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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洗礼洗礼洗礼””””：：：：六件事实六件事实六件事实六件事实 
Six Facts About Baptism 

歌罗西书 2:12  
Colossians 2:12 

《圣经》分为两个大部分，“旧约”和“新约”。新约写于第一

世纪。新约里面的一卷“书信”是写给住在歌罗西的基督徒。歌罗西

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歌罗西书〉的作者是耶稣的一名使徒，名叫

保罗。 

书信中，保罗提醒歌罗西的基督徒，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

们受了洗礼。信中，保罗用短短的一句话，把有关受洗的真理解释清

楚。在此，保罗不但帮助当时，第

一世纪的基督徒明白他们的信仰，

同时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人了解“受

洗”的意义。请听保罗的话：““““你你你你

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也就在此也就在此也就在此

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

里复活神的功用里复活神的功用里复活神的功用里复活神的功用””””。 

从这短短的经文里可知，受洗包括六件事实，就是我以下要谈

的。 

第一：““““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指歌罗西城的基督徒而言。在歌罗西书开头的第

一句话里，保罗就说明他把信函写给在歌罗西的基督徒，所以““““你你你你

们们们们””””指着基督徒。 

第二：““““你们既受洗你们既受洗你们既受洗你们既受洗””””表示所有在歌罗西的基督徒都受了洗。 

第三：““““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从这句话里，我们知道一

个人受洗的时候他就在那时刻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下面，会把这

句话解释清楚。） 

第四：““““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张三受洗时，不但与耶稣基

督一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

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了，是基督徒都相信的，也是基督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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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三接受洗礼时，他就经历到耶稣的死和复活，使得保罗说，““““…………

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复活。。。。”””” 

第五：““““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在这句话里，保

罗为我们解释清楚说，洗礼的意义和“力量”来自哪里。洗礼的意义

和力量来自神和耶稣。来自耶稣的复活；来自叫耶稣复活的神。““““因因因因

信信信信””””指着受洗者。接受洗礼的那位相信神，相信耶稣，相信神使得耶

稣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当张三受洗时，如

果他没有信心，不信仰神，他受洗还不如他洗澡。但是，因为他相信

那位耶稣，洗礼这件事，让他接触到耶稣的十字架、宝血和复活。换

句话说，当张三受洗的时候，他表示他对耶稣的信心；他表达他相信

耶稣复活了。所以，张三受洗时，才真正接触耶稣的死亡和复活。 

第六：““““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句话又包含着

另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受洗怎么能够让张三和耶稣的死亡和

复活联结。这都是““““神的功用神的功用神的功用神的功用。。。。””””神使得耶稣复活，神使得张三接触

耶稣的宝血。神让张三在他受洗的时刻，因为耶稣的圣血而当时就使

得他成为基督徒。这是人做不到的。张三，李四，您，我都做不到

的；只有神才能做到。所以保罗说这都是，““““神的功用神的功用神的功用神的功用。。。。””””是“神的

大能”的意思。 

把话讲回来吧，《圣经》的教导是，““““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

葬葬葬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从此可知，当我们受洗时，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

们受洗表示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表示我们要信仰耶稣为道路、真

理、生命。我们承认只有神才会叫人复活，只有神才会使得我们成为

基督徒。 

朋友，请您快一点来信耶稣，受洗成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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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洗礼洗礼洗礼””””：：：：归入基督耶稣归入基督耶稣归入基督耶稣归入基督耶稣    
  Baptized Into Christ Jesus 

罗马书 6:3 
Romans 6:3 

耶稣基督生于中东，以色列。耶稣在以色列传扬福音，在耶路撒

冷受难复活。基督教最早的发展也在耶路撒冷，犹大，撒马利亚一

代。不久以后，教会已经发展到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等地。用中

国历史计算时间，这都是属于汉朝。 

耶稣基督的一位使徒，名叫保罗，写了几封书信给早期的基督

徒，其中的一封书信写给住在罗马的基督徒。在信函中保罗提醒读

者，当他成为基督徒时，他受了洗；保罗说明洗礼是怎么一回事。保

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是受洗归入他的死

吗吗吗吗????””””（这是罗马书六章三节。） 

下面，请让我们按照保罗所写的这句

话，了解洗礼的意义和重要，好吗？ 

““““岂不知我们岂不知我们岂不知我们岂不知我们””””：“我们”是当时的基

督徒，包括保罗在内。保罗说““““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做

了什么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

耶稣的人耶稣的人耶稣的人耶稣的人…”””” 意思是，当张三受洗的时

候，他就归入在耶稣里面，他归入耶稣名下。““““归入归入归入归入””””的意思就在下

一句话讲的更清楚，“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是受洗是受洗是受洗

归入他的死吗归入他的死吗归入他的死吗归入他的死吗？？？？””””保罗告诉读者，洗礼使得他们归入耶稣的死。洗礼

让张三，在灵性上，与耶稣的死亡联结。透过洗礼，人们接触到耶稣

的死亡，并且让耶稣的宝血在自己个人的身上发生作用。 

《圣经新约》再三地告诉我们，神用他的爱，他的恩典以及耶稣

的宝血拯救世人。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为要洗

去我们的罪。当然《圣经》教导我们要悔改我们的过失和罪孽，神才

赦免我们，但是在罗马书六章这里，保罗强调另外一点，那就是洗

礼。保罗说，当受洗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发出他的力量

来；洗礼使得我们““““归入归入归入归入””””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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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基督徒那样重视洗礼。难怪，基督徒把他受洗的日子当作

他“重生”的日子，他成为基督徒的日子。在《圣经》看来，““““归入归入归入归入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思，又是进入基督教之门的意思。““““归入归入归入归入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就是被神加入他属灵的家，就是他的教会的意思。 

