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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能重生呢人如何能重生呢人如何能重生呢人如何能重生呢？？？？    

查克史密斯著 

在黑暗的籠罩下，有一個人偷偷的來見拿撒勒人耶穌。他是

一位猶太人的官，為什麼他要等到天色變暗才來呢，因為他

心裡有一個困惑他許久又必須得到答案的問題，但是他又不

想讓其他人聽到。尼哥底母已經在暗地裡觀察耶穌好一段時

間了，他看見耶穌行了一件又一件的神跡。他心裡知道若不

是有神的同在，沒有人可以行這些事。 

今天，機會終於來了，因為耶穌獨自一個人在那裡，他的難

題終於可以得到解答了。 

“拉比，” 尼哥底母說，“我們知道你是由 神那裡來作師

傅的。因為你所行的 神跡，若沒有 神同在，無人能行。” 

耶穌知道尼哥底母的真正用意，所以祂用祂一貫開門見山的

態度回答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 

尼哥底母自然地追問說，“那是什麼意思？‘重生’是怎麼

一回事？” 

這是自古以來人類一直存在的疑問，當他們思想到耶穌在約

翰福音 3:3 所作的宣告時，他們都不禁要問，“‘重生’究

竟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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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神在一開始創造的人是有靈、魂、體三個部分的。

人的魂是被他的靈所掌管的，而當人的靈在掌權的時候，人

就能與神有和諧美好的交通。 

相對的來說，植物的生命是單方面的。它隻有一個屬物質的

驅殼，大部分的植物隻是從泥土與環境吸取養分。隻有少部

分的植物，如捕蠅草之類的，是藉著吃虫子來維持生命的。

植物的根部把它們穩穩地固定在地裡，而所有的繁殖功能都

是藉著記錄在種子裡的基因密碼發展出來的。 

動物的生命卻有兩部分，就是驅體和意識。動物以植物或其

他動物為糧食，並且有某種程度的活動范圍。跟植物相同的

是，它們的繁殖功能也是記錄在卵子中的基因密碼裡，一般

來說，是由雄性生物使它受孕。 

但是因為動物擁有意識和更大的活動范圍，所以它比植物優

秀。 

可是當神創造人的時候，祂把人造成一個有三度層面的活

物，他有：靈、魂（或意識）、體三部分。人擁有的靈使他

遠遠超過動物界其他的成員，因為他能與神交通。 

耶穌說，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約翰福音 4：24）所以，起初神創造人的時候，祂賜給他

靈、魂、體，使他能與神交通。 

在創世記 3：8 裡有這麼一句美好的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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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為那時人裡面有靈，所以他能過一個與 神相交的生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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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人裡面的靈死去，他就活在一個跟野獸同等的水平裡。

他所關心所想的主要是他身體上的需求和欲望。 

人裡頭的靈死去，是因為人所犯的罪。 

起初 神創造的人是生活在一個最理想、最完美的環境中。 神

賜給他有強壯、健康的身體，不帶任何一點缺憾。他的靈是

活的，所以 神與他之間能自由的溝通與交流。但是有一個難

題來了。 

人與 神交通，是不是因為他愛 神呢？  

或者，人繼續與 神交通，是因為他別無選擇呢？  

為了讓人的真意顯露出來， 神把一棵極富吸引力的果樹放在

伊甸園中間。上面長的是禁果，果子帶著靈性死亡的警告。

現在，人必須作出一個決定：他是要繼續保持與 神之間的美

好關系呢，還是要先滿足自己肉身的欲望，即使那會導致他

與 神隔離，也再所不惜？ 

令人遺憾的是，始祖亞當選擇滿足他肉體的情欲，吃了禁果。

結果他的靈就死亡了。從那個時候開始，人變成了隻有兩層

的活物：體（物質）、和魂（意識）。 

所以耶穌告訴尼哥底母他必須要重生（約翰福音 3：7）。 

我們必須從靈裡生出來。我們本來都是從肉身生的，並且與 

神隔絕。若是要得著與 神同行的福樂，我們就必須從靈裡重

生。在亞當的靈死去以后，他才發現他無法藉著好行為、宗

教儀式、或遵守規條誡律來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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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會嘗試去做好，但是我們所做的卻永遠不能達到完

