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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圣礼] 
基督徒洗礼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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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基督徒洗礼的概要 
 

1. 基督徒洗礼是圣灵的洗礼和水的洗礼。 
 

基督徒的洗礼最重要的是受圣灵无形的洗礼。 
基督徒的水礼是与那无形的圣灵的洗礼的可见标记和印证。 
 

只有耶稣基督用圣灵给人施洗。从上面来的新生是真实的。  
基督徒用水给人施洗。水的洗礼是神的标记和印证，表明真实的东西已经发生。 
 

 (1) 圣灵的洗的含义： 
• 与耶稣基督的死联合 (罗马书 6: 3, 4 上, 5 上) 
• 与耶稣基督的复活联合 (罗马书 6:4 下, 5 下) 

 

 (2) 圣灵的洗的结果： 
• 心灵受割礼 (罗马书 2:28-29)，旧人藉此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这样你就不会再成为罪的奴隶 (罗马书 6:6；
以弗所书 4:23) 

• 与三位一体的神 (马太福音 28:19) 联合，新人藉此分享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 (以弗所书 1:3-7；2:5-7) 
 

 (3) 圣灵的洗的影响： 
• 你的过去：(现在) 你重生了 (再生) (提多 3:4-8)，你已经被称义了 (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 (罗马书 4:6-8)，
以及你已经从罪恶感和罪的权势(罗马书 6:6-7)及神的忿怒(罗马书 5:9-10)中被拯救出来  

• 你的现在：你现在是神的圣约子民的公民 (加拉太书 3:26-29)、神的国的公民 (约翰福音 3: 3-8) 和基督的普

世身体 (教会) 的成员 (哥林多前书 12:12-13；以弗所书 2:19-22；3: 6)。你希望、可以和将会越来越过着圣

洁和公义的生活 (罗马书 6:11-14, 19)，你作为基督的门徒将继续成长，并帮助其他人成为基督的门徒 (马太

福音 28:20) 
• 你的未来：你的灵 (约翰福音 3:1-3) 和你的身体 (腓立书 3:20-21) 将完全像耶稣基督，并你将永远在新的地

上生活在神的面前 (启示录 21:1-5)。 
 

2. 当圣灵的洗礼和水的洗礼是彼此脱节。 
 

 (1) 当水的洗礼从圣灵的洗礼分割出来。 
当水的洗礼从圣灵的洗礼分割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不符合圣经的教义，也就是说，人实践的水礼带来 (完成) 只

有神才能带来(完成)的结果！ 
例如，有些人教导说，水的洗礼把神的恩典倾注到一个人身上，使他能够透过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己的善行来

实现自己的救赎。而其他人教导说水的洗礼或甚至按手，都会带来圣灵的洗礼 (再生)。 
 

 (2) 当圣灵的洗礼从水的洗礼分割出来。 
而当圣灵的洗礼从水的洗礼分割出来，便出现另一种不符合圣经的教义，就是圣灵的洗礼带来与圣灵的重生不

同的结果！ 例如，有些人教导说，圣灵的洗礼在圣灵的重生一段时间后，才给予受了圣灵的洗的人特殊的力

量和属灵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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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必须清楚地区分圣灵的洗礼 (它是一生中的一次的事件 ，使徒行传 11:14-18) 和圣灵的充满 (它是一个持
续或重复的事件，以弗所书: 518)。 
 

3. 圣灵的洗礼和水的洗礼的做法是没有规定的。 
 

虽然希腊文「施洗」(希腊文：baptizó) 这词在世俗使用中的意思可以是：沉浸、 部分蘸水、甚至洗掉，希腊文

「施洗」“baptizó” 这词在圣经和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只用于仪式或象征 (属灵) 意义。1 
 

「施洗」这词是用于： 
• 旧约中的洗礼仪式 (仪式洗涤) 
• 新约中圣灵的洗礼，它洗去所有的罪和使一个人披戴基督 
• 新约中的水礼，象征受了圣灵的洗礼 
• 难以忍受的痛苦 (通过迫害) 

 

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对基督徒洗礼的圣经意义有同样的信念。所有基督徒都必须教导新的基督徒有关洗礼的圣经

意义，而不是用他们自己对洗礼的传统来教导。 
 

因为圣经中没有教导或规定、命令或禁止用水施洗的实际方法或方式，所有基督徒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适合

他们的实用形式的水礼。但他们不能强迫其他基督徒施行任何特定的水礼方法，也不能论断那些选择了与自己

选择不同形式的基督徒。 
 

虽然圣灵的洗礼是不可缺少的命令：「你们必须重生」(约翰福音 3: 7)，圣灵的洗礼却不可能被人操纵。虽然

水的洗礼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奉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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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太福音 28:19)，但不能将某一种特定的洗礼形式强加在基督徒身上。所有基督徒都是在重生(救恩的开始)与得

荣耀(救恩的结束)之间不同成长阶段的客旅。基督徒的责任是用水播种，而神的责任是赐予成长 (哥林多前书 3: 
5-9)。 
 

E. 水礼的实践方法或方式 
 

1. 用水施洗是一个命令 (*马太福音 28:19)。 
 

「施洗」 这词是与大使命连在一起，使所有的民族成为基督的门徒。受水的施洗并不是基督徒的选择，而是

基督的命令。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应该由另一位信徒奉父、子和圣灵的一个名字用水施洗。他们应该在作门徒

的背景下受洗，因此他们应该被教导 (而不是强迫) 服从耶稣基督的所有命令 (即圣经)。 
 

当保罗悔改归信时，亚拿尼亚吩咐他。「只此一次的起来(命令，过去不定时时态，主动语态)！只此一次的求

告(命令，过去不定时时态，关身语态)他的名，只此一次的受洗(命令，过去不定时时态，关身语态)，只此一
次的洗去你的罪(命令，过去不定时时态，关身语态)」(使徒行传 22:16)。  
 

然而，相信耶稣基督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水的洗礼并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 (马可福音 16:16)。虽然信心和圣

灵的洗礼是成为普世基督身体成员的先决条件 (哥林多前书 12:13)，但圣经从没教导水礼是成为当地教会 (或某

一教派) 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圣经绝对没有教导有关特定教会派别的成员资格。不同的教派的分裂 (派别、党

派) 其实是属灵不成熟的明显迹象 (哥林多前书 3: 1-4)！ 
 

2. 用水施洗是由另一位基督徒执行。 
 

当一个信徒想到他是如何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神早在他向神踏出任何一步之前就已

经向他踏出了第一步 (以弗所书 1: 4-5)。神使用另一个人与他分享福音。只有当人听到福音，他才能转向基督

和相信基督 (罗马书 10:17)。  
 

当圣灵刺痛某人的内心时，他必会只此一次的改变他的想法 (悔改) (希腊文：metanoeó) (命令，过去不定时时

态)，必会只此一次的让自己接受水的施洗 (希腊文：baptizó) (命令，过去不定时时态，被动语态) (* 使徒行传 
2:37-39)。当一个人接受了道 (福音)，他便只此一次的受洗 (用水) (希腊文： baptizó)，从而只此一次的被添加

到现有的一群已经得救的人里 (使徒行传 2:41, 47)。他继续将自己委身于使徒的教导 (圣经的信息)、团契 (与其

他基督徒)、擘饼 (爱筵，包括主餐) 和祷告 (使徒行传 2:42)。  
 

新信徒并不给自己施洗，而是由另一位信徒施洗。这样，他就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神已经踏出了第一步，慷

慨地将圣灵赐给他 (约翰福音 1:12-13)。请记住，受了圣灵的洗 (重生) 最常见的明显迹象就是在普世教会 (地方

教会存在的开始)里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有功能的和坚持不懈的信徒 (门徒)。 
  

3. 用水施洗是奉基督的名执行。 
 

                                                           
1 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中文版）。麦启新主编，麦惠惠、 麦启新译。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9。(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by Bauer, Arndt and Gingrich,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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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两件事: 
  

 (1) 施行水礼的人(施洗者) 说出某些话。 
施洗者代表神给新信徒来自神的见证。施洗者「奉」三位一体的神的「名」 (希腊文：eis to onoma) (马太福音 
28:19) 或 「奉」 (希腊文： en tóonomati) 耶稣基督的「名」(使徒行传 10:48)给他施洗。他以基督命令的权威施

洗，从而宣布那信徒借着圣灵的洗，已经与拥有那名字的人建立了一个重要关系，即是与三位一体的神或耶稣

基督 (祂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可见形象)建立了一个重要关系。  
 

 (2) 受施洗者也说出某些话。 
受施洗者也说出某些话。他向神和在场的人作见证。受施洗者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或承认他的名 (希腊文：

epi tóonomati) (* 使徒行传 2:38) 或「求告他的名字」 (希腊文： epikalasamenos to onomati autou) (* 使徒事传 
22:16)。这意味着：他承认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 他承认基督的所有宣告 
• 他服从基督的教导 
• 他因而承认他对基督的倚靠 
• 并作出服从和事奉基督的承诺。 

或许他会向神发出一个祷告。或许他会要求会众和他一起唱一首诗歌。或许他也会借着向会众分享个人见证，

讲述他是如何走到接受水礼这一歩。 
 

4. 圣经没有规定用水施洗的方法。 
 

圣经清楚地教导圣灵的洗礼的意义，其中受水施洗是它的可见标记和印证。但是，水礼应该在什么时间施行和

其施行的方法，圣经中却没有教导或规定、命令或甚至禁止！这些都是在历史背景中描述。会众或老师应该清

楚地向新的信徒教导和解释基督徒洗礼的意义，并区分圣灵的洗礼和水的洗礼。但是，他们不应规定一个特定

的水礼方法或将其强行在新的信徒身上。 
 

5.洗礼的意义并不教导或规定如何用水施洗。 
 

 (1) 马可福音 10:38-39。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希腊文：dunasthe ... to baptisma ho egó 
baptizomai baptisthénai)？」「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耶稣和祂的门徒的洗礼并不是指他们受圣灵的洗礼或他们受水的洗礼，而是指他们被困难和苦难压得喘不过气
来。然而，耶稣和祂的门徒并没有沉浸在这些困难和苦难中，而是被他们身上的困难和苦难压得喘不过气来 

(参见提摩太前书 3:12)。  
 

 (2) *哥林多前书 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希腊文：pantes eis hen sóma 
ebaptisthémen)，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受圣灵的洗的意思是：要饮于同一的灵或受感于同一的灵。但这并不意味着水礼的方法应是喝一些东西。 
 

 (3) *加拉太书 3:26-27。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希腊文：eis Christon ebaptisthéte)，都是披戴基督了。」  
 

受圣灵的洗的意思是：披戴基督。但这并不意味着水礼的方法应是穿上洗礼长袍。穿上洗礼长袍并不被禁止，

但肯定不是所教导的、命令的或规定的！ 
 

 (4) *歌罗西书 2:11-12。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 . . 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希腊文：suntafentes autó en tó 
baptismó)，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 . .」。  
 

受圣灵的洗意味着：受属灵的割礼。但这并不意味着水礼的方法应是对一个人进行身体割礼。 
 

(5) *罗马书 6:3。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希腊文：Hosoi ebaptisthémen eis Christon 
Iésoun, eis ton thanaton autou abaptisthémen) 
 

受圣灵的洗意味着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这并不意味着水礼的方法应是把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 
 

