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的路
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
#1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的路，
必定死。
为着成就神永远的经纶
1死亡开始于知识树，结束于火湖｡
鸟瞰8/1-7
2生命开始于生命树，结束于新耶路撒冷，就是
I在创世记二章，我们看见在人面前的两个拣选 生命水的城｡
—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
灵感：
创2:8 耶和华神…栽植了一个园子，把所塑造的
人安放在那里。
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 II我们必须借着享受基督作为生命树而留在生
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还 命之路、生命的线上，维持在生命中，使我们
有善恶知识树。
在生命上长大，为着神在生命里的建造:
A两棵树表明在这宇宙中，有两个意志、两个源 约10:10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
头、和两种可能，让人运用自由意志来拣选。
更丰盛｡
B生命树表征作三一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以食物 启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
的形态作人的生命，使人享受祂，并被祂构成， 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
使祂得着荣耀，就是祂团体的彰显，因而成就 出来。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神照着祂永远经纶之原初的心意:
A我们留在生命之路上，乃是借着按照生命的原
1生命树，神的树，神树，乃是宇宙的中心｡
则生活与事奉，而不是按照是非的原则:
2旧约开始于生命树，新约结束于生命树;因此， 1我们必须不照着是非，只照着我们灵中内里生
神作人生命的思想，贯穿整个神圣的启示。
命的感觉，就是生命的引导而生活行事｡
3神将人安置在生命树跟前，指明神要人借着生 2基督徒生活的标准乃是我们里面内住的基督;
机地吃祂，并新陈代谢地吸收祂，而接受祂作 不是对或错的问题，乃是我们里面的神 圣生命
人的生命，使神成为人之所是的构成成分｡
是否响应的问题｡
灵感：
灵感：
C善恶知识树表征撒但对人乃是死亡的源头:
B我们留在生命之路上，乃是借着爱主到极点，
来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 吸引人快跑跟随祂:
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 1 要 享 受 基 督 作 生 命 树 ， 我 们 必 须 一 直 告 诉
就是魔鬼｡
祂:“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我们向着主耶稣
1这树也表征神以外一切的事物;任何不是神自 有火热的爱，让祂在一切事上居首位，我们就
己的事物，包括善的，甚至合乎圣经及宗教的 会享受祂一切的所是。
事物，都会被那狡猾者撒但所利用，将死亡带 2要享受基督作生命树，我们必须把人许配给祂，
给人｡
将他们带进对主耶稣这宝贵人位真实 的珍赏、
2善与恶不是由两棵树所表征，乃是由一棵树， 爱和享受里｡
就是第二棵树所表征;因此，寻求神以外的善， 林后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
乃是属于撒但。
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
3真正的善乃是神自己;因此，得着神就等于得 给基督。
着真正的善｡
C我们留在生命之路上，乃是借着祷读主的话，
灵感：
默想主的话而吃耶稣，并操练我们信心的灵而
将是灵的话供应到别人里面:
1我们必须清晨在话中享受祂，每日有新的起头，
D生命树使人倚靠神，但知识树使人悖逆神并向 并且接受祂的话，谨慎地反复思想｡
神独立:
诗119:147 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约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 148 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默想你的话
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 语。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2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必须每日对各种人讲
1吃指明倚靠;神是我们的食物，由生命树所表 说基督，并且拼上一切，竭力建立在每一个聚
征，意思就是我们必须不断倚靠神。
会中说话的习惯｡
2知识树指明独立;在神眼中，人第一次的罪和 灵感：
最大的罪就是独立。
E两棵树带进两条线，两条路—生命的路与死亡
的路—贯穿整本圣经并结束于启示录:
D我们留在生命之路上，乃是借着享受三一神作
创2:16 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 17 …. 善恶 为生命之灵的律，同其神圣的性能:

1在伊甸园中的这两棵树里，我们看见生命、善
与恶;我们是伊甸园的小影，在我们的灵里有生 1.
命之灵的律，在我们天然、独立的心思里有善
的律，在我们的肉体里有恶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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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们必须照着灵而行，并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
借此“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使那
作生命的三一神得以分赐到我们三部分的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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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我们留在生命之路上，乃是借着活在复活里，
活在召会作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召会作基督的身
体，乃是由金灯台这棵复活生命的树所表征;这 2.
是为叫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这生命的城，有神
的荣耀，作神的彰显｡
III我们成为得胜者独一的路，乃是借着吃并享
受基督作生命树，使我们能在生命里变化而成 3.