朋友，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一些基督徒朋友，或者您自己，因为

拜读了《圣经》就想要成为基督徒。我请您，多多地阅读《圣经》，

明白洗礼的意义。之后，请一位基督徒为您施洗，让您“归入耶稣基

督”，成为基督徒，就如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三节所说的：“…岂不知岂不知岂不知岂不知

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是受洗归入他的死…”。 

 
 

受 洗 归 入 

耶 稣 的 死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重生重生重生重生    
Reborn In Baptism 

罗马书 6:4；约翰福音 3:3 
Romans 6:4; John 3:3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一位名叫尼哥底母，““““人若不重人若不重人若不重人若不重

生生生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 3:3]。当时，尼哥底母听不懂耶稣

在讲什么，但是以后，“重生”变成基督教很重要的基本教义。 

《圣经》的罗马书六章四至五节形容基督教“重生”这件事情，

如下：““““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和他一同埋葬和他一同埋葬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原是叫我们一举原是叫我们一举原是叫我们一举

一动一动一动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换句

话说，张三想要“重生”，他就要受洗。这句话假设张三明白耶稣基

督的真理，相信耶稣，已经闭门思过而下了决心要改邪归正，转向耶

稣。下一步，张三要受洗。受洗就让张三与耶稣一同埋葬，所以当他

从水里上来，他就“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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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里上来以后呢？我们的经文说的很清楚：叫我们一举一动叫我们一举一动叫我们一举一动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一样一样一样。。。。””””受洗重生以

后，张三就要有新的生活方式。过去骂人；现在不骂人。过去偷懒；

现在用功。过去过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现在过一个以神为中

心，以别人为中心的生活。以前他夸讲自己；受洗重生归入耶稣以

后，荣耀神。所以《圣经》给张三立下既新又高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换句话说，成为基督徒以

后，就要开始活出耶稣的真理来，活出耶稣的爱来，要改过自新。 

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醒悟过来了，想到

父亲家有粮食，有爱，他就回家了。没想到父亲在门口等待着他。一

见到他就拥抱他，为他开了宴会，请客加菜，欢迎儿子回了家。儿子

完全改过自新，接受了父亲的爱和原谅。 

今天，您和我，转向耶稣，闭门思过，悔改。我们接受洗礼，与

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复活，让神的恩典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在此我们就重生。重生以后，生命要改变，“叫我们一举一动叫我们一举一动叫我们一举一动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有新有新有新

生的样式生的样式生的样式生的样式。。。。” 

朋友，欢迎您如此行。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    
 United With Christ 

罗马书 6:5 
Romans 6:5 

 “联合”，“结合”，“合而为一”，这几个词，意思都差不多

一样。我结婚的时候，就跟我太太“结合”在一块儿。如果要建立一

个美满快乐的家庭，夫妻都要“合而为一。” 

《圣经》用同一个说法形容基督徒与耶稣基督彼此之间的关系。

张三李四成为基督徒时，就要跟耶稣联结起来，联合起来。 

也许您很想问我，一个人与耶稣基督“联结起来”，与耶稣建立

这种往来，是由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圣经》罗马书六章五节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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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说，是从受洗的时候开始的。请听使徒保罗的话：“我们若在他死我们若在他死我们若在他死我们若在他死

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当张三接受洗礼时，就象征着他经历了耶稣的埋葬和复活。耶稣

钉十字架后，被安葬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了。张三入水受洗时，象

征他与耶稣一同埋葬。张三被埋在水里只有半秒钟，但是，当张三从

水里出来时，又象征着他与耶稣一同复活。在那短短的时间内，张三

就“在在在在[[[[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从此以后，张三就是一名基督

徒。 

朋友，现在您晓得“洗礼”对基督徒是那样重要。您是否想要与

基督“联合”呢？请您借着洗礼与耶稣基督联合，成为基督徒。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洒水或浸水洒水或浸水洒水或浸水洒水或浸水    
Sprinkle or Dip? 

罗马书 6:4-5 
Romans 6:4-5 

请问，您家有洗衣机吗？当洗衣服时，把衣服浸到水里面呢？还

是，把一些水洒在衣服上？您一定认为我的问题既好笑又奇怪，不是

吗？ 

事实上，基督教辩论一个问题跟我刚才问您的那问题差不多一

样。我想您一定听说过“洗礼”这个词。对基督教来讲，“洗礼”是

一件非常重要的动作和仪式。 

如果“洗礼”那样重要，有什么好辩论的呢？是这样：有

的人解释洗礼为，把一点水洒或倒在人的头上。又有人认为

洗礼一定是“投入水中”的浸礼。换句话说，要把整个的人浸

到水中，才算是“受洗。” 

这个问题，就好像其他《圣经》问题一样，要从《圣经》

获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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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的罗马书形容洗礼，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

督耶稣的人督耶稣的人督耶稣的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死死死，，，，和他和他和他和他

一同埋葬一同埋葬一同埋葬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像基督藉着父的荣像基督藉着父的荣像基督藉着父的荣

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此，作者提醒早期的基督徒也告诉我们洗礼

是一种“死”和“埋葬。”成为基督徒时，在水里面埋葬。因此，洗

礼必须是投入水中的浸礼。埋葬，不可能只用一点点土洒在尸体上；

必定把尸体埋在土里面。“土葬”需要很多土才做得到。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在撒冷的哀嫩为人施洗，““““因为那里因为那里因为那里因为那里

