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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 

我们现在来到信息第六篇，首先先稍微复习一下。第一篇

给我们一个整个圣经的概览，那里告诉我们，开头和结尾是一

样的。创世记的头两章，是连于启示录的最后两章。信息第二

篇、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都是论到创世记的头一章。从

本篇信息开始，我们会有三篇讲到第二章。创世记的第二章，

第六篇，就是本篇信息是说到生命树，下一篇是讲到生命水的

河。然后第八篇是说到那女人。所以现在我们进到第二章，我

要先讲讲第二章。 

第一章给我们一个概览，第二章以专特、具体的方式来给

我们看见如何完成第一章所启示的。有人说，创世记是由不同

的人写成的，其中一个证明就是第二章好像是重复第一章，他

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讲什么。神写了这卷书，祂写这卷书是有

原因的。第一章给我们一个概览，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细节。第

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定旨和计划，然后第二章接着告诉

我们，神要如何完成祂的计划，以及神执行祂计划的路。第一

章说，人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叫神得着彰显。在上一篇信息

讲到我们被赋予这个责任，我们还有管治权。这是神总体的目

标，祂对人的心意。 

我在考虑一些事。我们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些朋友，他们讲

到人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而他在地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荣

耀神。我同意他们所说的，但是我们怎么荣耀神呢？首先，我

要先稍微提一点我们的朋友们所说的。我希望他们能够更敞开

来接受我们在这分职事里所交通、分享的。就是荣耀神意义为

何？就是要被神充满，好让神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但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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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创世记第一章还告诉我们，神有一个心意。而第二章告诉

我们，神要如何达到祂的目的和心意。 

几天之前我在听一卷录音带，其中提到 westminister 西敏

寺的教条。我想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不知道这在说什么。那里

说到人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这卷录音带说，还有第二

部分，就是人最主要的目标是荣耀神，然后还要永远的享受祂。

听起来他们好像没有注意到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第一章，

但第二部分就是荣耀神的路是在第二章。无论是谁写的这个信

条，我很喜欢，它所写的人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并永远享

受神。很好。我要读给你们听一段话。这是生命这本，是从摘

自这本书-生命树。倪柝声弟兄的职事是开始于生命树，而李弟

兄的职事也是开始于生命树。我会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这

样说。当然，对李弟兄而言，如果你知道他的历史，对你们来

说应该是很明显的。他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事奉主，他的职事是

从一九四八年，在他看见生命树之后才正式的开始。他有这个

负担要释放关于生命树的事。 

然后他来到这个国家，然后在一九六五年他出版一本书叫

作生命树。我要劝你们鼓励你们去读那本书。你可能说，你可

以这样说，他开始在这个国家的职事，是把信徒带进这样的启

示和领悟，就是生命树的启示和领悟。好，我要读来印证我刚

刚所说的。在创世记有神的心意和旨意，但却没有给我们看见，

祂完成祂心意和旨意的路。这路不是在创世记一章，而是在创

世记二章。这路是什么呢？路就是生命树。在形像和管治权的

启示之后，就有在创世记第二章生命这一辞。受造的人类如何

能够彰显神呢？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怎么能彰显神呢？这

生命若是在你里面，并在你里面活，你就有可能把神活出来，

并完满的彰显神。完成神旨意的路是见于生命树。甚至权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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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要代表神这件事，也在于生命树。如果你没有生命树，

在你里面的神作你的生命，你如何能执行祂的权柄？所以神的

旨意，祂的彰显以及祂的代表，我们就需要神作我们的生命。

创世记第二章，并没有向我们启示，以道理的方式向我们启示

生命，而是以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以我们生活的方式向我

们启示生命，这是非常实际的。我们在看纲要的时候，还会再

提到。 

我要下一点，接下来要作的事就是要读这两节经节。因为

你们需要知道，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有些人说，哦，我还以

为只有一棵树，就是苹果树。不，这不是苹果树。还有一个人

告诉我说，我还以为只有善恶知识树，然后亚当、夏娃吃了之

后，他们就堕落了。那个人没有看见最重要的事。因为那经节

说，在这个伊甸园的园中，有生命树。园子当中有生命树。 

我们来读创世记二章八节、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

甸，栽植了一个园子。把所塑造的人，安放在那里。”好，请

等一等，这是非常独特的发表。在许多壮观、美丽的事物，在

第一章写出来之后，启示出来之后，这里耶和华神作什么呢？

祂栽植了一个后院，这是圣经么？这是非常的美丽。我也有一

个后院。我的儿子还小的时候，他把土都挖起来，就变得一团

糟。但我本来有很多的计划，要设计一些的摆设，最后我作了

一件更好的事，就是我栽植了一个花园。你有没有去过花园啊？

如果你走进一所学校，会叫你非常的下沉，但如果你走进一个

花园，会叫你非常的高昂。生长在城市里的人，到了周末应该

要到农场去，你的心就会快乐许多，这是一节非常美的经节。

耶和华神栽植了一个园子，叫作伊甸，伊甸是什么意思呢？就

是欢乐。神所提的第一件事是欢乐么？就是这样。祂把所塑造

的人安放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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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看看这些话，花园、欢乐、悦人、好

