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九）
“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
（约 3：1～15）
背景：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祂所行的神迹，就信了祂的名。耶稣
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祂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祂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约 2：23～25）。

耶稣行神迹是要人信祂而得生命，但结果这些人却是白信，这当然不是耶稣所
希望的，于是就引出第三章来。

一，重生的重要性（约 3：1～3）：
1，尼哥底母来找耶稣：
“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又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
‘拉比，我们知道
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 神同在，无人能行’
”
（约 3：1，2）
。
尼哥底母是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但他却谦卑主动地来找耶稣，他开口就称耶稣是拉
比，意即老师。他把耶稣看得很重，说耶稣是从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他看见耶稣所行的
那些神迹（复数），而且知道，那些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是无人能行的。
尼哥底母的悟性不错，但他也只是对耶稣行的神迹有兴趣。他可以说就是上面在耶路撒
冷看见耶稣行神迹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因为他用“我们知道”，表示不仅他一个。其实，他
们知道什么？（参约 2：24，25），人以为自己知道的，往往反而成为人进一步去认识神的
障碍；但是尼哥底母不同，他因着神迹，愿意亲自来请教耶稣，于是引出了下面耶稣与他谈
重生的事。可见，同一件事，能开启人心灵的眼睛，也可能使人成为睁眼瞎（参约 9：39～
41），区别就在乎人自己在面对神和神言行时的心态。

2，耶稣指出重生的重要：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

神的国”
（约 3：3）
。

（1）耶稣这里用“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可见，耶稣不是不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参
约 2：24），从祂的语气可以体会到，其实祂比耶路撒冷的人更着急。
“实实在在”原文是连
续两个“阿们、阿们”，可见祂是如此迫切、真诚地对尼哥底母说这番话。这里重生的“重”，
原意：
“从上头地”，
“生”
，被动态；意思：
“重生”就是“从上面被生”，人若想到天父那里
去，就必需要经历从上面被生。
（2）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这里“人”原意：任何什么；耶稣开门见山地给他
指出来，你最要关心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他当然知道“不能见神的国”
意味着什么？不能见神的国，不仅仅是上不了天堂的问题，更是能不能作神百姓的问题。犹太
人认定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又受过割礼，再加上遵行律法，又信神迹，他们当然有份进神
的国。现在耶稣突然告诉他，不是这样的，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意思：无论何
人若不从上面被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对犹太人和尼哥底母的信仰来讲，实在是一个极大的
挑战。

【生命提醒】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不能”的“能”现在时，意思：不论
什么人，若不从上面被生发成为，就持续地不能见神的国。正象耶路撒冷那班人，他们也信
了耶稣的名(参约 2：23)，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参约 2：24），这些人没有得着耶稣，
他们的生命没有被耶稣更新，他们的“信”能使他们进神的国吗？不能。同样今天，没有任
何人可以藉着肉身的出生来成为神国的子民，人必须透过生命的更新和整个内心的改变，才能
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的生命真的被更新过吗？我的生命是从上面被生
发成为的吗？
二，什么是重生？（约 3：4～8）：
1，重生的概念：
（1）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约 3：4）。
尼哥底母当时听懂耶稣的话了吗？他听懂了一些，因为他问耶稣：“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可见他已经从对神迹有兴趣，转为对“重生”有兴趣了。但他不明白耶
稣说的重生是什么意思？他问“人已经老了，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他把重生理解成肉
身的重生。
（2）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
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约 3：5，6）。
耶稣回答了他的问题，你即使再从母腹生出来，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重生不是
指肉身、不是指外在的问题，而是指内在，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重生是灵魂的重生。
耶稣把重生解释成“从水和圣灵生”，这里“生”被动态；是为了让尼哥底母能够明白，
所以要联系到旧约，耶和华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也要赐给
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
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结 36：25～27）。可见，水是表示洁净，灵是要将神的灵放在我
们里面，重生就是整个生命要被神来更新。所以，从整个生命来讲，水和圣灵也不需要分开，
就象“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弗 5：26），可以放在一起来理解。
【生命教导】尼哥底母的问题“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人的生命怎么可能重
新再来过呢？这也是我们不明白的问题，因为我们人很容易看重肉身和肉身的需要，
我们不太明白和重视灵魂的问题，一讲灵魂就觉得比较抽象。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指明
了一个方向，首先，不要再从肉身去思想重生，重生是灵的重生，是人里面生命的问
题；第二，人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里面的生命，所以重生的关键是要“从灵生”，是
由圣灵来作成的。
2，耶稣举例来解释什么是重生？
“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希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 3：7，8）
。
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
，这里虽是在对尼哥底母说话，但却是关乎所有
的人，所以，耶稣用“你们”
；
“你们必须重生”其中动词“必须”原意：捆绑固定，现在时，
单数第三人称；意思：祂把从上面生捆绑固定到于你们。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从圣灵生也是如此。意思重生的过程，是神成就的，人不晓得， 人 也 不 需 要 晓 得 。 这 里
“风”原意：灵或风；重生是“风随着意思吹”，意思是圣灵随着意思成就的，所以，
每个人也可以不一样，这都是神的主权和恩典。但我们可以“听见风的响声”
， 风吹过没有？