美的標准和境界。 

耶穌繼續對尼哥底母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

（約翰福音 3：3）。 

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屬靈的事，因為那是超出了他的能力范

圍。使徒保羅寫信給哥林多的信徒說，“除了在人裡頭的靈，

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 了 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 神的

事。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 神來的靈，叫

我們能知道 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

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

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

能看透。”（哥林多前書 2：11-14） 

正如保羅所說，屬血氣的人不能知道也不能領會屬靈的事。

對他來說，屬靈的事是愚拙的。所以一個被聖靈掌管的人想

要與被血氣掌管的人分享屬靈的事，就像想越過一道深淵似

的那麼難。 

你試過給小孩子解釋某些事情嗎？有時候那真是十分困難，

又令人沮喪的事。你心裡想，“他為什麼不明白呢？這麼簡

單，這麼清楚。他為什麼看不見呢？” 

而在屬靈的事上，屬血氣的人就像個無知的小孩一樣。 

聖經告訴我們，屬血氣的人不能明白屬靈的事，因為他們缺

少屬靈的分辨能力。所以耶穌說，“你必須要重生，才能見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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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 若要能了解 神國層面的事，就必須從靈生。重生

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所以，尼哥底母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我怎樣才能重生呢？

人要經過什麼過程才能重生呢？怎麼能有這事呢？” 

於是，耶穌用了一個尼哥底母能明白的例子來解釋，就是在

舊約民數記裡的一個故事。當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泊的時候，

他們開始埋怨 神，又埋怨摩西，說，“你們為什麼把我們從

埃及領出來，使我們死在曠野呢？這裡沒有糧，沒有水，而

我們的心厭惡這嗎哪。”（民數記 21:5） 

因為他們對 神發怨言， 神就容許那些足以致命的火蛇進入

百姓中間。不久，幾百個人就被蛇咬死了。於是以色列人趕

快向摩西道歉，並求他為他們向 神禱告。摩西就為他們禱

告，求 神醫治他們。 

但是， 神沒有立刻醫治他們，卻為他們准備了一個痊愈的方

法，但是要不要用這個方法卻得由他們自己決定。 

民數記 21:8 說，“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制造一條火蛇，挂在

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 

摩西便造了這條銅蛇，把它挂在杆子上，置在以色列營當中。

若有人被火蛇咬了，摩西便叫他們舉頭望這杆子上的銅蛇，

他們便立時得到痊愈。 

現在我來解釋這條銅蛇的意義。在聖經裡，銅總是代表 神的

審判。以色列人獻祭的壇就是用銅制造的。(列王記下 16:15) 

此外，蛇在聖經裡是代表罪。（記得在伊甸園裡的蛇－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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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3:13）可是，在這個例子裡，杆子上的銅蛇被舉起來則預

表將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耶穌說，“人子也必照樣被

舉起來。”約翰福音 3：3 然后在約翰福音 12:32 他又說，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耶穌其實是預言他將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在杆子上的銅蛇，就是代表耶穌親身擔當我們的罪，並

且在十字架上被 神審判。 

正如摩西在曠野舉起銅蛇，人子也照樣被舉起來。人怎麼能

重生呢？就是藉著 神通過他兒子的死所預備的方法。耶穌背

負了我們所有的罪，替我們死。當我們明白這個真理，並憑

著信心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穌，我們就了解到他是為我們的罪

而死，承擔了我們該受的審判和刑罰。 

我們來想像一下，現在是大約三千八百年前，就是當火蛇開

始出現在以色列子民當中的時候。有一天，你與朋友在營中

說話，突然有一條蛇嘶嘶的滑進來，並且在你朋友的腳上狠

狠地咬了一口。你無助的看著他的腳腫了起來，再過一會兒，

他開始痙攣。 

於是，你趕快把他拖出營外，並且大叫，“趕快注視杆子上

的銅蛇，就是那條摩西放在以色列營當中的銅蛇！” 

可是他說，“我不明白那銅蛇怎麼能幫助我。” 

“現在不是爭辯的時候了！”你說，“先看了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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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實在不明白啊！看看杆子上的銅蛇怎麼可能醫治我

呢？我快要死了！” 

“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在忙亂中回答說，“我

隻知道有幾百個人像你一樣被蛇咬了，但是當他們一望銅

蛇，就都好了。你快看啊！” 

“那太愚昧了。” 你的朋友堅持說，“我一定不要看。” 

然后，他就死了。你覺得真難以相信，你要求他做的不是什

麼可怕的事情，你隻不過要他舉頭看一看。他就是不明白也

可以得到益處啊。  

同樣地，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我們不需要明白如何從靈

重生，也不需要了解怎樣會有徹底的改變，我們隻需要知道

這是能成就的事。就像那在曠野的以色列人一樣，我們不必

明白銅蛇的原理仍然可以得到痊愈。我們可以常常享受與 神

交通，也可以體驗得著永生並從罪裡得到釋放的喜樂。 

耶穌對重生的解釋是這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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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3:14-15). 