的水多的水多的水多的水多””””[约翰福音 3:23]。 

《圣经新约》的原文是希腊文。“洗礼”的希腊原文是 βαπτιζο  

(baptizo)，就是浸水的意思。此外，历史记载也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

为人施洗的时候，都是投入水中的浸。 

洗衣服的时候，洗盘子、碗、筷子等，不可能把水洒在上面罢

了；一定要把盘子等物，进水泡，“埋葬”一下子，才放心东西干净

清洁。 

成为基督徒时也是如此，张三要进水，在水里面““““受洗归入受洗归入受洗归入受洗归入[[[[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的死的死的死的死............藉着洗礼归入死藉着洗礼归入死藉着洗礼归入死藉着洗礼归入死，，，，和和和和[[[[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埋葬一同埋葬一同埋葬””””，然后，从水里上来

““““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朋友，现在您比一般人多了解基督徒的洗礼。请您使用这份知识

在自己的生命上。如果您想要成为基督徒，请您准备受洗 (受浸)，

如同保罗所说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和和和和他一同埋葬他一同埋葬他一同埋葬他一同埋葬。。。。”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两举两得两举两得两举两得两举两得    
 Two Actions, Two Results  

使徒行传 2:38 
Acts 2:38 

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在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五十天建立的。教会被建

立的第一天就有三千多人成为基督徒。基督教会的建立和开始，被一

位耶稣的门徒，名叫路加，记载在〈使徒行传〉里。〈使徒行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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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的一卷书。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教会的建立。

当天的过程包括众人聆听诸位使徒讲论耶稣基督的福音，尤其是使徒

彼得的教训和劝勉。 

彼得的口才很好，让听众明白，五十天

之前，他们钉十字架的那位就是上帝的儿

子，就是他们多年所期待的弥赛亚。耶稣既

是无罪的行善者，他又是人类救世主。彼得

不但说服听众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了，他还使

得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 

因此，听众问彼得说，“我们怎么办呢？”[普通话本]。彼得回

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 2:38]。 

朋友，对基督教来说，彼得所讲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今天不跟

您讲别的，只要解释一下这句话所告诉我们有关“洗礼”的意义。彼

得告诉听众他们要“奉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名受洗的名受洗的名受洗。”彼得清楚地告诉听众

说，悔改是洗礼的先决条件。彼得又说，洗礼所产生的结果有两个： 

第一， 洗礼“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 

第二， 受洗时“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张三的罪得到赦免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和耶稣的宝血。人不能拯救

人；只有神才能拯救人。 

但是在这里彼得说明张三怎么样让神的恩典透过耶稣的宝血拯救

张三。彼得说，一，“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二，要“受洗受洗受洗受洗。”当受洗

的时候，一，“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二，“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两取两两取两两取两两取两

得得得得。。。。） 

朋友，现在您知道为什么基督徒那样重视洗礼。虔诚的基督徒回

想他受洗的日子，就知道那是神赦免他的罪的日子，也是他领受圣灵

的日子。基督徒因此而感到很快乐。我请您参与他们的快乐，好吗？

我请您信仰耶稣基督，而接受使徒彼得的话，“悔改悔改悔改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奉耶稣基督的奉耶稣基督的奉耶稣基督的

名受洗名受洗名受洗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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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洗礼洗礼洗礼””””：：：：耶稣宝血和我们的洗礼耶稣宝血和我们的洗礼耶稣宝血和我们的洗礼耶稣宝血和我们的洗礼    
Jesus’ Blood and Our Baptism 

使徒行传 2:38 
Acts 2:38 

当天，前往耶路撒冷做礼拜的犹太人没想到他们要聆听第一篇基

督教的讲道词。时间大约是公元 29 年五月。很多人知道，五十三天

前，一个人，名叫耶稣，受了审判。虽然罗马当局判他“无罪”，但

是，犹太人把他钉十字架。众人并不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不

知道耶稣是天上神的儿子。众人没想到，当时就有一位，名叫彼得，

站在他们的面前，讲道，说些使得众人感到惊讶的话！彼得说服他

们，基督的死亡是他们的责任！ 

彼得的话还没讲完，听众就问他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普通话

本]。彼得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叫你叫你叫你

们的罪得赦们的罪得赦们的罪得赦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转 2:37-38，和合本]。 

彼得回答观众问题的同时，他也教导那些将要阅读《圣经》的我

们有关洗礼的意义。从彼得讲道的上下文可知，洗礼跟耶稣基督的宝

血有很亲密的关系。 

耶稣为世人受难，为万人复活。只有耶稣的宝血和神的恩典才能

够赦免人的罪孽。神高高兴兴地把他的恩典施与万人。耶稣被钉于十

字架也是自愿的。 

但是人也有他的责任。张三需要伸出他的双手接受神的恩典和耶

稣的宝血。 

当天，彼得的讲道词，前部分说明神的作为。神差遣耶稣降世；

耶稣的受难是按照神早已决定的计划；神叫耶稣从坟墓里复活。这些

都算是神的作为和奇妙的恩典。 

耶稣的生命是神圣的。耶稣的牺牲是自愿的；他的痛苦是真的；

他的复活不是虚假的。这些都属于神的作为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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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说过，人也有他的责任；人要对神的作为和恩典有所反应。

人要相信神，要顺服神。张三要伸出双手接受神的恩典和耶稣的圣

血。 

在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经文里，彼得告诉我们如何伸出双手接受神

的救恩和耶稣的宝血。彼得告诉张三有两个责任：1）要““““悔改悔改悔改悔改””””过

失和罪孽；2）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悔改罪孽和接受洗礼是

我们对神恩及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的部分反应。当受洗时我们在此就

接受神的救恩，神的礼物，神的赦免。 

朋友，《圣经》的信息是““““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约翰福音 3:16]。使徒彼

得也告诉我们，悔改和洗礼是信仰神的人当有的反应。当悔改受洗

时，神的爱彰显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上，耶稣也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使徒彼得宣布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叫你们叫你们叫你们