为男孩子，为着展示基督的得胜，并使我们成
为基督的新妇，使祂满足。
启22: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生产十二样
果子，每月都结出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
万民。
灵感：
4.

神戸に在る召会 交わりと報告事項
主日集会の時間について:
海外では主日集会は、主の証のために 9:00
又は 9:30 に開始する場合がほとんどです。
日本では遠くから来られる人のために 10:00
から開始する集会が多いです。
神戸では集会所が比較的近いので、主の証
のために、可能な限り 9:30 開始にしたいと
考えています。また 9:30 開始の方が、集会
後の福音や午後の時間を有効に利用できま
す。
召会の福音を前進させる交わり：
8/3（水）10:15-11:30＠本山、夙川、六甲
Zoom ID:875 716 8582
東京全時間訓練生神戸来訪:
8/6（土）‐8/8（月）まで、東京全時間訓練生
の5名が神戸に来られます。兄弟は三宮集
会所、姉妹は学生センターに宿泊します。こ
のブレンディングが祝福されるように、兄弟
姉妹お祈りください。
7月ビデオ訓練:
8/5(金) 19:30～M8
8/6(土) 8:30～M9,M10
8/13(土) 8:30～M11,12（変更しました）
5. サマーブレンディング:
8/11(木)親子（乳幼児～小4）＠魚崎1F、
午後はランチ後、住吉川でスイカ割りと水遊
びブレンディング 9:30集合、15:00解散
8/11（木）ビジネスパースン＠魚崎2F
9:30集合、15:00解散
8/12（金）青少年（小5～大学院生）＠リジョ
イスガーデン
9:10集合、16:00下山
6. 関西責任者・奉仕者ブレンディング集会 :
8/20（土）Zoomでも参加できます。
聖書通読:今週は通読表の32週目です

CP1 若照着善恶知识行动，就被杀死，若照里面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的生命行动就得着生命
见证20岁的时候，访问了台湾和美国·加利福
IC 善恶知识树表征撒但对人乃是死亡的源头—: 尼亚的诸召会（这些众召会是李兄弟直接带领
希 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 的）。与日本相比，❶聚会中灵的释放、❷对
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 基督享受的丰富、❸团体彰显的丰满、❹人数
权的，就是魔鬼｡
众多。我对召会规模小的日本现状感到失望，
1 这树也表征神以外一切的事物；任何不是神自 在与主交通的时候，主指示我歌罗西书3:9-11
己的事物，包括善的，甚至合乎圣经及宗教的 的新人的异象。
事物，都会被那狡猾者撒但所利用，将死亡带 歌3:9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同
给人｡
旧人的行为，
2 善与恶不是由两棵树所表征，乃是由一棵树， 10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
就是第二棵树所表征；因此，寻求神以外的善， 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乃是属于撒但。
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
3 真正的善乃是神自己；因此，得着神就等于得 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
着真正的善｡
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神总是坦率的，且从正面而来；然而，撒
召会是一个新人，新人中，没有美国人、
但是狡猾的，总是躲在背后。撒但若要找你麻 中国人、日本人。换句话说，必须有得救的美
烦，他不会公开地、老实地作，乃是狡猾的借 国人、得救的中国人、得救的日本人。如果日
着你的妻子，或世界的一部分，比如百货公司， 本人没有得救的话，新人就无法完成。因此，
来烦扰你。有的时候他甚至利用圣经，借着其 我确信主一定要建造日本的众召会，受到了很
中的字句困扰你。不要忘了犹太宗教徒，就是 大的鼓励。
那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怎样用圣经把主
同时，主也指明了如果我不脱去日本人的
耶稣定了死罪。因为撒但是狡猾的，知识树并 旧人，就不能穿上新人。我明白了撒但使用日
不直接表征他，乃是表征神以外的一切事物， 本人文化中的善，譬如，“不能给人添麻烦”，
包括美好的事物、合乎圣经的事物、以及宗教 “不能强迫人”，“认为大家必须一样的平等
的事物。不管是好是坏，只要不是神自己，都 主义”，叫我从生命树的享受中岔开。这些善
会被撒但利用。
使我们日本人“犹豫要不要在聚会中释放灵”、
