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生死  荣耀基督                                 05-17-09 

（Glorifying  Christ in Life and in Death） 

腓 1：19-26 

因为我知道，这事藉著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著我所切

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

常显大。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甚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

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

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林后 5：9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引言：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求你的灵帮助我，让我的心思意念，都

能蒙你悦纳；我所讲的一切，都是出于你，能给弟兄姐妹有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今年四月四日，我受李牧师委托，代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香港参加了戴绍曾牧师的

安息礼拜。几千人聚集在九龙城浸信会纪念这位中国基督徒的牧师和导师，送别这位德高望重的

朋友和弟兄。戴牧师于 2009 年 3 月 20 日安息主怀，荣归天家，享年 79 岁。 

最近几年，一些与我们很亲近的人得了癌症。从几岁的孩子，到十几岁的中学生; 从风华

正茂的青壮年，到我尊敬的长辈。 从同学，老师，朋友，亲友，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许多人患

了各种各样的癌症。根据科学家的统计资料，现在每三到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可能会得癌

症。当我眼看着我们所关爱的人在身体衰弱，在承受痛苦，在离开世界，心中常常感叹生命的短

暂和脆弱。也会思考与生死有关的问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无论生死  荣耀基督”。我想以保罗在腓 1：对生死的阐

述从三个方面来分享。      

活着是基督  (To live is Christ) 

死就有益处   (To die is gain) 

生死都为主 （To live or die is for the Lord） 

 

 



一． 活着是基督  (To live is Christ) （v21a） 

 

保罗在腓 1：21 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就有益处。”什么叫活着是基督呢？就是让耶稣基

督在我们心中做主，就是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作耶稣基督的代表，就是

要让世人能从我们基督徒身上看到主耶稣。 

 

问题是我们基督徒能做到吗？ 从圣经的启示里，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耶稣清楚的宣告

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 10：10）信靠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丰盛

的新生命。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信靠耶稣，生命就真的会改变，变得一天比一天像耶稣。 

 

我们所尊重的戴绍曾牧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戴德生牧师的曾孙子。戴德生牧师一家五

代牧师，在中国传福音，帮助我们中国人。戴绍曾牧师 1929 年出生于河南省。从 1942，少年的

戴绍曾和他的兄弟姐妹一起，被关在山东的日本集中营数年。 1947，他在青年时期回到美国读大

学和读神学。1955 年和妻子到台湾去传福音，在高雄创办了圣光神学院 （Holy  Light   Theological  

Seminary）。从 1960 到 1970，担任圣光神学院院长 10 年之久。 1970 年，戴牧师搬到台北，创

办了中华福音神学院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专门招收大学以上毕业生。从 1970 到 1980，

戴牧师担任华神院长又是 10 年之久！从 1980 到 1991，戴牧师担任“海外基督使团”(OMF  

International) 总主任又是 10 年`之久。“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就是他曾祖父戴德生牧师所创办

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１９９１年戴牧师退休了。但他退而不休。于１９９

４年成立了 “国际专业服务机构” （MSI Professional  Services， 最初称为“国际医疗服务机

构” Medical Service International ，简称 MSI）。  戴牧师那时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可是

他带领同工到四川和云南的农村去帮助我们的中国同胞。 １０多年来，他跑遍了凉山的山山水

水，帮助了无数贫困的人们。单是偏僻和贫穷的昭觉市，他就去了几十次。 ２００７年，昭觉

县人民政府赠戴牧师“昭觉荣誉市民证书”。  

 

戴绍曾牧师真正实现了他的曾祖父戴德生牧师当年所说：“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

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为人柔和谦卑，忠心事主，诚信待人，热

爱中国文化，精通中国文化和历史，一生服侍中国人。 戴牧师说自己是 “英国根，美国人，中国

心。” 他自称是外面是白颜色里面是黄颜色的“熟鸡蛋”。 戴牧师说他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也准备死在中国。 在戴绍曾牧师的追思礼拜里，他的儿子戴继宗牧师讲了让在场者深受感动的

话。他说，”我相信我爸爸这时候最想说的两句话是：1。一切荣耀归于耶稣基督。2。戴家从华人

教会所得到的远远超过我们所给与的。”  为什么戴牧师这样热爱中国人？因为他爱主耶稣。戴绍

曾牧师曾说：“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耶稣。”戴牧师活出了主耶稣的舍己的

爱，不求回报的爱。 他是主的爱的管道。他彰显了主的爱！从戴牧师的身上，我们懂得了圣经所

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 2：20）”是什么意思。  他是活着

就是基督的典范。 

 

当我们说基督徒活着是基督时，并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已经完美。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凭着我

们自己，我们是不可能做好的。我们必须像保罗在 v19 所说：“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



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我们必须紧紧和主耶稣连在一起，才能活出他的样子。  必须靠着

圣灵的帮助，让圣灵掌管我们，充满我们，按照圣经的话去行，才能过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

活。 

 