的罪得赦的罪得赦的罪得赦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请您快一点如此作吧！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远方的人远方的人远方的人远方的人    
 Those Who Are Far Off 

使徒行传 2:39 
Acts 2:39 

虽然《圣经新约》写于第一世纪，不能说《圣经》的内容限于第

一世纪。举个例吧！《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包含着一句话，讲员宣

布说是为了““““远方的人远方的人远方的人远方的人。””””““““远方的人远方的人远方的人远方的人””””是谁呢？ 

首先，请让我介绍““““远方的人远方的人远方的人远方的人””””，，，，此句话的上下文，好吗？耶稣

的使徒彼得正在讲道。彼得告诉听众说，受难及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

从坟墓里出来了，从死里复活了。他的结论是；““““故此故此故此故此，，，，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

当确实的知道当确实的知道当确实的知道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

督了督了督了督了””””[使徒行传 2:36]。意思就是耶稣是以色列人所仰望的弥赛

亚。神叫他复活，立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之后，听众问彼得一个问题，表示他们相信及接受彼得的话。

《圣经》记载：““““众人听见这话众人听见这话众人听见这话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觉得扎心觉得扎心觉得扎心”””” [使徒行传 2:37]。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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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听众心里很悲痛，他们““““听到这里听到这里听到这里听到这里，，，，仿佛感到一把刀刺进他们仿佛感到一把刀刺进他们仿佛感到一把刀刺进他们仿佛感到一把刀刺进他们

的心脏的心脏的心脏的心脏””””似的[普通话本]。他们““““就对彼得和其馀的使徒说就对彼得和其馀的使徒说就对彼得和其馀的使徒说就对彼得和其馀的使徒说，，，，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们们们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行？？？？””””意思是彼得说服他们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实，就

是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钉十字架！现在他们问彼得，““““…………我们当怎样我们当怎样我们当怎样我们当怎样

行行行行？？？？””””[和合本]，““““…………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普通话本]。 

彼得回答听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叫叫叫

你们的罪得赦你们的罪得赦你们的罪得赦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和你们和你们和你们

的儿女的儿女的儿女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使徒行传

2:38-39]。 

朋友，请注意，彼得说，““““一切在远方的人一切在远方的人一切在远方的人一切在远方的人””””，是谁呢？是您！

是我！全世界上的人都包括在““““一一一一切在远方的人切在远方的人切在远方的人切在远方的人””””这句话里。因此可

知，虽然《圣经新约》写于第一世纪，不能说《圣经》的内容限于第

一世纪。 

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如果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相信神叫

他从死里复活了，就应该悔改罪孽，受洗。当受洗时，就获得神给的

两个应许：1）罪得到赦免；2）圣灵赐下。换句话说：1）神让耶稣

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2）神让他的圣灵居住我们的心里。 

从此可知，洗礼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您相信耶稣，但是还没

有受了洗，请快一点决定听从神，顺服耶稣，受洗成为基督徒。 

    

    

““““洗洗洗洗礼礼礼礼””””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    
What Happens In Baptism? 

彼得前书 3:21 
1 Peter 3:21 

洗澡既舒服又健康！谁不喜欢洗澡呢？但是，许多人认为，基督

教所说的“洗礼”只不过好像洗澡一样。也许他们认为洗礼不可能是

神施恩于人之时。虽然张三在一个池子里受洗，并不表示他的洗礼不

重要或不带给他任何福分。《圣经》教导我们有关洗礼的重要和洗礼

所带给我们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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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十二使徒中有一位名叫彼得。彼得解释洗礼如下：““““这水所这水所这水所这水所

表明的洗礼表明的洗礼表明的洗礼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这洗礼本不在乎除这洗礼本不在乎除这洗礼本不在乎除

掉肉体的污秽掉肉体的污秽掉肉体的污秽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只求在神面只求在神面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前有无亏的良心前有无亏的良心前有无亏的良心””””[彼得前书 3:21]。 

在此经文，彼得说洗礼不像洗澡。洗礼的目的并““““不在乎除掉肉不在乎除掉肉不在乎除掉肉不在乎除掉肉

体的污秽体的污秽体的污秽体的污秽。。。。””””洗礼是肉体上的动作，但它有属灵上的意义。洗礼是具

体的行动，但它的意义来自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耶稣的死亡和复

活。 

“洗礼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您要问我。 

请让使徒彼得回答您的问题吧。请记住我刚才读的那句话：““““这这这这

水所表明的洗礼水所表明的洗礼水所表明的洗礼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这洗礼本不在这洗礼本不在这洗礼本不在

乎除掉肉体的污秽乎除掉肉体的污秽乎除掉肉体的污秽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在此经文里，彼

得说洗礼的意义有二，第 1）““““............洗礼洗礼洗礼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

拯救你们拯救你们拯救你们拯救你们…………。””””第 2）：““““............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基督徒都知道只有神的恩典藉着耶稣十字架上的宝血（包括他的

复活）能够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让耶稣的宝血来到我们的身上

和内心。神没有命令我们爬上峨眉山就找到耶稣的宝血；神没有要求

我们走遍塔克拉玛干沙漠才得到神的恩典。神没有规定我们用黄金英

镑买来救恩。事实上，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获得神的恩典和耶稣

的赦免。但是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吩咐获得和接受神的爱，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圣经》里，其他的经文，神表示我们要相信

他，相信《圣经》是他的话，相信耶稣是他所差遣的救主，相信耶稣

从死里复活了。另外，《圣经》再三地劝我们，神的爱使得我们悔改

我们的过犯和罪孽。但是，我们相信和悔改还不表示我们已经沐浴过

在耶稣的宝血之下。在今天所读的彼得前书的此句话里，彼得告诉我

们一个人什么时候沐浴在耶稣的宝血之下，什么时候参与耶稣的复

活，就是在他受洗的时候。 

请再次听听彼得的话：““““............洗礼洗礼洗礼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彼得的意思并不是说洗礼的水本身有能力拯救我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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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采用洗礼的水让我们获得耶稣宝血的能力。因此彼得说：““““............洗洗洗洗

