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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預查  文字稿 
于宏潔弟兄  主講 

 

 

 

 

約翰福音 (5)  

第 3 章 1-18 節 

                  

《約翰福音》3 章 1-18 節，這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經文。不僅《約翰福音》3 章 16 節大家

都會背，而且主耶穌和尼哥底母論重生的故事，是我們得救之前就在教會裏常聽到的，一定有人

告訴過我們。今天我們真正來讀這一段很熟的經文時，其實它並不是很好解釋。除了要從上面讀

出真理的教訓，也希望跟我們的生活不脫節。 

  

我先出以下四個題目，大家可以考慮在小組裏面酌量的使用。這幾個問題我們回答了，這段經文

也清楚了。 

第一個問題：請大家根據《約翰福音》第 3 章和第 7 章 50 節，還有 19 章 39 節，

這三處的經文，試著對尼哥底母有一個素描。就是你會怎樣描述這個人，他有哪些

特點？他為什麼獨獨挑晚上來見耶穌呢？參見 19 章 39 節，約翰又再強調說他夜

裏去見耶穌。他來見耶穌的目的和結果如何？ 

第二個問題：人們常說主耶穌在這裡好像是答非所問，你也這樣認為嗎？如果不是，

為什麼？ 

第三個問題：摩西在曠野舉蛇的故事 (請參考 《民數記》21 章 4-9 節)，和“人人需

要耶穌”，這兩個是怎樣相連結的？它跟我們今日經歷救恩有什麼關聯？ 

第四個問題：福音朋友常會問說：“ 神既然是愛，而且祂愛世人，甚至愛罪人，

那麼祂為什麼好像心胸狹窄，只肯救相信祂的人？卻把不信的人，將來要丟到硫磺

火湖去？”(啟示錄 20 章 15 節)。面對福音朋友這樣的問題，請根據《約翰福音》3

章 16-18 節，你會怎麼回答？ 

  

尼哥底母因為非常希奇耶穌所作的事，知道這是他們作拉比，作法利賽人，作先生，作師傅的永

遠作不到的。他們可能道理、律法都很熟，可是他們卻行不出神蹟來，卻帶不下 神的同在來，

他們也沒有辦法像《馬太福音》那裏說的：主耶穌的教訓不像文士，主耶穌的話帶著權柄(太 7：

29)。所以在耶穌的身上有太多的特色，祂所是、所作的都不是一般的拉比，作師傅所能達到的。

所以尼哥底母來問耶穌說：「我們知道祢是由 神那裏來作師傅的，因為祢所行的神蹟，若沒有 

神同在，無人能行。」(2 節) 至少在尼哥底母的心中，他感覺到耶穌的身上有 神的同在，有 

神的作為和能力，但是仍然很清楚的可以看見，他把耶穌給小看了，只把耶穌當作是一個從 神

那裏來作師傅，連作先知都還沒有，更不要說他把主耶穌當作是「彌賽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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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哥底母對耶穌的認識其實非常的膚淺，雖然比其他的人好很多，但他仍然是從外面來認識耶穌。

耶穌在這裏並沒有回答他，就直接了當，一針見血，去觸摸尼哥底母問題的核心，或是這個人心

中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麼。主耶穌知道人需要重生、得救，不僅罪需要得到赦免，人的生命需

要被潔淨，被改變。不然的話，人不可能經歷、享受 神的同在，也不可能活出 神的能力和

見證。 

  

所以，主耶穌很清楚地告訴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

(3 節) 尼哥底母馬上注意的只是一個外面的事情，就是「重生」。「重生」有的英文翻譯成：

「再生一次。」有的翻譯成：「從上頭生。」其實真正的意思就是：「不光是再一次的意思，也

特別強調是從上頭再生一次」。所以「重生」準確的含義是兩面都有。一方面，是「再一次」，

重點是「從上頭再一次」。對尼哥底母來說，他馬上就想到：人已經老了，怎麼可能重生呢？其

實年輕也不可能重生，對不對？所以尼哥底母是不知道在說什麼了。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

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的國。」(5 節) 

  

什麼叫做「水和聖靈」生的？ 

  

在第 3 章 1-11 節，主耶穌三次講到「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不是主耶穌其他的話不實在，而是

為了要強調底下的所說的話特別的重要。以下這三件事很重要： 

第一件事：第 3 節說的「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 神的國。」

換句話說，所有的人必須要重生，才能夠在 神的國度有份。這裡是講必須重生。 

第二件事：「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的國。」

（5 節）這裡是講怎麼重生，是藉著「水和聖靈生的。」 

第三件事：11 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我們所見證的是

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請特別注意主耶穌不是用「我」，乃是用

「我們」。換句話說，重生的經歷、重生的見證是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作見證的。

就是當我們重生之後，真的得到了一個全新的生命，祂能完全的改變我們的生活、

態度，改變我們存在的價值。「你們」就是包括世界上所有沒有嚐過重生的人，不

管你是總統，是君王，是像以色列的先生，猶太人的拉比，法利賽人這麼懂得 神的

律法，但是如果沒有重生，你就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主耶穌說：「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的國。」到底這個「水和聖靈」指的是什

