，勇往直前的力量，就

是上帝的祝福！」最後用「哈利路亞、讚美神」作結束。這得到

眾人熱情掌聲的回響。再由牧者為市長祝禱。在感恩節，由市長

表達對上帝的「感恩」格外令人感動。 

  其實對基督徒而言，能夠感恩是必須「刻意學習」留意聖靈的

作為（即世俗所謂轉念），願意放下老我的執著，看到上帝的愛與

心意，才能夠向神「頌讚」、向人表達感恩（為人加值與成全）。

否則「感恩」一句話，只能成為世俗人互相打呼召的「口頭禪」，

或是要求別人執行對自己「感恩」的「工具化」思考。 



  今天我們也看到二位會友在感恩節的見証-張允慧執事以及林雅

惠姐妹，看到神蹟奇事在她們身上彰顯，讓她們開屬靈的眼光，

看到上帝的作為。 

 

一、思考的焦點.  
1. 在感恩節時，我們是否領受自己被上帝（人）所愛，知道被

愛，所以願意「破碎老我，領受新我」不再與主摔角，學習赦

免與感恩？ 

2. 我們是否期待人生是個充滿神蹟與「感恩」的生活，內在有

「無法震動的上帝國」嗎？ 

 

二、參考經文：《耶利米書二十七 8，腓立比書四 6-7，
希伯來書十二:28》 

 耶 27:8 「無論哪一邦哪一國，不肯服事這巴比倫王尼布甲尼

撒，也不把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軛下，我必用刀劍、饑荒、瘟疫

刑罰那邦，直到我藉巴比倫王的手將他們毀滅。這是耶和華說

的。」 

腓 4: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

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4: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

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來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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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態度 

「無論哪一邦哪一國，不肯服事這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也不

把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軛下，我必用刀劍、饑荒、瘟疫刑罰那

邦，直到我藉巴比倫王的手將他們毀滅。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二十七:8） 

由每日活水進度-耶利米書，我們學習一件重要的人生功課，有

時我們遇到的困難，很有可能是主精心設計的。解決問題第一個



答案，就是走向內在（不是問外在如何解決問題，而是問內在到

底那裏遇到困擾）覺察自己是「內在見証者」或是只是常抱怨，

愛評判的「評論者」？只停留是「問題的發現者，卻不是問題的

解決者」？ 

讓我們能夠眼光不再向外尋求解決問題，反而是向內尋求上帝

旨意，若能夠認罪改變自己，就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

千萬不要，自我為義採取對抗「仇敵」，因為你的「仇敵」上帝最

會依然會管教（如巴比倫最後還是被上帝審判而滅亡）。有時候，

仇敵是上帝使用來管教我們的工具，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反擊，反

而是與上帝對抗摔角。所以遇到困難，而反是感恩上帝，讓我們

能夠產生內省，與主重新聯結。因為情緒是上帝所賜奇妙的恩典

線索，讓我找到「回家的路」。因為感恩，所以才能「敞開心，讓

事件通過」、放下，終結負面循環、跨出心牆，超越自己，不必將

傷害留在自己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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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學習」：為一年收成，懂得「歡呼」，用歡喜的

心，「樂意服事耶和華」-服事不是出於勉強（彼前五:2），不是因

為屈就宗教儀式來歡喜，乃是因為「願意」，「甘願做，歡喜受」，

這樣就可以體會上帝這一年中所賜給我們的滿滿恩典，這是生命

態度的選擇，不是「哀求」而是歡呼。 

一次，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家失盜，被偷去了許多東西，一位

朋友聞訊後，忙寫信安慰他，勸他不必太在意。羅斯福給朋友寫

了一封回信：「親愛的朋友，謝謝你來信安慰我，我現在很安全。

感謝上帝：因為第一，賊偷去的是我的東西，而沒有傷害我的生

命；第二，賊只偷去我部分東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慶

幸的是，做賊的是他，而不是我。」。 

 

對任何一個人來說，失竊絕對是不幸的事。可是羅斯福卻從

中找出感恩的理由，他的優秀人格和處世哲學，正是提醒我們要

學會感恩！擁有一顆感恩的心，像羅斯福那樣換種角度去看待人

生的失意和不幸，你就會總會保持健康的心態、完美的人格和進



取的信念。感恩生活，生活將賜予你燦爛的陽光；感恩並不是要

你給自己心理安慰，它也不是對現實的逃避。感恩，是一種歌唱

生活的方式，它來自對生活的愛與希望。 

    

（二）感恩是表達順服上帝的安排（過去與未來）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

所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腓四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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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疫情景氣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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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感恩是自己可選擇的生命態度。但世俗中常會遇見具