作食物。我想不到能够有更使人，更温馨的经节了。然后在园

子当中有生命树，还有善恶知识树。这是第一件事，神把人放

在园中，放在生命树跟前。 

生命树表征将生命分赐给人， 

叫人喜悦满足的基督 

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 

谁能叫人喜悦满足呢？基督，基督来作什么？来叫你喜悦，

来满足你，让你快乐。 

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 
按照神的定旨，地是宇宙的中心， 

伊甸园是地的中心，而生命树又是伊甸园的中心 

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按照神的定旨，地是宇宙的中心，

伊甸园是地的中心，而生命树又是伊甸园的中心。 

我们必须认识，整个宇宙是以生命树为中心； 
无论对神或对人，没有别的比这树更中心、更重要 

我们必须认识，整个宇宙是以生命树为中心；无论对神或

对人，没有别的比这树更中心、更重要。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讲到这两棵树时，我们讲

的是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生命的原则，这是最主要的。这是

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家庭生活，个人生活中最重

要的原则。生命树是要作中心的，生命树是我们召会生活的中

心么？至终我们被打岔了，我们就转向另一棵树。这一再一再

的发生。无论是对旧时的人，甚至今天也是一样，都有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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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生命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很不容易描述，很复杂，是知

识，是善，是恶，撒但，死。这是第二个原则。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长在基督教世界，我们知道圣

经是一本好书，它是一本好书，不是一本坏书，是善书不是恶

书。所以我们以为圣经是讲善恶，是讲好坏，是一本书，要教

我们行善。所以父母就告诉儿女，如果你要行善，你要读善书，

读好书，让你作好。难道不是这样么？其实不大是这样。圣经

并不是要教导我们行善。什么？我要再加上一句话，作为补充。

圣经也没有教我们行恶。那圣经到底教导我们什么呢？圣经教

导我们神。所以这里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则。 

我们必须清楚，生命树是表征基督自己。 

神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指明神要人借着生机地吃祂

并新陈代谢地吸收祂，接受祂作人的生命， 
使神能成为人所是的构成成分 

所以人被摆在生命树跟前，而神的心意就是要人吃这树。

这就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人被摆在基督跟前，

好叫人接受基督到他里面，吃基督，要生机并新陈代谢的吸收

祂，吸收到我们里面，好叫神能成为我们的一切。人的意义，

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基督。基督徒，基督徒生活的中心点就是基

督自己。善恶的原则不是基督教，这是很大的一句话。善恶的

原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不是在讲善恶。如果说不是基督教的

话，就是异教的。所有异教的宗教都是讲到善恶。但是基督教

并不是讲善恶，我所读的是摘自这本书，生活的两种原则，两

种生活的原则。基督教并不教导对错，而是教导生命。 

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故事，是倪弟兄在这本书里所分享的。

他说，在他基督徒生活的早期，他在事奉主，服事主，他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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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较年长的同工在那里争吵，对某件事争吵。他很确定他是

对的，所以他去找和受恩教士，和受恩教士说，你最好听那个

弟兄的。他说为什么呢？和受恩教士无话可说了，就说因为他

比你年长。所以下一次又发生了某件事，然后有一位比那个弟

兄还年长的，刚好同意倪柝声弟兄所说的。所以他又去找和受

恩教士，他说，好这一次我还有那位更年长的弟兄都认为是这

样。但是这一位比我年长两岁的是认为是另一种看法，我们该

怎么办呢？他想，和受恩教士应该这一次会赞同他了吧，但是

和受恩教士说，你还是要顺服那个弟兄。他很生气，很生气。

他说，难道这没有对和错了么？他就开始与和受恩教士争执。

他说上次，他是对的我是错的。但这一次你又说，他是对的我

是错的。所以他在那里讲对错。那和受恩教士说，你在跟我讲

话，一直都在说对与错，那十字架怎么样呢？你是在羔羊的灵

里说话么？他的口就被封住了。我想你们有些人也许读过这个

故事，但这是倪柝声弟兄的第一个，对他的第一个训练。就是

要照另一个原则生活工作，不是照对和错。 

我告诉你们一个个人的见证，当我开始服事主，开始在水

流职事站服事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要求，是要水流职事站作

某件事，我不同意。那个坚持的弟兄非常的坚持，他说，如果

我们不作的话，我就要作另一件事。所以我去找李弟兄。我说，

李弟兄，该怎么办呢？我里面自己说，我说我是对的，他是错

的。李弟兄说，照他所说的作吧。我就把那个话又吞进去了，

吞下去了。过了一阵子，又发生了一件事，是出于同样的源头，

他不是说这一次我们应该作某件事，而是说我们不该作某件事。

他说我们不该作，我说好好，这一次我可以再去找李弟兄了，

我可以说上一次你说，上一次是说应该作，但是你不赞同，你

要我照他所说的。这一次呢，这一次他说不该作，但我觉得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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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要作，你这一次应该赞同我了吧。李弟兄说，照他所说的作。