 (6) *罗马书 6:5。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希腊文：ei gar sumfotoi gegonamen tó 
homoiómati tou thanatou autou, alla tés anastaseós esome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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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圣灵的洗意味着：与像基督的死亡一起成长 (好像植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水礼的方法应是以字面上所表达的

植物的死亡。 
 

 (7) *罗马书 6:4。  
「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希腊文： sunetafémen oun autó dia tou baptismatos eis ton 
thanaton)，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受圣灵的洗的意思是：死去，并与基督同埋葬和同复活。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并不意味着水礼的方法应是把
一个人埋在一包土壤下面或把他浸入水中。  
 

结论。圣经没有教导、命令或规定用水施洗的方法！ 
 

6. 圣经中用水施洗与神旧约子民的象征性的洗礼有关。 
 

 (1) *彼得前书 3:20-21。  
发生了什么事？洪水的水摧毁了当时的罪恶世界，但也拯救了挪亚和他的一家。因此，水同时是毁灭的象征和

救恩的象征 (参见信徒的死和复活)！洪水的水洗去了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包括它的罪疚感和腐败 (参见创世记 
6: 5-7)，但洪水同时也拯救了八个人 (参考希伯来书 11:7)。洪水的水甚至没有触及挪亚或他的家人，但他们还

是被同样的洪水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他们象征性的洗礼不是通过浸入水中，而是通过漂浮在洪水的水面上，而

同时间雨水从上面的天空被倾倒在他们身上 (创世记 7: 11-12)。 
 

那是什么意思？旧约中的洪水成为新约中洗礼的象征 (字面上：相对预表或配对物) (第 21 节)。洪水是预表或

征像，而基督徒洗礼是相对预表或对比征象 (即是代表那预表或征象的对比现实)。圣灵的洗礼使信徒与基督的

死和复活结合起来，并将他们从罪的污垢、权势和后果中拯救出来。水的洗礼象征着圣灵的洗礼，不仅象征着

旧人的毁灭和新人的救恩，也是象征信徒向神提出得到一个善良的良心的 「要求」 (祷告) (希腊文：ep-
erótéma)。又或者它是信徒作出的 「承诺或誓言 (见证)」，发自他善良的良心。 
 

 (2) *哥林多前书 10:1-2。 
发生了什么事？神的旧约子民都在云下，但水并没有从云中掉到他们身上。他们都穿过红海，但水就像高墙一

样站在两边，没有碰撞到他们，以色列人则在干燥的地面上穿过大海 (出埃及记 14:22)。云中的水和海里的水

从没触及以色列人。它挂在他们上面和翻过他们！他们的象征性洗礼不是通过沉浸在云里或海里，而是通过挂
在他们上面和翻过他们的水。因此，他们在云里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 (第 2 节)。 
 

那是什么意思？在这象征性的水礼里，水挂在他们的上面和翻过在他们上面，这是一个明显的标记和印证，表

明以色列人已经被带进与摩西的一个重要关系，从而使他们成为摩西的律法和摩西的群体的参与者，这也被称

为「教会」(希腊文： ekklésia) (士师记 20:2；诗篇 107:32)。可将此与马太福音 28:19 中的 「奉三位一体的神

的名施洗」 相比较，当中基督徒与父神、神的儿子和圣灵及祂的新约群体 (希腊文：ekklésia) 被带进一个重要

的关系。(哥林多前书 12:13)。 
 

7. 圣经中水的施洗与旧约的洁净仪式有关。 
 

旧约的洁净仪式或洗濯被称为「洗礼仪式」 或「仪式洗濯」 (希腊文：baptismoi) (希伯来书 6: 2；希伯来书 
9:10)。这些看得见的洁净仪式象征事物和人的洁净，并指向洁净罪的要求 (不仅是污染，还有惩罚)。 
 

施洗约翰和耶稣及祂的门徒用水施洗 (希腊文：baptizó)，这与旧约的这些洁净仪式 (希腊文: katharismos) (约翰

福音 3: 22-26)有关。两者都象征着「罪的洁净」：罪的赦免 (使徒行传 2:38) 或罪的洗净 (使徒行传 22:16)。 
 

 (1) *利未记 4:1 – 5:13。 
旧约的仪式或礼仪律法的一部分是为赎罪而带来的赎罪祭。罪被象征性地清洗，这是透过在幔子前弹(希腊

文：prosranó)赎罪祭的血七次、在香坛的角上抹一些血、及把剩下的血倒在(希腊文：ekcheó)祭坛的底部。 
  

 (2) *利未记 14:1-9。  
在旧约的礼仪律法中，洁净或洗净一种传染性皮肤病的仪式是洒上与血混合的水 (希腊文：perirainó)，并通过

把水倒在上面来冲洗 (希腊文：luomai)。「洗澡」 这词 (希腊文: luomai) 是指把水倒在自己身上来冲洗。在利

未记 14: 9 所记述旧约的仪式律法中的「用水洗身」(希腊文：louomai en hudati) 这些字与新约马可福音 1:8 上

里的「用水施洗」 (希腊文：baptizó en hudati) 这些字有相同的结构。这人站在水里，施洗者把水倒在他身上来

冲洗 (希腊文: apolouomai) (使徒行传 22:16) 他的疾病或罪恶的不洁净。 
 

 (3) *利未记 15:11。  
在旧约律法中，若有人被一个仪式上不洁净的人触摸过，他要把水从上倾倒在他的手和身体上，来「冲洗/洗
净他的手」 (希腊文： niptóhudati) 和 「用水浸洗/冲洗」 他的身体 (希腊文： luomai sóma hudati)。将这些词与

以下的词作比较：「倾倒水在手上」(希腊文：ep-cheóepi) (列王纪下 3:11) 及 「浸洗/冲洗」 身体后 (希腊文： 
louomai) 只需「冲洗」他的脚 (希腊文： podas niptó) (约翰福音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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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利未记和申命记的记载，摩西律法中所要求的外在仪式洁净是 「一个影子」(希伯来书 10:1)，它指向心灵

的内在属灵洁净的「实现」，这在诗篇和先知都有谈论。 
 

 (4) 列王纪下 5:10,14。 
先知以利沙说乃曼必须在约旦河中沐浴自己、冲洗或洗净 (希伯来文： rachats，希腊文：luomai) 七次。这就是

那指令。乃曼似乎却做了别的事：他下去 (到河里)约但河里浸(下沉)了七次 (希伯来文： tibel，希腊文：

baptizó)。这就是那描述 (参见约书亚 3:15，他们的脚被水边的水浸没)。这是一个用于洁净皮肤病的洗礼或洁

净仪式,。这是一个身体洁净。 
 

将此对比旧约子民承认自己的罪后接受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用水施洗，这洗礼意味着 「为赦免罪而悔改的洗

礼」 (马可福音 1:4, 5, 8)。这水的洗礼是一种象征性的属灵洁净，预备人迎接弥赛亚的来临 (马可福音 1: 1-3)。
弥赛亚会实际的用圣灵的洗礼来洁净他们 (马可福音 1: 8)。 
  

 (5) *诗篇 51:1,2,7。  
在旧约期间，洁净罪的方法是用牛膝草清除 (洒) 和洗刷 (像衣服一样)。大卫恳求神擦去 (涂抹、抹去、清除) 
(希伯来文： machah； 希腊文： exaleiphó) (第 1 节) 他的过犯，洗除 (希伯来文： kibbes； 希腊文： plunó) (第
2 节) 他所有的罪孽和将他的罪洁净 (净化) (希伯来文： tiher；希腊文： katharizó) (第 2 节)。他请求神用牛膝草

清除/净化 (希伯来文：chitte <) 或洒 (希腊文： rantizó) 他和洗涤 (希伯来文： kibbes； 希腊文： plunó)他，使

他变得比雪更白 (第 7 节)。 
 

将这与那种洒(希腊文：rantizó)血在物品上的洁净方法比较一下 (希伯来书 9:19-22)。也将这与那用清水洒(希腊

文： rantizó)在内心和冲洗 (一个清洁) 身体来获得清洁良心的方法(希伯来书 10:22)相比较。  
 

 (6) *以西结书 36:25-27。  
在旧约期间，净化罪的方法是洒 (希伯来文：zaraq； 希腊文：ranó) 清水在他们身上，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放

一个新的灵在他们里面，让祂的灵活在他们里面。将此与新约中用水施洗的含义相比较 (使徒行传 2: 38-39 和
使徒行传 10:43-45)。  
 

 (7) *马可福音 7:2-3 (希腊文文本)。  
仪式上洁净手的方法是洗涤。法利赛人注意到耶稣的一些门徒用仪式上不洁或没有洗过的手吃饭。犹太人除非

已洗手， 否则他们不会吃饭。洗涤(希腊文: niptó)手的仪式是将一个手的拳头放在另一只手的手掌里转动 (希腊

文： pugménnsántas cheiras)，同时将水从上面倒在 (希腊文：epicheó epi)手上 (* 列王纪下 3:11 )。  
 

 (8) *马可福音 7:4 (希腊文文本) 。 
「当他们从市场来，他们若不仪式上洗手 (洗礼) (希腊文：baptizó)就不吃饭」。在新约中，手的仪式洁净被称

为 「洗礼」 (希腊文：baptizó)！而旧约中的洁净仪式或仪式洗涤，在新约里就被称为 「洗礼仪式」 (希腊文：

baptismoi)。  

犹太人从市场回来后用水作的仪式 「洗礼」 (希腊文：baptizó) (洗手) (马可福音 7:4 上) ，这被描述与杯、罐和

水壶的洗礼仪式 (希腊文：baptismoi) (马可福音 7:4 下)相关联。仪式「洗礼」或洗手的方法都记述在马可福音 
7: 3 和列王纪下 3:11。 (中文和合本没有「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翻译，像众多英文译本那样，而是翻译了

「服事以利亚」)  
 

 (9) *路加福音 11:38 (希腊文文本) 。  
「但法利赛人注意到耶稣在饭前没有先洗 (施洗) (希腊文: baptizó)，感到惊讶。」  在新约中，手的仪式洁净被

称为 「洗礼」！因此，虽然马太福音 15: 2 和马可福音 7: 2-3 使用的词是 「洗」 (希腊文: niptó)手，路加福音

使用的是把手 「施洗」 (希腊文: baptizó)。把手施洗 (洗手) 是用水从上倒在双手，同时将一个拳头放在另一只

手的手掌里转动 (马可福音 7:3)！ 
 

 (10) *路加福音 11:39 (希腊文文本) 。 
仪式洁净物件的方法是用水只触及物件的外部，而不是物件的内部。手的仪式洁净 (字面上：施洗) (希腊文：

baptizٖó) (路加福音 11:38) 与杯或盘的仪式洁净 (希腊文： katharizó) 被连系在一起。在杯或盘的仪式洁净上，只

有它们的外部接触到水。因此，这种洗礼仪式并不是指将手、杯或盘浸入水中，而是用水从上面倒在手、杯或
盘上 (列王纪下 3:11 )。 
 

 (11) 约翰福音 3:3,5,7。 
耶稣教导说：「由圣灵从上面生」(或：重新)是一件神圣的必做的事 (命令)！这些都是指圣灵的洗礼。「人若

不是从水和 圣 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关键是：只有耶稣基督用圣灵施洗，基督徒必须用水施洗 (马可