一個沒有從靈生的人，充其量隻是三分之二的完全人。屬血

氣的人總是感到自己的生命好像缺乏了一些什麼，於是他尋

尋又覓覓，希望能填補裡面的空缺。問題是，人總是想以肉

身上或感情上的經驗來填補內心的虛空。可是，一個人即使

嘗盡世間所有感官上的享受與感情上的經歷，他仍然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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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因為世上除了重生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填滿人屬靈

的虛空。 

人類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敬拜 神。你若不敬拜那真實的永生 

神，你就會另外找替代品。那可能是你的房子，你的游艇，

或者其他許多的東西。但總而言之敬拜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 

或者你覺得這一切未免太簡單了，你實在不明白一個人怎麼

可能單單相信耶穌基督就會得著靈裡的誕生。但是事情就是

這麼簡單， 神就是要它簡單到一個地步，連小孩子也能重生。 

接下來，耶穌對尼哥底母講到 神愛世人。世人被罪毀壞，並

且繼續因罪所帶來的后果而沉淪，但是一切信他的人，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 

我再一次想起那些在曠野中的以色列人，他們如何把所有的

難處都怪罪在 神身上，並把他們的苦況都歸咎於神。而實際

上，他們本身才是罪魁禍首。這真是世人的典型例子！我們

離棄 神，選擇順從肉體的生活。於是很快地，我們就嘗到放

縱肉體生活所帶來的痛苦、虛空、沮喪、和各樣罪的苦果。

順從肉體是致命的，就像被毒蛇咬到一樣，它會摧毀你，使

你滅亡。 

但是以色列人在曠野遙遠艱辛的旅程原不是 神為他們預備

的。 神本來是想把他們帶進那應許之地，讓他們享受那肥沃

的土地，並那地所出豐盛的土產。這些所有的福氣都是 神應

許他們的祖先亞伯拉罕的。但是，他們拒絕了迦勒與約書亞

所帶回來的見証。他們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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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為敵人太強了。”於是他們轉回曠野，卻把他們所遇

見的后果歸咎在 神身上。 

如果今天你是活在曠野中，那不是 神為你預備的。 神不願

意你過一個順從肉體的生活。祂期望你過一個在靈裡豐盛的

生命，並享受與祂相交所帶來的一切祝福。 

以色列人誤會了 神的用意，他們不明白為什麼 神會差派火

蛇到他們中間。其實 神是要把他們帶回自己的身邊。是的，

每當我們開始偏離正路，走近危險地帶的時候， 神就會容許

困難臨到我們身上。 神知道痛楚往往能喚醒我們，叫我們回

到祂的身邊。這不是 神要懲罰我們，乃是祂在對我們說，“回

來吧！離開了我，你就會失去生命，就會被毀壞。這隻是讓

你體會一下與 神隔離所帶來的必然災禍。” 

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要把你帶到 神面前，使你從靈得新生

命，並過一個與 神和好的美好生命。 

若沒有 神的庇佑，以色列人早就死在曠野了。不要說四十

年，兩個星期都活不過去。同樣的，即使你現在是處身於曠

野的經歷中，仍然是 神在背后支持你。若沒有 神手的幫助

與支持，我們五秒鐘都不能支撐。 

你的生命也是 神的賜予。祂支持你，使你有機會認識祂的大

愛，知道祂如此愛你，關懷你，讓你能從靈裡重生，並能完

滿的得著 神所賜給我們的一切福分。  

今天你可能正走在一條通往滅亡的歧路上，趁你還沒有完全

被摧毀，趕快轉向 神吧！ 神奇妙的應許說，你隻要相信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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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耶穌基督，你就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永生不單隻是時