我深呼吸一口气，我说，世界上还有对错么？也许这是李弟兄

在训练我，学习要转离对错的范围，转向生命树。 

我盼望我们都能学习这一个。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讲

究对错，我们都是为着生命树。我们是注重生命。你说，哦这

样的话，没有标准了么？我们难道不需要作，不需要对么？不

需要有道德么？我告诉你，基督徒的生活不是照着对错，而是

照着一个更高的标准，更高的标准，是生命的标准。在山上的

讲道里，主耶稣也提到，如果有人打你的脸，再打回去，这是

对的事，这是人的标准。但是更高的标准就是，有人打你的脸，

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转给他，让他打。这就是生命树。 

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有一个故事，是说到在中国，有一些的

农夫，在那里种稻，然后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恶劣，他是在比较

山坡较低的地方。然后有一班基督徒是在较高的地方，他们都

在那里，他们要灌溉这个稻田就需要把水引进来。然后这些基

督徒把水引进来之后，住在下面的人趁晚上就钻了一些洞，把

水让水漏掉，把水偷走了，基本上就是把水偷走了。所以基督

徒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要忍受，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第二天，

他们又去引水，去灌溉稻田，然后晚上又被偷走了。这样大概

进行了七、八天左右，这段时间基督徒都一直在忍耐、忍受。

在他们忍受的时候，好像是在服从相关的诫命。他们并没有以

恶报恶。但是里面却没有平安，也没有享受。所以他们去找一

位更年长的，前面的同工弟兄。那位弟兄说，问题在于你还作

得不够。你们应该怎么作呢？应该每一天，你先去灌溉他们的

田，先把他们的水注满，然后把他们的水注满之后，你再来注

满你自己的水。所以这些基督徒们就照作了，他们作了之后，

作了几天，他们里面满了平安。那些住在下面的人说，到底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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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回事啊？我也想要，如果是这样就是基督徒，我也要作个基

督徒。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见证。这篇信息并不是在讲

道理，而是一种生活的路，生活的方式，作工的路，作工的方

式。这是这本书里讲到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幅很好的图书，给我们看见如何照着生命的

原则来生活，而不是照着善恶的原则来生活。好，我刚刚读完

第三中点，现在我继续读四、五、六 

按照约翰一章一节和四节， 
生命是在那就是神自己的话里面； 

这生命—神那神圣、永远、非受造的生命—就是基督，

祂是神的具体化身 

按照约翰一章一节和四节，生命是在那就是神自己的话里

面；这生命—神那神圣、永远、非受造的生命—就是基督，祂

是神的具体化身。 

生命树长在生命水河的两边（启二二 1~2）， 
指明生命树乃是一种藤蔓（葡萄树）；因着基督是 
葡萄树（约十五 1），又是生命，祂就是生命树 

生命树长在生命水河的两边，指明生命树乃是一种藤蔓（葡

萄树）。李弟兄说，生命树多半不是太高，就好像椰子树一样，

还是香蕉树一样，你没有办法摸到。基督不是像椰子树和香蕉

树一样，那么的高，你没有办法摸到。我们的基督是摸得到的。

事实上，祂是葡萄树，这是约翰十五章一节所说的，祂也是生

命，祂就是生命树。阿们。 

你难道不爱这位基督么？生命树对我们是如此的便利，可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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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经过了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 
使人能得着生命，并借着吃祂而活 

祂经过了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使祂能够

进到你里面，我里面，使我们能得着生命，并借吃祂而活。 

当我们呼求“哦主耶稣”的时候，基督就进到我们里面。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若转向祂，祂就在我们的灵里，

