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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獻曲我心獻曲我心獻曲我心獻曲

My Tribute







((((帖前帖前帖前帖前5:18)  5:18)  5:18)  5: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

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路路路路6:38)  6:38)  6:38)  6:38)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

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

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

因為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

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



短講短講短講短講

《《《《施與受同樣蒙福施與受同樣蒙福施與受同樣蒙福施與受同樣蒙福》》》》
帖前帖前帖前帖前5:18; 5:18; 5:18; 5:18; 路路路路6:386:386:386:38

黃宏偉黃宏偉黃宏偉黃宏偉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感恩節
(Thanksgiving):  

- 感謝(某人)的施予



接受救釋

之恩

Wooden head of Squanto on the Pilgrim Hall Museum



16 要常常喜樂， 17 不住禱告， 18 凡
事謝恩；這就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給

你們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 1.基督耶穌裡的旨意 - 凡事謝
恩



路17: 11-19   ⼗個痲風病⼈



\

- 2.帶有應許的命令 - 不斷的施與

38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

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

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

器量給你們。 路 6 : 38



你生活中有施與嗎?

主耶稣的回報

- 填滿

- 按壓

- 搖晃

- 溢出

)  耶穌的恩典（超過你所得到的）



12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

的人，他就賜給他們權利，

成為 神的兒女。约1

35 我凡事以⾝作則，你們必須
照樣辛勞，扶助軟弱的⼈，並

且記念主耶穌的話：‘施比受更
為有福。’”

使徥行傳20



今年感恩節更多

1)接受主耶稣的帶領

2)施予是耶穌的心

神國的真理:
作什麼, 收什麼

收成與付出正比..
主耶稣的回報超出你的付出





獻唱獻唱獻唱獻唱

《《《《耶穌愛我耶穌愛我耶穌愛我耶穌愛我》》》》

MCCMAC MCCMAC MCCMAC MCCMAC 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





獻唱獻唱獻唱獻唱

《《《《保護我的是耶和華保護我的是耶和華保護我的是耶和華保護我的是耶和華》》》》

MCCMAC MCCMAC MCCMAC MCCMAC 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







感恩見證感恩見證感恩見證感恩見證

（（（（一一一一））））

董牧師董牧師董牧師董牧師、、、、師母師母師母師母



Thanks for joy and thanks for sorrow, 
Thanks for heav'nly peace with Thee! 

Thanks for hope in the tomorrow, 
Thanks thru all eternity! 

感謝神賜喜樂憂愁，
感謝神賜我平安！
感謝神賜明天盼望，
感謝神直到永遠！

Thanks for roses by the wayside, 
Thanks for thorns their stems contain! 

Thanks for home and thanks for fireside, 
Thanks for hope, that sweet refrain! 

感謝神賜路旁玫瑰，
感謝神玫瑰有刺！
感謝神賜家庭溫暖，
感謝神賜我福氣！

Thanks for pain and thanks for pleasure, 
Thanks for comfort in despair! 

Thanks for grace the none can measure, 
Thanks for love beyond compare !

感謝神賜我苦與樂，
感謝神賜我安慰！
感謝神賜無限恩典，
感謝神無比大愛！

Thanks for prayers that Thou hast answered, 
Thanks for what Thou dost deny! 

Thanks for storms that I have weathered, 
Thanks for all Thou dost supply! 

感謝神禱告蒙應允，
感謝神禱告不聽！
感謝神我曾經風暴，
感謝神豐富供應！

Thanks for pleasant, balmy springtime,
Thanks for dark and dreary fall!

Thanks for tears by now forgotten,
Thanks for peace within my soul!

感謝神賜溫暖春天，
感謝神淒涼秋景！
感謝神抹乾我眼淚，
感謝神賜我安寧！

Thanks to God for my Redeemer, 
Thanks for all Thou dost provide! 

Thanks for times now but a memory, 
Thanks for Jesus by my side! 

感謝神賜我救贖主，
感謝神豐富預備！
感謝神常與我同在，
感謝神⼀切恩惠！

感 謝 神 、

因 他 有 說 不 盡 的 恩 賜 。

(哥 林 多 後 書 2 Corinthians 9:15)

Thanks be unto God

for his unspeakable gift.
# 268





吉他彈唱吉他彈唱吉他彈唱吉他彈唱

《《《《活出愛活出愛活出愛活出愛》》》》

新寶新寶新寶新寶////麗雪麗雪麗雪麗雪



感恩見證感恩見證感恩見證感恩見證

（（（（二二二二））））

鄭麗雪鄭麗雪鄭麗雪鄭麗雪、、、、王秀雲王秀雲王秀雲王秀雲、、、、孫愛華孫愛華孫愛華孫愛華





我活著是為敬拜祢我活著是為敬拜祢我活著是為敬拜祢我活著是為敬拜祢

I Live To Worship You, Lord 







小提琴演奏小提琴演奏小提琴演奏小提琴演奏

《《《《Capriccio op.2 Violin Trio》》》》

《《《《Give Thanks》》》》

Rachel, Irene, Ethan





獻詩獻詩獻詩獻詩

《《《《You Raise Me Up》》》》

陳宏宇陳宏宇陳宏宇陳宏宇/李勇李勇李勇李勇



感恩見證感恩見證感恩見證感恩見證

（（（（三三三三））））

陳宏宇陳宏宇陳宏宇陳宏宇、、、、劉會漢劉會漢劉會漢劉會漢





感 謝! 

Give thanks!

感 謝! 

Give thanks!

感 謝! 
Give thanks!

如今軟弱者能變剛強，

貧窮者成為富足，

都因為主

為我成就大事；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如今軟弱者能變剛強，

貧窮者成為富足，

都因為主

為我成就大事；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聖潔真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聖潔真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但 願 人 因 耶 和 華 的 慈 愛 、

和 他 向 人 所 行 的 奇 事 、

都 稱 讚 他 。

詩 篇 Psalms 107 : 8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is unfailing love 

and His wonderful deeds.

488-1



禱告祝福禱告祝福禱告祝福禱告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