人是可以听见的。意思人有没有重生？人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被改变？人自己是可以知
道的，周围的人也是可以感觉到的。 “重生”是从圣灵生（参约 3：5，6，8），是从上面
生（参约 3：3，7），是从神生的（参约 1：13）
，而且都是被动态，表示人生命的更新都
是神作成的工，都是神的恩典。【讨论一】

【生命教导】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重生”都是神的恩典；但“重生”是关
乎生命的问题，生命是活的，生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生命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在今生我们都要不断地去依靠圣灵，让圣灵的风不停地吹入我们的心，让祂在我们的
生命中不断作更新的工作（参西 3：10），这样神的国才能不断地在我们心里掌王权，
基督信仰之所以这样积极、真实、和宝贵，也就在于此。
三，如何才能有重生？（约 3：9～15）：
1，耶稣的见证（约 3：9～12）：
（1）首先，尼哥底母问祂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还不明白这事吗？”（约 3：9，10）。
经过前面的问答，他知道了重生的重要性，也知道了什么是重生，但是，耶稣说他还是
没有真正明白。这里，主耶稣不是在责备他，而是在激励他，你作为先生、老师如果都不明
白，那么其他人将该怎么办呢？主耶稣实在着急，所以祂第三次又“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要让尼哥底母真明白：如何才能真正的被重生。
【生命提醒】这对今天每一位作教导的同工都是一个提醒，人怎样才能真正地被重生？不要
等到有人跌倒了，就去怪人家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重生，好象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责任，耶稣
要我们作教导的，自己先要明白，在重生的问题上，什么是神的主权，什么是人的责任？
（2）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
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约 3：11）。
耶稣指出问题的所在，人如果还想靠自己，有任何什么优势来进天国，那么人还是不能
领受从上面来的重生。耶稣把重生进天国的问题联系到“我们的见证”，也就是要联系
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来。
“我们的见证”指的是些什么？单约翰福音已经记载的就有，
施洗约翰的见证（参约 1：29，34），耶稣自己的见证（参约 1：51，2：11，19，21）
等等。意思人要认识耶稣基督，就要从领受这些见证开始，这些见证可以开人属灵的
眼睛，让人认识耶稣是神的羔羊、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把天地连起来的人子、是
受死第三日复活的神、祂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等等；问题是犹太人肯接受这些见证吗？
所以重生的头一个障碍，就是看人肯不肯放下自己的观念，去领受耶稣的见证。
（3）“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 3：12）。
“地上的事”
，至少应是指耶稣前面见证说过的话（参约 1：51）以及这里讲“重生”的
事（参约 3：3，5～8）。这里开始提出关于“信与不信”的问题，犹太人肯相信祂是神的儿
子吗？肯真的相信“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 2:19）吗？重生的第二个
障碍就是人的不信，人若不肯相信耶稣的话就是上帝的话，那么讲再多关于天上的事，也都
是白搭。
2，耶稣的启示（约 3：13）：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约 3：13），这里“仍旧在天”
，
表示祂已从天降下，却又依然在天；意思：祂是唯一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祂又是唯一把天
和地连起来的人子（参约 1：51）。耶稣向尼哥底母启示祂自己，我是“从天降下来的人子”，
我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人只有藉着我才能到父那里去（参约 14：6）。
“除了从天降下，
没有人升过天”，就是要告诉我们，人要重生就要重新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因为重生是
从上面被生，所以只有藉着从天降下的耶稣基督，人才能“从上面被生”
，人才能进神的国。
【讨论二】