礼礼礼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    

这样看来，当李四说“我每周都要前往教堂做礼拜，但是我还没

有受洗”，他的意思是他还没有沐浴在耶稣的宝血里，他还没有伸出

双手接受神的恩典，他还没有让耶稣基督拯救他。换句话说，他还没

成为基督徒。 

朋友，现在您比他人更明白《圣经》所说的“洗礼”的意义。请

您快一点来接受耶稣，受洗，因为，““““............洗礼洗礼洗礼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现在藉着耶稣基督现在藉着耶稣基督现在藉着耶稣基督

复活也拯救你复活也拯救你复活也拯救你复活也拯救你…………。。。。””””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    
Can Water Save? 

彼得前书 3:21 
1 Peter 3:21 

古代中国传说故事描述一位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基督徒所研读

的《圣经》记载古代的确有全球性的洪水。一位名叫挪亚和他全家的

人平安地度过那时的水灾。数百年后，耶稣基督十二位使徒当中的一

位是彼得。彼得写了一封书信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提到洪水，挪亚

及挪亚所建造的方舟。彼得写道：““““就是那从前在挪亚就是那从前在挪亚就是那从前在挪亚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预备预备预备方舟方舟方舟方舟，，，，神神神神

容忍等待的时候容忍等待的时候容忍等待的时候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不信从的人不信从的人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当时进入方舟当时进入方舟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藉着水得救的不多藉着水得救的不多藉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只有八个人只有八个人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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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们们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

心心心心。”””” 

请问，在此，彼得告诉我们，挪亚藉着什么得了救？毫无疑问

地，挪亚藉着神的恩典及挪亚自己的信心得了救。挪亚也藉着方舟得

了救。但是，在此经文里，彼得强调的是另外一点，那就是水。彼得

说：““““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 

什么能力让挪亚一家““““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当然是神。神早告诉挪亚要

建造方舟。因此可以说神救了挪亚一家八口。挪亚顺服了神，制作了

方舟以及住在方舟里度过洪水，所以说挪亚拯救了自己，也没有错。

但是，彼得并不强调这两点。彼得的焦点是水。挪亚的方舟漂在水面

上，使得彼得说，挪亚““““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 

当时，如果神没有施恩告诉挪亚要制造方舟，挪亚一家就会淹

死；他们得不了救。神的恩典拯救了挪亚。如果挪亚没有相信神的

话，制造了方舟，同样，等到洪水来时，他一家人会淹死。挪亚的信

心和顺服拯救了他们。虽然如此，彼得描述挪亚得救的情况，彼得把

集中力摆在水上面，说挪亚““““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 

谁加给水拯救挪亚的能力呢？当然是上帝。 

下面，彼得把挪亚得救的情形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说：““““这水这水这水这水

所表明的洗礼所表明的洗礼所表明的洗礼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这洗礼本不在乎这洗礼本不在乎这洗礼本不在乎

除掉肉体的污秽除掉肉体的污秽除掉肉体的污秽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在这里，彼得仍然强调水。水怎么样让挪亚获得神的恩典和拯

救，使得他保持自己及家人的生命，水也使得张三获得神的恩典，

““““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藉着水得救。”””” 

难道，水有能力拯救人吗？当然没有！彼得说，““““这水所表明的这水所表明的这水所表明的这水所表明的

洗洗洗洗礼礼礼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耶稣的宝血拯救我们；

耶稣的复活拯救我们。但是，就如挪亚藉着水得到神的恩典，张三也

藉着水获得耶稣的复活。神藉着洪水施恩给于挪亚；神也藉着洗礼的

水把耶稣复活所带来的救恩加在张三，李四，您和我的身上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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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拯救人。水也不能拯救人。神的恩典和耶稣的复活才会拯

救人。但是，等到挪亚顺服了神，神才让洪水做成他得救的工具。同

样，等到张三李四，您我顺服神时，神才让耶稣的复活拯救我们。彼

得前书三章 21 节强调，洗礼是我们顺服神得救，必须作的一部分。

在这个经文，最突出的一点是洗礼。彼得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水这水这水这水””””所表明的就是洗礼。 

朋友，如果您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您已经悔改了过犯转

向耶稣，请您快一点决定受洗接受上帝的恩典，因为，““““这水所表明这水所表明这水所表明这水所表明

的洗礼的洗礼的洗礼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刻不容缓刻不容缓刻不容缓刻不容缓    
Delay Not Allowed! 

使徒行传 22:16  
Acts 22:16 

我研读汉字时，发现有几个成语形容事情紧迫，需要赶快做好决

定，要快一点做某一件事情，不可耽延的意思。譬如，刻不容缓，迫

不及待，势在必行等。可惜，我太太和我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时常迟

疑不绝。我想，我们都羡慕当机立断的人，但我们不欣赏那些当断不

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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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有一个人名叫保罗。保罗成为基督徒以前，他逼迫基

督徒。但是，当保罗发现耶稣基督已经从坟墓里复活了，在他面对这

个他不可否认的事实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的想法和行为。保罗成为

基督徒不说，他自己还往外传讲耶稣的真理。保罗决定接受他原先所

逼迫的信仰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位名叫亚拿尼亚的基督徒向他

说：““““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洗去你的洗去你的洗去你的

罪罪罪罪””””[使徒行传 22:16]。 

从这句话里，我们得知成为基督徒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决定；

受洗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包罗醒悟过来了，发现他所逼迫的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耶稣真

