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 甸 之篇 分別善惡樹

神恩典中的預備
一個可能的解釋



伊甸園 的 生命樹 和 分別善惡樹

創 2:8 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
在那裡。

創 2: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
樹。

創 2:10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裡分為四道。

生命樹 =       基督

分別善惡樹 =      ？？？？



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

創 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 2:16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
意喫；

創 2: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為你喫的日
子必定死。



亞當與夏娃
創 2:18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創 2:19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
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
字。

創 2:20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
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創 2:21 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
把肉合起來。

創 2:22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他到
那人跟前。

創 2:23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
為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創 2: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創 2: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蛇的引誘

創 3:1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
子麼。

創 3:2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喫；

創 3: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喫，
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創 3: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創 3:5 因為神知道，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
如神能知道善惡。



墮落的開始

創 3: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喫了；又給
他丈夫，他丈夫也喫了。

創 3: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纔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

創 3: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
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一個自我的檢驗…… 是否如此？

對別人所說的一句你不確定的話……

當人單純的不知善惡的時候，一切看來都還是挺好的……

但當人知道善惡的時候，人總是傾向從惡的角度來看……



與生命的隔絕

創 3:21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

創 3:22 耶和華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
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喫，就永遠活著；

光明不能與黑暗同居，生命不能與死亡同行，人“伸手”摘生
命樹的果子，使“必定死”的人永遠活在他的“死”中……在
罪的虧缺與死的陰影下，人將會永遠地躲避離開這位光明的
神…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無論是摘下的無花果樹的葉子，或是割下的走獸牲畜的皮革，
都只能遮蔽人肉眼所見的赤身露體，卻無法掩蓋人在神眼中赤
裸的心靈…



生命樹的道路

創 3:23 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創 3:24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
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罪 使我們與神隔絕，但

生命樹的道路 開始顯明 …

生命樹的道路在伊甸園的東邊，在東邊向日出之地…

神看守保佑生命樹的道路等候人的歸回



分別善惡樹

(分別)善惡的知識樹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伊甸的疑惑？

神爲什麽要把(分別)善惡的知識樹放在伊甸？

神難道不知道(分別)善惡的知識樹會把人陷
入罪中？

神難道不能防止(分別)善惡的知識樹把人陷
入罪中？

神爲何不阻止蛇藉著(分別)善惡的知識樹把
人陷入罪中？



都是因爲神給人的自由意志？

神是

無所不知 Omniscience

無所不在 Omnipresence

無所不能 Omnipotence



為什麽亞當沒有先吃生命樹的果子？



麵包樹的比喻

什麽樣的人會想要摘取麵包樹上的果子吃？



什麽樣的人會想要摘取麵包樹 上的果子吃？

一個飢餓 的人……

一個沒有麵包，卻又知道麵包能解決他飢
餓問題的人。



什麽樣的人會想要摘取生命樹 上的果子吃？

一個沒有生命 的人……

一個必定 死 的人。



死亡: 神的恩典？

宇宙，是空間上無限的存在。

永恆，是時間上無限的存在。

而人，則原被創造於永恆與宇宙之中。

但，自從亞當犯罪，永恆似出現了中斷，因為罪的工價乃是
死。

死亡的出現，使人訝異於無限中“有限”的存在，更驚覺自
身竟存於“有限”之中。

欲眺望永恆，卻可望而不可及，但見死亡赫然橫阻於前。

1992



死亡: 神的恩典？

曾被創造在永恆中的亞當，原不能分辨善惡，也不知何為生
死；但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才驚見神的榮光與自身的羞恥。

似乎人對罪的認知，原不在於永恆中的自覺；乃在於面對死
亡時，於神的光照下所作的回顧。

沒有惡，就不知善的美好；沒有死，就不知生命的可貴。

因此, 肉體的死亡，未嘗不是神的恩典。

1992



人有了分別善惡的知識，
是否就可以有能力棄惡行善？

耶 4:22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愚頑，不認識我；他們是愚昧無知
的兒女；有智慧行惡，沒有知識行善。