福音 1: 8;约翰福音 1:33)。被象征的东西 (圣灵的洗礼、圣灵的洁净工作) 必须伴随着征号 (水的洗礼)！这就是

为什么耶稣基督也教导说：「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用水施洗」 也是神圣的必做的事 (命令)：附从主要动词 

「你必须使人作门徒」 (马太福音 28:19 )！约翰福音 3: 5 指出水的洗礼是圣灵的无形洗礼 (再生) 的可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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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约翰福音 3:22-26。  
水的洗礼被连接到犹太洁净仪式或洗礼仪式。耶稣的门徒 (约翰福音 4: 1-2) 和施洗约翰用水给人们施洗。约翰

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就犹太洁净礼仪发生了争执。这礼仪被称为改宗洗礼。当一个非犹太人想加入犹太教时，

他会沐浴 (通过往自己身上倒水)、接受割礼和承诺遵守法律 (参见希伯来书 6: 2)。争论的起因可能是施洗约翰

的门徒认为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的洗礼，比犹太人的改宗洗礼和耶稣门徒所行的洗礼更有洁净意义。因此，他

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更多的人去耶稣那里接受洗礼。施洗约翰和耶稣所施行的水的洗礼 (希腊文: baptizó) (约
翰福音 3:23, 26) 在这里连接到犹太人的洁净礼仪 (希腊文: katharismos) (约翰福音 3:25)。  
 

 (13) *约翰福音 13:5,9-10。  
洁净脚的礼仪方法是冲洗。在东方，人的做法是一个人在出去吃饭前，先把水倒在身上(希腊文：louomai)沐
浴。当他到达举行晚宴的地方，他只需要洗掉 (希腊文：niptomai) 满布尘土的脚。约翰福音第 13 章记述 门徒

的脚悬在他们斜靠着的椅的边缘上。耶稣把水从上面倒在他们脚上来洗他们的脚 (约翰福音 13:5)。耶稣在这里

的话具有属灵的意义：一个人只重生一次。此后，他需要的只是继续成圣或洁净罪 (约翰一书 1: 9)。一个新的

信徒在他悔改和重生后，只需要每天不断地远离罪恶。在接受了只此一次的水礼所象征的只此一次的圣灵的洗

后，只需要的是持续的认罪 (约翰一书 1: 9)。 
 

 (14) 使徒行传 22:16。  
旧约的礼仪洁净仪式具洗刷或洗掉罪恶的意义，这成为了新约用水施洗的参考。「起来，你必须只此一次的接

受洗礼 (希腊文：baptizó) (命令，过去不定时时态，关身语态) 和 (或：就是) 你必须只此一次的洗掉或洗去 (希
腊文：apoluomai) (祈使，过去不定时时态，关身语态) 你的罪，奉他的名 (分词，完成时态，关身语态)」 (使
徒行传 22:16)。这是指保罗在大马色直街犹大的房子接受水的洗礼 (在他受圣灵的洗和圣灵充满及眼睛可以再

看到之后) (使徒行传 9: 17-18)。  
 

 (15) 希伯来书 10:19-22 (希腊文文本) 。  
「让我们以真诚的心和充足的信心与神靠近，因我们的心已被洒 (希腊文: rantizó) (完成时态，被动语态)，把我

们从罪疚的良知中洁净出来，且我们的身体已被纯净的水清洗 (希腊文： luó) (完成时态，被动语态)」 (希伯来

书 10:22)。 
 

旧约的礼仪洁净仪式预示新约的圣灵的洗礼和的水的洗礼。在新约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祂透过自己

在十字架上的死 (祂自己的血) 洁净我们和使我们成圣 (希伯来书 9:14)。我们的内心被洒 (希腊文：rantizó)，这

洁净了我们，使我们从罪疚的良心洁净出来 (希伯来书 10:22 上)；这是指我们内心的属灵洁净、我们的罪的洗

掉 (称义)及受圣灵的洗(再生)  (参见以西结书 36:25-27；使徒行传 2: 3-4 上)。身体的洗涤 (希腊文: louomai) (将
水从上面倒在身体上) (在我们靠近至圣所的神之前，把我们的污秽清洗干净) (利未记 16: 4) 是指我们在水的洗

礼的外在象征性洁净。水的洗礼是圣灵的洗礼的可见标记和印证。 
 

结论。人的礼仪洗礼是通过向他们洒水或是通过从上面将水倒在他们的手、脚或全身 (希伯来文：jatsaq al；希

腊文：ekcheóepi) (参见列王纪下 3:11)。器具的仪式洗礼也是借着洒水在它们之上或洗涤他们，即是用水从上
面倒在这些用具上，当中只是外部被仪式地清洗，而不是里面。在新约中，人的内在属灵洁净是很重要的 (路
加福音 11: 38-39)。 
 

8. 在新约中，水的洗礼是把水从上面倒在一个人身上。 
 

基督所设立的水的洗礼 (马太福音 28:19 章) 是圣灵的洗礼的可见标记和印证 (使徒行传 10: 44-47；使徒行传 11: 
15-17)。  
 

而圣灵的洗礼在圣经中只以一种方式描述： 

• 圣灵从上面被倾倒出来在人身上(希腊文: ekcheó) (约耳书 2:28；* 使徒行传 2:17, 33；使徒行传 10:45) 
• 圣灵从上面下到或(从字面上)落在 (希腊文: epiptó)人身上 (使徒行传 8:16; 10:44; * 使徒行传 11: 15-16) 
• 包含圣灵在内的恩赐是从神那里(上面)得到的(希腊文：lambanomai) (使徒行传 2:38-39；使徒行传 5:32; 

8:15:17; 11:17;15: 8; 19:2; * 加拉太书 3: 2) 
 

结论。因为水的洗礼是圣灵的洗礼的可见标记和印证，水的洗礼的最佳表达 (象征性的说明)是用水从上面倾倒

在新的信徒之上。这显然是使徒保罗在新约中受洗的方法 (使徒行传 22:16)！ 
 

9. 在河里或屋内用水施洗。 
 

 (1) 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用水给人施洗。 
施洗约翰来到，并在 (地方：在，于，靠近)沙漠地区施洗。他在 (地方：在，于，靠近) 约旦河用水 (他施洗的

方法) 给人施洗 (* 马可福音 1:4-5, 8)。在这两种情况下，「在」 这词并不是指沉浸在沙漠的沙子里或约旦河的

水中，而是指施洗的地方。 
 



 
© 2016 「空中门徒训练」  训练手册 6  补充 4。 基督徒洗礼的实践 页 7 

圣经没有详细描述用水施洗的方法。站在河岸上的人可能会踏入水中，这样至少他们的脚被水覆盖。当他们仍

然站在水中的时候，约翰用水从上面倒在他们身上来给他们施洗。 
 

耶稣也在约旦河受水施洗。在祂的洗礼后，他「从水里一上来」 (* 马可福音 1: 9-10)。这是表明了耶稣受洗的

地方，而不是指祂受洗的方法。祂没有从水面以下上来，而是从河里走到河岸上。祂没有浸在水里受施洗，就

如祂也没有沉浸在圣灵里一样，但圣灵可见地从上面降临在祂身上 (马可福音 1:10)。  
 

 (2) 传教士腓利在一个有水的地方用水给太监施洗。 
希腊原文指出有一个地方有一些水 (希腊文: epi ti hudór) (第 36 节)。就如上面所说，传教士腓利和太监都从水

边走到水中，然后用水给他施洗。这洗礼也不是通过沉浸的，因为这意味着腓利必须和太监一起下到水面以

下，在水面以下给他施洗，然后一起浸沉在水面以下！经文中这些词不能这样理解！他们没有下到水面以下，

当腓利用水给太监施洗的时候，他们是站在水里。他如何施洗 (通过洒水或通过倒水) 并没有指定。在洗礼后，

他们二人都从水中走出到岸边 (* 使徒行传 8:38-39)。 
  

 (3) 使徒在耶路撒冷用水给大约三千人施洗。 
在短短一天内，约有三千名新信徒在耶路撒冷接受了水的洗礼 (* 使徒行传 2:41)！但是，耶路撒冷有足够的水

可以用沉浸方式来给他们所有的人施洗吗？也许在毕士大或西罗亚的池子里是可能的。然而，没有一个迹象显

示使徒偏离了旧约洁净的标准做法，就是用水从上面将水洒在或倒在人身上！ 
 
 (4) 当保罗站在一所房子里的时候，门徒亚拿尼亚用水给他施洗。 
使徒保罗的洗礼发生在一所房子里。保罗当然不是在房子的某个角落受沉浸方式施洗，因为他是站立着的。水

是洒在或从上面倒在保罗身上。他的洗礼标志着他所有的罪都被洗去了 (希腊文：apolouomai)，也就是说，他

在神眼中是完全公义了 (* 使徒行传 9:10-11, 17-18；22:16)。 
 

(5) 罗马的壁画上描绘了水的洗礼 (考古证据)。 
罗马地下墓穴墙上的画(公元 100 年至 200 年)显示，两名男子站在水中，其中一人从上面将水倒在另一个身

上。 
 

10. 关于用水施洗的方法之结论。 
 

在旧约中，神展示了洗掉罪恶的方式，就是一个人从上面洒水或倒水在另一个人身上。因此，基督徒也可以借

着一个人从上面洒水或倒水在另一个人身上，来展示洗掉罪恶的象征。 
 

在新约中，基督用圣灵给新的信徒施洗，将圣灵从上面倾倒(希腊文：ekcheó)在他们身上，或让圣灵从上面落

在他们身上，或从天上将包含圣灵的恩赐赐给他们。他们是 「从神生」 (希腊文: ek theou) (约翰福音 1:13；
「从上面生 (更新)」 (希腊文：anóthen) (约翰福音 3:3,7)的 或 「从圣灵生」 (希腊文: ek pheumatos) (约翰福音 
3:5, 8)的。施洗约翰和亚拿尼亚及也许其他新约的基督徒，通过从上面倒水在新信徒身上，描绘了圣灵的象征

性洗礼 (倾倒)！ 
 

基督徒应该教导新信徒，有关基督用圣灵施洗和基督徒用水施洗的意义。但是，由于圣经没有教导或规定、命

令或禁止用任何特定方法或方式 (方法)来施洗，基督徒可以自由选择用水施洗的方法，来展示他们已经接受了

圣灵的洗礼和他们的罪已经被洗去了。 
 

用水施洗的意义在圣经中有明确的教导，因此它是很重要的。不过，圣经没有教导、规定、命令或禁止用水施

洗的任何特定方法，因此这不是必需的。 
• 好些新的基督徒选择他们的施洗是用水从上面洒在他们身上 (参见 以西结 36:25；希伯来书 9:13, 21；10:22
上)(参见使徒行传 2: 3)。 

• 其他新的基督徒选择他们的施洗是用水从上面倒在他们身上 (参见马可福音 1: 4-8；使徒行传 22:16；希伯来

人 10:22 下)(参见使徒行传 2:17, 33)。 
• 虽然经典希腊文中的 「施洗」 (希腊文: baptizó) 这词的意思也可以是「浸 (下沉，沉浸)自己」来礼仪洁净