的从死里复活了。保罗领悟了他过去所逼迫的基督教的确是真理，是

属神的，是对的，他马上就明白了他所走的道路是错的。保罗当机立

断地下了决定回头，转向他原先所逼迫的基督教。所以亚拿尼亚告诉

保罗说，““““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求告他求告他求告他求告他[[[[耶稣耶稣耶稣耶稣]]]]的名受洗的名受洗的名受洗的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的时候，保罗刻不容缓的接受了洗礼。 

有些决定我们可以“慢慢地做决定”；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慢慢

地去办。”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刻不容缓”的。受洗就是这种事

情。张三，李四，您或我，等到我们醒悟过来，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

儿子，领会耶稣为我们舍命复活，承认我们身上有罪，请求上帝赦免

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时，就应该“势在必行”的受洗。亚拿

尼亚所告诉保罗的话，也是上帝给我们的邀请：““““现在你为什么要耽现在你为什么要耽现在你为什么要耽现在你为什么要耽

延呢延呢延呢延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差别之一差别之一差别之一差别之一    
One of the Differences 

使徒行传 22:16 
Acts 22:16 

我的朋友也是一位基督教传道人。记得有一天在星期天的敬拜聚

会快要结束时，朋友做了报告，说，周四晚上，七点钟，他要开始六

个礼拜的课程，专门为了那些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成为基督徒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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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课程的目的至少有二：我朋友要把一些基督教和《圣经》的真理

教导给那些慕道友，他也要回答他们对基督教的问题。 

六个礼拜的课程中，有一课讲解“洗礼”的意义。在我的经验

中，连很多非基督徒知道洗礼是进入基督教的门，是基督徒和非基督

徒之划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和“门外徒”的差别。 

其实，我应该说是“差别之一，”因为它不是唯一的差别。但

是，说的也是，洗礼是很明显的差别。 

《圣经新约》描述的很清楚，教导我们洗礼的重要意义。有一位

本来逼迫基督教的犹太人，名叫保罗。当保罗明白了真情，想要成为

基督徒时，亚那尼亚向他说：““““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求告求告求告求告

他的名受洗他的名受洗他的名受洗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使徒行传 22:16]。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知洗礼的部分意义。亚那尼亚告诉保罗说，

当他受洗，在那时刻，上帝要““““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保罗已经明白自己逼

迫耶稣基督这个行动是错的。原先，保罗毁谤基督徒，把基督徒送去

坐牢，同意犹太宗教头头处死基督徒。甚至于，几年之后，保罗回想

到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形容自己为“罪魁”或“最坏的一个”人

[提摩太前书1:15，和合本和普通话本]。 

以下的是保罗自己的记载：“这一点大祭司和全体长老议会可以

证实。我从大祭司和长老那里拿到他们给大马士革犹太人同胞的一些

信，然后去了那里，以便我去把在那里的耶稣的信徒作为囚犯带回耶

路撒冷受到惩罚”[使徒行传22:5]。保罗在路上时，耶稣向他显现，

叫他进城，说：“那儿会有人告诉你该做的一切”。果然，不错，亚

那尼亚告诉保罗的话包括这一句：““““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 

保罗接受了亚那尼亚的话，接受了耶稣为他的主，受了洗，洗去

了他的罪孽。非基督徒的保罗变成基督徒保罗；“门外”的保罗变为

门徒保罗。 

我朋友所开的慕道班里，也有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

也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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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洗礼洗礼洗礼””””：：：：以保罗为榜样以保罗为榜样以保罗为榜样以保罗为榜样    
Do As Paul Did 

使徒行传 22:16 
Acts 22:16 

历史上有名的基督徒，很难找到一位比得上第一世纪的保罗。保

罗原来名叫扫罗，但是成为基督徒后，大家叫他保罗。保罗还没成为

基督徒以前，他逼迫基督徒，甚至于，一位名叫司提反的基督徒被打

死时，保罗也参与此谋杀罪。多年后，这位保罗年老的时候，回想他

成为基督徒以前的行为，形容自己逼迫基督徒如下：“我从前是亵渎

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提摩太前书 1:13]。 

保罗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包括耶稣基督亲自向保罗显现，证明他

真复活了，证明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保罗不知道向他显现的是谁，就

问他说：“主阿，你是谁？”耶稣对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

撒勒人耶稣”[使徒行传 9 章]。保罗又问：“主阿，我当作什么？”

[使徒行传 22:10] 。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

你作的一切事，告诉你。”有三天的时间保罗不能看见，他也不吃，

也不喝，但是保罗心里经过 180 度的转变。保罗决定成为耶稣的门

徒。当时主差遣一位名叫亚拿尼亚的基督徒，去看保罗，告诉他，他

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

[上帝]的名。”最后，亚拿尼亚吩咐保罗说，““““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

呢呢呢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使徒行传 22:16]。保罗

马上就按照亚拿尼亚的吩咐而受了洗。 

今天我请您注意的是亚拿尼亚说的一句话，““““现在你为什么要耽现在你为什么要耽现在你为什么要耽现在你为什么要耽

延呢延呢延呢延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特别请您注意:““““............

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要““““求告求告求告求告[[[[主主主主]]]]的的的的

名名名名””””，并且告诉他如何“求告他的名求告他的名求告他的名求告他的名。。。。””””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要““““............