律法 叫人認識 ……

羅 2:18 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就曉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別是
非，〔或作也喜愛那美好的事〕

……

羅 3:19 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好
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

羅 3:20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
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律法 叫人認識神的旨意，能分別是非…

叫人認識罪，伏在神的審判之下…



律法的誡命 叫人死

羅 7:7 ……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為罪；非律法說：『不
可起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心。

羅 7:8 然而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裏頭發
動；因為沒有律法罪是死的。

羅 7:9 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雅 1:13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
探，他也不試探人；

雅 1:14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

雅 1:15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罪的引誘

羅 7:10 那本來叫人活的誡命，反倒叫我死；

羅 7:11 因為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

羅 7:12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
的。

羅 7:13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麼？斷乎不是；叫我死的
乃是罪。但罪藉著那良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叫罪因著
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

律法 叫人認識良善與 罪惡



律法 叫人認識 良善與 罪惡

羅 7:14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
經賣給罪了。

羅 7:15 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
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

羅 7:16 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



律法 叫人認識 自己的虧缺 ：赤身露體

羅 7:17 既是這樣，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

羅 7:18 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
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羅 7:19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
作。

羅 7:20 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
罪作的。

羅 7:21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

羅 7:22 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歡神的律；

羅 7:23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
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羅 7:24 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神 使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

羅 8: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羅 8: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
叫他如此的。

羅 8: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
的榮耀。〔享原文作入〕

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空虛墮落 (她)那 (她)創造建立 他/她/它那時(也
是)被使服膺服從， 不是/不 (她)心甘情願的，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
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是這樣 並且 (她)同一者 (她)那 (她)創造建立 他/她
/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自由自主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奴役為
奴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朽敗朽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主自
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神 使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

人不經過黑暗，就不知道光明的可貴；

人不經過罪與死，就不知道生命與良善的
價值；



一個大莊園的故事……



神 指望人脫離敗壞的轄制，得進入神兒女榮耀的自由

神 讓人經歷虛空之下，以至在虛空之下經歷之

後，虛空再也不能成爲人的轄制，罪與死再也不
能成爲人的威脅，人才可能真正進入神兒女榮耀
的自由……

神 知道，在人的自由意志與生命的虧缺裏面，
罪與死終究要成爲人的轄制…

不會游泳的人永遠有一個不自由，他不能靠近這
水，這水將永遠成爲他生命的威脅…

但人不可能在岸上學會游泳…



以西結所見的異像： 一個聯想…

結 47:1 他帶我回到殿門，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原來
殿面朝東）這水從檻下，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

結 47:2 他帶我出北門，又領我從外邊轉到朝東的外門，見水從
右邊流出。

結 47:3 他手拿準繩往東出去的時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蹚過水，
水到踝子骨。

結 47:4 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
肘，使我談談蹚過水，水便到腰。

結 47:5 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蹚過；因為水勢
漲起，成為可洑的水，不可蹚的河。



神恩典中的預備與揀選……

弗 1: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
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

啟 13:8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
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

KJV: And all that dwell upon the earth shall worship him, 

whose names are not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slai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凡住在地上，名字沒有記在從創世以來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
人，都要拜他。

神恩典中的預備與揀選…… 一條通往生命樹的道路



神 在創世以前就已經預備了的一條道
路……

神在創世以前，就已經在基督裏就揀選了我們。

神在創世以前，基督就已經為我們被殺獻祭了。

但，

若不離開，又怎麽歸回…

若沒有被擄去，又怎麽能知道神在恩典中的
自由，是多麽的可貴，是要用生命的代價而
持有的麽？



神恩典中的預備與揀選…… 一條從大水中經過的道路

詩 18:16 他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

……

詩 29:10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

詩 66:5 你們來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作之事，是可畏的。

詩 66:6 他將海變成乾地；眾民步行過河；我們在那裡因他歡喜。

……

詩 77:19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詩 77:20 你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
般。