3，耶稣的救恩（约 3：14，15）：
（1）“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 3：14）。
耶稣知道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熟悉摩西五经，所以又给他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的
故事（参民 21：4～9）。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末期，他们“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就埋怨神”(参民 21：5)。他们完全忘记了这近四十年来，神在他们身上有多少的恩
典和神迹，他们竟到最后还埋怨神，所以神就使火蛇来咬他们，凡被火蛇咬的必死（参
民 21：6）。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有罪了，就来求摩西祷告神（参民 21：7），神就赐下铜蛇挂
在杆子上的办法，凡一望这铜蛇的，就必得活 （参民 21：8）。
【生命反省】耶稣用“你们不领受”
，
“你们不信”来指出犹太人的失落，当然，这不仅仅是
当时耶路撒冷人的问题，也是今天世人同样存在的问题；神希望人能被圣灵生、从上面被生、
被神生，但是重生又是人里面生命的问题，人要肯领受主耶稣的见证，人要愿意相信主耶稣
的话，圣灵才能进入人的心里去作成祂的工。所以为了让人看清楚自己现在生命的光景，耶
稣就举了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事，祂要告诉我们，我们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都得罪了神，
都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参弗 2：1），就象凡被火蛇咬的都要死，人的出路在哪里呢？ 耶
稣在这里预言自己将“照样被举起来”，
“照样”意思就象当年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办法一样，
神对世人也赐下了一个拯救的方法，那就是让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参彼前 2：24）
，
以至凡用信心仰望被举起来的耶稣，人就能藉着耶稣基督得救。所以今天，人若想重生，
就要先认罪悔改，就要以信心来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人只有相信和接受神的救恩，
人才能得救。
（2）“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约 3：14 下，15）。
耶稣是从旧约连到新约，预言自己要被钉十字架，神是以祂独生子的生命来换取人的永
生，神是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以祂牺牲的大爱来吸引人回转归向祂（参约 12：32）。而人
的责任就是要“信”
，现在分词，后面跟介词“在内”
，意思要持续地信而进入祂，信的对象一
定是“祂”，即被举起来的人子。新约圣经许多的应许，常常提到要在基督里（如，弗 1：3，
4，10，11 等）
，人如何才能在基督里？其实这里就告诉我们“信而进入祂”，因着持续地信，
委身的信，就能进入基督里。所以和合本的小字译成，
“叫一切信的人在祂里面得永生”
。
“得
永生”的“得”，原意：
“持有，有”
，现在时；连在一起的意思：
“持续地信而进入祂的就会
持续地有永生”，表示人若真心相信基督，就持续地有永生，这样，
“重生”就是得永生的开
始，也就是进入神国的开始。被重生、有永生、进神的国是好，但人不能只要恩典，还要记
得进神的国是要让神掌权，就是人要放下自己，让神作王。所以，人就要持续地信而进入基
督，在基督里靠着十字架的救恩，人才能真正放下自己，真正让神作王，这才是重生、有永
生、和进神的国真正的途径。
从第三段来看，是耶稣来作见证，耶稣来启示祂自己，耶稣来成就十字架的救恩，一步
步推向高潮，其最高潮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只有主耶稣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人才有可能

被重生、人才能有永生、人才能进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的问题，
“怎能有这事呢？”最后
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参林前 2：2）。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动在先，在重生得救
的问题上人不能作什么，人的责任就是要去领受主耶稣的见证，要去相信和接受十字架的救恩，
不要象耶路撒冷的那些人，因为顽梗拒绝，而失去了重生进神的国的机会。我们看（约 3:14,15）
的结构：
神