大痲疯 (列王纪下 5:14)，但这不意味着用水施洗新信徒的方法或方式便是透过浸入水中，因为新约希腊文

中的「施洗」 一词总是在仪式或象征意义上使用。2 圣经中没有教导、规定或命令用浸在水里来施洗新信

徒。甚至圣经中没有描绘它！ 
 

不过，由于圣经中也没有禁止沉浸的方法，基督徒可以选择用沉浸的方式来接受施洗。一些新的基督徒选择透

过浸入水中接受施洗，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种形式描绘了他们旧人的死亡和他们新人的复活。然而，虽然 

「沉浸」的洗礼强调发生在人(受施洗者)身上的事 (他象征性地死去，并与基督一起复活)，但「倾倒」 和 「倒

下」 的洗礼则强调神所作的 (神，就是圣灵，从上面的神涌向信徒，并充满信徒！) 
 

                                                           
2 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中文版）。麦启新主编，麦惠惠、 麦启新译。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9，页 251。(A Greek-
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by Bauer, Arndt and Gingrich, 1957, page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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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罗马书第 6 章并没有教导用水施洗的方法，而是教导圣灵的洗的意义！保罗在罗马书第 6 章中根本没有

讨论沉浸洗礼的概念。 
 

一种可能是指示新信徒圣灵的洗礼和水的洗礼的意义，然后让他选择那个用水施洗的可见形式对他来说是最有
意义。 
 

基督徒不应该也不能为基督徒的洗礼争吵，而应该保持圣灵的合一，其中包括相信 「一个洗礼」(以弗所书 4: 
3-6)。 
 

F. 早期基督徒洗礼的图片 
与早期基督徒有关的古代墓穴和废墟中常常包含着艺术。主题包括施洗约翰在洗礼中将水倒在耶稣身上。根据

一份古代符号指南，「约翰经常被描绘在耶稣的洗礼上，用扇贝壳将水倒在耶稣身上。那贝壳已成为洗礼的一

个普遍象征。」如果洗礼发生在河里，受洗者总是站在水中，而水从杯子或贝壳倒在他的头上。  
 
许多最早期的基督教艺术品：古代教堂的马赛克瓷砖、墓穴中的绘画、普通家居用品如杯和匙等的设计、大理

石上的雕刻，总是描绘着用杯或壳从上面倒水在受洗者身上。早期墓地的洗礼堂是浸泡洗礼的明显见证。 
 

 

 

 

 

 
 

地下墓穴和教会 

的洗礼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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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谁可用水施洗 

 

基督徒不可超越圣经所说的 (哥林多前书 4: 6)。 
 

1. 圣经的预言 (马可福音 1: 8)。 
 

施洗约翰预言耶稣基督要用圣灵给人施洗 (参见使徒行传 11:16)。圣灵的洗的基础从来都不是人自己的东西，

而总是来自神的主权和不配得的恩典。受圣灵的洗意味着神借着祂的灵主动拯救一个人。这意味着这个人已经

真正得救了。 
 

因此，一个新信徒永不会用水给自己施洗，而是由另一位信徒给他施洗！另一位信徒用水施洗意味着圣灵的洗

礼是神的主权恩典的行为！ 
 

2. 圣经的历史 (* 约翰福音 3:22, 26；约翰福音 4: 1-2)。 
 

施洗约翰用水给人在约旦河施洗。耶稣借着祂的门徒在犹太乡村的某个地方给人施洗。耶稣自己并没有用水给

人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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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没有讲述是谁在基督徒群体 (教会) 的第一天给大约三千名新信徒施洗。圣经也没有提到他们受洗的地方或

他们受洗的方法 (使徒行传 2: 38-41)。如果水的洗礼的方法真的那么重要，路加就不会忽略记录它！当门徒的

数量增加到大约五千人的时候，水的洗礼就不再被提及了 (使徒行传第 4 章)，尽管它一定已经发生了 (马太福

音 28:19 章)！此外，当门徒的数量迅速增加及大量的祭司以信心服从时，水的洗礼就根本没有提到 (使徒行传 
6: 7)。 
 

当福音传教士 (和前执事) 腓利向撒玛利亚人传扬福音及他们成为信徒时，当中也没有说明是谁用水给他们施

洗，以及在那里或如何施洗 (使徒行传 8: 12-13)。后来腓利在一个有水的地方用水给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施洗 (使
徒行传 8: 36-39)。 
 

亚拿尼亚是大马色的一个普通门徒。他可能在犹大家用水给扫罗 (后来的使徒保罗) 施洗 (使徒行传 9: 10-11；
使徒行传 22:12-16)。保罗受水的洗礼甚至没有在使徒行传 26:19-23 中提到！ 
 

当非犹太人 (外邦人) 哥尼流和他的家人和朋友听到福音后，并在他的房子里接受圣灵的洗礼，使徒彼得命令他

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水的施洗。但这里也没有提及谁给他们施洗，以及在那里或如何被施洗 (使徒行传 10:47-
48)。 
 

我们知道女商人 吕底亚 和她的家人都是受水的施洗。但我们不知道谁给他们施洗，以及在那里或如何被施洗 
(使徒行传 16:13-15)。 
 

腓立比的狱卒在他和他的家人信了之后，他们一起受水的施洗。但没有说是谁给他们施洗，以及在那里或如何

施洗。他们可能是在他家门外受施洗 (使徒行传 16: 31-34)。  
 

当保罗在哥林多创立教会时，他只给两个人和一个家庭施洗。基督没有派他去用水施洗，而是传扬福音 (*哥林

多前书 1:13-17)。 
 

聚集在提多犹士都家里的人成为信徒时，他们就受了水的施洗。但在这里，我们也没有被告知谁给他们施洗，

以及在那里或如何施洗 (使徒行传 18:7-8)。  
 

一位来自亚历山大的犹太人阿波罗，只熟悉施洗约翰的水的洗礼。百基拉 和 亚居拉 向他更清楚地解释神的

道。当他得到这指示时，他可能已被圣灵重生了。然而，他没有被要求再次受水的施洗 (即基督徒的水的洗礼) 
(使徒行传 18: 24-26)。  
 

使徒保罗遇见了施洗约翰的十二个门徒，他们也是只熟悉约翰的水礼。这是为罪得赦免的悔改洗礼 (马可福音 
1: 4；使徒行传 19:4)。他们不知道圣灵的存在，亦未重生 (未受圣灵的洗)。保罗指示他们有关福音和圣灵后，

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 (他们重生了)。他们受了第二次用水施洗，但这次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我们也不

知道是谁给他们施洗，以及在那里或如何施洗 (使徒行传 19:1-7)。 
 

3. 圣经的命令 (* 马太福音 28:19)。 
 

耶稣吩咐自己的门徒去使万民作门徒，用水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遵守祂的一切诫命。他们服从了。他们又

指示自己的门徒去使万国民作门徒，给他们施洗及教导他们遵守耶稣的一切诫命。因此，耶稣基督的所有门徒

都被命令用水给新的门徒施洗。在某些教会的传统中，只有被任命的主教或牧师才被允许用水施洗！但圣经没

有规范基督徒洗礼的执行只限于某些教会职位。 
 

在公元一世纪期间，早期教会并没有关于基督徒水礼的固定教义。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或奉父、子和圣灵的名

接受水的洗礼。他们的水礼意味着他们的罪得了赦免，并受了圣灵的洗 (圣灵的接待)。 
 

4. 妇女可执行施洗吗？ 
 

在马太福音 28:19 中，耶稣对所有被使徒作成门徒的人给予大使命，当中包括男人和女人，他们要去使万民作

门徒，给他们施洗及教导他们遵守耶稣的一切诫命。 
 

然而，根据以下的事实，一些教会选择不允许妇女为其他人施洗： 
• 圣经中没有一个历史案例是一个女人用水给另一个人施洗。 
• 水的洗礼被认为是教会的正式或公开聚会之一。圣经教导妇女不应在教会的任何正式或公开聚会中作带领

性角色 (哥林多前书 14:33-28???；提摩太前书 2: 11-15；提摩太后书 3:2, 4-5)。 
• 水的洗礼是许多基督徒的一个敏感问题。水礼的方法不应该带给较弱的弟兄姊妹任何的冒犯 (罗马书 14:1 
至 15: 7)。 
 

 圣经没有进一步教导、命令或禁止谁可以施洗。 
 

H. 教会传统的洗礼和婴孩洗礼 
 

阅读马可福音 7: 1-13 中耶稣基督对宗教传统 (教会和神学传统)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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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二世纪教会的传统。 
 

公元二世纪期间，在东方神秘宗教的影响之下，水的洗礼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人开始相信在水的洗礼的施

行、水的本身和洗礼时所说的话之间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关系。  
 

然而，圣经教导说，水的洗礼就像身体的割礼一样，是因信称义的标记和印证 (罗马书 4:11；歌罗西书 2: 11-

12)。 
 

2. 公元三世纪教会的传统。 
 

在西元三世纪期间，基督徒水礼成为一种具有神奇特色的外在宗教仪式，且也获得了固定的形式。候选人在他

受水施洗之前，他会承诺摒弃魔鬼和世界 (拉丁文：abretonditio)，并承认他的信心 (拉丁文：redditio 
symboli)。然后，他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三次的浸入流动的水 (河流)受施洗。这冲走了世界的污秽，并赦免了

他的罪恶。在他的洗礼之后，他会借着被按手接受 (象征性地) 圣灵或属灵的更新。 
 

从迦太基主教居普良(公元 245-258 年) 那时开始，按手的做法成为了主教的专属权利。这一专属权利使主教成

为世界上所有新信徒的属灵父亲，并且所有基督徒都在主教的权力之下！  
 

然而，圣经教导说，没有人比神更配做所有新信徒的属灵之父 (马太福音 23:9;约翰福音 1: 12-13；以弗所书 
3:14)。  
 

在水的洗礼的仪式中，各式各样的象征性行动发生：驱除恶魔；吹气在新信徒的脸上；做十字架的标志；以及

给他起一个新名字。新信徒得到了牛奶与蜜混合饮用作为他新生活的食物；新的白色衣服被披在他身上；他被

领进会众中及他们为他祷告；他得到了弟兄般的亲咀；最后，他接受了他的第一次「圣餐」 (这是罗马天主教

对主的晚餐的看法)。将这些与犹太改宗洗礼相比较。 
 

然而，圣经警告不要在圣经的教导上加添东西，因为它们很容易成为人的传统，使神的话语无效 (启示录 22: 
18-19；马可福音 7:1-13)。 
 

3. 婴孩洗礼。 
 

 (1) 圣经中的婴孩割礼和洗礼。 
在旧约的启示中，神命令亚伯拉罕在男婴八天大的时候进行身体割礼，作为神与祂子民立约的标记 (创世记 17: 
7-14)。在新约启示中，信徒的儿女被给予圣灵恩赐的应许 (使徒行传 2: 38-39)，而信徒的家庭 (希腊文: oikos) 
也被给予拯救的应许 (使徒行传 11:14；使徒行传 16:31)。耶稣基督的使徒也曾用水给新信徒的整个家庭 (包括

家人和仆人) (希腊文: oikos) 施洗 (使徒行传 16:15；使徒行传 16: 31-34；使徒行传 18: 7-8；哥林多前书 1:16；
参考 16:15)。 
 