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从此句话可知，洗礼是主耶稣指定求告他的

名，接受神的恩典，获得救恩的方法。 

亚拿尼亚没有告诉保罗要爬山，付出钱，背诵经典或积功德。都

不是的。他告诉保罗要受洗。很明显的，保罗已经相信耶稣是上帝的

儿子，是复活的主。保罗已经懊悔了他逼迫基督徒的行为，悔改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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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罪孽。最后亚拿尼亚向他说，““““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现在你为什么要耽延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罪。。。。””””    

今天，如果您也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您需要跟保罗一样悔改

所有的过犯，然后跟保罗一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求告求告求告求告[[[[主主主主]]]]的名受洗的名受洗的名受洗的名受洗，，，，洗去你洗去你洗去你洗去你

的罪的罪的罪的罪。。。。””””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 
Baptism: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使徒行传 2:38 
Acts 2:38 

《圣经新约》里，有几个主题作者提到一百多次。其中的一个是

“洗礼。”因为《圣经》讲洗礼，讲一百多次，我想，我们应该因此

而觉得洗礼这件事情，在神眼前，显得很重要。 

我们可以由洗礼的目的而明白它的重要。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

第二章，告诉我们有关洗礼。彼得说：““““你们各人你们各人你们各人你们各人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奉耶稣基奉耶稣基奉耶稣基奉耶稣基

督的名受洗督的名受洗督的名受洗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

2:38]。今天，在此文，我强调““““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一词。彼得告诉

我们，当我们信仰耶稣，悔改我们的罪，而奉耶稣的名受洗时，神要

““““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叫叫叫…………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就是洗礼的目的之一。 

但是，彼得的讲道词里，““““叫叫叫叫…………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这个词，并不是第一次

用在《新约》里。耶稣基督设立主餐（圣餐）时，他“拿起杯来，祝

福，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

罪的赦’”[马太福音 26:27-28]。耶稣说的“使罪得赦”，和彼得

讲的““““叫叫叫叫…………罪得罪得罪得罪得赦赦赦赦,,,,””””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圣经新约》的原文是希

腊文。马太福音，耶稣设立主餐，说，“使罪得赦”，和使徒行传，

彼得的讲道词，““““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这两句希腊原文都写在下面：           

[ εἰς ἄφεσιν ἁμαρτιῶν ]  (eis a-phe-sin ha-mar-ti-on)。耶稣讲

的和彼得说的，希腊原文是一样的三个字。 

请问，什么事情才会“使罪得赦”呢？当耶稣设立主餐时，他肯

定他的宝血“使罪得赦。”那时，耶稣很快就要被钉十字架，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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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代表他的血；他的宝血要“使罪得赦。”那

时，耶稣还没有死，所以世人的罪孽还没有得到赦免。 

使徒彼得讲道时，彼得说，““““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彼得说什么事

情才会叫他们的罪得赦呢？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

的名受洗的名受洗的名受洗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悔改和洗礼使罪得赦。彼得的听众还

没有悔改，还没有受洗，所以他们的罪还没有得到赦免。同样，您我

还没有悔改、受洗以前，我们的罪还没有得到赦免。彼得所告诉听众

的过程是，一，悔改，二，受洗。还没有受洗，罪还没有得到赦免；

这就是““““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

的意思。 

请注意！耶稣设立主餐时，他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

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耶稣要流他的宝血为的是

“使罪得赦”。彼得劝观众““““…………悔改悔改悔改悔改…………受洗受洗受洗受洗，，，，叫叫叫叫…………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因为这

两句话的希腊原文是一模一样的: [εἰς ἄφεσιν ἁμαρτιῶν]  (eis a-

phe-sin ha-mar-ti-on),““““使罪得赦使罪得赦使罪得赦使罪得赦,,,,””””如果洗礼不是为要““““叫叫叫叫…………罪罪罪罪

得赦得赦得赦得赦,,,,””””耶稣的宝血“流出来,”也不会“使罪得赦。” 

其实，信仰耶稣的人都知道，也都相信，马太福音 26 章 28 节，

耶稣的宝血“流出来使罪得赦。”同样的真理，我们都应该相信，也

应该接受，使徒行转 2 章 38 节，““““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叫你们的叫你们的叫你们的

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使徒彼得把洗礼的一个目的，写得很清楚，是““““使罪得使罪得使罪得使罪得

赦赦赦赦。” 

从此可知，洗礼是我们沐浴在耶稣的宝血的时候，是我们接受神

恩的时刻，是我们得到救赎的时间，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换

句话说，奉耶稣的名受洗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际。 

耶稣基督的故事，百听不厌。请您快一点相信此故事，快一点

““““悔改悔改悔改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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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洗礼洗礼洗礼””””：：：：““““神的爱令我们悔改神的爱令我们悔改神的爱令我们悔改神的爱令我们悔改”””” 
Baptism: God’s Love Produces Repentance 

使徒行传 2:38；罗马书 2:4 
Acts 2:38; Romans 2:4 

在美国，我认识不少华人来美留学。成绩都很好。我想知道“华

人为什么那样认真，那样努力呢？”部分答案是“光宗耀祖”一句。 

也许，“光宗耀祖”这个观念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里的“悔

改”。（请让我先告诉您一个秘密：我会把“光宗耀祖”这句话稍微

改一点点，好吗？） 

《新约圣经》时常记载耶稣，耶稣的使徒和门徒教导人们要悔

改。比方说，使徒彼得讲道，说，““““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奉耶稣基督的奉耶稣基督的奉耶稣基督的

名受洗名受洗名受洗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 [使徒行传 2:38]。 

当时，耶稣基督已经为万人受难、埋葬、复活。彼得告诉听众神

的恩典就在眼前，但是，他们要伸出双手接受。使徒彼得强调伸出双

手的过程包括悔改和受洗。彼得告诉群众，在他们受洗之前，要先悔

改。 

为什么要悔改呢？悔改的动机是什么？ 

《圣经》确认“...世人都犯了罪”，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罗马书

3:23]。使徒保罗说明悔改的动机。他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

[罗马书 2:4]。 

唐朝诗人孟郊（A.D. 751-814）劝儿女报母爱，他写道：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辉 