A

基督被举起来（约 3：14 下）

人

B

人持续委身的信祂（约 3：15 上）

神

A’

在基督里有永生（约 3：15 下）

这“神人神”的结构表示人持续委身的信是很重要，但自始至终都在神的恩典中，是基
督的十字架救恩和神的应许在吸引人，人才会愿意完全地归向神。 耶稣与尼哥底母谈重生，
其重点是关于生命和国度。信而进入基督，在基督里得生命，就是被重生，就有永远的
生命；以基督为主的生命，就是让神作自己的王，就是进入神的国，成为神国的子民。
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话，最后好象没有提到尼哥底母的反应，不过从趋势看，尼哥底
母已经接受了主耶稣撒在他心里的种子，他的生命开始被改变了，他已经在进入神国的过程
中（参约 7：50，51，约 19：39～42）
，感谢神。这里没有提他，是为了把问题推向世人（参
约 3：16），要所有的人都来关心：听了耶稣如此真诚地与尼哥底母谈重生，我们有什么感
触？什么是重生？我们愿意不愿意被重生？我们怎样才能被神重生？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
【读祷】亲爱的主耶稣，当尼哥底母来见祢时，祢接二连三地说：
你”
，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让我们感受到祢的迫切和真诚，祢比我们自己还
着急，祢实在是巴不得把自己交托给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藉着祢和祢在十字架上
成就的救恩，重生进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亲爱的主耶稣，求祢让我的心再次被
祢真诚的爱来感动，让我的心完全地归向祢。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
附：
【讨论一】主耶稣用一个风的比喻来解释关于从灵生的事（约 3：8）。这节经文应该是对尼
哥底母讲的，但最后“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生”，现在完成分词被动态（注 1），
意思：对所有每一位已经被圣灵生的都是如此；而当时尼哥底母应该还没有被重生，所以，
这句话可能对所有已经重生的基督徒就更有意义。请注意“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
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吹”，
“听”，
“来”，
“去”，
“是”都是现在时，意思：对我们这些已经被圣灵生的人，风在随着意思持续地吹，我们不
能知道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但我们却能持续地听到、感受到风的响声。感谢神，这是主耶
稣在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向我们启示从圣灵生的真实。回想以赛亚书，神在安慰被掳中的百
姓（参赛 40：1）
，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赛 40：7，8）。
是啊，我们人就如花草，草会枯干，花会凋残，但神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春风，所谓“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神的话，耶稣的话，圣灵的风就是我们心中的春风，在我们遇到艰
难时，在我们心灵枯干时，我们能感受到圣灵的风正藉着神的话在安慰我们的心，正在温暖
我们的心灵，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盼望和力量，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祢，

也谢谢祢的每一句话。
【讨论二】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约 3：13），这里“仍旧在
天”的“仍旧”原意：是，现在分词，表示祂已从天降下，却还持续是在天。但是吕正中译

本，现代中文译本，新译本都译为“除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新译本
把有“仍旧在天”的抄本，放在注中】。无论如何，这里耶稣是在启示祂自己：祂是唯一从
天上降下来的人子，除了祂以外没有人能向上行向内进入那天，意思：人要重生进神的国，
人要从上面被生，就一定要藉着从天降下的人子。我们静下来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讲重生是
“从上面被生”？祂就是要把神和人拉在一起，把天和地拉在一起，把无限和有限拉在一起，
把永恒和今生拉在一起，不但叫我们看见“重生”对将来的意义，更要我们去感受重生对我
们今天生活的重要，我们藉着耶稣讲重生是“从上面被生”，我们就开始从天上的角度、从
神启示的圣经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自己，我们就能学习去摆脱世界的捆绑、物质的捆绑、
罪恶的捆绑，让我们真的能够开始去体会什么是活在地上如同在天的感觉和喜乐，感谢神。
（注 1）现在完成时：表达现在之前已经完成的动作，但其结果及影响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
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