然而，这些家庭中是否有婴孩，就不能得到证明或否定 (参见耶利米书 1: 5)。还有，当福音传讲给这些孩子

时，他们是否已到了可以理解福音的年龄，这也不能得到证明或否定(见使徒行传 2: 39-41；使徒行传 16:32；
提摩太后书 3:15)。 
 

 (2) 早期教会历史上的婴孩洗礼。 
新约时期后的教会历史提到婴孩洗礼的存在。殉道者游斯丁 (公元 10-165 年) 是使徒的门徒，他熟悉婴孩洗礼

的做法 (第一护教辞，15)。在里昂的早期教父爱任纽 (公元 170-200 年) 和迦太基的特土良时期，一般都实行婴

孩洗礼。迦太基的特土良 (公元 190-216 年) 熟悉婴孩洗礼，但他抗拒这做法，因为他视水的洗礼为清除以前所

犯的所有罪行。因此，水的洗礼应尽可能被推迟到最后的时间！俄利根 (公元 185-254 年) 记述教会在使徒时代

对婴孩进行洗礼。然而，他的知识来源无法核实。米兰主教安布罗斯 (公元 374-397 年) 将他的洗礼推迟到他成

为主教前不久，因为他害怕失去神在洗礼中给予的恩典。 
 

在早期教会的洗礼过程中，都有目击者在场。他们要为候选人的良好行为作证 (因此候选人不是未成年子女)。
后来，他们还可以作证说那位候选人确实接受了水的洗礼。 
 

早期教会并没有教导神的恩典之约是婴孩洗礼的基础。相反的，婴孩洗礼成为接受神恩典的渠道！孩子被认为

有罪和不洁净，无权接受水的洗礼。孩子没有个人的信心，不能对相信作出任何承认。因此，父母的信心、证

人的信心 (后来被称为 「教父」和「教母」) 和教会的信心取代了孩子的信心。由证人代表的教会带着孩子接

受水的洗礼，代替孩子相信和承认信心。这些证人承诺以后在基督教信仰中教导孩子。 
  

然而，这种做法不可能源于圣经！ 
 

 (3) 婴孩洗礼和奥古斯丁 (公元 354-430)。 
他推迟水的洗礼。他对水的洗礼的教义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教导说：最初奥古斯丁像教会一样的相信，在水

的洗礼之前的生活犯下的罪恶是会被赦免。但后来他不把水的洗礼与以前犯下的实际罪恶联系在一起，而是与

原罪联系在一起。(婴孩) 水礼带走了罪疚感，但罪所遗传的污点或污染(罪恶的欲望)只会逐渐减少及最终在死

亡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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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相信水的洗礼有不可磨灭的特性： 
• 接受教会水礼的人在权利上属于教会 
• 教会有权行使武力，将误入歧途的受洗者带回教会！ 
• 在 (罗马天主教) 教会以外用水洗礼没有得救果效 
• 水的洗礼是得救的客观要求，信心是得救的唯一主观要求。 
• 个人信心可能是水的洗礼之前或之后的现实。 
• 婴孩水礼只有在受洗者后来悔改和亲自相信才有作用。当这情况发生，这人便没有必要第二次受水施洗

了。 
奥古斯丁的教导在这里结束。 
  

然而，圣经教导一个人透过圣灵的洗进入基督的身体，而不是进入罗马天主教会或任何其他教派 (哥林多前书 
12:12-13)。因此，基督徒只属于耶稣基督 (以弗所书 1: 13-14)！一个教会或其领袖被不能辖制所托付给他们的

人 (彼得前书 5: 3)！圣经也没有教导用水的洗礼是得救的要求 (马可福音 16:16)！  
 

 (4) 美茵兹会议之后的婴孩洗礼 (公元 813 年)。 
会议决定父母不可再带他们的孩子接受水的洗礼，因为他们要对怀有孩子和孩子在他们的罪中出生负上责任！

只有见证人 (教父和教母) 才能带孩子去受水的洗礼。此后，教会透过教父教母对孩子进行的属灵教育，就与父

母的普通教育完全分开。 
 

然而，圣经命令所有父母都将神的话记在心上，将神的话印(刻)在孩子的心中，在家里随时谈论神的话，以及

让神的话主宰他们的生活和家园 (申命记 6: 4-8)。圣经命令所有父亲在神的训练和教导中抚养他们的孩子 (以弗

所书 6: 4)。圣经劝勉人从婴孩期开始，便继续行出在父母、圣经和老师那里学到并相信的东西 (提摩太后书 1: 
5； 3: 14-17)。 
 

 (5) 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婴孩洗礼 (第 6 – 1 6 世纪
 )。 

在中世纪的大学里 (从公元 590 年的大贵格利到公元 1517 年的宗教改革)，亚里斯多德的世俗哲学与罗马天主

教会的神学结合在一起。救恩对信心和悔改的主观要求转移到教会洗礼仪式的背景和客观要求上，这些被认为

足以令人得救。罗马天主教会教导说，(婴孩)洗礼现在会把神的超自然恩典倾注到孩子身上，从而赋予他：正

义和再生、受洗前所有原罪和犯下的所有罪得到赦免、所有暂时的和永恒的惩罚之减免、及被给予所有超自然

的美德如信心、盼望、爱和圣洁。(婴孩) 洗礼成为一个人进入罗马天主教会的门，从而获得永生。因此，罗马

天主教会的 (婴孩)洗礼对于得救是绝对必要的。汤玛斯阿奎那 (1227-1274) 教导说，无论一个孩子缺乏什么，

他都会通过罗马天主教会的信心得到。 
 

然而，只有耶稣基督，而不是教会，才是救恩和所有其他恩典的中保 (约翰福音 14: 6；使徒行传 4:12；以弗所

书 1: 3)！ 
 

 (6) 宗教改革 (16 世纪) 之后的婴孩洗礼(第 1 6 世纪
 )。 

宗教改革教会 (16-17 世纪) 拒绝了通过罗马天主教会的外在洗礼仪式来注入恩典的教义。他们教导说，神给予

祂的恩典是基于祂的主权旨意，而不是基于人的工作或宗教管理 (以弗所书 2: 8-9；提多书 3: 4-8)。 
 

宗教改革教会也拒绝了恩典可能再次失去的教义，因为神肯定会荣耀那些透过祂恩典因信称义的人 (罗马书 
3:24；罗马书 8: 28-30；腓立比书 1: 6)。 
 

宗教改革教会之所以作出了拒绝，是因为这样的水礼教义已经完全脱离了圣经！基督徒不能越过圣经的教导

(约翰福音 17:17；哥林多前书 4: 6；提摩太后书 3: 16-17)！  
 

I. 水礼的时间 
 

圣经提及人在听到福音并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受水的施洗 (使徒行传 2:37-39)。 
 

不过，圣经也讲述包括仆人在内的全家是如何听到福音、相信和接受水的洗礼 (使徒行传 16:14-15, 30-34；哥

林多前书 1:16)。有些基督徒认为这些家庭内一定有婴孩，因此他们是在拥有任何个人信心之前就接受了施

洗。 
 

1. 水的洗礼的时间取决于基督徒如何看「归信」一词。 
 

好些基督徒在这些新信徒受水施洗之前，为他们设定了某些先决条件。他们认为「归信」 一词的意思是「生

命有了明显的改变」。只有在新信徒在某些先前假设的观点中改变了自己的生命后，他才可以接受水的施洗。

如果他在这些领域没有改变他的生命，他就不能接受水的洗礼。  
 

其他基督徒指出，在圣经历史中新信徒在接受圣灵的洗礼 (使徒行传 10:47-48) 或悔改相信后，立即接受了水的

洗礼 (使徒行传 2:38)。他们受水的施洗，是耶稣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明显标记和印证，而不是他们首先为

耶稣基督做的什么！耶稣基督用祂的灵给他们施洗 (也就是说， 使他们重生)。祂使他们听到真理，因而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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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思想和信念。「悔改」 这个词 (希腊文：metanoia) 的意思是「改变你的想法」，有关谁是神或谁是耶稣

基督，以及有关祂为你所做的一切！因此，当一个人承认他相信耶稣基督时，他便可接受水的施洗。 
 

在圣经的历史中，悔改和信心直接跟随着福音的听见 (罗马书 10:17；使徒行传 2: 37-38)。耶稣说：「日期满

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改变你对真理的看法)，信福音！」 (马可福音 1:15)。门徒改变了他们对耶稣是

谁的想法，开始跟随祂 (马可福音 1:18)，尽管他们仍然要学习马可福音中所写的一切，尽管他们的信念和行为

仍然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彼得在使徒行传第 2 章宣扬福音，百姓就觉得札心。这是神在他们心中动工的明显事实，他们问使徒：「我们

当怎样行？」彼得就宣告：「你们各人要悔改(只此一次的改变你们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

罪得赦」(使徒行传 2:38)。大约三千人改变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看法，其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们接受了福音的信

息，并受了水的洗礼 (使徒行传 2:37-41)。使徒没有提出任何其他要求。因此，悔改或归信的明显证据就是听

到、理解和接受福音的信息，即全心全意地相信耶稣基督，口里承认祂 (路加福音 23:40-43；约翰福音 1:12；
罗马书 10: 9-10)！ 
 

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水的洗礼后，他继续悔改，也就是说，他继续改变他对圣经真理的思考 (透过讲

道、查经学习和门徒训练)。他也会开始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 (路加福音 3: 8)。 
 

在圣经中，水的洗礼永远不会与成为某一教派的成员连系！加入普世基督身体的唯一要求是受圣灵的洗 (再生) 
(约翰福音 3:7；哥林多前书 12:12-13)。基督身体的成员资格包括参与普世教会的活动和事工 (哥林多前书 12:1-
31)。水的洗礼是作为接受那看不见的圣灵的洗的可见标记和印证。 
 

我们应教导服从耶稣基督受水施洗的命令(马太福音 28:19 )， 但绝不应将它强行或用作参与教会活动和事工的

先决条件。试想想，在某些国家，归信者受水的洗礼之后可能就被处决！会众不应将水的洗礼与某一特定教派

的成员资格连系起来，因为它在水的洗礼与圣灵的洗礼之间造成了混淆。那些真正重生而成为基督身体成员的

信徒，不应被排除在当地会众的积极成员之外，毕竟，它只是纯粹一个人类和历史的机构！ 
 

2. 水的洗礼时间取决于会众如何看神与人的交往。 
 

那些强调神与祂圣约子民 (基督徒群体或教会) 的交往的基督徒，往往会用水给婴孩施洗。而那些强调神与个别

信徒 (归信者) 的交往的基督徒，往往只用水给 (成人) 信徒施洗。 
 

 (1) 神把每个人都当作一个群体的一部分来处理。 
神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然家庭的一部分 (出埃及记 20: 5-6；使徒行传 2:39；16:31；哥林多前书 7:13-14)、世

俗国家的一部分 (耶利米书 18: 6-10) 和整个人类的一部分 (使徒行传 17:26；罗马书 5:12, 18 上)。  
 

神看每一个信徒： 
• 为基徒教家庭的成员 (如适用) 
• 为当地会众 (教会) 的成员 (以弗所书 2:19；哥林多前书 12:12-13) 
• 为神圣约子民的成员 (普世教会)(哥林多后书 6:16；彼得前书 2: 9-10) 
• 为地上神的国的成员 (马可福音 10:13-16) 

 