間長短的問題，乃是指著生命的品質說的。如果擁有很長的

壽命，但是生命的品質極為惡劣的話，那豈不是跟置身地獄

一樣？但是隨從聖靈的生命是一種高品質的生命，是遠遠超

過肉體層面的生存，更是超越我們所想所求的。 

這就是 神想賜給你的生命，一個隨從聖靈的生命，一個與祂

和好的生命。聖經說，體貼肉體的，就是死，但是體貼聖靈

的，乃是生命，平安與喜樂。那才是  神希望你能得著的：

永生、平安、喜樂。這個喜樂的來源是與 神和好的生活，因

為你知道祂常與你同在，帶領你，並認識到 神是掌管一切的。 

一個人得以重生是藉著相信慈愛的 神差派祂的兒子親身擔

當我們的罪，使我們的罪得到赦免。所以，當你接受耶穌基

督作為你個人的救主，並相信他為你的罪死，你的靈便活過

來，而一個奇妙又神秘的變化也會在你的心靈深處發生。突

然間，你的生命變得豐盛，你也能體驗到靈命裡的一個新層

面，那是你夢想不到，也從來不知道它是存在的。 

這個變化是如此偉大奇妙，也遠遠超過人所能經驗到的，你

會發現自己無法以話語來形容它。保羅說他在靈裡所經驗到

的一切是如此奇妙，是人不可說的。（哥林多后書 2：4）世

界上沒有一種語言能夠把它描述出來。 

耶穌是在說，“如果你想看見天國，如果你要明白天國，你

就必須重生。” 

人若想進 神的國，就必須重生。隻要定睛看著耶穌基督，因

為祂為你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相信祂和祂對你的愛，這個



 11 

奇妙的變化就會立刻發生。“你是否經歷過從 神的靈而重生

呢？”如果答案是沒有，其實這過程是非常簡單的。 

以下的兩種情況，你一定屬於其中的一種。但是屬於哪一種

在於你與耶穌基督的關系如何：你要是憑著信心依靠那為你

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或是你一意孤行，不願意作任何改

變。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回事，做一個迷失的人，你就不用作

任何事，隻要繼續做你平常做的事，你就是走向滅亡了。 

但是，如果你願意仰望十字架，並相信那為你的罪而死的那

一位，那 麼神就會把祂的禮物白白的送給你。 

這禮物就是永生。  

 12 

認罪認罪認罪認罪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如果你希望與 神有一個親密的關系，並確定你的罪已經被完

全赦免了，你可以作以下的禱告。 

天父阿，我來到你面前承認我的罪，並求你的赦免。主啊，

我感謝你，因為你說，我若認自己的罪，你是信實的，是公

義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淨我一切的不義。我願意從我的

罪回轉，並過一個討你喜悅的生活。所以，主啊，求你幫助

我，藉著你的聖靈賜給我力量，使我按你的旨意生活。  

耶穌基督，我感謝你為我死在十字架上，為我的罪付上了代

價，又從死裡復活。我現在願意接受主耶穌作為我的救主，

我的主，和我的朋友。 

我還要向天父獻上感謝，因為你說過，若有人到你這裡來，

你一定不會丟棄他。感謝你賜給我在基督裡的新生命。我把

生命完全交托給你，求你塑造我成為你要我成為的人。奉耶

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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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下來接著下來接著下來接著下來．．．．．．．．．．．．    

如果你已經決定接受耶穌基督作為你的救主，你就已經重生

了。這裡有幾件事情可以幫助你在基督裡成長： 

1．禱告 -- 禱告就像一條能達到 神那裡的電話線一樣。能

每天與祂交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談得越多越好。請參考腓

立比書 4:6 

2．研讀聖經 -- 聖經就像 神寫給你的情書一樣，你花越多

的時間去讀它，你就會越來越愛 神。請參考彼得前書 2:2 

3．與肢體交通 -- 你需要有同心的朋友來鼓勵你在主裡成

長。所以找到一群相信聖經並愛 神的弟兄姐妹一起聚會是非

常重要的。請參考希伯來書 10:24-25 

4．作見証 -- 要與別人分享你對耶穌基督的信心。你若求 

神，他就會指示你如何向人作見証，並在什麼時候作見証。

請參考馬可福音 16:15 

願 神祝福你！我們盼望你在主裡不斷的成長，並且更加親近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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