当我们转向祂的时候，祂对我们就是丰富的。我稍后会再提到

这一点，但我要给你们一个印象，基督是如此的便利。 

善恶知识树表征撒但是人死亡的源头 

但很不幸的，还有另一棵树，这一棵树就是善恶知识树，

表征撒但是人死亡的源头。 

善恶知识树也表征一切神以外的事物， 
因为凡不是神自己的事物，包括美好的事物， 

甚至合乎圣经的事物和宗教的事物， 
都会被撒但这狡猾者利用，将死带给人 

所以知识善恶、撒但、死亡，都在这棵树上。生命是很简

单，但是生命之外的事物，都是很复杂的。 

就连神所默示的圣经和神所颁赐的律法， 
都会被撒但利用，作为知识树而带进死 

在我们知道该怎么讲话，怎么思想之后，我们就活在对与

错的范围里，甚至在我们进到召会生活之后，我们常常说，什

么是对的路呢？怎么作才对呢？怎么样事情才能作得对，我想

要作对。你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么？你有没有说过，那样是错了，

那样实在是错极了！你没有这样说过么？这就是人性。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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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一样。在召会生活里很多人的难处，就是他们进到了对错

的范围，这是一个很大的试验。 

我在聚会一开始已经说了，上一次的背叛，就是因为人进

到了对错的范围。喔！有什么东西错了，不能不能这样错，怎

么能错呢？如果错了，就应该要纠正、改正。有一位姊妹她在

风波期间，有很多人在那里讲对错，谁对谁错，我们应该要定

罪错的。她就站起来，她说，“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难处就是，

在这许多年间，我们受教导要远离对错。”你想一想她所说的

话。意思是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受教导，要远离善恶知识树，

但现在我们要回到善恶知识树。这就是她说话的意思。我们需

要回去，回到善恶知识树，我们要，我们要定罪错的，要改正

错的。 

那里有很多这个公义的愤怒。这样说话的人，当你吃的那

日，你必定死，他就死了。属灵一面他就死了，不仅是他，有

很多人，不是只是像我一样的小弟兄，而是大弟兄，很大很大

的弟兄，进到了知识树。就好像押沙龙的头发被缠在树上，就

吊在那里，后来就死了。这是很严肃的。 

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有很多的说话，说到倪柝声是对的，

倪柝声是错的，有很多的谣言。在那个时候，李弟兄他生病了，

在中国北方躺在床上。就在那段期间，主给他看见，整本圣经

乃是说到生命树的原则，因此他就有负担，要交通关于生命树

的事。他接到消息“哦！难道不知道倪柝声作这作那。”李弟

兄根本不想，不想摸那些事。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一九八○

年，我开始进到中国去，我就开始听到很多的谣言，关于倪柝

声弟兄的，我从来没有听过，我觉得很有意思。哦！现在我知

道一些资讯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李弟兄来到香港，我在那里

等他，我找到一个机会去找他。我说李弟兄，我遇到了这个人，



 132 

 

他告诉我倪弟兄的事，在那些年间作了什么。我话还没讲完呢，

李弟兄就说，不要再讲了，我不想听。他根本不想进入对错的

范围，当他去上海的时候，就是对错的那个中心，善恶的中心。

不论他到那里，他都问弟兄，弟兄们，如果有弟兄来找他，他

说，哦倪柝声作这件错事，作那件事。”李弟兄听了之后，他

就说，“弟兄，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在你摸这些事之前，你是

在生命里还是在死里？”他说，“我在生命里。”那你摸这些

事之后呢？你是在生命里还是在死里？他说李弟兄我必须承

认，自从我进入这些事，我就死了，我就死了。他就开始哭，

开始哭泣。那弟兄的姓是张，至终他为主殉道。 

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在讲道理，我们是在讲两种生活的

原则，就是这本书，两种生活的原则。你是照那一个原则生活

呢？是对错的原则么，善恶的原则么，还是生命的原则。 

善恶知识树表征撒但是人死亡的源头。善恶知识树也表征

一切神以外的事物。 

我还要向你们指出一件事，是关于这两个原则的。生命的

原则是倚靠神，联于神，而善恶的原则，善恶知识的原则，就

是远离神，远离神。你也许是对的，但你却远离神。就好像我

们常说，你虽然是对的，却是死的对，这有什么好呢？在召会

生活里是这样，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也是这样。当你坚持某件

事，“马利，我是对的！”但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却死了。

当你赢的时候，你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赢。 

在列王纪上下，在生命读经里有一篇讲到大卫，他说，在

外在一面，大卫好像输了，扫罗好像赢了。但其实大卫才是真

正的得胜。因为他不是在对错的范围里，我们之后会有一些例

子。我们到纲要的第二部分，会再看一些例子。但我们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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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年轻的，年长的都需要学习，要主保守我们留在生命的