麼呢？這是比較複雜的一個神學問題，這陣子教會的弟兄姊妹看 D.A. Carson 所著的一本參考書，

他在 303 頁特別引用了《以西結書》36 章 25-27 節：「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

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

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

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這一段聖經裏，D. A. Carson 意思是說：「水」是重在

叫我們得著潔淨，脫離污穢。「靈」是重在我們內心的改變，讓我們這個人可以全新的來跟隨 

神。所以，他講到的「水和聖靈」是重在潔淨和更新的經歷。 

  

─ 有的人是把這個「水」當作受浸，因為在《約翰壹書》5 章 8 節講到：「作見證的原來有三：

就是聖靈、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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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更有人是把「水」當作 神的道，不光是《以弗所書》5 章那裏講到：「要用水藉著道

把教會洗淨。」 

─ 特別在《彼得前書》1 章 23 節：在「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

壞的種子，是藉著 神活潑常存的道。」這裏講到我們重生是藉著不能壞的種子，而這一

切不能壞的種子，彼得告訴我們「是 神活潑常存的道。」換句話說，有人講「水和聖靈」

叫人重生，這個「水」是指 神的道。 

─ 《雅各書》1 章 18 節：「祂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是從真理、從 神道重生了

我們），叫我們在祂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所以這裏講到的「水和聖靈」是

指的 神的話。換句話說，是藉著 神的話， 神的靈，叫我們重生得救。這也是相當多

的人接受的解釋。 

─ 「若不是藉著水和聖靈」，中文聖經的「聖」旁邊有兩個點，重點不是強調「聖靈」，乃是

講到我們的「靈」必須要活過來。 

─ 慕安得烈在《以西結書》36 章的講解也特別講到三件事：講到我們的石心換成肉心。然後

主要給我們一個新的靈，就是原來舊造靈跟 神的關係好像進入死亡，不能夠再跟 神交

通了，藉著重生的洗禮，藉著得著潔淨，我們的靈就活過來了。然後，靈不僅被潔淨，活

過來，而且這個時候，主就把祂的靈，就是聖靈賜給我們。 

在《約翰福音》第 3 章，主耶穌講這句話時，那時候聖靈還沒有賜下，救贖還沒有完成，所以

這些事都是等到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成就以後，聖靈降下來後，可以實現在一切重生得救的人身上。 

  

主耶穌強調「從靈生」跟「從肉身生」的不同 

對尼哥底母他們這些人來說，重生得救是他不能明白的，腦子裏不能明白。所以，主在這裏告訴

他說：「我對你們說，你們必須要重生，你們不要希奇。」(7 節) 因為前面講到肉身生的就是肉

身，從靈生的就是靈，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境界和領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源頭，也是兩個完全

不同的性質和表現。我們基督徒最大的不同，不是在於行為上，而是因為我們先成為了 神的

兒女，先得著了 神的生命，所以能夠有好的行為，活出好的見證。我們因為先得到了耶穌作

生命，才可能達到 神聖潔的要求。 

  

一般的宗教是講人要達到、達到、達到，但是如果你沒有得到，怎麼可能達到？一般人比較重在

行為、行為、行為，但是如果沒有先成為 神的兒女，你就不可能活出，也不可能成為一個聖潔

的兒女。主耶穌說「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6 節) 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

話，祂說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兩個完全不同的境界，兩種完全不同的源頭、性質和表現。

所以主說：「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只有從靈生的，屬血氣的人是永遠不能領

會、明白屬靈的事，你怎麼跟他講也沒有用。所以，人必須重生，才能明白屬靈的事情。否則的

話是對牛彈琴，對雞講游泳之樂，牠聽不懂的。 

  

「風隨著意思吹」，對那些屬肉身的人，他不能明白，「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凡從靈生的，也是如此。」(8 節) 我們從聖靈生的，卻能知道聖靈的意思。尼哥底母

這時還是在肉身裏，還是不能明白，他說：「怎能有這事呢？」(9 節)「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

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嗎？」(10 節) 其實主耶穌已經講的非常清楚，所以主再一次跟他講：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

受我們的見證。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11-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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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3 節主耶穌接著講「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

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13-14 節) 從摩西的故事可以知道，那個銅

蛇舉起來以後，以色列人所有被火蛇咬到的人，只要一望這銅蛇就必得活。 

  