每个信徒都已接受圣灵的洗，进入基督的合一身体 (哥林多前书 12:12-13)。因此，水的洗礼是不可分割地联系

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信徒是属于普世的基督教会！  
 

 (2) 神也把每个人都当作一个个体来看待。 
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所做的一切受到审判，不论是义人 (信徒) 还是不义的人 (不信者) (以西结书 33:12-16；传

道书 12:14；罗马书 2: 6)。  
 

每个信徒都会因为自己的信心而得救，每个不信的人都会因为自己的不信而被审判 (约翰福音 3:16-18, 36；约

翰福音 9: 35-39)。  
 

每个信徒都应该受水的施洗，以此作为一个明显的标记，表明他所有的罪都已被赦免及洗掉 (使徒行传 
22:16)。因此，水的洗礼也与一个人因个人信心而称义这一事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 水的洗礼的时间取决于教会如何看待神的约。 
    

神立定祂的约如下：「我要作你们的神，你要作我的百姓」 (创世记 1: 7；出埃及记 6:7；利未记 26:12；哥林

多后书 6:16；彼得前书 2:9-10；启示录 21:3, 7)。那些强调神在旧约中的约的基督徒倾向给婴孩施洗。那些强

调神在新约中的约的基督徒，倾向只施洗已相信 的人。 
 

 (1) 旧约中神的律法之约是那将要来的现实的影子，因而是暂时的。 
 

神的恩典之约是与亚伯拉罕立定：神应许成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神，而他们将是神的子民 (创世记 17: 
7)。这恩典之约在新约中延续，但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希伯来书 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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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神与摩西立了律法之约：它肯定了神与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 (出埃及记 6: 2-8)，但在这恩典之约 (加拉

太书 3:15-19) 上加入了神的律法。神的恩典之约是永恒的约 (创世记 17: 7)，但神的律法之约是一个短暂的约 
(加拉太书 3: 23-25)。 
 

律法之约具有以下的特点：道德和礼仪律法清楚地写在法版上，后来又写在一本书里。人只有通过先知的讲说

才认识神。他们很少经历罪的赦免， 因为他们继续为赎自己的罪在仪式上献上动物的祭品 (希伯来书 10: 1-
4)。他们行身体上的割礼，不再是恩典之约的标记 (创世记 17: 10-11)，而是服从律法的标记 (约翰福音 7:22；
加拉太书 5: 3-4)。  
 

但这些礼仪律法的规则 (包括身体割礼) 只是暂时有效的，直到基督第一次来临，那时这些影子将成为现实 (歌
罗西书 2:17；希伯来书 7:12, 18-19；8:6, 13；9: 8-10；10: 1-4)！  
 

 (2) 新约中的神的约成就了旧约的律法，因而取消和废除了律法。 
 

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时，祂成全了律法和先知 (旧约的启示) (马太福音 5:17)，从而将所有礼仪律法的规条

(影子)取消 (歌罗西书 2:14) 和废除 (以弗所书 2:14-15)，并变成现实 (希伯来书 8:13)。关于婴孩和成人的身体割

礼的规条也被取消、废除 (加拉太书 5:1-6；加拉太书 6:12-16)，且变成了内心的属灵割礼 (罗马书 2: 28-29；歌

罗西书 2:11)！ 
 

新约中神的约与旧约中神的约有以下分别：神的道德律法的规条现在写在信徒的心里，而不再外在的写在一本

书里。人在个人层面的认识神，不再是道听涂说。他们体验到他们的罪得赦免，不再做任何外在的赎罪仪式 
(希伯来书 8:6-13； 9: 8-10；10: 1-4)。他们真的透过圣灵的工作受了属灵割礼 (再生) (罗马书 2:28-29；歌罗西

书 2:11)。  
 

因此，关于未成年子女身体割礼的礼仪律法已经成全了、取消了、废除了，并改变为信徒内心的属灵割礼 (重

生)！ 
 

4. 水的洗礼的时间取决于会众如何看待割礼和洗礼之间的关系。 
 

那些强调旧约的婴孩身体割礼的基督徒，他们倾向给婴孩施洗。那些强调新约的属灵割礼的基督徒，他们倾向

给那些相信的人施洗。 
 

歌罗西书 2:11-13 说：「
11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 情欲 的割

礼。 
12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 

13 
你们从前

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割礼」和「洗

礼」这两个词在这里都是指圣灵的洗礼。 
 

问题是：「一个人什么时候被基督行割礼？」 
 

 (1) 割礼是旧约中的约的标记。 
在旧约中，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永恒的约：祂将会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神 (创世记 17:7)，他们将是神的

子民 (利未记 26:12)。亚伯拉罕在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接受了身体割礼作为因信称义的标记和印证 (罗马书 
4:11-12)。 
 

但神并没有把亚伯拉罕完全当作一个独立个体来处理。神处理亚伯拉罕的整个家族或家庭 (希腊文：oikos)！每

个男性成员都必须接受割礼 (创世记第 17 章)。因此，在旧约的约中，身体割礼是这约的标记和印证。亚伯拉

罕对神和神的应许的个人信心 (创世记 15: 5-6) 是神将他的整个家庭和家族 (包括婴儿) 归入为祂的圣约子民的

原因 (参考哥林多前书 7:14)！  
 

 (2) 神在旧约和新约中的约。 
旧约中神的约指出永生神是他们的神，而他们是神的子民 (利未记 26:12)。这个约在新约中保持不变 (哥林多后

书 6:16；彼得前书 2: 9-10)。 
 

然而，旧的约和新的约有显著的分别 (耶利米书 31:31-34；希伯来书 8: 6-13)。 
• 在旧的约中，那加添的法律 (加拉太书 3:17-19) 是外在的写在一本书里。在新的约中，律法是内在的写在信

徒的心中 (耶利米书 31:33)。 
• 在旧的约中，神的知识只是心灵的知识，由先知教导百姓(参见以赛亚书 1: 3)。在新的约中，神的知识是个

人性的和亲密的 (耶利米书 31:34 上)。 
• 在旧的约中，一个纯洁的良心永不能从仪式上的行为而获得 (希伯来书 9: 8-10, 10: 1-4)。在新的约中， 基督

徒真正体验到罪的赦免 (耶利米书 31:34 下；希伯来书 9:14)。 
• 在旧的约中，割礼是一种外在的和身体上的事件。在新的约中，割礼是一种内在的和属灵上的事件 (歌罗西

书 2: 11-13)。在旧的约中，身体割礼只是给男性的一种仪式行为，它指向男性和女性属灵割礼 (再生) 的必

要性 (参见罗马书 2: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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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的约中，真理只被描述为未来真理的影子 (歌罗西书 2:17)。在新的约中，真理已经成为了现实。旧的

约宣告了重生和称义的必要性。新的约真的带来了重生和称义！新的约确实使人们脱离了他们的罪恶 (希伯

来书 9:15)。新的约包括重生 (圣灵的洗礼) (以西结书 36:25-28)、完全的称义 (完全的宽恕) 和成圣 (洁净，

洗去所有的罪)！新的约 (希伯来书 12:24) 是一个更美好的约 (希伯来书 7:22；8: 6)，因为它真的实现了旧的

约只象征性地描绘的东西。 
 

 (3) 新约中的割礼和洗礼。 
在新约中，割礼和洗礼是有联系的。歌罗西书 2:11-13 指出当基督里圣洁和忠心的弟兄 (歌罗西书 1:2) 在受圣

灵的洗中 (歌罗西书 2:12 上) (注: 不是在水的洗礼中!)与基督同埋葬时，他们便在基督里受了割礼 (歌罗西书 
2:11) 。它还教导说，他们透过他们对神大能的信心，与基督一同复活 (歌罗西书 2:12 下)。 
 

但新约中的割礼已经不再是身体上的了。它是属灵上的！ 
 

一方面，信徒的属灵割礼意味着他们已经脱去他们那未再生的本性 (罪性或字面上：「肉体」) (歌罗西书 
2:11)。这意味着当他们受圣灵的洗时，他们未再生的本性死了及与基督同埋葬 (歌罗西书 2: 12 上； 参考罗马

书 6:2)。 
 

另一方面，信徒的属灵割礼意味着当他们相信基督时，他们的再生本性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歌罗西书 2:12
下；参考罗马书 6:3)。他们的心被「圣灵行了割礼」 (罗马书第 2: 28-29)，即他们 「被圣灵重生了」 (参见约

翰福音 3: 3-8)。 
 

这两个方面 (某事物死去和某事物被复活) 被联系到圣灵的洗礼和对神的大能的信心，这些都在水的洗礼上明显

地表达出来 (歌罗西书 2:12 上)。 
 

 (4) 有些基督徒把旧约中婴儿的身体割礼作为他们分歧的观点。他们与基督同死 (在婴孩洗礼时) 和他们与基督同 

复活 (在他们的认信时) 被分隔了许多年。他们的水礼作为他们那看不见的圣灵的洗礼的明显的标记和印证， 

仍须等待将来发生。 

 
亚伯拉罕首先相信，因着他的信他被称为义 (被拯救)，然后得到旧约的约的标记和印证：身体割礼 (罗马书 
4:6-11)。他的孩子 (神子民的第二代) 首先接受了割礼 (第八天) (创世记 17: 7-14)，但过了颇长时间才认信 (希伯

来书 11: 20-21) 或根本不相信 (希伯来书 3:19)。 
 

那些强调婴孩在旧约的约中受割礼这事实的基督徒结论说，婴孩在新约的约中也应该接受水的洗礼。他们相信

歌罗西书 2:11 说的是一种属灵割礼，这是在婴孩借着其父母的信心或教会的信心接受水的洗礼时发生。然

后，婴孩未再生的本性就死了，与基督一同埋葬。婴孩的可看见水礼于是至少成为他那看不见的未再生本性死

亡的标记和印证。因此，这些基督徒相信信徒的婴孩若受水的施洗，他们便应该被视为重生 (歌罗西书 2:12
上)。 
 

他们相信在多年后，当这些婴孩成为了青少年或年轻成年人时，并开始亲自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便与基督一同

复活，过新的生活 (歌罗西书 2:12 下)。这些基督徒因此允许，从婴孩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在婴孩时期受施洗)，
到这个少年或年轻成年人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间 (在耶稣基督里认罪归信) 之间，可有很长的时间 (歌罗西书 2: 
12 上)。这些基督徒认为他们与基督的同死跟他们与基督同复活分隔了许多年。  
 

他们也相信在婴孩洗礼中，信心是绝对必要的，但这可以是父母、教教父母或教会的信心。但当受施洗的孩子

后来在青少年或年轻成年人阶段亲自归信，并公开承认他的信心，他便为婴孩时期的洗礼承担了个人的责任。 
 

旧约中身体割礼的目的也是作为心灵的内在属灵割礼 (重生) 的一个外在标记 (参见利未记 26:41；申命记 
10:16；耶利米书 4: 4；30:6；罗马书 2: 28-29；腓立比书 3: 2-3)，即使这个属灵现实要在那在婴孩时期受割礼

的人的生命后期才发生！因此，婴孩的身体割礼只是属灵割礼或重生 (现实) 的一个标记 (影子)，这属灵割礼是

在那在婴儿时期受割礼的人的后期生命才发生。同样，这些基督徒认为婴孩的洗礼必须被看作是圣灵的洗礼 
(现实) 的标记 (影子)，这圣灵的洗礼是在那在婴孩时期受水礼的人的生命后期才发生。 
 

