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結果子, 視死如歸
靈實司務道寧養院院長: 梁智達醫生



聖經指出肉體的死亡(每個人最終都要面
對)和靈性的死亡(每個人都曾親身經歷)是
有分別的。
死亡是孤單的，是罪進入世界的後果; 靈
性上的死亡是罪人與神(生命的源頭)隔絕。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 神的恩賜、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羅6:23)

今天思考的主要是「信徒怎樣面對肉身的
衰敗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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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
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
就不見了。(雅4:14)

智慧人的心、思考生死大事，愚人的心只願
作樂。(傳7:4 CCB)



人對死亡的焦慮

• 死亡的過程

• 今生的遺憾

• 死亡的後果

無人有權力掌管生命、將生命留住．也無人
有權力掌管死期．這場爭戰、無人能免。
(傳8:8)



“Death is a reality, but death was not part of GOD’s original 
plan” - Billy Graham 2011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
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來2:14-15）

「基督已經消滅了死亡，藉著福音將不朽的生命彰顯了
出來。」(提後1:10)



God turns not only water into wine, but common things 

into radiant mysteries, yea, every meal into a Eucharist, 

and the jaws of death into an outgoing gate.   

Gorge MacDonald; Scottish writer, poet and minister

肉身死亡不是終結，只是信徒永恆生命歷程的一扇門，通往
榮耀的天家。(視死如歸)



Our present life on earth is but a seed time for 

eternity; to prepare us to live in unspeakable joy 

& glory in heaven with GOD. 

我們地上的生命雖然短暫，卻是為了準備好我們在
永恆天家和神一起生活，享受將來說不出的喜樂和
榮耀。(多結果子)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
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
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
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
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
經給他們豫備了一座城。」（來11：13-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
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
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
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林後4: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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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裏？死
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
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後15:55-57)

基督的信徒無需怕肉身的死亡，但卻要好好地活每一
天，作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免得見主面的時候有遺憾。



為什麼死時會有遺憾？

(1) 未完成的使命/心願 “萬里尋子”

(2)  重要關係的缺損 “破鏡重圓”

(3)  閒懶不結果子的生命



信徒生命的果子：

(1) 嘴唇的果子 “Fruits of Lips”  (來13:15)

(2) 福音的果子 “Fruits of the Gospel” (羅1:13-15)

(3) 仁義的果子 “Fruits of Righteousness” (林後9:10)

(4) 聖靈的果子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加5:22-23)



多結果子，視死如歸

嘴唇的果子 (Fruits of Lips)：以感恩頌讚為祭的生命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
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來13:15)



多結果子，視死如歸
福音的果子 (Fruits of the Gospel)：傳揚福音，領人歸主的生命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
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
如今仍有阻隔。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
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
羅馬的人。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
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羅1:13-16)



多結果子，視死如歸

仁義的果子 (Fruits of Righteousness)：
討上帝喜悅，有美善的行為的生命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
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
果子，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
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 (林9:10-11)



多結果子，視死如歸

聖靈的果子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效法基
督的樣式的生命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加5:22-23)



豐盛的生命
“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
們的果子常存。” (約 15:16)

嘴唇的果子 ：以感恩頌讚為祭
福音的果子 ：傳揚福音，領人歸主
仁義的果子 ：行事為人討神喜悅
聖靈的果子 ：效法基督的樣式，散發主的馨香

“多結常存果子,視死如歸天家”



老年，甚至臨終前仍然可以結果子，榮耀神！
“義人必如生機勃勃的棕櫚樹，像茁壯生長的黎巴嫩香柏
樹。他們栽在耶和華的殿中，他們在我們的上帝的院子
裡長得枝繁葉茂。他們到老仍然結果子，一片青翠。” 

(詩篇92:12-14 當代中文聖經譯本)

“雅各憑信心在臨終之時分別為約瑟的兩個兒子祝福，又
倚著拐杖敬拜上帝。” 約瑟臨終之時憑信心提到以色列
人將來要離開埃及，並交代要如何處理自己的骸骨。(來
11:21-22 當代中文聖經譯本)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出生，也不是離世﹔而是我們在這兩
者之間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
的心。” (詩90:12)

