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总题：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的路 
 

第二篇 

两棵树与两种生活的原则 
TW 诗歌：384，s209 

读经：创二9，来四12，林前二14~15，罗八4、6，弗四18~19，林后十一3 

创2: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

还有善恶知识树。 

来4: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林前2:14 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并且他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是

凭灵看透的。 

林前2:15 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 

罗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

隔绝了； 

弗4:19 他们感觉既然丧尽，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贪行种种的污秽。 

林后11:3 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

样。 
 

壹 创世记二章九节的两棵树—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代表两种生活的原则： 
创2: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园子当中有生

命树，还有善恶知识树。 

一 这两棵树表明基督徒能凭着两种不同的原则—是非的原则或生命的原则—而生活

—林前八1。 

林前8:1 关于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建造

人。 

二 基督徒不是讲是非的原则，善恶的原则，乃是讲生命—约壹五11~13、20。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壹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约壹5:20 我们也晓得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

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祂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

永远的生命。 

三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得着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多了一个生活的原则—生命的原则；

我们如果不知道，就会把生命的原则摆在一边，而跟从是非的原则。 

四 基督徒不是问事情对或不对，乃是在作事时问里面的生命怎么说—罗八6，弗四

18~19。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

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弗4:19 他们感觉既然丧尽，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贪行种种的污秽。 
 

贰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凭着里面的生命，不是凭着外面是非的标准；我们生活

的原则是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 



9 

一 如果我们生活的原则也不过是对与错，我们就和世人一样了—17节。 

弗4:17 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

虚妄里行事为人， 

二 对不对，不是凭着外面的标准，乃是凭着里面的生命。 

三 我们不只是恶事不能作，连仅仅是善的事也不能作： 

1 基督徒只能作出乎生命的事；在这里有恶事，有善事，也有生命的事—约一

4，十10，约壹二25，五13。 

约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10:10 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

得的更丰盛。 

约壹2:25 祂所应许我们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 

约壹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

生命。 

2 在创世记二章九节，‚善恶‛摆在一起，两者是在一条路上，‚生命‛是在另

外一条路上。 

创2: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园

子当中有生命树，还有善恶知识树。 

3 有一个标准比善的标准还要高，这个标准乃是生命的标准—约十一25，约壹五

11~12。 

约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

活；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4 基督徒的生活标准，不只是对付恶的事，也是对付善和对的事。 

5 许多事情，虽然按着人的标准是对的，但是按着神的标准却是错的，因为缺少

神的生命。 

四 基督徒的生活是凭着里面的生命—罗八2、6、10~11： 

罗8: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罗8:10 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 

罗8:11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的，也必借着祂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1 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在生命之外有所决断—约壹五13。 

约壹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

生命。 

2 里面生命加增的事，就都是对的；里面生命减少的事，就都是不对的。 

3 我们的道路是神的生命，不是是与非；这两个原则的分别太大、对比太强了。 

4 我们只有一个问题：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起来的，或者是萎下去的；这要断

定我们的道路。 

5 神乃是要求到神的生命满足了才够；我们要作到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满足了才够

—约一4，三15。 

约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生命。 

6 基督徒不是因为犯了罪在神面前认罪而已；基督徒许多时候是因为作了好事而

在神面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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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生活的原则，不是分别善和恶；我们在神面前所分别的是生命和死亡—罗

八6，约壹三14。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约壹3:14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爱弟兄的，仍住在死中。 
 

叁 我们若要按照生命的原则生活，就需要分辨灵与魂，并且认识灵—来四12，

林前二14~15： 
来4: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

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林前2:14 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并且他不能明白，因为这

些事是凭灵看透的。 

林前2:15 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 

一 主就是那灵，在我们灵里生活、居住、运行、行动并行事，并且我们与祂成为一灵

—林后三17，罗八16，林前六17： 

林后3: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罗8:16 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1 我们若想要实际地认识主，并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祂，就必须学习分辨我们的灵

—二14~15。 

林前2:14 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并且他不能明

白，因为这些事是凭灵看透的。 

林前2:15 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 

2 我们若不认识我们人的灵，就不能领会神在我们里面的行动，也不能跟从主，

因为今天主乃是那灵，活在我们灵里—约壹二27，提后四22。 

约壹2: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

有祂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

的，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提后4:22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们同在。 

二 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灵与其他内里诸部分的不同—诗五一6，结三六26，彼前三4。 

