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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公車上聽到兩個年輕人在聊天，

位是基督徒 向另 位分享信仰 傳福音一位是基督徒，向另一位分享信仰、傳福音，

很認真、誠懇、在很好的氣氛下進行。

可是到了某 個位子 那 位卻表示難以接受可是到了某一個位子，那一位卻表示難以接受，

他認為信仰的某些內容，通不過他的思考 ─
麼 事怎麼能有這種事呢？除非能夠

符合我的系統、思考，和我的價值吻合，

不然就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信仰。

但是信仰很多時候、很多的地方，

是不能夠和我們的價值、系統相吻合的

有些人相信理性、科學，就會發現信仰

在許多方面都不錯，可是一到了某些地方，

比方說：神蹟、死裡復活…，蹟

就發現有出入、有分別

古時候在耶穌的世代，也是有這樣的情況 ─
人來到耶穌的面前 發現耶穌講的人來到耶穌的面前，發現耶穌講的

跟自己講的或自己背後那一個價值、系統，

有一個出入、矛盾，

他們就說：「怎麼能有這種事呢？」

就卡住了。

約翰福音二23 –三15
叫尼哥底母的猶太人的官…

23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時候，

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就信了祂的名。

24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祂知道萬人，

25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因祂知道人心裡所存的。

1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

2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

我們知道你是由 神那裡來作師傅的；

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 神同在，無人能行。」

3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

4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5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的國。

6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7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



08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08風隨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

09尼哥底母問他說：「怎能有這事呢？」

10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嗎？10耶穌回答說：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嗎？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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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

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12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12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

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13除了從天降下 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13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14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叫 切信祂的都得永生15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

那應該是約翰福音所記載的第一個逾越節，

在 許多 蹟 許多耶穌在耶路撒冷行了許多的神蹟，許多人

因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信了祂的名。

其中有一個法利賽人的官就是尼哥底母，

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也因為這些事而感動了，

所以夜裡來見耶穌。

作為猶太人、特別是法利賽人，非常熟悉聖經律法，

尼哥底母一定有自己的宗教系統、自己的價值 ─
碰到怎樣的情形，應該怎樣計算、回應，

這個猶太信仰的系統，嚴厲、嚴謹的系統，

都提供了許多答案都 許多 案

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挺好的系統，

因為這個系統一直在引導尼哥底母、因為這個系統 直在引導尼哥底母

還有許多猶太人的日常的生活、祭祀的儀節

這些法利賽人是非常看重聖經、上帝的話語，

有 多 究 鑽 想他們有很多的研究、鑽研、思想，

最後他們累積了祖宗的傳統，比方說：

可 可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怎樣做…
法利賽人所理解的「安息日不可以作工」，

在耶穌的時候，提出了大概有

三十九種工作不可以做

甚至這些計算、系統，能夠告訴他們

先知會不會出現在加利利

在他們的系統裡面，

信仰的生命是完全可以計算、仰 命 計算

完全在他們的控制、理解的裡面的

這個系統給尼哥底母、當時許多的猶太人、這個系統給尼哥底母 當時許多的猶太人

法利賽人，有一定的安全感。

既然如此，他為什麼還要來找耶穌呢？

這 系 完 解這個猶太的系統不能完全解開他心裡的問題

他的系統所提供的安全感，不能安頓他的生命

他隱約覺得，生命是超過這個系統所能夠把握的

大概是這個原因，他來到他所尊重的老師的面前，

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

因為你所行的神蹟，

如此誠懇的訪客，耶穌的回答卻讓人感到很奇怪，

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

如此誠懇的訪客，耶穌的回答卻讓人感到很奇怪，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耶穌為什麼會這樣回答呢？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耶穌為什麼會這樣回答呢？

尼哥底母是因為神的國的事情來尋求答案嗎？



無論如何，尼哥底母不能夠明白耶穌的回答，

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根據常識，任何一個人在過活的時候，

是不可能 到 前的

豈能再 母 來嗎 」

是不可能回到以前的，

一個生出來的人，是不可能

再 次 歷誕生的 的再一次經歷誕生的過程的，

怎麼可能？人重生，開玩笑！

顯而易見，尼哥底母的投訴是非常的合理，

耶穌所說的新生，確實讓人覺得不能明白耶穌所 的新生 確實讓 覺得不能

耶穌很多時候的講話、

都讓人覺得難以接受，都讓人覺得難 接受

在約翰福音是，其他的福音書也如此…

耶穌在 路十五 講了這麼一個故事 ─
有 特 地 懂得自愛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兒子特別地不懂得自愛，

在父親還在的時候、強要分家業，

猶太人的傳統 ─ 父母在的時候，不會求分家業的。

可是小兒子分了家業，馬上就往外跑，

到處浪費資財很快就花光了，落在困苦的處境當中。

在這個時候，他回想自己作了很錯誤的決定，

要回到父親的懷抱，

可是他想到自己所做的，在當時實在是

非常的不孝、非常不為人所接納，

就想到一個點子：想

回到家裡時跟父親說，把我當成僕人吧！

如果父親接納他、把他當成僕人的話，如果父親接納他 把他當成僕人的話

這是最合理的一個結果。

可是耶穌的比喻讓人費解、不能夠明白、不能夠接受…
當這個孩子要回家 還在遠處的時候當這個孩子要回家、還在遠處的時候，

這個父親飛跑過去擁抱孩子、

完全恢復他作兒子的身分，

這個孩子不是高中狀元、不是衣錦還鄉

他是非常墮落、艱困才回來的，

他先前所做，是使得父親非常難堪、沒有面子的

這個父親的擁抱、的接納，

對於當時所有聽故事的人，都覺得匪夷所思

故事裡面的另外一個主人翁 ─ 小兒子的哥哥

就不能夠接納了，這樣一個弟弟還接納他嗎？不 夠 這樣 弟弟還

耶穌講的講論有時讓人覺得很困惑，

那個困惑還不在於能不能明白，那個困惑還不在於能不能明白，

在於你願不願意接受、能不能接受？

另外一個福音書，耶穌也講過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比喻…
個葡萄園的主人一個葡萄園的主人，

