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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    2:82:82:82:8----10)10)10)10)。。。。        

A. 我们得救是百分之百依靠神的恩典和耶稣的宝血（提多书3:4-7)。 

B. 浸礼包括神的作为也包括人的反应。 

C. 神施恩，人受浸，两件事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冲突。 

二二二二....    耶稣与洗礼耶稣与洗礼耶稣与洗礼耶稣与洗礼（（（（浸礼浸礼浸礼浸礼））））        

A. 耶稣基督自己受了浸（马太福音 3:13-17)。 

B. 耶稣传福音时，他叫人受浸（约翰福音 3:22; 4:1-2)。 

C. 稣命令使徒，当传福音时要教导人受浸归主（马太福音 28:18-20)。  

D. 使徒并其他的基督徒传福音时他们教导人们要受浸成为基督徒 （使

徒行传 2:38; 8:12; 8:36; 9:18; 10:47; 16:15; 16:33; 18:25; 

19:3-5; 22:16)。  

E. 新约书信的作者都假设读者都受了浸（罗马书 6:3-5; 哥林多前书 

1:13-17; 12:13; 加拉太书 3:26-27;以弗所书 4:4-5; 歌罗西书 

2:12; 提多书 3:5)。  

三三三三....    浸礼的真理和意义浸礼的真理和意义浸礼的真理和意义浸礼的真理和意义        

A. 使徒行传第二章：主耶稣复活后第一次使徒们传扬福音，也是神建

立教会之日。 

1. 使徒彼得讲道的主题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讲道的结论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3. 听众的反应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他们为什么说这样的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彼得告诉他们要作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___ 节？  

5. 彼得提到受浸的两个目的（受浸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1.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6. 第38节是否跟我们今天的人有关系？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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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谁？______________。（清参看第 47 

节)。换句话说，成为 _______ 的（成员、会员、肢体、一份子）， 

要 _______。  

 

B. 罗马书第六章：保罗提醒早期的基督徒有关他们归主成为基督徒的

时候。  

1. 我们藉着浸礼与基督耶稣一同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2. 受浸的自然结果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 节。 

3. 如果不接触到耶稣的宝血，我们能不能够接触到（接受）神的恩

典?_________。我们在什么时刻接触到耶稣的宝血？__________  

4. 保罗描述受浸的方式，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歌罗西书 2:12：有关受浸的五件事情：  

1. “你们”是谁?__________________。（等于今天的_________ )。  

2. 受浸时，与基督一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又与他一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受浸的基础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什么或谁带给浸礼

它的“力量?”____________________。如果没有________的

__________，浸礼就毫无功效。 

5. 浸礼的功效在乎受浸者的__________________。如果受浸者没有 

________ ，他受浸还不如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四四四....    今天为什么有人对浸礼今天为什么有人对浸礼今天为什么有人对浸礼今天为什么有人对浸礼／／／／洗礼有不同看法洗礼有不同看法洗礼有不同看法洗礼有不同看法、、、、观念和解释观念和解释观念和解释观念和解释？？？？        

A. 今天“受洗”的不同方式是：洒水，点水，浸水和“乾洗。”  

1. 新约《圣经》希腊原文 baptizw（baptizo）是投入水中的意思。另

外一个希腊文字，rantizw(rantizo),是洒水的意思。新约的作者

记载人家悔改罪过，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他们都受  baptizw 

(baptizo)而不受 rantizw（rantizo）；相信者都投入水中而受了浸。  

2. 只有“浸水”才能够代表“埋葬和复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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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约归主的事例说明归入耶稣基督的那人下到水里面（使徒行传 

8:38)。 

B. 什么时候受洗？得救前，得救后或得救的同时？（更紧要的问题是：

什么时候得救？受洗前，受洗后或受洗的同时？）  

 

1. 新生儿或很小的小孩子应该受洗吗？  

a. 新约没有任何一个例子说明新生儿或不懂事的小孩子受了浸

（洗）成为基督徒。  

b. 不懂事的小孩子没有罪（相反，耶稣教导门徒说他们应该变

成小孩子：马太福音 18:3)。 

c. 新生儿受洗的传统是由天主教开始。因为 天 主 教 相 信“原 

罪”所以为了赦免小孩子的“原罪”他们为孩子施洗。《圣 经》 

里面并没有“原罪”这回事。 

2. 今天很多传道人告诉听众要认罪、悔改、祷告，请求耶稣赦免他

们，请耶稣进入他们心中，拯救他们。他们说相信者当时就成为

基督徒。这些传道人不提到受浸（受洗)，或者他们说受浸是不

必要的或许是随己意的。另外有些广播电台的传道人告诉听众要

伸出手来摸收音机，就可以获得神的恩典。这些说法都不合乎经

训。 

a. 关于洗礼，不重视洗礼的人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如：  

1. “点水礼，浸水里都一样；随你便。”  

2. “洗礼／浸礼是为了表示你的信心罢了；它跟救恩无关。”  

3. “洗礼／浸礼是为了让你作成教会的会员而已。”  

4. “请您等到圣诞节或复活节我们有很多人都要受洗时才受

洗。”  

5. “耶稣自己受了洗，是为了留下好榜样给我们；我们受洗

是跟随他的榜样罢了。 ”  

6. “你根本不需要受洗。”  

7. 但是耶稣基督说过:“信而受浸（受洗）的必然得救 ...”