这表示旧约中的身体割礼并不一定意味着重生。 
 

这些基督徒说被圣灵重生和信徒的信心之关系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奥秘 (约翰福音 3: 3-8)。重生可以是已经在婴

孩身上发生 (耶利米书 1: 5)，但也可以是在生命的后期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坚持认为，婴孩洗礼已

经取代了旧约中的婴儿割礼。 
 

虽然信徒的婴孩还未亲自相信耶稣基督，但他们仍然属于神新约的约的子民或基督教会。信主父母的儿女是 
「圣洁」的，即是为神分别出来 (哥林多前书 7:14)。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坚持认为，信徒的婴孩应该接受

水的洗礼，以作为新约的约之标记。这些基督徒强调的不仅是他们所谓的重生在婴孩洗礼中发生，还有的是他

们后来对耶稣基督的个人信心也是神所赐一份不配得的礼物 (参见使徒行传 13:48；16:14；18:27；以弗所书 2: 
8-9；腓立比书 1:29；2:12-13；彼得后书 1: 1；提摩太后书 3:15；彼得后书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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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他基督徒把新约中信徒的属灵割礼作为他们分歧的观点。他们是同时与基督同死和同复活，就是当 

他们受圣灵的洗或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水礼就是一个可见的标记和印证，表明他们已经受了看不见

的圣灵的洗礼。 
 

新约中的属灵割礼很明显是指属灵重生。有些基督徒强调新约中的人对耶稣基督有了个人的信心时，他们便受

属灵的割礼。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他们对耶稣基督有了个人信心之后，他们才应该受水的施洗。 
 

这些人是死在他们的罪和未受的割礼罪性里 (歌罗西书 2:13)。但是，当他们对耶稣基督有个人的信心时，他们

所有的罪都得到了真正的赦免 (歌罗西书 2:14)，他们真的脱离了所有邪恶的权势 (歌罗西书 2:15)！然而，要活

出这真理的事实，仍需要一些时间。 
 

他们也相信歌罗西书 2:11 说的是当他们受圣灵的洗时，属灵的割礼便发生，这是基于他们的个人信心。然

后，他们未再生的本性就死了，与基督一同埋葬。那么，水的洗礼是他们那看不见的圣灵的洗礼的明显标记和
印证，这是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这些基督徒认为，只有那些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应该被视为重生的基

督徒 (歌罗西书 2:12 上)。 
 

他们指出人在受圣灵的洗 (重生)那一刻，也就是当他们开始个人相信的时候，他们便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和同

复活。这事件的明显标记就是水的洗礼。这些基督徒相信，脱去他们未更生的本性(他们的罪性或字面上：肉

体) (与基督的死和埋葬有关，发生在他们接受圣灵的洗礼时) (歌罗西书 2: 12 上) 发生在他们接受他们更新的本

性的同一时间(与基督的复活有关，发生在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时) (歌罗西书 2:12 下)。这些基督徒不认为他们与

基督同死和同复活是分隔多年的事，而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也就是当他们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们也相信受水施洗的过程中，信心是绝对必要的，但那必须是他们自己的个人信心。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信

心后，就受水的施洗了。 
 

旧约圣约中的身体割礼和新约圣约中的属灵割礼有明显的区别。在新约期间，人的割礼当然不是婴孩的身体割

礼，而是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时透过圣灵对心灵的所行的属灵割礼 (罗马书 2: 28-29)！它包括脱去或切除旧的

未再生本性 (字面上: 肉体) (歌罗西书 2:11；罗马书 6: 6-7) 和接受新的再生本性和内住的圣灵 (罗马书 2: 28-
29)。 
 

这意味着新约中的属灵割礼总是指再生！ 
 

这些基督徒强调重生 (受圣灵的洗) 和信心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借着圣灵重生的时间和方式对基督徒来说仍

然是难以理解的 (一个奥秘) (约翰福音 3: 8)，但圣经中的重生 (受圣灵的洗) 通常与一个人个人相信耶稣基督那

一刻联系在一起 (约翰福音 1: 12-13；7:37-39；使徒行传 11: 14-18；使徒行传 15: 7-11；以弗所书 1:13-14；帖

撒罗尼迦后书 2:13-14；提多书 1: 1；3: 3-7)。 因此，这些基督徒坚持认为，新约中的水的洗礼不仅仅取代旧

约中的身体割礼。 
 

因为婴孩还没有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因此没有提供他们重生的证据 (受圣灵的洗)，他们不应该接受水的洗礼。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坚持只有当人亲自相信耶稣基督，因而证明他们的重生和被称义时，他们才应该受水

的施洗。这些基督徒也相信，信心 (以弗所书 2: 8-9) 和重生 (约翰福音 1:12-13) 都是神的恩典礼物。 
 

5. 第一代信徒受水的洗礼的时间是基于新约的宣教环境。 
 

第一代信徒是在新约时期的宣教环境中受了水的洗礼。所有这些新信徒，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背景，都是

来自非基督徒背景。 
 

世界上所有基督徒都同意， 第一代信徒只有在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才应该受水的施洗。 
 

 (1) 给个人施洗。  
福音被传扬给个人 (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当他们相信，他们就受了水的洗礼 (约翰福音 4: 1；使徒

行传 2: 37-39；41；8:36-38；10:34-36, 42-48)。 
 

 (2) 给整个家庭施洗。  
福音被传扬给整个家庭和他们的眷属。当他们相信，他们就受了水的施洗 (使徒行传 16:14-15, 30-34；18:7-8；
哥林多前书 1:16)。但当中不能证明或否认在这些家庭中有婴孩，以及他们是否受了水的施洗。 
 

6. 第二代受水的洗礼的时间是基于基督徒如何看待圣经中基督教会的本质。 
 

第二代信徒在新约期开始后，在正在发展的基督教会的背景下，接受了水的洗礼。所有这些新信徒都来自基督

教背景。他们出生时，他们的父母已经是基督徒。 
 

世界上的基督徒对第二代应该什么时候接受施洗没有共识。 
 

受圣灵的洗有两个方面：它意味着属于神的圣约子民或基督的身体 (团体方面)(哥林多前书 12:13)，以及它意

味着重生或得称义 (赦免) (个人方面) (使徒行传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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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受圣灵的洗有两种含义，世界上不同的基督徒找到了不同的实际方法来表达受圣灵的洗的团体方面和个人

方面，以及其看得见的标记，即水的洗礼。 
 

 (1) 有些基督徒选择一个纯粹团体的概念。 
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教会首先是基督的身体 (有机体) (哥林多前书 12:12-27) 和神新约里圣约子民的群体 (彼
得前书 2:9)。 
 

首先，一个人属于基督的身体；其次，他是那身体的许多单独部分之一，对耶稣基督有着个人的信心！身体不

仅仅是眼睛或手。同样，教会不仅仅是一个个别的信徒。因此，水的洗礼成一个特别的标记和印证，表明一个

人属于基督的身体 (哥林多前书 12:13)，属于神圣约的子民 (加拉太书 3: 27-29)，即是普世教会。 
 

这些基督徒相信，神旧约的圣约子民或教会 (希腊文：ekklésia) (士师记 20: 2；历代志下 29:28；诗篇 107:32)昔
日将婴孩包括在神的圣约子民群体的例子 (创世记 17:7, 12) ，日后神的新约圣约子民或教会 (希腊文: ekklésia) 
(马太福音 16:18) 都应该跟随。  
 

这些基督徒在问题上存在分歧，就是受洗的婴孩是否应该被视为得救 (被称义，重生)，以及这样的明确陈述是

否可能。这些基督徒大多认为受洗的婴孩属于教会，除非相反的情况变得明显 (参见撒母耳记上 1:11, 22；
2:26；撒母耳记下 12: 22-23；路加福音 2:41-52；提摩太后书 3: 14-15)。 
 

圣经认为一个信徒的家庭中，孩子及甚至丈夫或妻子都是 「圣洁」的，即「为神分别出来，献给神」 (哥林多

前书 7:14)。哥林多教会被称为 「在基督里成圣」 (哥林多前书 1:2；参考 6:1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圣经将这

些孩子或不相信的父母视为 「重生」 或 「道德上洁净」。圣经只是看待他们作为 「仪式上洁净」， 即是教

会将他们从邪恶的世界和它的坏影响分隔出来。这些孩子献身予信徒的世界，站在信徒父母和会众中其他信徒

的良好影响之下。孩童和不信的父母表面上被认为属于会众或站在会众的影响范围内。 
 

但这些基督徒也相信个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增加了一个新的基督徒实践或教会仪式，但这不是圣经中教导

或规定的：他们的受洗孩子在日后作为青少年或年轻的成年人时必须公开的承认自己的信心 (罗马书 10:9-
10)， 作为他们是重生或被称义的一个明显标记。  
 

 (2) 有些基督徒选择一个纯粹个人的概念。 
对这些基督徒来说，教会首先是一个由个别信徒组成的有组织群体 (一个组织)。 
 

首先， 一个人以个人身份将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其次，他加入了神子民的群体，即教会 (使徒行传 2: 41-
42)。在新约的宣教背景中(使徒行传)，信徒的子女并没有被提及。过了一段时间后，相信的孩童才被提及 (以
弗所书 6:1-3；歌罗西书 3: 20-21；提摩太前书 4:12；提摩太后书 3: 14-15)。新约教导说，水的洗礼是一个已经

重生和称义的信徒的一个可见的标记和印证 (使徒行传 9:17-18；22:16；提多书 3: 4-8)。 
 

不过，这些基督徒也相信基督徒群体 (教会) 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也增加了一个新的基督徒实践或教会仪

式，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或规定：他们的未成熟孩子是「献给基督的」(参见撒母耳 记上 1:11, 28) 或更好：

「被基督祝福」 (马可福音 10: 13-16) ，作为他们属于基督的身体的一个明显标记(哥林多前书 7:14)。  
 

没有任何迹象暗示这些婴孩是得救的（称义，再次出生)。但旧约 (撒母耳记下 12:23) 和新约 (马可福音 10:10-
13；哥林多前书 7:14) 都认为他们是属于神和祂的圣约子民。  
 

总结。 
以团体概念看洗礼 

• 还未成熟的孩子受水的施洗，以表明他属于教会 
 

• 但愿他日后能对耶稣基督产生个人的信心，然后公

开承认自己的信心，以表明他是重生或被称义 
 

以个人概念看洗礼 
• 还未成熟的孩子被献给基督或受基督祝福，以表明

他属于教会 
• 但愿他日后能对耶稣基督产生个人的信心，然后公

开承认自己的信心及接受水的施洗，以表明他是重

生或被称义 
  

J. 一个人可否接受第二次水的施洗的问题 
 

1. 两种不同的观点。 
 

这部分的讨论局限于孩童时期曾接受水的洗礼的人。 
 

教会对于一个在孩童时期曾受施洗的人，当他对耶稣基督产生个人信心时，是否可以接受第二次施洗的问题上

意见不一。 
 

 (1) 反对第二次接受水礼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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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强调圣灵洗礼的群体概念的基督徒，通常反对向已受水施洗的人作第二次水礼的做法。他们认为这第二次

