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為神恩惠的感恩者



成為神恩惠的感恩者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Always be joyful.  Never stop praying.  
Be thankful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who belong to Christ Jesus.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6-18, NLT）



為『百般恩賜』來感恩



為『百般恩賜』來感恩

We seldom think of what we have  
but always of what we lack.   

我們很少想到自己所擁有的、 
而都是在想自己所沒有的。 

— by German Philosopher Arthur Schopenhauer 



為『百般恩賜』來感恩

在英國，許多教會常會把兩個字 
雕刻在教堂的石壁上： 

『Think、思想』與『Thank、感恩』。 
我真希望也能將這兩個字 
張貼在我們生活各個層面中， 

無論是在家裡、在車裡、在學校裡、 
或在職場裡，做為自己的提醒。 

— by by Hal Urban from his book  
『Life's Greatest Lessons: 20 Things That Matter』



為『百般恩賜』來感恩

各樣美善的恩賜、 
和各樣全備的賞賜、 
都是從上頭來的， 

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Every good present and every perfect gift  
comes from above, from the Father  
who made the sun, moon, and stars. 

（雅各書：一17a, GW）



為『百般恩賜』來感恩

神的創造、Creator 

神的計畫、Planner 

神的救贖、Savior 

神的塑造、Modeler 

神的引領、Leader 

神的供應、Sustainer 

神的保守、Protector



為『百般恩賜』來感恩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Use whatever gift you’ve received  
for the good of one another  

so that you can show yourselves  
to be good stewards of  

God’s grace in all its varieties.  

（彼得前書：四10, VOICE）



在順境時⋯  

讓我們『常常喜樂』 
並『Think、思想』 

為『百般的恩賜』來感恩！ 

為『百般恩賜』來感恩



為『夠用恩典』來感恩



為『夠用恩典』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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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夠用恩典』來感恩

Gratefulness is a decision and not an emotion.   

『感恩』是一個『決定』、 
而不是個『感覺』。 

— by Holley Gerth from her article  
『Being Grateful Ain’t Always Easy』on 2018/11/14



為『夠用恩典』來感恩

我的恩典彀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哥林多後書：十二9a, NIV）



為『夠用恩典』來感恩

我的心哪、你要仍歸安樂， 
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Be at peace again, my soul,  
because the Lord has been good to you. 

（詩篇：一百十六7, GW）



在逆境時⋯  

讓我們『不住禱告』 
並『Remember、記得』 

為『夠用的恩典』來感恩！ 

為『夠用恩典』來感恩



為『各樣恩待』來感恩



為『各樣恩待』來感恩

我每逢想念你們， 
就感謝我的神。 

Every time I think of you,  
I give thanks to my God. 

（腓立比書：一3, NLT）



為『各樣恩待』來感恩

當我們『愛神』、 
就會懂得向神『感恩』， 

 
當我們『愛人』、 

就會懂得向人『感恩』， 
 

因為在『愛』裡、必會有『感恩』。 

—  from『曠野微聲 2021-11-18』



為『各樣恩待』來感恩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 
禱告、代求、祝謝。 

First of all, I ask you to pray for everyone.  
Ask God to help and bless them all,  
and tell God how thankful you are  

for each of them. 

（提摩太前書：二1-3, CEV）



為『各樣恩待』來感恩

It wasn’t real thankfulness  
if it wasn’t expressed.  

若是沒有表達， 
感恩、不是真的感恩。 

— by Hal Urban from his book  
『Life's Greatest Lessons: 20 Things That Matter』



為『各樣恩待』來感恩

拿俄米對兩個兒婦說、 
你們各人回娘家去罷、 
願耶和華恩待你們、 

像你們恩待已死的人與我一樣． 

願耶和華使你們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 

（路得記：一8-9）



在每時刻⋯  

讓我們『凡事謝恩』 
並『Express、傳達』 

為『各樣的恩待』來感恩！ 

為『各樣恩待』來感恩



成為神恩惠的感恩者



成為神恩惠的感恩者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Always be joyful.  Never stop praying.  
Be thankful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who belong to Christ Jesus.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6-18, NLT）



養成『不發怨言』 

撰寫『感恩週記』 

默念『感恩週記』 

傳達『心中感恩』

成為神恩惠的感恩者



成為神恩惠的感恩者

順境中『常常喜樂』 
Think!   思想！ 

為『百般恩賜』來感恩！ 

逆境中『不住禱告』 
Remember!   記得！ 

為『夠用恩典』來感恩！ 

每時刻『凡事謝恩』 
Express!   傳達！ 

為『各樣恩待』來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