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礼
(简介

研读圣经和学习什么是神  所要告诉祂子民的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要知道什么是神 

给我们的需要彻底查考经文。神  说祂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它给那些努力寻求祂，

并因祂话语接受祂的人带来生命。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神  的真理是十分重要

的。

我在一个信奉神  话语的教会成长。无论神  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去做。我在一个主要

宗派的教会成长，并通过该宗派的训练和在神  的话语(圣经)中成长。我去了教区小

学，高中，大学和神学院学习。

通过我在学校的时间和我的背景，我学习到我需要跟从神  所说和相信祂。我对我的

背景真的很感谢  神。不过当我开始搜索神  话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被教导的和

圣经之间有出入。

我相信努力查考圣经,找出神  对所有的事情所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在一个宗派教会牧养的时候，神  在我的心里面对我说话。我有一个清晰的印象，

主是对我说关于洗礼(浸礼)。
在此之前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需要接受洗礼。我不明白这种在我里面的感觉，所以

我为此问主，说：「主啊，我已经受洗。」从我的背景看，我已经在婴儿时受洗。所

以我进一步问主了解这一点，他教导了我关于洗礼是什么一回事和谁要接受洗礼。

我想与大家分享这些事情。看你的圣经并与我一起寻找经文，以确保我们所分享的是

神  说的。不要把有人告诉你是真理的当作真理是很重要的。要自己在神  话语(圣
经)的基础上找出真理。

神  的话(圣经)清楚地表明人要接受洗礼。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

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
(太 28:19-20)
在使徒行传 2:38 当人们问「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回答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

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

该教导是「往普天下(所有教国家)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教导他们)并给他们施洗。」这

里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可 16:15-16)
一个有效的洗礼准则

至于一个人要受洗的时间和年龄，在圣经是没有具体说明的，因为存在个人自由意志

和对信念的反应的部分。然而，某些有效洗礼的标准是定了下来。一个人受洗前应该

怎样要做什么呢？

1. 第一个准则是，人需要被教导神  的话语。(太 28:19, 可 16:15-16)  在哥尼流的房

子，人们被教导，并得到神  的话语，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了。(徒 10:43-48) 圣灵

降临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和预言。然后有人问: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

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2.                                                                                
我们在这里学到人洗礼前要被教导。「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

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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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8:19-20)  所以教导在先于施洗，接着是说,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

3. 第二个准则是受洗之前需要悔 改。徒 2:38 说，一 个人需要悔改，然后受洗。悔

改是转离为自己和撒旦的生活, 要转向服从神 ，让神  作为你的供应。

4. 第三个受洗的准则,是要相信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用你的口）。见徒 16:31-33，罗
马书 10:9-10，徒 8:29-39 和徒 8:12。

圣灵教导了我关于这个洗礼的问题。我当时是对圣灵说：「主啊，我已经受洗。我在

婴儿时已受洗。那么，为什么我需要再受洗呢？

我的想法是觉得我要再次受洗。事实上，圣经说是只有一个洗礼。 （以弗所书 4:5）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教会几个世纪以来的教导，婴儿应该要受洗。所 以，你该

怎么办呢？洗礼是否有效呢？

当圣灵开始教导我时，主问了我几个问题。祂问：「是什么让一个洗礼有效呢？

我回答祂有关悔改然后受洗的经文。

祂说：「当你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你悔改了吗？

（悔改是承认你的罪，离开它而转向主。）

我说：「是的，我没有。

祂还就进一步说：「信心是如何来的？

（有效的洗礼信心是必要的。人必须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告 诉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 马书 10:17）

祂问我，「你是一个婴儿时你有听到圣经吗？

我回答道：「是的，我没有听 到圣经。

我约五、六周龄已经受 洗了。

祂问：「如果你还没有听 到圣经，你有信 心吗？

我不得不说，「是的，我没有任 何信 心。

祂继续说，「如果信心使一个洗礼有效，但你可以没有任何信心吗？

我说：「我的父母有信 心。

祂解释说，「你的父母有信心没错是很好的，但是你可没有信心。

从圣经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

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希伯来书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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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会这种做法是父母把孩子奉献给主。这通常发生在第八天。当他们受割礼后，

他们被带来奉献给主。这是父母响应神  并且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响应，因为神的民， 

将他们的子女带来主面前交给主，奉献他们给神，并且寻求神  祝福他们。这就是我

的父 母出于信心所做，和出于对神  的爱和爱我。然而，问题是根据圣经这是一个有

效的洗礼吗？

由于主继续教导我，祂问：「你必须做什么才能 接受救恩呢？

我回答说：「我心中必须相 信主耶稣，并且用我的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心中相

信祂是从死里复活

 。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

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罗马书 10:9-10）
祂问：「当你是一个婴儿受洗时, 你的口里承认了耶稣基督是主没有？