（马可福音 16:15-16)。耶稣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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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 14:15)。  

C. 为什么有人拒绝浸礼？为什么有人说浸礼不重要？  

1. 有人忽略了新约《圣经》对洗礼的说法。对这样的人，我们

要像百基拉和亚居拉对待亚波罗一样，要“将神的道给他们

讲解更加详细”(使徒行传 18:26)。 

2. 有人认为洗礼和神的恩典彼此之间有冲突，认为洗礼是一种

“工作”(work)，好让人家“配”得到神的恩典。他们的理

论是：因为神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不能作任何事

情使得我们“配”得到神恩。是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

著信...”而且神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但是浸礼不是一种 “工

作”；浸礼是我们向神表示信心的众方法之一。洗礼和悔改

一样不能让我们“佩”获得神的恩典，但是《圣 经》教导我

们要悔改（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

13:3)。难道悔改是一种“工作”吗？同样,《圣 经》也教导

我们说要受浸（“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使徒行传 2:38)。请注意：神的恩典

和我们的顺服没有冲突。 

3. 有人认为受洗太麻烦。他们追求简单、容易。但是我们不要

像旧约所记载的乃缦，因为不要下约旦河里洗，所以他的病

差不多没有得到医治。最后乃缦顺服神，下了水，所以病才

被神治好了。医治他病的不是那水，乃是神的恩典和乃缦的

顺服。请注意：在河之外乃缦不能顺服神!（请参看列王记下

第5章)。 

4. 有人认为“水不能拯救任何人；只有神才能拯救人。”此句

话不错，水本身毫无力量拯救人，但是拯救人的不是水,乃是

神，是神的恩典，是耶稣的宝血，是人的顺服。“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西伯来书 11:6)。“不服从圣子的

人将看不到永生 ...”(约翰福音 3:36普通话本)。使徒彼得

明白此真理，所以写道:“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报方舟、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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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

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

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

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彼得前书 3:20-21)。 

普通话本把这两个经节翻译为“他们是那些在很久以前，挪亚时代就

拒绝服从上帝的灵。挪亚并建造方舟时,上帝曾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但

是却只有八个人登上了方舟，在水中得救。这水就象征着现在拯救您

们的洗礼。洗礼并不是洗涤你们身体的污垢，而是请求上帝赐予一颗

无愧的良心。这一切都是通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实现的。”在此

经节，彼得告诉我们，洗礼拯救了我们，但是彼得的意思是神藉着洗

礼施他的恩典给我们；刚好，我们受浸的那时刻神将他的恩典赐给我

们，让耶稣的血洗净我们。 

五五五五....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按照经训按照经训按照经训按照经训 ... ... ... ...    

1. 浸礼是新约《圣经》最重要的真理之一。  

2. 在神的恩典和耶稣的宝血之外，浸礼毫无用处。  

3. 受浸是表示信心，是顺服神。   

4. 受浸之前要相信神的存在，聆听耶稣的福音，相信耶稣的神性，相

信《圣经》的记载。要悔改罪过，承认对神和耶稣的信心。受浸不

比听道、信道重要；受浸不比悔改罪过重要。相反地，如果不信道，

不悔改转上神，受浸一百次都没有用。  

5. 当受浸的时刻，发生几件事情，如：  

神用他的恩典拯救您（提多书 3:4） 

神藉着耶稣的宝血拯救您（彼得前书 3:21） 

神让您沐浴在耶稣的宝血里，接触耶稣的十字架，死亡和复活（罗

马书 6:3-4）  

神赦免您的罪（使徒行传 2:38；22:16）  

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您（使徒行传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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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把您加入到他自己的教会，使得您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基督身体

的肢体（使徒行传 2:47； 哥林多前书 12:13；歌罗西书 1:13-14） 

您“披戴”基督（加拉太书 3:26-27）  

您成为基督徒（以上所有的经节）等。  

6. 全世界其他的基督徒都成为您的弟兄和姐妹。  

7. 受浸后要参加主日敬拜，要过基督徒所应该过的生活，活出基督的

真理来。 

 

个人灵修个人灵修个人灵修个人灵修    

请阅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使

徒们传扬耶稣“全备”的福音，也是神建立教会之日。 

读经祷告以后，请回答以下的问题：  

1. 当天是犹太人什么节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使徒彼得讲道的主题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听众本来不重视彼得的话；为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彼得引用谁的话说服听众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们的救主？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彼得说耶稣已经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讲道的结论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7. 听众的反应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他们为什么说这样的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彼得告诉他们要作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9. 彼得提到受浸的两个目的（受浸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1)_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10. 第38节是否跟我们今天的人有关系？_____________ 。 第 ____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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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天几个人成为基督徒?（此问题有两个答案）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早期的基督徒用什么方法敬拜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13. 早期的基督徒用什么方法表示彼此相爱的心？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____ 节?  

14. 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