有「受害者情結」的人，他們會在生活中反覆地將自己推向痛苦

的邊緣，而且會把這種痛苦傳染給身邊的每一個人。他們因為內



心十分空虛和恐懼，所以幾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空虛

和恐懼上，並且被一種莫名的焦慮支配。有「受害者情結」者，

是一種由長期的無助感、自卑感、消極性和敵意所形成的應對人

生處境的方式，「受害者」們不會嘗試去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或是

靠自己的思考內省來面對難題，而是會去尋找心目中能夠幫他們

伸張正義的強者或承擔責任的代罪羔羊來拯救他們。但往往最後

結局是讓他們更多的抱怨與憤怒。其實我們唯一信靠的對象就是

主，若我們願意交託給主，表達順服上帝的安排（無論是過去或

未來），就能用讚美與感恩迎戰外面的環境與困境。 

偉大發明家愛迪生，在發明留聲機後不久，有—位記者前來

訪問他：「愛迪生先生，你從小就有耳疾，這是否算是你—生中最

大的遺憾.愛迪生點頭回答說： 「以前的我，曾有這－種感覺，但

後來再想想，卻覺得這樣反而對我更好，因 為我小時候，表現非

常差，幸好我的耳朵不好，聽不到別人的嘲諷、是非、消極，我

可以更加專心，努力做事。」  

又有—次，愛迪生的實驗室發生了火警，全屋燒了。事後又有記

者前來訪問他：「愛迪生先生，那一次的大火是否對你造成嚴重的

損失？」 愛迪生輕鬆回答說：「不！ 剛剛相反呢！ 那一次大

火，燒了我很多面臨瓶頸的草稿，當我必須從新來過時，我反而

因這次大火，脫離過去的框框，找到新的途徑，讓我的研究因禍

得福， 又更進了—步，真的感謝上帝啊！」 

 

（三）因內在上帝國，擁有感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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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十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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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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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才能順利地度過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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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就是十字架的愛，讓我們能夠由「老我到新我」的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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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代，許多年輕人越來越不懂得感謝父母，他們

認為父母愛子女、養育子女是理所當然，子女要求什麼就應該得

到，不知道要感恩；若是能體會父母的愛，辛苦的養育栽培，我

們實在不配，便產生感謝，不會有埋怨。 

我們到底為何可以感恩？這讓我從新思考以下情形: 

⑴ 沒有苦難時，一切平順，所以感恩。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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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不要因為這

個事件而煩惱，因為相信上帝的賞賜會更多，上帝必不會

離棄我們，凡事都要感恩。(要為感恩，看到聖靈的啟示與

作為彰顯) 

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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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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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己的感受 
   美國感恩節的故事，本身就是表達在苦難中，對上帝的信任，

所以選擇「感恩的生命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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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斯福總統。當他還是參議員時，英姿煥發，英俊漱灑．才華

橫溢．深受人民愛戴。有一天．他在加勒比海度假．游泳時突然



感到腿部麻痹，動彈不得。幸好，被人救起，避免了一場悲劇。

經過醫生的診斷，羅斯福被證實患上了「小兒麻痹症」。小兒麻痹

症的羅斯福，醫生對他說：「你可能會喪失行走能力。」羅斯福回

答說：「我還要走路，我要走進白宮。」。第一次競選總統時．他

對助選員說：「你們布置一個大講台，我要讓所有的選民看到這個

得小兒麻痹症的人，可以『走到前面』演講，不需要任何拐

杖。」當天，他穿著比筆挺的西裝，面容充滿信心．從後台走上

講台。他的每次邁步聲，都讓每個美國人深深感受到他的意念和

十足的信心。後來。 羅斯福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連任四屆的

偉大的美國總統。 

對基督徒而言，很多事情的成功，最主要的是相信主的應

許，所以有靠不屈不撓的意志力與絕對的信心。老是以自己本身

某部分的缺陷，限定自己的能力的人，只是找藉口來掩飾自己害

怕失敗的心理。生命本身是一種挑戰，即使自己有缺陷，但是只

要不認輸，肯努力去證明自己某方面的本領，一定能獲得成功。

若我們用感恩面對困境，我們將看到生命的「逆轉勝」。 

   「對現在感恩不會減損我們對未來成功的企圖心」，反而因為

有「感恩生活」，我們就能活在「真正幸福中」。上次我們有介紹   

泰勒·本·沙哈爾博士「幸福的方法」給了我們一個幸福的四象限，

代表了四種不同的人生態度和行為模式。 

第一種價值觀：「現在幸福，未來不幸」的及時行樂型。（四處逃

避壓力。） 

第二種價值觀：「現在不幸，未來可能也沒法幸福」的無助型。

（在洞內自哀自 

第三種價值觀：「現在不幸，但是未來會幸福」的忍辱負重型（目

標導向型） 

第四種價值觀：「現在幸福，未來也幸福」的快樂開朗型（幸福人

生型） 

快樂有不同的樣子，要能體會到此刻的快樂。我們的人生也可以

如此，我們的人生目標可能是那個快樂的巔峰，但是在這個路途

中，仍能享受到其中的快樂：上山是快樂，下山也是快樂。這



樣，人生所積累下來的全是快樂的相冊，而不是痛苦的回憶，這

就是幸福的方法。 

   週四（11/25）感恩節，我們教會「牧養領袖訓練」，表達岡山

教會要塑造⑴熱情招待的文化⑵感恩的文化⑶裝備造就的文化

（門訓的文化）⑷傳福音的文化⑸加值的文化（成全的文化）⑹

慷慨的文化。⑺最後是「管家」的文化（僕人）。最近自己的女兒

安雅在韓國因為疫情被隔離時感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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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老我到新我） 