在神之外，一切的事物可分为知识、善、 “不大胆地讲说福音”、“拦阻恩赐的出现”。
恶这三类。假设你打算作一件好事，然而在你 这种文化上的善是妨碍召会建造的主要因素，
灵的深处却觉得不要碰，也不要作。…不要应 在圣经的心脏部的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和
用善恶的原则，乃要与生命的原则合作；你里 歌罗西书得到了启示。这些不是生命之树，而
面若没有平安，就表示生命之灵不赞同你的打 是属于善恶知识之树。我发现了我得救后很长
算，你必须与祂合作。你若肯，就能得着生命。 一段时间，靠善而活，吃善恶知识的树，乃是
你过去没有一再重复这样的经历么？什么时候 死的。之后我开始注意更多地操练灵。
你照着善行动，你就被杀死，你就经历死。然 祷告哦，主耶稣啊，善恶知识之树，象征死亡
而，你若照里面的生命行动，你就得着更丰盛 的源头撒但。任何不是神自己的事物，包括善
的生命。
的，甚至合乎圣经及宗教的事物，都会被那狡
猾者撒但所利用，将死带给人，特别是在日本，
文化上的善是妨碍召会建造的主要原因。请让
我有敏锐的感觉，照着生命的原则，而不是遵
循善恶的原则。

CP2如果我们向着主耶稣有火热的爱，让祂在一
应用: 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切事上居首位，我们就会享受祂一切的所是
见证1我目前在六甲区服事。自从新城一家来到
II我们必须借着享受基督作为生命树而留在生 学生中心在六甲服事后，很多六种新人被带进
命之路、生命的线上，维持在生命中，使我们 来。与新城海花姊妹一起配搭服事中，我被光
在生命上长大，为着神在生命里的建造:
照自己的个人主义，缺乏对主的爱，以及对他
A我们留在生命之路上，乃是借着按照生命的原 人的不关心。海花姊妹照着生命树的路线照顾
则生活与事奉，而不是按照是非的原则。
访问人。结果就有常存的果子，许多人现在在
B我们留在生命之路上，乃是借着爱主到极点， 身体里尽功用。我想从与海花姊妹的配搭中学
吸引人快跑跟随祂。
习过福音和牧养的生活，并照这生命树的路线
雅1:4 王带我进了他的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 来事奉。
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她 见证2刚进到召会生活时，我很新鲜地享受主。
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每天早上晨兴、参加各种聚会、相调，与弟兄
1要享受基督作生命树，我们必须一直告诉祂： 姊妹不管做什么都很开心。也被鼓励常常对主
“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我们向着主耶稣有 说：“主，我爱你。”我单纯地照着交通，实
火热的爱，让祂在一切事上居首位，我们就会 行了。我越说“主耶稣，我爱你！”，我就越
享受祂一切的所是。
爱主，内心就越火热，自然而然地就有对主有
2要享受基督作生命树，我们必须把人许配给祂， 奉献的祷告。并且摸着神的心意开始传福音。
将他们带进对主耶稣这宝贵人位真实的珍赏、 在与弟兄姊妹的配搭里，我开始传福音，牧养
爱和享受里。
人。把神带到人里面，把人带到神面前，建造
主耶稣不是道理，也不是一些恩赐或一种 召会。感谢主。
能力；祂乃是一个人位，需要我们的爱、我们 见证3在全国特会上，Ed Marks弟兄经常鼓励我
的珍赏、和我们的感情。我们多么需要对主耶 们要说：“主耶稣，我爱你。”他非常爱主，
稣有甜美的感情和爱意。
听他的话让我也想要爱主。在上班中用小声呼
我们可能谈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我们 喊了很多次“主耶稣，我爱你，”。这样我就
若对祂没有真实的爱，祂是我们的生命就只是 从里面摸着主的生命，新鲜的，可以专心地工
道理。…我们若要享受耶稣作生命，就必须爱 作。哈利路亚，基督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生命
祂。只要我们爱祂，即使我们不知道“生命” 的供应。
这辞，我们也会享受生命。我们不懂得道理， 祷告哦哦主耶稣，为着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留
但我们会享受耶稣这活的人位作我们的生命。
在生命线上，在生命中神的建造，我需要长大。
我们也许有许多教训，有各样恩赐和能力， 常常对主说：“主耶稣，我爱你”，向着作为
却不愿意接受基督的个性。主耶稣…需要一个 人位的主耶稣有火热的爱，对他这宝贵人位有
像彼得那样爱祂的人，能对祂说，“哦，主耶 真实的珍赏，享受主。主耶稣，加深我对你的
稣，我爱你！我跟从你。我以你作我的人位。 爱。
我接受你的个性作我的个性。我接受你的意愿
作我的意愿。我接受你的愿望作我的愿望。我
不在意教训、恩赐和能力，我只在意你自己。
我爱你，我跟从你，接受你作我的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