线上，而不要掉到善恶知识的线上。 

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是关乎人的吃， 

而不是关乎人的行为 

吃是最享受的一件事，在人生当中最享受的一件事。 

吃对人非常重要，是生死攸关的事； 
人在神面前的结局和定命，完全根据于他所吃的 

我们基督生活的关键在于吃，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神把人

摆在园中，摆在生命树跟前，祂告诉人的，就是吃这件事。我

以前不怎么喜欢吃，然后我就病了。现在我很喜欢吃。但如果

你若要，爱吃你要花时间吃。我以前不怎么花时间，就很快的

囫囵吞枣。现在我是慢慢的吃，花时间吃。这是一天的当中最

享受的时刻。我学着慢，吃得慢，有一件事我不喜欢作，就是

在吃的时候，跟我的妻子讲话，因为我就被打岔了，我不想要

她打岔我，我想要专心的吃，这只是一幅图画。 

真正的实际，就是我们要专注于吃基督，享受基督，基督

是我们的筵席，当你吃基督的时候，不要让其他的事物来打岔

你。李弟兄在这两棵树那本书里讲，说你需要退休，你要从一

切的事物退去。我要提一下关于祷读的事，当你祷读的时候，

不要只是在那里重复几个字，你就说我祷读完了，你需要把一

切都停下来，把你的心思停下来，在聚会中我们说，哦开始聚

会了，把手机关掉。当你吃主的时候，你要把什么都关掉，把

手机关掉，把你脑袋里的手机，一直在跟你讲话的那个东西关

掉。你要退到你的灵里，这些僧侣他们需要逃离属人类的社会，

逃到树林当中，因为他们想要逃离一切的事物。然后他们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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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追求属灵的道路，要寻求奥秘的神。我告诉你们，那位奥秘

的神就在你的灵里，你不需要到树林里，不需要到遥远的地方，

你所需要作的，就是敞开你的全人，基督就在那里作你的生命

树，悦人的眼目好作食物。基督徒生活，不是一个作的生活，

而是一个吃的生活，一个正确的基督徒，不是一个作的基督徒，

而是一个享受的基督徒。 

请上来，弟兄请上来，这是作的基督徒先生，他生长于一

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家庭，他努力的要作好，他一再的失败，他

定罪自己，然后他下次又更努力，他要定志向，他外面看起来

很不错，但里面他是很糟糕，作的基督徒先生。好你也上来，

这是吃的基督徒先生，他不大懂对错，或是要守十诫所有的律

法，但是他随时，常常享受主，如果你问他，你都在作什么，

他说我就在享受主，我宝爱祂的话，我爱呼求主的名。他很喜

乐，他也是得胜的，他活出基督，人就问说，人就说，如果基

督徒像这样，我也要作个基督徒。但是有人看到他，如果基督

徒是像这样，那我不想作基督徒了，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先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的妻子住在沙漠里，所以有一次

我在，我在沙漠里开车的时候，我看到一座修道院。然后我就，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修道院，所以我就走进去了。然后那边有人

就告诉我，我们修道院的生活是这样，是那样，我们才能够有

神的同在，我听了听了，听着听着，我说，你所作的我都作，

但是我作的更快，我一分钟就作了，我就有神的同在。他开始

跟我讲，有一种的实行，是拉丁文的，lagtodivino（？）是一

种读圣经的方式。我说我们作这件事已经好多年了，我们称之

为祷读，你不需要去修道院，你只需要转向你的灵，生命树不

是像一棵椰子树，是非常便利的，就在那里，它不是奥秘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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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端的，它就在你的灵里。当我们这样作的时候，我们就凭

着原则，照着原则，生命的原则而活， 

人若吃生命树，就接受神作生命而完成神的定旨； 
人若吃知识树，就接受撒但为死亡， 

而被撒但篡夺，达到他的目的 

人若吃生命树，就接受神作生命而完成神的定旨。就这么

简单，你要完成神的定旨，要律法义的要求，能够成就在他们

里面。谁里面，不是照着肉体的人，而是照着灵而行的人里面。

人若吃知识树，就接受撒但为死亡，而被撒但篡夺，达到他的

目的。 

我看到你们，青年人坐在这里，你们在生活中有许多的挑

战，我的意思是召会生活里，有很多的挑战，把你们带到对错

的范围。我盼望你们能逃避这些事，所以至终能够进到新耶路

撒冷，不要踏入任何那些地雷，不要踩到地雷而丧命。要远离，

远离那棵树，要保守自己，留在基督的同在里。保守自己，留

在对基督的享受里。主啊保守我，留在这条线上，留在照着生

命的原则的这条线上。 

神给人禁令作警告，指明以下的事 

神告诉亚当，不要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神这样说，就指明三件事： 

1. 指明神的伟大：祂造人，赋与人自由意志，使人自愿而

不是被迫拣选神。 

2. 指明神对人的爱。 

3. 指明神渴望人吃生命树，接受神到他里面作生命。 

神赋与亚当自由意志来拣选生命树，这就指明神的伟大和

神的爱。我以前以为，人犯了这错之后，神就差遣基路伯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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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生命树的道路，如果祂能差遣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祂为什么