神恩典中的預備與揀選…… 一條受苦的道路

伯 36:15 神藉著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們受欺壓，開通他們的
耳朵。

……

詩 90:15 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歲，叫
我們喜樂。

……

詩 119:67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現在卻遵守你的話。……

詩 119:71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

詩 119:75 耶和華阿，我知道你的判語是公義的；你使我受苦，
是以誠實待我。……

詩 119:107 我甚是受苦；耶和華阿，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



神恩典中的預備與揀選…… 一條蒙恩的道路

詩 66:8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神，使人得聽讚美他的聲音；

詩 66:9 他使我們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們的腳搖動。

詩 66:10 神阿，你曾試驗我們，熬煉我們，如熬煉銀子一樣。

詩 66:11 你使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

詩 66:12 你使人坐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你卻使我們到
豐富之地。



死亡: 神的恩典！

撒但曾藉著猶太人的手，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卻成就了
神永遠的救贖。

同樣的，撒但藉著罪的引誘，讓死作了王，卻成就了神無比
的心意，使人藉著面對死亡，在神的恩光中，產生對罪的認
知與對永生的盼望。

感謝神！祂讓死亡成為罪的工價，使落在罪中的人，得知生
命的可貴，並得以在衪救贖的恩典中，跨越死亡，進入永生。

祂誠然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正如經上所記：(約伯記十二章22節)

“祂將深奧的事從黑暗中彰顯，使死蔭顯為光明。”

1992



伊甸的豐富：園子當中的兩棵樹

分別善惡樹
(分別)善惡的知識樹

+

生命樹

來 5:13 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

來 5:14 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
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

太 5: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長大成人的生命 = 完全的生命



伊甸的豐富：兩棵知識樹？

分別善惡樹：分別善惡的知識樹

生命樹：認識神與基督的知識樹

約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This is striking, that eternal life consists in knowledge, or rather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 . . (from Vincent's 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這真是驚人，永生竟然存在於（認識真神與耶穌基督的）知識中，
或更確切地說，是存在於在對知識的追求中……”。

賽 11: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
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

哈 2:14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伊甸的豐富：神本性一切的豐盛

首先的亞當 ：單純 ……

不分善惡，不知生死

末後的亞當 ：成熟 ……

道路，真理，生命

林前 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
的活人。』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

……

西 2:2~3 ……神的奧秘，就是基督；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
都在他裏面藏著。



要按著神的本性認識祂，按著祂的大德讚美祂…

詩150: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他，在他顯能力的
穹蒼讚美他。

詩150:2 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按著他極美的大德讚美他。

……

詩150:6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要求主的光照，要求神的憐憫…

不要在聖所的外面，去猜測聖所後面的這一位神，以爲祂是
住在黑暗裏…



默然不語……

在人年幼無知 的時候，神不為自己辯駁，因爲祂

知道，就算祂為自己辯駁，人也必然不懂，因此，神
就默然不語……

等你長大成人 的時候，你自然會明白，而等明白

的時候，你都不知道當用什麽樣的話語去感恩，所以
你也默然不語……

詩 39:9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

……

林前 2:9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
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是的，罪曾經使我們與神隔絕！

但，罪卻不能使神與我們隔絕！

罪 曾經使我們與神隔絕，但

愛 現在使我們歸回：

主來到世上，用自己的血，開了一條
又新又活的路，把我們引回到父的面前…



我們曾經離開，

我們現在歸回……

是的，我們曾經離開，我們現在歸回…

所不同的是，我們離開的時候是孩童，
歸回的時候已是大人。



詩 126:1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
時候，我們好像作夢的人。

詩 126:2 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
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詩 126:3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
就歡喜。

詩 126:4 耶和華阿，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
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