诗51:6 看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真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认识智慧。 

结36:26 我也要赐给你们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

给你们肉心。 

彼前3:4 乃要重于那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妆饰的心中隐藏的人，这在神面前是极

有价值的。 

三 在我们的魂里作任何事，不论事是对或不对，都是活在旧人里；因此，我们需要否

认我们的魂生命，就是我们的己—太十六24~26。 

太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

我。 

太16:25 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

魂生命。 

太16:26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

魂生命？ 

四 当我们跟从灵，我们就是跟从主自己，因为主是在我们灵里—提后四22，林前六

17。 

提后4:22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们同在。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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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我们要按照生命的原则生活，就需要跟随生命内里的感觉—罗八6，弗四

18~19，赛四十31：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

的生命隔绝了； 

弗4:19 他们感觉既然丧尽，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贪行种种的污秽。 

赛40: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

不疲乏。 

一 生命的感觉是主観的、个人的、实际的： 

1 在消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死的感觉—罗八6上。 

罗8:6上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 

2 在积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生命平安的感觉，感觉刚强、饱足、安息、明亮、

舒服—6节下。 

罗8:6节下 ……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二 生命感觉的源头是神圣的生命（弗四18~19）、生命之律（罗八2）、圣灵（11，约

壹二27）、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约十五4~5）和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神（腓二13）。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

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弗4:19 他们感觉既然丧尽，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贪行种种的污秽。 

罗8: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罗8:11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的，也必借着祂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约壹2: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祂的

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

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约15:4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

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约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

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腓2:13 因为乃是神为着祂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 

三 生命感觉的功用，是使我们知道自己是活在天然的生命里，或活在神圣的生命里；

是活在肉体里，或活在灵里—林前二14~15，罗八8~9，加五16~17。 

林前2:14 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并且他不能明白，因

为这些事是凭灵看透的。 

林前2:15 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 

罗8:8 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罗8:9 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有基

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加5:16 我说，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 

加5:17 因为肉体纵任贪欲，抵抗那灵，那灵也抵抗肉体，二者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

作所愿意的。 

四 信徒的生命长进不长进，就在于他如何对待生命内里的感觉—弗四15，西二19，林

前三6~7。 

弗4:15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西2:19 不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

神的增长而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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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3: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林前3:7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五 我们需要将自己祷告到生命的感觉里，并天天活在这种管制、引导、指引的元素之

下—罗八6，弗四18~19，约壹二27。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

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弗4:19 他们感觉既然丧尽，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贪行种种的污秽。 

约壹2: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祂的

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

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六 我们越照着灵而行并跟随生命的感觉，就越照着生命的原则而活—罗八4、6。 

罗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伍 我们若照着生命的原则而活，我们辨识事物，就不会照着对错，乃照着生命

或死亡—林后十一3： 
林后11:3 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

夏娃一样。 

一 约翰福音强调一个事实：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相对，我们不该在意善恶，乃该在意

生命—四10~14、20~21、23~24，八3~9，九1~3，十一20~27。 

约4:10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祂，

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约4:11 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从哪里得活水？ 

约4:12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给了我们，他自己和他的子孙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

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么？ 

约4:13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约4:14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

永远的生命。 

约4:20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 

约4:21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

耶路撒冷。 

约4:2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因为父寻

找这样敬拜祂的人。 

约4:24 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约8:3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 

约8:4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时被拿的。 

约8:5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样，你怎么说？ 

约8:6 他们说这话，是要试诱耶稣，好得着把柄告祂。耶稣却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

上写字。 

约8:7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先拿石头打她。 

约8:8 于是又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 

约8:9 他们听见了，就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地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

人仍然站在当中。 

约9:1 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约9:2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是谁犯了罪，叫这人生来就瞎眼？是这人，还是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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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9:3 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

的作为。 

约11:20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祂，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约11:21 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 

约11:22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约11:23 耶稣对她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约11:24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约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约11:26 凡活着信入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么？ 

约11:27 马大对祂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来到世界

的。 

二 辨识一件事最好的办法—辨识的秘诀—乃是照着生命或死亡来辨识；我们必须学

习照着生命和死亡来辨识、分辨事情，拒绝任何剥夺我们对主作我们生命供应之享

受的说话，而接受主真正的职事，真正的职事总是加强我们享受基督作我们生命的

供应—罗八6，林后十一3。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林后11:3 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

骗了夏娃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