不能也把守，一开始就把守善恶知识树呢？在人堕落之前，就

把那棵树把守住。如果祂这样作的话，人就没有自由的意志来

拣选，但神爱人，祂说我让你拣选，然后人就堕落了。但祂这

样作，指明祂的爱。好，我们现在要继续往下。 

生命树叫人倚靠神， 

而知识树叫人背叛神，向神独立 

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和善恶知识树的原则。生命树是倚

靠的原则，善恶知识树是独立的原则。李弟兄有一本书叫作“人

唯一的罪（或人头一次的罪）”。人头一次的罪是什么呢？就

是向神独立。我们都喜欢独立，但是当我们独立的时候，我们

就在善恶知识树里。 

这两棵树带进两条线—生命线和死亡线， 
贯穿整本圣经，结束于启示录 

这两棵树带进两条线—生命线和死亡线，贯穿整本圣经，

结束于启示录。 

死开始于知识树，结束于火湖；生命开始于生命树，

结束于新耶路撒冷这座生命水的城 

死开始于知识树，结束于火湖；生命开始于生命树，结束

于新耶路撒冷这座生命水的城。 

我们需要看见贯穿圣经之生命树的线 

所以，你若是回溯这整本圣经。你有倚靠神的生命这条线，

还有其他事物的一条线，来进来取代生命。我要先提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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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弟兄提到几个例子，我告诉你们这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就

是最好的，来说明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就是复制。你第一次有主的祝福，第二次你就想要

复制、重复，第一次你有一个，作了一个很好的见证，第二次

你就想要重复。第一次是生命，第二次你要重复，你要复制，

就没有生命了，而是另一棵树。 

另一个例子，就是模仿。好，这个弟兄作了一个很美妙的

见证，所以我要像那个弟兄一样，所以我作一切来模仿他。当

你模仿他的时候，你就不再倚靠神。你不再倚靠神，你反而去

模仿别人。 

第三，就是你要去研究、调查。当你在那里研究、调查的

时候，你就进到你的心思里，进到对错的范围里。那么多少人

会这样说，“我必须要找出，我必须要搞清楚，”当你这样说

的时候，你就是想要研究，在心思里研究。李弟兄还提了一件

事，就是绝缘、隔离。什么东西让你与交通隔绝，甚至是钻石，

钻石是最宝贵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把钻石放在电

线中间，就是个绝缘体。所以你可能有你所认为最好的钻石，

但却可能是个绝缘体。 

最后一件事就是守规条、守律法。马大说，你告诉我是对

还是错，我只要知道对还错就是好了。在召会生活里，或是在

家庭生活里，你只要告诉我是对还是错，是是还是不是，到底

是汤姆是对的，还是玛丽是对的，到底谁是对的？有的时候跟

主讲话是很让人丧气的，因为祂不告诉你到底该怎么办？祂说，

你就跟随我。关于吃，有一件事是很麻烦的，就是你需要一直

吃。如果你从吃毕业了，你就从你的生命毕业了。你需要倚靠，

一直的倚靠吃。跟主也是一样。所以，亚伯拉罕并没有拿到一

张地图，他要到迦南地去，他需要时时刻刻的跟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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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纲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不要担心。你知道这是什

么吗？这就是来追述圣经中生命的线，还有善恶知识树的线。

如果我用这个比喻，用这个例子，我以前喜欢打电动玩具，并

没有玩很多，只是稍微玩一玩，有一种游戏叫作 packman。有很

多的樱桃，那个 packman 要去吃那些樱桃。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一些的炸弹，还有一些的这些骷髅，是你需要去避免，需要去

避开的，在圣经里有很多的樱桃，大概有十四个还十五个樱桃

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些炸弹，所以你如果踩到该隐你就爆炸了，

那是人的路，那是你自己敬拜神的路。就好像回教徒，像印度

教徒，或是像基督教中的基督教徒也是一样，基督徒也是一样。

踩到了，就死了。现在我们来，来看这些樱桃，尽量的采樱桃。

大概我想有十九个，然后要避开所有的骷髅头，还有炸弹，大

概有三十个，所以现在我们来采所有的樱桃，避开所有的炸弹，

最后的结局就是新耶路撒冷，否则游戏结束的时候，就是火湖。 

第一，亚伯照神的方法接触神。神的方法是生命树，无论

你的方法有多好，有多属宗教都是善恶知识树。 

第二，塞特与以挪士呼求主的名。他们领悟到他们是软弱

的，他们要倚靠主，他们就呼求主的名。从那时开始，他们领

悟人是脆弱必死的，他们就呼求主的名，就是倚靠祂，所以你

在看这些樱桃的时候，你需要拿起这些生活的原则，就是我们

之前讲的，倚靠的原则、享受的原则，还有简单的原则。 

第三，以诺与神同行。 

第四，挪亚与神同行并与神同工。 

这就是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原则。就是要凭着生命树来生活、

行动、工作。 

第五至第七，亚伯拉罕活在神的显现中并呼求主名。亚伯

拉罕有的时候在生命树上，有的时候却不是。这也是你我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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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就好像一个单摆在那里摆动，在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之间