我回答：「没有，我甚至还不能说话。

主向我展示所有恰当的洗礼的圣经准则， 就神而言（即相信耶 稣，向神认罪并且悔

改），我作为一个婴儿是尚 未做到的。然 而，教会的教导指我是在一个有效的方式

下受洗的。

同样，使徒行传 2:38 说：「悔 改然后受洗。

我是婴儿是不能悔 改的。在圣经罗马书 10: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作为一个五、六周的婴儿，我什至不能说话。大多数孩 子不会说话，直到他们一岁后。

我们需要在圣经基础上测试我们生活上发生的事。我挑战你与我一起研究圣经有关洗

礼的经文。我的经验和我自己的心里，我知道我在婴儿时的洗礼不是 神  在圣经中说

的洗礼。

当圣经给我带来了这些领域和我开始认真地看待这事后，我不得不出去受洗（受浸），

相信主耶稣，如耶稣一样的方式，圣经说这样做是在尽诸般的义。

奉献儿童

耶稣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到圣把他殿献给神。但是，在他三十岁时，他接

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当时说，“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马太福音

3:15）这是一个顺从神和 爱神  的问题。

然后，我问主，“那些婴儿怎么样呢？有什么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呢？“祂给了我一

句经文 （哥林多前书 7:14）说出以于父母的信心能遮盖儿童，直到他们能接受耶稣的

福音，为自己的罪悔改并接受主耶稣基督。

… 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哥林多前书 7:14）
这是神给你们信主的父母另一份独特的、美好的礼物，就是当你们为爱你们的孩子然

后把孩子献给神  的时候。我认同把儿童奉献。我相信神 特殊的祝福可以通过相信父

母给儿童，但将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站在神  面前，说：“我是靠我父母的信心”

或“我是靠别人的信心。“

每个人要自己向神  作出承诺。信心必须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不能责怪任何人也不能

依赖其他人。

我要自己站在神  面前说：“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就像你是从死里复活，我也是

从死里复活并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罗马书 6;提多 3:3-8） pg. 3



洗礼的意义

洗礼是神  的灵在人身上使他们重生的美好的工作的外在标记。神  的生命进入到他

们里面去。当他们去下到水里，他那不爱  神或不在意  神的旧人就死亡和跟耶稣一

起埋葬。当他们从水出来，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神  的祝福是多么奇妙！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的罪。他们放弃了

魔鬼，并且他们要希望与他无关。相反，他们要希望服侍神  并且靠神  的力量使他

们能够作。

我们发现在圣经每一处，都指受洗的人首先要听到神  的话语，要以悔改来回应，且

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要用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

信心是个人得救的一件事。那人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马可福音 16:16）信心是一个人通过听神  的话语来的，正如我们知道罗马书 10：
17 所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信心的人的洗礼，

不是洗礼，而是一个简单的用冲洗但没有属灵价值。

如果你想你把孩子奉献给主而使用水作为体征，那是好的，但那不是圣经所说的洗礼。

这种做法的父母或主办人认为的婴儿洗礼，不是圣经的做法，并没有圣经的支持的。

换言之，别人不可以代替你相信神。你必须相信自己。

神拥护婴儿洗礼吗？

人们常常认为耶稣拥护婴儿施洗礼，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当圣灵教导我关于洗礼时，他说，“你找你学到能

够证明神  拥护婴儿洗礼的经文，并告诉我。”

这是我向神  引用的经文，“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这可在马可福音 10:13-16，路加福音 18:15-17 和马太福音 19:13-14
找到。

我向主引用了这经文，他对我说，“我的儿子，看看下一句经文。”我看了下一句经

文，它说，“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被教导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婴儿的洗礼证明。但经文完全没有说

给他们施洗。是说耶稣给他们按手和祝福他们，奉献给神。

我们怎能继续实行那些在圣经没有找到的事呢？我们怎能用如这样的经文去支持不是

根据圣经的事呢？耶稣是没有为婴儿洗礼的。

孩子们没有受洗，而是受祝福。这也使父母知道，特别是那些带了子女来的，目的是

要孩子被祝福，不是受洗。

另一经文常常被用来支持婴儿洗礼，是马太福音 28:19-20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

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 “ 我们要注意，这里说要教导万民，

然后施洗。

许多教会引用的原因，是由于婴儿是包含在万民中，所以他们要接受洗礼。然而，仔

细阅读会发现经文明显的说：“教导万民。” 另一个意思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然后给他们施洗，说的不是所有人，是那些已经成为门徒并接受神  话语的人。换句

话说，我们不是坐直升机或飞机出去，把水倾倒在所有的人身上，正如这里的推断。

只有那些已经接受耶稣并且正在被教导成为门徒的人才可以受洗。在“所有（万）”

