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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不重生 
UNLESS YOU ARE BORN AGAIN… 

約翰福音 講道系列: 造物主來到祂造的世界 –6 

John 1-4: The Creator Enters His World -6 
 

講員 Speaker：柯達文 牧師      日期 Date：六月十三日 June 13, 2021 

經文 Verse：約翰福音 John 3:1-15  

主題 Theme：若我們想要得救，就必須通過聖靈重生。 

              Rebirth through the Spirit is essential if we are to be saved. 
 
 

前言、重生的奧秘 

Introduction: The Mystery of Regeneration 

 哥林多後書十三章 5 節「你們總要省察自己是否在信仰中生活；你們要考驗自

己。除非你們經不起考驗，你們自己豈不應該知道有耶穌基督在你們裏面嗎？」 

(2 Corinthians 13:5) 
 
 

一、 要得救，靈裡的重生是絕對必須的 

Spiritual Rebirth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for Salvation 

 約翰福音三章 1-2 節「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猶太人的官。 這

人夜裏來見耶穌，對他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上帝那裏來作老師的；因

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上帝同在，無人能行。』」 (John 3:1-2) 

 

 約翰福音三章 3-8 節「耶穌回答他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上帝的國。』尼哥德慕對他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

再進母腹生出來嗎？』耶穌回答：『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

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我說

「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驚訝。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聲音，卻不知道

是從哪裏來，往哪裏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John 3:3–8) 

 

 羅馬書三章 10-12 節「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

的，沒有尋求上帝的。人人偏離正路，一同走向敗壞。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

沒有。』」(Romans 3:10-12) 

 

 哥林多前書二章 14 節「然而，屬血氣的人不接受上帝的靈的事，他反倒以這

為愚拙，並且他不能了解，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領悟。」                         

(1 Corinthians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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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靈裡的重生是聖靈的工作 

Spiritual Rebirth is the Work of the Spirit 

 約翰福音三章 9-13 節「尼哥德慕問他：『怎麼能有這些事呢？』耶穌回答，

對他說：『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師，還不明白這些事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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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對你們說天上的事，如何能

信呢？除了從天降下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John 3:9–13) 

 

 以西結書三十六章 25-27 節「我必灑清水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

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絕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

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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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ekiel 36:25-27) 

 

 耶利米書三十一章 31-33 節「看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

新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這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

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

的。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

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這是耶和華說

的。(Jeremiah 31:31-33) 

 

 以弗所書二章 1-4 節「從前，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罪惡而死了。那時，你們在

過犯罪惡中生活，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領袖，就是現今在悖逆

的人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生活在他們當中，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

肉體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別人一樣，生來就是該受懲罰的人。然而，上帝有

豐富的憐憫，因著他愛我們的大愛」(Ephesians 2:1-4) 
 
 
 

三、 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重生? 

How Can You Know You Are Born Again? 

 願意相信耶穌可以使我得救 

Willing to trust Jesus for salvation 

 恨惡自己的罪 

Hate your sins 

 愛上帝的話語 

Love God’s Word 

 愛上帝的子民 

Love God’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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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神的工作，及我們的責任 

God’s Part, Our Part 

 約翰福音六章 29 節「耶穌回答，對他們說：『信上帝所差來的，這就是上帝

的工作。』」(John 6:29) 

 

 約翰福音六章 65 節「於是耶穌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若不是蒙我父的

恩賜，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John 6:65) 

 

 約翰福音十一章 43 節「說了這些話，他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John 11:43) 

 

 約翰福音十一章 44 節「那死了的人就出來了，手腳都裹著布，臉上包著頭

巾。」(John 11:44) 

 

 約翰福音三章 13-15 節「除了從天降下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摩西在曠野怎

樣舉蛇，人子也必須照樣被舉起來，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John 

3:13–15) 

 
 
 

反思和討論 
Questions for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1. 你覺得自己有重生嗎? 有什麼跡象/事蹟讓你覺得有? 當你重生的時候，你自己

知道嗎? 

Do you believe you have been born again? What are the signs that persuade you? Do 

you know when you were born again? 

2. 如果重生是上帝靈的工作和神的主權，那我們還應該為別人的得救禱告嗎? 我

們還應試著說服別人信耶穌嗎? 為什麼? 

If regeneration is the sovereign work of God’s Spirit, does it make sense for us to pray 

for people to be converted? Does it make sense for us to try to convince them? Why 

or why n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