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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谢耶和华

加拿大的感恩节可追溯至1578年，追溯至探险家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对北极圈中西北航道的探索。弗罗比舍的感恩节并非是感恩丰收，而
是感恩其本人成功撑过由英格兰至加拿大、布满风暴和冰山的危险远航。在他第三
次，也是最后一次通向北方的远航中，他在弗罗比舍湾的巴芬岛（位于今日努纳武
特（Nunavut）境内）举行一次正式的感恩庆祝活动，以此感谢基督教的神，并同
牧师Robert Wolfall一起进行圣餐仪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感恩节#加拿大感恩节
https://club.6parkbbs.com/other/index.php?app=forum

&act=threadview&tid=1285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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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巴芬島
/@66.1619922,-
92.3902067,4.53z/data=!4m13!1m7!3m6!1s0x4e1b064b6
59315e1:0x3732c0bafae3f560!2z5be06Iqs5bO2!3b1!8m2
!3d65.4215054!4d-
70.965421!3m4!1s0x4e1b064b659315e1:0x3732c0bafae3
f560!8m2!3d65.4215054!4d-70.96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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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感恩节的由来要一直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发端。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
船满载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清教徒102人到达美洲。1620年和1621年之交
的冬天，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冬天过去时，活下来的
移民只有50来人。这时心地善良的印第安人给移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还特地派人
教他们怎样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移民们终于获得
了丰收，在欢庆丰收的日子，按照宗教传统习俗，移民规定了感谢上帝的日子，并
决定为感谢印第安人的真诚帮助，邀请他们一同庆祝节日。

http://goabroad.xdf.cn/202011/111317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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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pla
ce/Mayflower+II/@41.9598064,-

70.6708941,15z/data=!4m12!1m6!3
m5!1s0x0:0x4ea307a42b936531!2sM
ayflower+II!8m2!3d41.9598064!4d

-
70.6621394!3m4!1s0x0:0x4ea307a4

2b936531!8m2!3d41.9598064!4d-
70.662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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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massachusetts-plimoth-
plantation-change-its-name-18097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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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ingtao.ca/451790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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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一三六1  你们要称谢耶和
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
远长存。
诗一三六2  你们要称谢万 神
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一三六3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
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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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一三六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
长存。
詩一三六2 你们要称谢万 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詩一三六3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何谓“称谢”？

 向谁称谢？

 为何称谢？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谢？

詩一三六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
长存。
詩一三六2  你们要称谢万 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詩一三六3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谢？

 “称谢”这个词基本上意味着“认定”或
“承认”（参见例如利五5；箴二十八13
），因此呼吁我们深思熟虑、感恩，敬拜。

 称谢让我们与神建立亲密的友谊，这是通
往祂同在的大门。

翻译自
Tyndale Commentary

https://www.chaimbentorah.com/2020/04/hebrew-
word-study-give-thanks/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谢？

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
（利五5）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
（箴二十八13）

称谢的基本意义 
– 承认

感恩

敬拜

对象

耶和华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谢？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
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
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
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
斯人之地。

（出三7～8）

”。rāʾâ “表示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感知/观看/观看的行为 ָרָאה
šāmaꜥ  “主要含义是用耳朵听到声音。在听到话语的地方，它 ָׁשַמע
意味着与心灵的接触，并意味着倾听” 
na ָנַצל ̄s ̣al “它表示抢夺或摆脱某种痛苦的牢牢抓握。”

译自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谢？

摩西对 神说：…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甚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甚么
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
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 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
雅各的 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
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出三13～15）

ְהֶי֑ה）“ ר ֶאֽ ְהֶי֖ה ֲאֶׁש֣ ֶאֽ Ehyeh-Asher-Ehyeh ‘I AM THAT I AM’）实际上
是对其含义的解释，最好翻译为‘我将成为我将成为的样子’，意思
是 ‘我的本性将从我的行为中显现出来’。”

译自 https://www.sefaria.org/sheets/291248.4?lang=bi&with=all&lang2=en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谢？

“万 神之神”（诗一三六2）
 Elohē Haelohim י ֵה֣ ים א ִה֑ ָהֱא

“当他被称为‘众神之神’时，我们将其理解为比任何其他
所谓的神都更强大、更伟大的神。这节经文没有教导所谓其
他真神的存在。相反，神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
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 神。’”（赛四十五5）

翻译自
https://www.gotquestions.org/God-of-gods-Lord-of-lords.html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谢？

“万 主之主”（诗一三六3）
 Adonē Hadonim ים י ָהֲאֹדִנ֑ ֲאֹדֵנ֣

“称主为‘万主之主’强调了神的伟大高于所有其他领袖或
任何掌权的人。”

翻译自
https://www.gotquestions.org/God-of-gods-Lord-of-lords.html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
谢？

“尼采也死了。” - 神

“神死了。”- 尼采 

https://sunnews.cc/entertainment/753774.html
https://fineartamerica.com/featured/god-is-dead-

nietzsche-mindy-sommers.html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谢？

耶和华

万 神
之神

万 主
之主

至高无上、永不改变，不断行动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谢？



称谢耶和华 – 何谓“称谢”？向谁称谢？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
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至圣至荣？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
（出十五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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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ingtao.ca/4517908/?variant=zh-cn



称谢耶和华 – 为何称谢？

詩一三六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
长存。
詩一三六2 你们要称谢万 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詩一三六3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耶和华 – 为何称谢？

因他本为善 ־֑טֹובִּכי  ki tôb

“对圣经中这个词的研究越多，似乎就越有一个中心概念跳出
来：神的良善传达了祂的慷慨。祂的良善远不止他的慷慨，但
它肯定包括祂对我们无限慷慨的态度。从本质上讲，祂渴望为
祂的所有受造物带来欢乐和祝福。”

翻译自
https://www.davidjeremiah.org/knowgod/23-verses-about-the-goodness-of-god



称谢耶和华 – 为何称谢？

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代上十六34）

https://dailyverses.net/1-chronicles/16/34



称谢耶和华 
– 为何称
谢？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
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
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一17）

https://dailyverses.net/2021/8/6/nrsv



称谢耶和华 – 
为何称谢？

hesed 慈爱
https://dianehelman.com/2013/12/08/podcast
-chesed-lovingkindness/



称谢耶和华 – 为何称谢？

https://slidesplayer.com/slide/17143315/



称谢耶和华 – 为何称谢？

“      （hesed）是持久的，既符合神对祂子民的要求的
不变本质，也符合表达它的关系中的持久承诺。在这里，盟
约的概念与     （hesed）交织在一起，因为盟约巩固了一
种关系中的持久承诺，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不一定会被假定
或不确定的未来会受到威胁。”

翻译自
Kynes, Will, Ph.D. Candidate. God’s Grace in the Old Testament: Considering the 

Hesed of the Lor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ttps://www.cslewis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KD-2010-Summer-

Considering-the-Hesed-of-the-Lord-430.pdf



称谢耶和华 – 
为何称谢？

https://m.facebook.com/73278548344
8935/posts/3609065975820857/



称谢耶和华 – 为何称谢？

我灵安息 在基督里 祢大能 使我安然信靠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祢展翅 暴风上空

父祢仍做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知祢是神

约书亚乐团《安静》 



称谢耶和华 – 为何称谢？

https://www.singtao.ca/451790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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