*所以，当我们有了主耶稣给的新的生命，只要努力追求和主耶稣的亲密关系，靠着主的怜悯，靠

着圣灵的帮助，就能在生活中活出主的样式来，在家中，工作岗位上，彰显主的爱，这样就是活

着就是基督！在戴绍曾牧师身上是如此，在你我身上也可能是如此！ 

 

二． 死就有益处   (To die is gain) (v. 21b) 

 

死是个敏感的字眼。很多人不愿谈论死亡这个话题，可不谈论就能不死吗？当然不能。在死亡面

前，真正是人人平等的！ 不管你是有钱财，有权势，有学问，还是你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

有学问，到头来人人都有一死。绝无例外。人会怕死，因为人将失去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更因

为人不知道死后自己的去处。基督徒则不怕死。不仅不怕死，保罗在腓 1：21 讲，“我活著就是

基督，我死就有益处。”那么死对于基督徒会有哪些益处呢？ 

 

第一  与主同在，永活爱中   保罗在腓 1： 23“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基

督徒死后最大的益处就是永远与主同在，永远活在上帝的爱中 。对基督徒来讲，死亡只是一个

门，通过它，就立刻与主耶稣同在。就如主耶稣对和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所说， 在路加福音２

３：４３“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督徒活在世上，虽然也有

与主同在的属灵生活，但因受到人的有限的限制，与主之间还是有肉体的阻隔。人人都渴望爱与

被爱。 但是因着人的软弱，我们不是总是活在爱中。可是因为上帝就是爱，我们基督徒死后永远

与主同在，就是永远生活在爱的怀抱中。而且是和我们的基督徒亲人和弟兄姐妹一起永远活在上

帝的爱中。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第二   不再痛苦，不再犯罪（启 21：4）圣经讲：“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

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在天堂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癌症，不再需要开刀，也

不再需要化疗。在地上，我们每个人基督徒都会有心里的挣扎。因着老我的存在，因为肉体的存

在，我们不愿做的，常常一犯再犯；想要去做的，有时候却做不出来。到了与主耶稣永远同在的

天堂，人就不会再犯罪了。那是多么美好的光景！ 

 

第三     完美之地 ，永恒天家   圣经在启示录 21 很形象地描述了天堂。“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

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当然圣经在这里是用人能了解

的来描述。在地上，人们以为黄金碧玉和宝石为最好的，可到天上这些东西都是最平常的。我们

今天所有的都是短暂的，暂时的，相对的。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只是客旅。那永恒的天家才是真

正的归宿。正如 Rick Warren 牧师所说，我们这一生也许会活到 60 岁，也许到 100 岁，但是在永

恒里要活亿万年，今生只是为永生作准备。基督徒因为 知道将来的去处，所以能视死如归。然后

等到主耶稣再回来时，已死的基督徒的身体会复活，和灵魂结合。以后和主永远活在那新天新地

的天堂之中。这是多么美好的盼望！ 



 

复活这个概念对我们活着的人是很难想像的。林前 15：42-44 所说：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

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

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其实就像是从

蚕宝宝变成蛾子一样。 对那个蚕宝宝来讲，变成蛹以后，它就死了。蚕宝宝怎么也想象不出变成

蛾子以后所能看到的世界将是多么的绚丽多彩。 我们人因为有限，也想象不出永恒的天堂有多么

的美好。 可是我们基督徒因着主耶稣的应许，圣经的教导，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将来的归

宿，所以可以视死如归！ 

 

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对史师母很熟悉。她是我们夏威夷和世界各地中国教会弟兄姐妹所尊敬

的一位长辈。以前她每年总会来我们教会讲几次道。当史师母知道自己因为癌症复发，走到人生

的尽头的时候，很坦然地安排好了自己的葬礼。请谁讲话，谁唱什么歌，都一一作了安排。她要

求弟兄姐妹不要穿黑色的衣服，不要悲伤，要穿夏威夷式的有花的 mumu 和  Aloha shirts. 她要求

弟兄姐妹庆贺她脱离了病痛的肉身，能去那美好的天堂， 永远与主同在。 

 

那天堂和地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天堂不是玉皇大帝住的地方。也不是孙悟空偷吃仙桃的地

方。天堂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爱的地方。地狱不是民间宗教所描述的开膛破肚，割舌挖眼

的地方，也不是下油锅的地方。地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没有爱只有痛苦的地方。地狱和天堂本

质的不同就是没有爱 ，没有上帝。有一次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人到天堂和地狱参观，发现天堂里

的人个个身强体壮，而地狱里的人都是面黄肌瘦。为什么？因为在天堂和地狱的人都使用一种大

叉子吃饭。在天堂的人都有爱心，争着用大叉子来喂别人。结果大家都很健康。可是在地狱的人

都是自私的，争着用大叉子来喂自己。结果他们都吃不饱。 

 