Whom we have become? 被塑造有基督的樣式

• How we live? 愛神愛人

• What we do? 忠心有良善的僕人



Facing Death with Courage and Peace
勇敢及泰然地面對死亡

•John Donne/ 蘇恩佩：“Death, be not 
Proud ”,“死亡別狂傲”
•Jimmy Carter：“我已把命運交給敬仰的上帝”
•Billy Graham： “ Nearing Home ”“Life, 
Faith and Finishing Well ”
•朱老牧師： “等攞獎囉”
•羅慧娟姊妹： “終於可以畢業啦！”
•麥希真牧師： “放工，出糧，十分喜樂”(啟
14:13)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
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
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14:13）



“Finishing Well”
靈實司務道寧養院的生命見證

「…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11：4）

用愛擁抱晚晴



平安、祝福



用愛擁抱晚晴:
心靈醫治的群體

2011



2015

寧養院金牌義工的安息禮



忠心的主僕

榮耀的回歸



神親自來迎接他
牧師在上星期五受苦日當天，告訴我們他看見耶穌站在他的床尾，
耶穌還對他說話，當時牧師正和循理會的會長夫婦交託教會的事，
兒子也在場。第二天有讀神學時的同學來探望他，他指著天花板
說有天使圍在那裏，之後他又說再看見耶穌，稍後還說：“星期
日…離開”，我和兒子都清楚聽到，只是中間幾個字聽不清，我
和兒子都把這事放在心裏。到星期日的早上，他說看見上帝，我
還問他：是看見耶穌嗎？他搖頭，清楚的說了兩個字：“上帝”。
到了傍晚，他便在歌聲中平靜地返回天家。
我和兒子都感到很震撼，耶穌在受苦日和第二天兩次來見牧師，
有天使圍在上面，在復活節當天上帝親自來接他返回天家，牧師
是何等大的蒙福。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
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
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
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
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
顯現的人。 (提後 4:6-8)

「畢業；放工；出糧；歸家；攞獎；享福!」

“Finishing Well: 多結果子，視死如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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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養院十週年故事書



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
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祂
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彼得前書2:24)

病人及家屬

寧養院同工
及董事會

探訪者及
支持者

基督

地方

• “毗努依勒”-人與神相遇的地方
(創世記32:30)

•寧謐的環境及園林設施，讓人有機
會與大自然接觸

•溫暖、祥和的氣氛讓每個人都能感
受到被歡迎及被重視

人物
•心靈醫治群體顯出上帝的愛和憐憫，

安慰苦難裡的病人
(林後書1:4)

•耶穌基督的臨在和醫治帶來
拯救、更新、屬靈
生命成長及建立
(林後書4:16)

•三者互有關連，各有自己的角色，
但同時擁有相同的性情
•透過互相交流及愛的

服事，三者能
經歷基督的臨在

以基督為中心的治療模式

A Haven of Hope 

盼望之灣,平安之所

A Healing Community

心靈醫治的群體

A Holding Environment

承載傷痛的地方



Faith, Hope & Love in God is the Best Antidote 
to the Fear of Death

God is the true healer. He is majestic but also close to the reverend and humble hearts. 
Let go of your fears. Cast your cares to Him because He cares for you. 
Acknowledge God’s goodness; count His blessings in your life; remember His miracles and 
trust in His Word and His promises.
Hold on to your faith; surrender your burdens and draw near in Him.
Hope in the LORD & Hope is the anchor of our souls.
Focusing on the unseen and eternal and do not lose heart. Lay your treasures in heaven.
Faith… Hope… and Love abide. And the greatest is Love.
And GOD is LOVE.
God loves us and has our best eternal interest in His heart.

Dr Antony Leung
4/9/20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
你們的果子 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
們 。 (約15:16)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
有福了！聖 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
他們。 (啟14:13)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
跑的路我已 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
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 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
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 人。(提後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