的民当然也包括小孩，但没有包括婴儿。在真正的洗礼，是人们已经接受了神的话语

（圣经）的教导，籍着神  在耶稣基督里为他们建立的信心然后受洗服从神 。他们与

神  一起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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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行传 2:38，我们发现，一个人要悔改然后受洗。悔改总是在洗礼之先。很明显，

婴儿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用口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用口承认就得着救恩，正如

圣经在罗马书 10:9-10 告诉我们的。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

圣灵；（使徒行传 2:38）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

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 10:9-10）
圣经的教导是小孩子是能够相信的，但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婴儿有分别的。我们要注意

这点：一个孩子能相信。（马太福音 18:6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

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当父母教导孩子，而孩子斩斩成长认识神的

爱和生命的赋予，他们悔改并相信耶稣，用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那时候他们

可以受洗（而不是之前）。

问题和责任

我们发现，没有明确的证据从神  的话语 （圣经），说明不是如此。那婴儿如何呢？

在这里，如主前面所教导，父母要把孩子奉献给神。这是实际发生在婴儿被错误地称

为“洗礼”时我们所做的。当我们在婴儿时被“洗礼” ，我们的父母实际上是把我们

奉献给神。父母是寻求神  祝福他们的孩子和承诺籍着圣经和榜样，用神的方法教导

他们。

换句话说，父母是籍着他们的信心表明，他们将承担用神的方式训练孩子的责任。圣

经说，儿童因信的父母得了神  的祝福。 （哥林多前书 7:14 。。但如今他们是圣洁

的了。）当孩子们的年龄能够自己相信，那么他们将被受洗归入主耶稣的身体。同样，

没有说明具体的年龄。这是当孩子开放给神并回应神的话。

他们不是受洗归入某一类型的教会，这是常常被误以为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受洗归入

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任何特定的宗派。 （哥林多前书 12:12-13，哥林多前书

1:13-17第一，加拉太书 3:26-29 和罗马书 6:1-4）。

当我们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将要为自己为主耶稣所做的事负责。别人

的信将不能遮盖我们。如果我们要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必须有信心的回应神的话语和

爱。

许多人是在婴儿受洗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担心有甚么不知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

们就会没有与神  的永生。朋友，恐惧还恐惧。神  的礼物是出于爱。完美的爱能驱

走所有的恐惧。神  给了那些婴儿一项应许。哥林多前书 7:14 说，信的父母能遮盖婴

儿直至他们也接受主耶稣。他们获得了遮盖，是因他们父母履行他们把孩子奉献给神 

和教导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认识神  的爱的责任的结果。请想想这一点。

现在请你察看自己的心和生命。你怎么样呢？你是一个婴儿时行了“洗礼”吗？引用

婴儿“洗礼” ，当婴儿时在你心中对神  没有任何悔改，正如圣经说是必须。你有用

口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 ，作为一个公开的见正和当你受洗有神  的工作在你的生

命中吗？是你有父母或发起人做的吗？

在圣经说，你必须用口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 ，这样洗礼和信心才有效。你有听到

圣经和响应了吗？“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 10:17）
你是个小孩子“洗礼”时你有信心吗？抑或你受洗是因为别人希望你受洗，而你没有

真正在意神  呢？如果你现在爱神，你需要寻求教导并受洗(受浸)，承认耶稣基督是

主。

这正是发生在我自己的生命里。再者，我是来自一个主要的宗派教会的背景，那里人

都是爱神的。我爱那里的人。我爱神。但是，首先和最重要的，我们要做依神  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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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做事。抛开宗教传统的人的教导。耶稣说在马太福音 15:9 说，“他们将人的

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最后鼓励的话

我相信你看过圣经之后，你就会清楚明白，因为圣灵使我很清楚。有效的洗礼，一定

要有得救信心和对神悔改。

我建议你现在察验自己的心。如果你还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  就是神  依祂的话语所

建立的一个有效的洗礼而受洗，你就需要洗礼。你是不是再次受洗。这是你第一次洗

礼。

只有一个真正的洗礼。当我们是孩子时，我们爱神  的父母把我们奉献给主，并承诺

教导我们正确的道路。神  祝福那些用主的方式培养孩子的父母。

我们教导孩子和照顾他们，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奖 励给我们这些父母。我认为照顾我

们孩子的其中的一部份，就是自己查考圣经并照神真正所说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使他

们在生命中也有神丰盛的祝福。当你勇敢地回应神的话语和受洗(受浸)，相信耶稣基

督为你的主，神  会祝福你像祝福我。

当我受浸和相信耶稣作我的主后，主给了我下面的经文。耶稣在他的洗礼前说过，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或作：礼）。”（马 太

福音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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