其实我们结了婚的人都体会过天堂和地狱的滋味。 当我们谈恋爱时，因为有爱，两个人恨不得

时刻粘在一起，那就是人间天堂。我和王敏谈朋友时，有一天晚上两人在一起谈天，结果一看

表，已经早上两点了。可是我没带钥匙，结果只好给我的室友打电话，请他为我开门。可是当有

些夫妻在在打冷战时，因为没有爱，每天见面却没有话说，身体在一起但是心却距离很远，那就

是活在人间地狱里。 

 

有时候非基督徒朋友会说：“我怎知道真有天堂和地狱呢？我不相信这些。” 

有和没有上帝，信或不信永生，会有四种不同结果： 

如果没有上帝，人选择不信，那关系不大。 

如果没有上帝，人选择相信，有什么坏处吗？人的品格更低下吗？家庭更      

                       不和睦吗？社会更不安定吗？事实好像不是吧！ 

如果有上帝，人选择相信。结果呢？人会更谦卑，更诚实；家庭中更有恩爱饶恕；社会更   

         和睦更多爱心。不管顺境逆境永远都有盼望，且有永远的盼望。 

如果有上帝，人选择不信。那问题可就大了！ 

 



以前我曾想，上帝是爱，为什么还让人在地狱受苦呢？其实这是个误解。不是上帝把我们扔到地

狱受苦，而是我们不愿信主而留在与上帝隔绝的境况中。也就是说，目前已经与主分隔，除非信

主得救，否则就会永远与主隔绝。或者说，留在地狱里。好比说，我们大家都得了一种不治之

病。李牧师拿来一种免费的特效药。结果明哥只凭信心接受，拿来吃了。王敏说药很好，但我要

研究一下，等我明白药的成分和它的功效以后再吃。我则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不信，也

不吃。 那三种结果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所以，作为基督徒，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和天父恢复了永恒的关系，死就是新的开

始， 从此进入完美的永恒！ 

 

三． 生死都为主 （To live or die is for the Lord） 

 

以前一位朋友说“你们基督徒把天堂讲得如此之好，为什么你们现在不去天堂去见你们的上帝

呢？” 保罗在腓 1：20-25 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

选甚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著，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

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是的，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可是为了主的缘故，保罗情愿留在世

上受苦，留在监狱里受苦。 

 

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没有马上被主接走，因为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美好的计划。主耶稣要

我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不管是工作岗位，家中，教会，甚至在病床上，都要为主作美好的见

证。把主的爱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是主给每个门徒的大使命。 《暗室之后》的作者蔡淑娟

姐妹得了一种奇怪的骨疟疾病。她一见阳光就浑身痛。当时还没有药可以医治她的病。结果她从

四十多岁开始在暗室里主了五十年之久。可是她对主耶稣的爱感动了很多人。几十年中引领了很

多人信主。 

 

我们周姐这几个月接受化疗，忍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她对主的信心，她的盼望，她以正面的心

情面对疾病死亡的态度给了我们很多的激励。周姐每周还给我们团契墓道组的朋友发 email 来鼓

励他们参加查经。使这些朋友们深受感动。 我今年三月份回国讲学时，到天津去看望陈刚和玉

荣。也看到我们的一位墓道友朋友，金风。 金风非常感动地告诉我，当周姐听说金风怀孕时，从

夏威夷打电话鼓励她。 金风说她当时一边听电话一边流眼泪。 她为周姐自己在病痛中还能来关心

她而深深被感动。周姐就是活出了保罗在腓 1：25 所讲的：“与你们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甲型 H1N1 流感病毒。 这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流感病毒，是个猪流

感，禽流感，人流感病毒的混合体； 和 1918 造成的“西班牙流感”病毒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

可以很容易的从人传染到人。 目前已经在 40 个国家和美国的 47 州被发现，包括我们夏威夷。 尽

管今天这个病毒造成的死亡率还很低。尽管这个病毒比起 1918 造成大流行的流感病毒不是很有毒



性。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弱病毒会不会突变成毒性更强的病毒，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毒在今年秋天会

造成多大的危害，我们真不知道明天将如何。 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必与我们同行，我们知道主耶稣

他掌管明天。 我们知道爱我们的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是生命的创造者，是昔在，今在，永在的

上帝。他爱我们！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天家。生命掌握在上

帝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年龄大小，什么时候走，只有上帝知道。而我们要有的一个明确

的认识就是，死是对自己有益处，活是为了主的缘故！正如保罗在林后 5：9    说：“所以，无

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能活多久，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真正认识主耶稣，成为上帝的

儿女。要真正信靠主耶稣，活着每一天都要高高兴兴地荣耀上帝，活出主耶稣的爱的生命来。到

我们该回天家时，就笑眯眯地回天家。就如同 Rev Billy Graham 所说：我不怕死，因为我知道天堂

的喜乐正等待着我。我最大的愿望是，一边过今天的生活， 一边预期灿烂的明天，且准备好受欢

迎的归回上帝永恒的天家。 

 

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因着认识你

而得永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活着时活出你的爱，当我们面对死亡时能视死如归。 帮助我

们无论是活是死，都能彰显你的荣耀！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