一清早就找工人，說好了一天多少錢，

工作的時候發現，要更多的人來幹才行，

這個主人在稍後、大概早上九點鐘，

再出去、再找人回來做

然後人還是不夠，到了幾乎要下班時，

他再出去把一些工人召了來

不久收工、要給工資了，他竟然給的工資是都一樣的 ─
清晨六點來的、九點來的、十二點來的、三點來的、

下班以前來的，都是一樣的價錢，前來 都是 樣的價錢

很困惑，為什麼會這樣子？

耶穌比喻裡的工人，覺得主人匪夷所思，耶穌 喻裡的 覺得主 匪夷所思

更準確的講法 ─ 是不願意接受！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神的國

耶穌所講的，跟尼哥底母有一個落差，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作為一個猶太人的官、法利賽人，

尼哥底母很清楚一個人怎樣可以成為神國的一員 ─哥 樣

父母都是猶太人，生出來自然就是以色列人，

男的生出來就要接受割禮男的生出來就要接受割禮

還得要在聖殿獻一個祭，

視乎家庭的經濟的能力，視乎家庭的經濟的能力

比較沒資產的、獻鴿子就是了

外邦的人也可以成為受約之民，外邦的人也可以成為受約之民

除了割禮以外、還需要一個水禮

尼哥底母是很清楚知道應該通過怎樣的程序、步驟，尼哥底母是很清楚知道應該通過怎樣的程序 步驟

讓人可以成為神的子民。

重生，對他來講是匪夷所思的…

尼哥底母說：「如何能重生呢？

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豈能再 母 來嗎 」

他不能明白，耶穌所講的跟他的系統沒有辦法連起來。

我們對待自己的生活、四周的人、困難、問題，

讓孩子上學、搬家、找工作、移民，

做許多的計畫，都有自己的一套 ─
蒐集資料、排列好跟不好、達到清晰的結論

才相信應該怎麼樣去做、再決定怎樣去行

這種想法是很多人每天都在做的，

真的在過程中有信心的話，也是經過思考、

邏輯的推論、歷史的驗證而產生的，

一切都在我們的計算、預測之內。

耶穌所說的生命是超過我們能想像的，

生命是無條件的 能計算 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生命是無條件的、不能計算、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

是不折不扣的匪夷所思、超過我們計算的恩典。

耶穌所說的生命 不是再 次的重生耶穌所說的生命，不是再一次的重生，

而是從上而生的重生，

是要到母親的肚子裡 再生 次不是要到母親的肚子裡面、再生一次

要靠藉著上頭來的恩典、成為神的子民

無 是誰 怎樣 背景 有無論你是誰、怎樣的背景、性別、階級、有錢沒錢，

都可以因為從上而來的恩典成為神的兒女。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水從哪兒來呢？水就是活水，耶穌基督代表的活水

聖靈是因為耶穌基督去、而來的保惠師，聖靈是因為耶穌基督去 而來的保惠師，

使我們明白耶穌所說的是什麼、耶穌的身分是什麼

生命是從上頭而來的禮物，名字叫恩典，

恩典就是超過計算 超過理解的恩典就是超過計算、超過理解的，

可以通過計算、籌劃、預測的生命，

是屬地的生命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的是屬地的生命，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的

一個從上頭而來的生命，是屬靈的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可以從教育水平、社會背景、生物學、可以從教育水平、社會背景、生物學、

遺傳學，解釋一個生命的誕生，

可是怎麼用邏輯、理性解釋可是怎麼用邏輯、理性解釋

新生嬰孩為父母帶來的喜樂和盼望呢？

可以用醫學來定義死亡 ─腦細胞死亡、心臟停頓，可以用醫學來定義死亡  腦細胞死亡、心臟停頓，
哪個人可以用理性來接受死亡帶來的憂傷、憤怒呢？



我們怎麼樣可以計算、預計、解釋生命的改變呢？

我們又怎麼樣可以掌控神的工作？我們又怎麼樣可以掌控神的工作？

所有的事工的計畫、教會的模式、策略、

崇拜的方式，都幫助我們提供思考，

使得我們的服事更加的有效

可是神的工作是超過我們計算、預測的

如果這些地上的事我們尚且不能完全地明白，

試問我們如何能夠明白天上屬靈的事呢？

們每 面對的 超 們計算 思考我們每天面對的，是超過我們計算、思考，

是生命、是禮物、是恩典。

尼哥底母說「怎麼能有這事呢？」

這是超過我們的計算，

這是恩典、奇異恩典！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

在我們生命當中常常遇到很多

與我們的價值、我們的系統、

不能夠容納的一些經歷，

幫助我們 ―

能夠用你的眼光去看、去回應。

當我們說「怎能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讓我們謙卑下來、

擁抱主賜給我們的恩典，

讓我們在擁抱的過程當中，

瞥見主的施恩、感受你的同在。

這樣的禱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門。這樣的禱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