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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十一月总会让人想起感恩节来。在美国

的传统里，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举国欢庆，每家每户便会围聚在一起享用一顿丰盛的感

恩节晚宴。宴席上一家大小不仅可以尽情品尝丰富的美

食外，它也是一家人在一起感谢上帝赐福的美好时光。

  基督徒对神的感恩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恩节的日

子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从神所领受点点滴滴的恩

典，我们都应该向神献上感恩。感恩的意义在于将神赐

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向上帝陈明我们对祂的感激之情。

基督徒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应当向神献上感恩。顺境中

我们很容易感恩；然而一个在逆境中，却仍然能够向神

感恩的人，就是认识神，也是对神信赖的见证！ 

感恩的生命产生恩典分享的行动

基督徒可以通过感恩的行动将感恩的生命流露出

来。感恩的生命所产生的行动不但使别人在领受了人的

恩典之后产生更多对神的感恩，同时这样的行动也会使

得更多的生命成为荣耀上帝名的生命，且对神感恩的心

能代代相传下去！

林后9：11－13“你们既然凡事富裕，就可以慷慨

地捐输，使众人借着我们，对神生出感谢的心。因为这

供应的事，不仅补足了圣徒的缺乏，也使许多人对神感

谢的心格外增多。众圣徒因为你们承认和服从了基督的

福音，并且慷慨地捐输给他们和众人，借着你们在这供

应的事上所得的凭据，就把荣耀归给神。”

感恩的生命产生爱与关怀的行动 

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神藉着我们的父母与亲

友、配偶与孩子、师长与同事等带给我们许多心灵、精

神与物质上的福乐。我们从他们领受的爱与关怀，多是

无私的，不图回报的，美丽并令人难忘的。之后，我们

再施予更多的爱与关怀的行动，从而将神的爱、人的关

感恩的生命

林燕莲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taidu/index1.html


怀继续传递下去！感恩的行动并非为了报恩，因为永远

无法回报清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神也会把喜乐赏赐

给他，使他的人生变得更加绚丽多姿且有意义！

林后8：7－9“你们在一切事上，就如信心、口

才、知识、热情和爱我们的心，既然都是富足的，那

么，在这慈善的事上，也要显出你们是富足的。我这样

说，不是吩咐你们，而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考验你们的

爱心是否真实。你们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的：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要使你们因他的

贫穷成为富足。”

感恩的生命产生牺牲与奉献的行动 

常常感恩的人对神对人不麻木，因感恩的行动是

一种善良的行为。对于神赏赐给我们的各样恩惠以及

给予过我们福乐帮助的人，我们都应当真心地去感谢

他们。感谢他们竭尽所能，一味给予且不求回报付出心

血、精神和时间，他们的牺牲也是我们永远无法报答

的。领受了他人带着牺牲成分的恩惠后，在我们回馈恩

典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对他人牺牲与奉献的行动。 

林后8：1-3：“弟兄们，我现在把神赐给马其顿

众教会的恩典告诉你们：他们在患难中受到极大的考验

的时候，他们满溢的喜乐和极度的贫乏，汇流出丰厚的

慷慨来。我可以作证，他们是按着能力，并且是超过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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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生命产生敬畏上帝的行动

感恩的生命除了会产生分享恩典、爱与关怀和牺

牲与奉献的行动外，感恩的行动也产生出敬畏上帝的行

动，那是高尚、纯洁、讨神喜悦的行为。一个敬畏神的

人会加强并深化对神的爱，使他越发顺服神！基督徒当

如何表现对真神的敬畏呢？就是将感恩的生命通过感恩

的行动流露出来。感恩的方式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金钱

的奉献。帮助贫穷的孩子们和孤儿寡妇就是一种敬虔的

行动。神也欢喜将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敬畏祂的人。我们

还要感谢神赐给我们有奉献和帮助别人的能力呢！

徒10：1-2“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

敬畏神，对人民行过许多善事，常常向神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期的代祷通讯中，我把