每天你張開眼的那一剎那，你是否覺得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還是你不這麼覺得？當你懂得感恩，把每天都當成美好的一

天，你就會變得比較開心。下次早上醒來，不妨大口呼吸一下

新鮮空氣，感謝自己還活著，感謝今天可以活出自己的生命，

當你能夠以感恩的心來面對每一天，你將會發現自己變得更快

樂。不是目標達到才快樂，而是在過程中就快樂。 

2. 感謝已經擁有的，想要卻還沒擁有的交託給主（看自己有的，

不看自己沒有的） 

許多人常常抱怨自己缺少什麼，卻從來不看看自己已經擁有

的，許多人常犯的錯誤，便是將已經習慣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

例如家人、朋友、友誼、房子、車、工作、薪水…等等，許多人

看不見自己已經擁有的，卻抱怨自己沒有的東西。其實，只要努

力看看自己周遭，就會發現自己擁有的東西還真不少，對於還沒

擁有的東西，抱怨是沒有用的，想要。 

3. 給予越多，得到越多（施比受更有福） 

記得，給予越多，你將來得到的越多。許多人總是希望自己先得

到些東西才付出，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如果你不先付出，何來

得到？你總得先證明你值得擁有更多。那些懂得先給予付出的



人，最後總是能夠得到更多。 

4. 生活就是接受改變（不再恐懼突破） 

每一個你經過的時刻都不會再重來，生活就是要懂得接受改變，

並且學會感恩。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你今天擁有的

很可能在明天失去，而今天失去的，將來很可能再度擁有，因

此，接受生命就是充滿改變，但要懂得活在當下。 

5. 懂得感恩，才能學會放下 

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不會對過去的事物感到後悔，因為他們明白

過去發生的事已無法再改變，因此，我們能把握的只有此時此

刻。從過去學習，但不要住進去了，學會感恩，你就會把過去的

經驗視為人生的一種經歷、一堂課，而不會久久無法忘懷。「人生

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6. 感恩，就是懂得回饋 

感恩，意味著你能夠付出、回饋一些東西。任何曾經幫助過你的

人，要試著回饋對方；任何向你伸出過援手的人，要找機會償

還；如果你不懂得感恩，就會將別人的幫助與付出，視為一種理

所當然。 

7. 感恩，就是學習「為人加值」 

真正的感恩，就是不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包括別人的幫助與給

予，懂得感恩，你就不會認為別人一定得要幫助你。真正的感

恩，是付出大於給予。感恩，就是學習「為人加值」。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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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書三:1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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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走人的任何東西，但有一樣東西不行，那就是在特定環

境下選擇自己生活態度的自由。──德國小說家 法蘭克．薛慶。苦



難環境有時讓我們無法感恩，信仰過程有希望也有失望，但是，

他願意選則感恩，這就是為真理作見証，清除偶像，體會上帝的

帶領。 

    讓我們今天與上帝簽訂「感恩之約」領受主同在的平安喜

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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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當你面臨選擇和決定時，耶穌在哪個位置呢？祂在你

生命中的存在會影響你的決定和選擇嗎？你能夠順服與感恩

嗎？為什麼？ 

2. 如果要獻上一年的感恩，你覺得奉獻什麼最能代表你今年所經

歷的恩典？ 

 

代禱事項： 

1. 請為所屬教會的基督徒禱告，以及為今年教會「幸福小組」推

動禱告，願大家能對生命懷有感恩的心，常常思想回應耶穌基

督的恩典，也能讓耶穌在我們生命中掌權做王！ 

2. 請為自己禱告，做人生重要的決定時，讓耶穌都參與在其中，

而不是自己思考決定一切。 

 

祈禱文： 

愛我們的上帝，感謝祢對我們每個人的一生，有不同的安排、不

同的計畫，讓我們把握時間，在我們還有力氣的時候，在我們的

位置上，結出福音的果實。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在生命中尊祢

為王，使祢掌管我們的生命，讓我們能一生走在祢喜悅的道路

上。更讓我們學習每年年終時刻，獻上一年的感恩，不單是金錢

的奉獻，更是我們的生命和所有。祈求祢幫助我們，有智慧的眼

光，來看我們一生的年日，把握生命的機會，做最好的努力與選



擇。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試著在今年的感恩節期，用不同的方式獻上感恩的心。 

2. 試著參與「幸福小組」與「福音月」，跟別人分享自己生命中

上帝掌權帶來的喜悅和生命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