第二件很特別的事就是，整個以色列幾百萬的百姓中，只立了一個拯救，一個銅蛇。《加拉太書》

3 章 13-14 節提起，被舉起來表示是受咒詛。《加拉太書》3 章 13 節「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

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的，都是被咒詛的。』這便叫亞伯

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這個「銅蛇」預表

基督為我們被舉起來，被掛在木頭上成為受咒詛的。祂自己受了咒詛，就救贖我們脫離律法的

咒詛。那一天所有的刑罰、得罪 神的事都歸到「銅蛇」的身上，人只要一望「銅蛇」就必得

救。 

  

這裏講摩西曠野舉蛇，至少有三件事： 

第一：咒詛歸到銅蛇身上，銅蛇受了咒詛。《加拉太書》告訴我們：基督替我們受

了咒詛。 

第二：整個曠野裏，整個百姓中間只有一個拯救；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是我們可以

靠著得救，除祂以外，別無拯救，祂是我們惟一的救主。 

第三：我們在信心裏轉向祂的重要。不光是在我們重生得救的時候，因著我們信祂、望祂，

我們就得救。其實在我們在這一生裏，甚至說得更具體一點，應該是時時刻刻都要來倚靠

耶穌，要轉向耶穌。當你一轉向主，就發現你得救了，原來仇敵在我們身上的工作、轄制、

咒詛就都離開我們了。 

  

《約翰福音》3 章 16-18 節是我們太熟的經文：「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神的愛是一個具體的愛。祂不光愛，祂將祂的獨生子賜

給我們，是有行動的愛，而且這個愛是一個最偉大、超凡的愛。 

  

福音朋友常會說， 神既然是愛，也說 神愛世人，甚至愛罪人，那麼為什麼心胸狹窄，只救肯

信的，不救那些不信的？我想底下的經文就是答案了。「因為 神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

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17-18 節) 請

特別注意「已經定了」，這個是關鍵。因為從人墮落以後，罪就進到人的裏面，罪、仇敵在我們

的心中，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這都講到仇敵在我們裏面的工作和罪的痕跡。這個東西不

解決，將來 神審判撒但時，所有撒但的權勢和在撒但權勢底下的，就跟葡萄一樣一大串，當審

判的時候，所有還跟牠連結，掛一起的，都要丟到硫磺火湖裏去，因為 神早就已經判定了撒但

的罪。所以，今天如果不脫離的話，就在這個審判的行列裏。不是因為你不信，所以就定你的

罪，而是你如果不信的話，罪已經被定了。所以我們一定要趕快解決罪的問題，脫離仇敵的權

勢，從黑暗的權勢歸到 神愛子光明的國度裏，在基督的拯救裏面，我們才有份。 

  

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每一次讀祢的經文，我們的心就感動，因為 神的兒子來到世上，不是來定我
們的罪，乃是要叫我們都因祢而得拯救。而且祢來，不僅赦免了我們的罪，也把一個全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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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自己的生命賜給了我們，讓我們可以在基督裏面有份於 神一切的豐富和祝福。但願我們讀這
些這麼耳熟能詳的經文，祢要特別的來救我們，讓我們脫離字句，脫離自己似乎以為懂的道理，
讓我們帶著新鮮的愛，新鮮的靈來領受祢這麼偉大的救恩。主啊，但願藉著這段經文，能讓更多
的福音朋友的心願意轉向祢；讓那些心裏軟弱，或是初信的人，也能因著讀這些經文，心裏得堅
固。不管我們現在是在怎樣的處境裏，求祢讓我們學習都來轉眼仰望耶穌；我們知道一望祢，我
們就活了。謝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問題： 

1. 除了在這裡的記載，找出約翰福音中其他關於尼哥底母的記載 （提示：7:50, 19:39），

嘗試對尼哥底母有一個素描，他有哪些特點？他來見耶穌的目的和結果如何？ 

 

2. 耶穌在這裡講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請問你是如何理解“重生”的（提示：

再生一次；從上頭生）? 

 

3. 摩西在曠野舉蛇的故事 (請參考 《民數記》21 章 4-9 節)，和“人人需要耶穌”，這兩個是

怎樣相連結的？它跟我們今日經歷救恩有什麼關聯？ 

 

4. 福音朋友常會問說：“ 神既然是愛，而且祂愛世人，甚至愛罪人，那麼祂為什麼好像心

胸狹窄，只肯救相信祂的人？卻把不信的人，將來要丟到硫磺火湖去？”(啟示錄 20 章 15

節)。面對福音朋友這樣的問題，請根據《約翰福音》3 章 16-18 節，你會怎麼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