各个宣教工场，特别是一些贫困山区中同工与孩子们的

需要列了出来，并以筹集圣诞礼物的方式帮助他们达

成这些愿望。盼望神感动您，使您愿意真心伸出援手。

您感恩的奉献对许许多多山区里贫穷的人来说就如大海

中的灯塔，又如沙漠中的绿州，他们需要您的支持和帮

扶！

如果您愿意这么做，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

感恩的奉献
就如大海中的灯塔，
又如沙漠中的绿州！ 

我愿意赠送下列的圣诞爱心礼物：

数量	 礼物

            冬装外套，每件S$33 (RM84)  
            棉被，每张S$17 (RM44)                         
            雨衣，每件S$5 (RM13)                           
            拖鞋，每双S$4 (RM10)                                      
            圣经参考书，每本S$20 (RM51)              
            儿童圣经，每本S$13 (RM33)                  
            维他命C丸，每瓶S$26 (RM67)                   
            烫伤药膏，每打S$18 (RM46)                                
            手提电脑，每台S$665 (RM1,700)  
            桌面电脑，每台S$665 (RM1,700)     
            数码相机，每台S$250 (RM640) 
            琴键，每台S$955 (RM2,445)                              
            吉打，每支S$130 (RM333)                                                                                                     
            投影机，每台S$665 (RM1,700)                        
            发电机，每台S$1,235 (RM3,162)       
            急救箱，每个S$280 (RM717)
            电单车，每台S$2,465 (RM6,310)                             
            电单车（二手），每台S$708 (RM1,012)                                                                                                                               
            剪草机，每台S$362 (RM927)   
            脚踏车，每台S$157 (RM402)                                 
            文具，每套S$7 (RM18)
            书包，每个S$11 (RM28)
            U盘，每个S$10 (RM26)
            刷牙用具，每套S$11 (RM28)
            米，每包 S$40 (RM102)         
            小猪，每头S$88 (RM225)
            母猪，每头S$250 (RM640)      
            小牛，每头S$790 (RM2,022)                                                                                                                                 
            母牛，每头S$1,176 (RM3,011) 
            小鸡，每打S$13 (RM33)   
            厕所，每间S$732 (RM1,874 )   
            柠檬树苗，每棵S$4 (RM10)
            芒果树苗，每棵S$5 (RM13)                          
            机器挖井，每个 S$1,444 (RM3,697）
            人工挖井，每个S$724 (RM1,853)

奉献总额：S$/RM                                                     

（余学敏，恩慈之家的孩子） 

我是一名傈僳族基督徒，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家里兄

弟姐妹七人，我排行老幺。虽然我们的生活非常贫困，但是全家人

在一起朝夕相处一直充满着温暖、快乐和幸福。可是，好景不常，2002年的一个夜晚，传来了爸爸辞

世的消息。接着妈妈也被生活的担子压垮病倒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也都只好休学。以前家里的温馨欢

乐时光，一霎间象水蒸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我们全家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主耶稣的救

恩临到了我们。感谢祂怜恤软弱无助的孤儿和寡妇，在父神的引领下，我们于2004年3月住进了恩慈之家。刚

开始的时候，我很不喜欢住在这里，心里不舒服，因为它会提醒我自己是一名孤儿。可是慢慢我发现，这里是

有神的荣光普照，是神爱充满的地方，这就是天堂。渐渐地，我完全融入了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从恩慈之家老

师们脸上绽放出来最真诚的笑容与热情的眼神里，我重新找回了以往家的幸福和快乐！我也非常感恩我又可以

重新回到学校里念书。住在恩慈之家，父神让我深深体会到祂的爱！感谢恩慈之家在我的父母无法照顾我的时

候向我伸出援手，接纳一个像我这样的孤儿，并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永不止息的爱。

亲爱的赞助者，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恩情、关爱、代祷和支持。将来有一天，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

要学习您，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以报答父神的恩惠以及您对我的恩情！

感恩的生命
产生敬畏上帝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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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装外套
需要：298件

每件S$33

文具
需要：180套

每套S$7

琴键
需要：3台

每台S$955

棉被
需要：500张

每张S$17

圣经参考书
需要：392本

每本S$20

发电机
需要：1台

每台S$1235

雨衣
需要：2300件

每件S$5

儿童圣经
需要：50本

每本S$13

手提电脑
需要：2台

每台S$665

书包
需要：2457个

每个S$11

数码相机
需要：30台

每台S$250

烫伤药膏
需要：13打

每打S$18

吉他
需要：8支

每支S$130

投影机
需要：1台

每台S$665

桌面电脑
需要：28台

每台S$665

急救箱
需要：6个

每个S$280

脚踏车
需要：5辆

每辆S$157

厕所
需要：37间

每间S$732

机器挖井（需要：9个）

每个S$1,444
人工挖井（需要：7个）

每个S$724

小鸡
需要：110打

每打S$13

维他命C丸
需要：50瓶

每瓶S$26

U盘
需要：32个

每个S$10

剪草机
需要：1台

每台S$362

刷牙用具
需要：50套

每套S$11

您感恩的奉献能帮助宣教工场上许多的需要。
您感恩的奉献将使许多有需要的人产生更多对神的感恩！ 

小猪（需要：42头）

每头S$88
母猪（需要：30头）

每头S$250

拖鞋
需要：2320双

每双S$4

(新) 需要：22辆

每辆S$2465
(二手) 需要：4辆

每辆S$708

米
需要：90包

每包S$40

小牛（需要：12头）

每头S$790
母牛（需要：10头）

每头S$1176

柠檬树苗(需要：501棵)