水礼 (身为信徒接受水的施洗) 是对第一次洗礼的拒绝 (婴孩洗礼)。他们把水的洗礼看作是一生一次的属灵事件

的标记和印证：成为神的圣约子民，即是教会。  
 

受圣灵的洗的个人方面 (重生，称义，洗去所有的罪) 一般不会与水的洗礼结合，而是与公开承认信心结合。受

圣灵的洗的各种含义是被承认的，但彼此之间却是被分隔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他们孩童时期的水礼和在作为

成熟信徒的公开承认信心之间， 分隔了一段时间。 
  

 (2) 不反对第二次接受水礼的基督徒。   
那些强调圣灵的洗的个人概念的基督徒，一般不反对向一个人(婴孩时期曾接受了水的洗礼)在他身为(成熟)信

徒时再用水作第二次施洗。他们把这些人在婴孩时期的第一次水礼看作是他们加入神的圣约子民 (教会) 的标记

和印证。他们在婴孩时期所接受的水礼是他们父母和会众的信心行为。他们把他们的第二次水礼看作是他们受
圣灵的洗的标记和印证 (重生、归信、信心、称义、洗去他们所有的罪)。他们作为信徒受水的洗礼是个人信心

的行为。 
 

当他们第二次受水施洗时，他们认为这第二次的水礼并不是对他们第一次水礼的拒绝。他们不拒绝他们作为婴

孩时被纳入神的圣约子民 (即教会)这样的事实。但他们的第二次水礼最重要的是作为受了圣灵的洗的其他含义

的标记和印证 (重生，与基督的合一和分享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实现了他们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救恩，

包括称义或所有的罪的洗掉或所有的罪的宽恕)。 
 

2. 圣经中记载人两次受水施洗的唯一例子。 
 

人接受两次水的施洗的唯一圣经例子是在使徒行传 19:1-7。保罗在以弗所找到了一些还没有接受圣灵 (即是还

没有受圣灵的洗)的门徒。他们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不是基督徒，甚至没有听说

过有圣灵。可能是他们在指定的三个往耶路撒冷朝圣的犹太节日之一(申命记 16:16)，其间成为了施洗约翰的

门徒，那时施洗约翰正在约旦河传道和施洗。他们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以表明他们准备接受那预期的弥赛亚

的标记 (马可福音 1: 4-8)。 
 

耶稣基督的第一批门徒 (约翰福音 1:33；使徒行传 1: 13-15) 不单受了约翰的洗礼或基督徒洗礼 (约翰福音 
3:22)，而且还受了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不需要接受第二次的洗礼，因为约翰的洗礼 (马可福音 1:4) 和基督徒洗

礼 (使徒行传 2:38) 都象征着罪的赦免。 然而，耶稣基督完成了祂的救赎工作后，他们便受了圣灵的洗 (使徒行

传 1: 5；使徒行传 2:1-4)。 
 

但这些施洗约翰的剩余门徒只是受了约翰的洗礼，他们没有受过耶稣基督教导 (关于祂的死和复活)，也没有接

受圣灵的洗礼。他们的洗礼并不代表圣灵的洗礼。因此，他们第一次的洗礼是不完全的，他们需要第二次受水

的施洗。 
 

保罗向他们传讲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说他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 (以及祂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他告诉他们耶稣

基督用圣灵给相信祂的人施洗 (马可福音 1: 8；参考罗马书 10:9-10)。他说的正是耶稣所说的：即是，人必须重

生 (更新) 或从上面的圣灵生，才能进入神的国 (约翰福音 3: 3-8)。 
 

约翰的这些门徒开始相信耶稣基督，并奉耶稣基督的名 (如马太福音 28:19) 受水的施洗。保罗作为耶稣基督的

使徒，他也携带了神的国的钥匙 (马太福音 16: 18-19；18:19)。他把手放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接受了圣灵 (也就

是说，他们受了圣灵的洗)。  
 

圣经没有说明是谁建议他们应接受第二次水礼。使徒行传第 19 章只是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并没有任何神学上
的解释。因此，圣经中的这一段经文不能被用作关于第二次洗礼的教义。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门徒还没有

接受圣灵的洗礼，使徒便第二次用水给他们施洗，作为他们受圣灵的洗的可见标记和印证。因此，这是一种宣

教士的情况，在当中第一批人开始相信耶稣基督。  
 

当这些一度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时，他们便跟第一批相信基督的犹太人 (使徒行传 2:37-41) 和
第一批相信基督的非犹太人 (外邦人)一样 (哥林多前书 12:12-13；以弗所书 1:13)，也接受了圣灵的洗礼！ 
 

3. 今天的基督徒得出不同的结论。 
 

很明显的，约翰的门徒接受这第二次的洗礼，与现代有争议的第二次洗礼是不一样的，在后者的情况中，曾在

婴孩时期接受过水礼的基督徒 
• 当他们对耶稣基督产生个人信心时，便接受第二次的水礼 
• 或当他们不同意另一种洗礼方法 (例如婴孩洒水礼)时，便接受第二次的水礼 

 

约翰的门徒不属于基督或祂的教会，因此第二次的水礼成为一个标记和印证，表明他们已经重生了，现在属于

基督和祂的教会。但基督的门徒 (无论以前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 确实属于基督和祂的教会，因而不需要第二

次的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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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 
• 「基督徒父母的婴孩是属于基督和祂的教会吗？」 
• 「那些婴孩时期曾接受过水礼的人，当他们对基督产生个人信心时，应否被要求接受第二次的水礼？」 

 

 (1) 反对第二次水礼的基督徒。 
他强调教会的群体层面 (透过父母的信心和会众的信心加入神的圣约子民)。他深信当他后来产生对耶稣基督的

个人信心时，他在婴孩时期所受的水礼，之前和现在仍然表明他属于神的圣约子民，也就是教会。他还深信圣

灵的洗礼的其他含义 (重生，称义) 现在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现实。他不让自己第二次受水的施洗，因为他已经

属于神的圣约子民，即教会。他不认为使徒行传 19:1-7 是要证实给予人第二次水礼的做法，因为他与约翰的门

徒不同，他已经属于教会。  
 

这种观点的优点是，他婴孩时期的洗礼对他的会众有重大的意义。婴孩洗礼是给整个相信主的会众，表明还未

成熟的子女完全属于神的圣约子民，也就是教会。一个人一生中只需一次加入神的圣约子民！重点完全放在属

于教会群体这方面。对他的婴孩洗礼的接受会加强整个会众的信心，认定那包括婴儿和孩童在内的全体会众都

属于神的圣约子民。这种观点也表达了对会众其他成员的爱，因为它没有冒犯那些坚信婴孩洗礼的人。 
 

 (2) 容许自己第二次受水施洗的基督徒 
他强调教会的个人层面：即他因着个人信心与基督和祂的教会联系在一起。他确信当他日后对基督产生个人信

心时，他必须让自己第二次受水的施洗，主要是为了表明他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他已经重生，他已经被称义和

他所有的罪都被洗去，即他是完全被赦免了)。他并不反对受了圣灵的洗代表成为了神的圣约子民，但他相信

受圣灵的洗不仅仅意味着加入神的教会。他认为使徒行传 19:1-7 是支持第二次用水给人施洗的理由，因为他深

信正如约翰的门徒一样，他在对耶稣基督产生个人信心之前并没有重生。 
 

这种观点的好处是，他在对耶稣基督有了个人信心后接受的第二次水礼，对他自己有着重大的意义。信徒的洗

礼是信徒个人的象征，表明他们透过圣灵已重生了(他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并已被完全赦免 (神已给他完全称

义，并洗去了他所有的罪)。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对耶稣基督产生个人的信心及重生(受圣灵的洗)！这里强调

的是在个人层面成为基督徒。他的第二次水礼的结果，是加强了他对自己已经重生 (即他已受了圣灵的洗)的个

人信心。此外，因为他公开作了有关神在他生命中让他相信归主的见证， 会众的信心也得到了坚定。它激励

会众在信心中祈祷及传扬福音。 
 

K. 基督徒与水礼的关系 
  

1. 这两组基督徒都应该把重点放在基督里的属灵合一。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歌罗西书 3:14)。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 . 一主，一信，一

洗」(*以弗所书 4:3-5)。  
 

这两组基督徒都应该强调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的群体层面 (一个教会)，以及受圣灵的洗(即被重生)的个人层

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 12:13)。 
 

没有命令。水礼的时间(身为一个家庭的孩子) 和水礼的方法 (洒水、倾倒或沉浸) 属于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圣经

对这些没有任何教导或规定、命令或禁止。  
 

命令。这两组基督徒在他们争议问题的分歧上，都应该彼此接纳。「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

样 . . . 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 . . 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罗马书 14: 1 至 15: 6-7)。这两组基

督徒都应该彼此相爱，就像基督以自我牺牲的爱去爱他们一样 (约翰福音 13:34-35)。  
 

2. 这两组基督徒都应该把重点放在圣经的命令上， 而不是有争议的问题上。 
 

基督徒通常不是把重点放在那些圣经中教导、规定、命令或禁止的事情上，而是放在那些属于他们特定教派的

传统。耶稣警告那些为了维护他们的传统而把神的道放在一边的基督徒：他们的传统所制订的信仰或传统的法

规或教会指令。这样的人对神的敬拜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教导只属人所教导的规条。「你们是离弃神的诫

命，拘守人的遗传」 (马可福音 7: 7-8；马太福音 15: 1-20)！ 
 

使徒保罗说：「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哥林多前书 4:6)！ 
 

耶稣警告说，如果有人在圣经上的话语加添什么，神就会将圣经中描述的所有灾难加在他身上。如果有人将圣

经中的话语删去，神就会从圣经中所承诺的东西拿走他的那一份 (参见启示录 22:18-19)！ 
 

圣经中没有任何经节明确的吩咐教会，有关第二代 (信徒的孩子) 应该在什么时候受水的施洗或他们应用什么方

式用水给人施洗。这些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一洗」 (以弗所书 4: 4-6) 并不指什么时候受水的施洗：作为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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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还是成熟的信徒。圣经也没有指出水礼的方法：通过洒水或倒水在上面或浸在水中)！「一洗」 是指与圣灵

的洗礼的现实和意义！ 
 

基督徒和他们的会众永不可把下面的圣经命令和教导放在一旁： 
• 教导。只有一洗 -- 圣灵的洗礼 (以弗所书 4: 4-6)。 
• 命令。对圣经中没有教导的事情，接纳彼此的信念。永不可看不起那些不做这些事情的人。永不要论断那

些做这些事情的人 (罗马书 14:1-5, 13-23；罗马书 15: 7)。 
• 命令。要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我们那样 (约翰福音 13:34-35)。爱把所有的美德都完全地联系在一起 (歌罗西

书 3:14)。若没有爱，「我什么都不是」 和 「我什么都得不到」 (哥林多前书 13:1-3)！  
• 命令。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 圣 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 . 一主，一

信，一洗 (以弗所书 4: 3-5)。 
 

所有的基督徒和所有的基督徒会众都应该问自己： 
• 「什么能促进我自己的会众的爱与和平？」 
• 「什么能促进与其他基督徒会众关系中的爱与和平？」 

 

3. 这两组基督徒都应该把重点放在基督徒之间合一的三个原则上。 
 

• 在重要问题上(圣经中的基本教义和命令) 的合一 
• 在其他事务上的接纳 (关于圣经没有给予教导和基督徒彼此不认同的事) 
• 在任何事情上都展示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