摆荡。这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也是一样，如果你读这些

点，亚伯拉罕的描述，以撒、雅各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活在神

的显现中并呼求主名。 

第八至第九，摩西活在神的同在里，摩西是活在神的显现

和同在里；以色列人，你可能说，喔！以色列人不是很糟糕么？

很不好的历史，他们也有很好的历史，他们好的历史就是凭着

云柱和火柱行走，主的同在是他们的指引。所以你若跟随主的

指引，你就是照着生命树的线。 

第十，约书亚在主的同在里生活并工作。 

约书亚记一章五节到九节，这些经节都说到主的同在。 

第十一，基甸在主的同在里争战（士六 12、16）。也是一

样。这两处的经节都是说到主的同在。 

第十二，撒母耳祷告并呼求主名。 

撒母耳胜过善恶知识树的堕落，他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因为他与生命树站在一起，站在生命树那一边。耶利米书十五

章一节，诗篇说，撒母耳是呼求主名的人，耶利米书十五章一

节说到，这撒母耳站在神面前代求， 

第十三，大卫信靠神，仰望神，并享受神作生命。 

大卫没有留在对错的范围里，也没有在受逼迫的时候，在

那里抱怨，而是享受生命树。 

第十四，但以理常常向神祷告，并且不断地接触祂；甚至

在被掳的时候，也是接触祂。 

第十五，耶稣是神的儿子，因神活着。 

第十六，所有的新约信徒因主活着，并享受主，作生命的

粮。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这就是主活的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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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祂照着生命树，或说吃生命树，倚靠父而活。祂说，新约

信徒也是一样，我们若吃祂，我们也要因祂活着。 

第十七，这也是保罗的生活，保罗活出主。在我活着就是

基督。 

第十八，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凭基督作生命活着。 

我的身体不能离开我而活着，他需要一直连于我而存活，

要倚靠我而存活。 

第十九，新耶路撒冷由生命水的河同生命树所维持。 

一直到永远，我们都不能远离生命。 

我们需要看见贯穿圣经之知识树的线 

现在我们来到另一棵树。 

如果你一路读下来，这些都是有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事，

不好的人，也有好的人。 

第一，该隐是按着自己的方法，不是按着神的方法献祭给

神。如果你按照你的方法，你就是按着善恶知识树。他想要作

好，但是他就嫉妒，然后杀害了他的弟兄，他就成了恶，他自

己他就离开了耶和华的面。所以有好，也有不好，有善有恶，

然后有死。 

第二，宁录在主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是完全向神独立的

人，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国，这国的起头是巴别。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英勇的，他是独立的，他向神独

立。而他工作的结果就是巴别塔。 

第三，巴别的人他们也向神独立，他们不倚靠神，而是倚

靠自己的会议。如果你靠着你的会议或组识，一切属人的，把

什么组织在一起，那你就是在不倚靠神的原则里。而其结果乃

是毁坏，而是建造了一座城，一座塔。那些在生命树的列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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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线上的列祖却没有为自己建造任何东西，你找不到在列

祖时代，找不到任何的城。向神独立的原则，就是为自己建造

一座城。而倚靠神的原则，就是你住在帐棚里。 

第四，罗得从生命线上漂离出去，因为他照自己的眼光作

了拣选。 

第五，以扫为着满足他的口腹出卖了长子的名分。这两个

人都是顾到自己的满足，如果你这样作，你就离开了生命树，

离开了倚靠神的原则。 

第六，法老背叛神，他的心向着神就刚硬了。 

第七，亚伦听了百姓的话，就独立行事，造了一个金像。 

第八，拿答和亚比户献“凡火”给神。 

第九，米利暗和亚伦反对摩西，并不是他们接触神的结果，

乃是因着他们自己的动机。 

这些人，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接触神。法老心刚硬，

亚伦虽然不刚硬，但太软弱了，他听了百姓的话，而不听神的

话。他听了百姓的请求，他所作的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

好事，他想要顾到百姓的需要。拿答和亚比户也不是犯罪，他

们是在那里献祭、在那里敬拜，带着是有好意的，米利暗和亚

伦是要指出摩西的错处，他们是试着要作好事，作对的事。但

是他们这些人都没有接触神，都是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 

第十，十个探子失败，是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眼光去看那

地的形势；他们失败，是因倚靠自己的知识，他们的知识是真

实的、实际的、务实的，也是合理的，他们在那里分析，在那

里他们知道有什么危险，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到那地，他们不愿

意信靠主。你什么时候进到你有知识的心思里，你就会不再倚

靠、信靠主。 

第十一，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攻击神的代表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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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我们看见，他说你为什么高抬自己，超过其他人呢？