每棵S$4
芒果树苗(需要：38棵)

每棵S$5

电单车

（张琴，耕耘学生中心的义工）

我是张琴，今年六月刚刚加入耕耘学生中心这个大家

庭。在中心里我是以义工的身份协助教导华文，也帮

忙整理“儿童助学金”部门的资料。感谢神赐给我基督的生命！

到耕耘中心服侍是我回应神恩典的机会，这也是神赐给我又一个更大的

恩典！因为在这里，神为我预备许多爱我的好同工与我一起同心配搭，让我

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在这里，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帮助和彼此协商。感恩在我事奉神与服侍人

的时候，神赐给我极大的耐心和爱心去对待每一位同工和学生。每当我看到淘气的孩子在向神悔改、向人

认错的时候，我总是要高兴上好几天呢！非常感恩，我知道神是在塑造和装备这里的每一个孩子，神将来

也必定要大大地使用他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在过去的时间里，感谢一直支持孩子的赞助者们的到

访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和热情的鼓励！我由衷地期待和盼望，您们的再次到访！盼望在神的恩福里，

请您们继续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使我们继续乐意地敬拜神、事奉神，达到人受造和神启示的目的。我

也确信，我们以服侍他人的行动见证神的恩典是可以分享出去的！

感恩的生命
产生恩典分享的行动 

(约翰，耕耘学生中心的义工) 

我是约翰（John Harvey Lamb），早些年前我在美国是一名教师。80年代初

期，神呼召我来到泰北清莱的一所初中学校担任教师。2012年，神又把我带

到清迈的主恩堂和新异象戒毒所服侍。我清楚地知道，是神的爱一直引领着我前行。今年六月，我又来到

了耕耘学生中心，在这里我可以体验到新的服侍、教会生活和学习，还能让我有付出爱心与关怀行动的机

会。

在中心，我是以义工的身份（短期）帮助初中的学生补习英文。我感恩，每逢星期一、星期六和礼拜

天，神让我享受与孩子们一起学习英文的快乐时光。我知道我的服侍微不足道，但感谢神不断地赐给我足

够的爱心去帮助这些孩子们。此外，我还安排个别时间帮助中心里的同工们补习英文。同工们认真学习的

态度，让我感到十分欣慰！我看到神大大地使用中心里的每一位同工；我也深信，神在每一位学生身上

定有祂美好的计划。看到孩子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和他们衷心渴慕爱主的心，神的作为实在令我惊

叹和感恩！这就更加提醒我要做好属灵长者的榜样。我还要感谢你们 — 

忠心支持我们并为我们祷告的弟兄姐妹，每一回您们的到访，都给

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愿神记念与赐福您们为爱所付出的

一切行动！

感恩的生命
产生爱与关怀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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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奉献将用于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办公室运作费不超过20%。

（Ivatasyia传道，西加福音自传会办公室文员）

我是 Ivatasyia传道。感谢神浩大的恩典，使我在1992年8月23日成

为一名基督徒，并在隔年10月10日受洗。5年之后神装备我，

成为祂的器皿，使我现在能够在印尼福音自传会的办公室服侍，同时也在李云吉牧师服侍的教

会事奉主！感谢神！我除了是李牧师的助理外，也负责教会的妇女团契、主日学和青少年事

工。我常常觉得可以服侍这样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是神赐给我的福气和恩典！在服侍中，神亦亲自塑

造我、陶冶我，使我成为更合主心意的门徒，也盼望我能够越来越有基督馨香之气！很久之前，我常常

因为电脑不能正常操作而感到苦恼。我祷告许久，也等候许久。最后，神怜悯我，知道我有这个需要，藉着

赞助者的奉献，在去年圣诞节期间赠送了我一台桌面电脑。我知道这是神藉多名呵护我的人牺牲的奉献才能

达成我的这个愿望。我心里不但非常感激奉献者，我对神也更是肃然起敬！因为不论是在处理各样软硬文件

或是储存资料等方面，新电脑减轻了我许多工作压力，它也使我的行政工作方便快捷许多！

主里的弟兄姐妹们，愿神亲自报答您们对我的关爱！让我们继续以一颗敬畏神的心努力服侍祂吧！

 感恩的生命
产生牺牲与奉献的行动

福音自传会办公室同工
祝大家「圣诞蒙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