孟郊鼓励子女要付出具体的行动感谢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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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母爱使得儿女“光父耀母”，同样，“神爱你”和“耶稣为

你牺牲他的性命”这两个事实，是很强烈的动机，使得您我认罪、悔

改、改变生命。 

我们是否为我们的过失和罪孽感到难过呢？我们是否要悔改归

正，改弦更张，悔改，信仰耶稣，“光上帝耀耶稣基督”呢？ 

请您快一点接受神的恩典，快一点““““悔改悔改悔改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

洗洗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 “光上帝耀耶稣基督”。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当先悔改当先悔改当先悔改当先悔改”””” 
Baptism: Repentance Required  

使徒行传 2:38 
Acts 2:38 

有句话说，“百川归海”，没错。但是很多人也认为“百人归

天”。其实，《圣经》不赞成这句话。耶稣说，“若不藉着我，没有

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6]。耶稣又说，“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 13:3]。使徒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你们各人要悔你们各人要悔你们各人要悔

改改改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 [使徒行传 2:38]。 

悔改是什么呢？《圣经》里的悔改包括三方面，如：想法、内

心、行为。第一，想法：如果我要做彻底的悔改，必须改变我的想

法。在神的面前承认我做错了，我没有达到标准。我知道应该做的和

我实际上做到的有差别。我决定下次会做好一些。说悔改的第一点是

“更改想法”，对您不新鲜；我们早知道“悔改”包括改变思想。 

第三…（没有。我没有漏掉第

二；先讲第三；等一下讲第二。）悔

改的定义的第三部分是行为：如果不

改变行为，我们就不懂悔改是什么。

没有改变行为的悔改是个谎言。这个

真理对您也不新鲜。 

第二呢？《圣经》对悔改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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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部分就是改变内心。也许，这句对您有一点新鲜。《圣经》里

的悔改牵涉到内心。神的话要改变我们内心的深处。如果内心深处不

改，我们也不懂《圣经》里的悔改是什么意思。 

一般的犯人，从监狱出来以后，就不想回去。他决定改过自新。

他不愿意回到牢狱。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心是否改了。说不定，

心里还是那样刚硬，但，因为害怕坐牢，所以回家后，安安静静地过

日子，听话，守规矩，不犯法。如果他的心里还是很刚硬的话，按照

《圣经》的教训，他还没有悔改。 

您我不同。神的话，神的爱，神的恩典，令我们悔改。神的爱改

变我们的想法，使得我们归向神。耶稣奇妙的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舍命，抓住了我们的心，使得我们懊悔我们的过犯。我们的内心经过

180 度的转变，神的爱软化了我们刚硬的心灵。结果，我们的行为也

改了。我们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我们变成一位“新造的人”。 

耶稣基督的故事，百听不厌。请您快一点接受神的恩典，快一点

““““悔改悔改悔改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 

 

““““洗礼洗礼洗礼洗礼””””：：：：““““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Baptism: “Go Into All the World” 

马太福音 28:18 
Matthew 28:18 

基督教的特点之一是基督教是全世界性的宗教。我的意思是基督

徒想要传耶稣基督的名字和真理给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动机是什么? 

动机之一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一句话，也刚好是我今天要跟您

谈的经文。主耶稣告诉他的使徒的临终遗言是这一句，耶稣说：““““天天天天

上地下所上地下所上地下所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有的权柄有的权柄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都赐给我了都赐给我了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使万民作我的门使万民作我的门使万民作我的门

徒徒徒徒、、、、奉父子圣灵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都教训他们都教训他们都教训他们

遵守遵守遵守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8: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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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如此教导他的门徒往外传福音，他们也如此作了，一直到今

天。耶稣钉死十字架，复活了，是因为上帝特爱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因此，耶稣为您我设想，为我们建立了教会，使得万人、万民、万

族，都能够获得救恩，成为基督徒。 

请让我们把耶稣说的这句话，讲仔细一点，好吗？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都赐给我了都赐给我了都赐给我了””””，意思是因为他

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才有权丙，只有他才有资格讲下面他所说

的话。 

““““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下令告诉他的使徒

要到全世界去传扬福音，传讲救恩之道。 

耶稣还告诉使徒，当去的时候，当传扬福音之时，怎么样让人们

成为基督徒。耶稣说，要“奉奉奉奉父子圣灵的名父子圣灵的名父子圣灵的名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不但要

为人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都教训他们遵守都教训他们遵守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我就常与你们我就常与你们我就常与你们

同在同在同在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 

基督徒都知道，耶稣说的这句话很重要。多年来，基督徒把这句

话形容为“大使命”或“伟大的使命”。从这“伟大的使命”中可

知，传福音的过程中包括““““施洗施洗施洗施洗””””一事。传福音和““““施洗施洗施洗施洗””””是分不开

的。““““奉奉奉奉父子圣灵的名父子圣灵的名父子圣灵的名父子圣灵的名””””和““““施洗施洗施洗施洗””””是分不开的。““““…………凡我所吩咐你凡我所吩咐你凡我所吩咐你凡我所吩咐你

们的们的们的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都教训他们遵守都教训他们遵守都教训他们遵守…………””””和““““施洗施洗施洗施洗””””是分不开的。耶稣的门徒遵守

耶稣临终遗言时，必须为人“施洗”；“洗礼”是非基督徒成为基督

徒不可缺少的一点。 

最后，耶稣基督给他门徒一个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可与谁同在呢？不是那些听从耶稣伟大的使

命，传扬福音，为人施洗，而教导他们遵守耶稣的训诲吗？又是那些

接受耶稣的邀请，时常遵守耶稣的真理，而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人吗？ 

我希望您快一点成为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