他们进到自己的心思里。 

第十二，扫罗独立行动，没有跟随主，却照着自己的喜好

对待仇敌。 

他没有作不好的事，但是他有他的喜好。这不是在于恶，

在于坏。扫罗是有道德的，他生擒了他敌人的将军，还有他的

妻子。大卫把他们杀了，但是扫罗却没有杀，他作的是有道德

的，但是他却是独立行动。 

第十三，押沙龙背叛他的父亲大卫王。 

他外面是美丽的，是好的，但他却背叛了他的父亲。 

第十四，亚哈是个坏王，他娶了耶洗别为妻，耶洗别是个

属魔鬼拜偶像的女人；她为巴力造了一座庙，巴力乃是当时最

有名的偶像。 

这当然是恶的，他作了错误的决定。不要在拣选妻子的时

候作错误的决定。 

第十五，祭司长和经学家知道圣经的字句，却不认识圣经

的生命。 

这是马太二章，他们都知道基督要生于伯利恒，但他们自

己却没有看见那星，所以有这些圣经的知识有什么用呢？这圣

经的知识不过成为善恶知识树。 

第十六，尼哥底母他称耶稣为拉比，他是一个寻求者，寻

求者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是寻求知识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他所需要的乃是新生命。 

第十七，犹太宗教徒查考圣经，因他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

生命，却不肯为着这生命到主这里来。你可以去读神学院，你

可以成为一个牧师，你可以作所有基督徒的工作，但仍然是在

善恶知识树里。或是你能够成为一个全时间服事主的人，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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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善恶知识树。如果我们没有享受吃生命树，我们就在另一

条线上。 

第十八，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持守律法的知识，却仍在罪的

奴役之下。 

约翰八章，他们知道律法，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应该要被

打死，耶稣没有跟他们辩论律法的事，而是帮他们，把他们转

向生命，摸着他们的良心。 

接下来几个点是出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乃是耶稣作为生

命，以及在一边，另一边就是对错的那条线，善恶的那条线，

这两方之间的冲突。 

第十九，那些与主在一起的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那时他们还是持守着宗教传统的知识。所以他们问说，谁是对

的，谁是错的？这是谁的错，这是谁的错？是他父母的错么？

就好像我们辩论的时候，我们争吵的时候就是这样，就离开了

生命的线。 

第二十，马大完全在知识线上，持守有关末日复活之正统

教训的知识。 

她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呢？

我知道，我知道。有意见，讲理由。 

第二一，彼得刚从天上的父得了启示，立刻就转到他的心

思里，而且被撒但利用，阻挠主去钉十字架。 

前一秒钟他还在生命线上，下一秒钟他已经在撒但的线上，

他马上就转换，非常快就转换。 

第二二，犹大总是充满了钱的思想，就将自己向魔鬼敞开，

以三十锭银子出卖了主。 

钱进到他的心思里，当钱进到他的思想里，他就在善恶知

识树的线上。 



 144 

 

第二三，不信的犹太人遵守律法，并且按着律法将主耶稣

定了死罪。 

约翰十九章七节说，按那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

所以他们在那里杀神，用律法杀神。你可以用律法来把神杀害。

这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七节。 

第二四，大数的扫罗是个拔尖的宗教徒，逼迫召会，他也

不是在作坏事，他是有好意。但是他却是在逼迫召会，直到神

将祂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 

第二五，哥林多信徒在知识上样样富足，但他们自高自大，

在基督里仍是婴孩。 

我想到那些离开恢复的人，他们样样富足，他们什么都知

道，但他们却离开召会，离开主了。 

第二六，智慧派的哲学把许多信徒从享受基督作他们的生

命岔开，哦，我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离开善恶知识树的线，

愿我们都被保守在生命线上。 

第二七，召会中持异议的人造成分立和绊跌的事，违反神

经纶的教训。 

第二八，巴兰的教训、尼哥拉党的教训和耶洗别的教训，

这些都是教训，是好的教训，却使初期的召会受到欺骗，偏离

了吃主和同主坐席。哲学是善恶知识树，教训也是在善恶知识

树的线上。 

第二九，敌基督是不法的人，灭亡之子；他是知识线上的

巨人，他的定命是和撒但，死亡的源头，一同被扔在火湖里。 

所以有基督作为生命树，还有敌基督就是基督的反面，他

是知识线上的巨人。 

第三十，“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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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死字句的圣经属于知识树，是杀死人的，但那灵属于生

命树，是赐人生命的。 

2 在知识线之外，还有生命线；为这生命的选择赞美主！

赞美主！赞美主！为着生命的选择，赞美主！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