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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聖禮] 
基督徒洗禮的實踐 

 
參見訓練手冊 6，第 13 課有關基督徒洗禮的意義：A, B an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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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基督徒洗禮的概要 
 

1. 基督徒洗禮是聖靈的洗禮和水的洗禮。 
 

基督徒的洗禮最重要的是受聖靈無形的洗禮。 
基督徒的水禮是與那無形的聖靈的洗禮的可見標記和印證。 
 

只有耶穌基督用聖靈給人施洗。從上面來的新生是真實的。  
基督徒用水給人施洗。水的洗禮是神的標記和印證，表明真實的東西已經發生。 
 

 (1) 聖靈的洗的含義： 
• 與耶穌基督的死聯合 (羅馬書 6: 3, 4 上, 5 上) 
• 與耶穌基督的復活聯合 (羅馬書 6:4 下, 5 下) 

 

 (2) 聖靈的洗的結果： 
• 心靈受割禮 (羅馬書 2:28-29)，舊人藉此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這樣你就不會再成為罪的奴隸 (羅馬書 6:6；
以弗所書 4:23) 

• 與三位一體的神 (馬太福音 28:19) 聯合，新人藉此分享耶穌基督所完成的救贖工作 (以弗所書 1:3-7；2:5-7) 
 

 (3) 聖靈的洗的影響： 
• 你的過去：(現在) 你重生了 (再生) (提多 3:4-8)，你已經被稱義了 (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 (羅馬書 4:6-8)，
以及你已經從罪惡感和罪的權勢(羅馬書 6:6-7)及神的忿怒(羅馬書 5:9-10)中被拯救出來  

• 你的現在：你現在是神的聖約子民的公民 (加拉太書 3:26-29)、神的國的公民 (約翰福音 3: 3-8) 和基督的普

世身體 (教會) 的成員 (哥林多前書 12:12-13；以弗所書 2:19-22；3: 6)。你希望、可以和將會越來越過著聖

潔和公義的生活 (羅馬書 6:11-14, 19)，你作為基督的門徒將繼續成長，並幫助其他人成為基督的門徒 (馬太

福音 28:20) 
• 你的未來：你的靈 (約翰福音 3:1-3) 和你的身體 (腓立書 3:20-21) 將完全像耶穌基督，並你將永遠在新的地

上生活在神的面前 (啟示錄 21:1-5)。 
 

2. 當聖靈的洗禮和水的洗禮是彼此脫節。 
 

 (1) 當水的洗禮從聖靈的洗禮分割出來。 
當水的洗禮從聖靈的洗禮分割出來，就會出現一個不符合聖經的教義，也就是說，人實踐的水禮帶來 (完成) 只

有神才能帶來(完成)的結果！ 
例如，有些人教導說，水的洗禮把神的恩典傾注到一個人身上，使他能夠透過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己的善行來

實現自己的救贖。而其他人教導說水的洗禮或甚至按手，都會帶來聖靈的洗禮 (再生)。 
 

 (2) 當聖靈的洗禮從水的洗禮分割出來。 
而當聖靈的洗禮從水的洗禮分割出來，便出現另一種不符合聖經的教義，就是聖靈的洗禮帶來與聖靈的重生不

同的結果！ 例如，有些人教導說，聖靈的洗禮在聖靈的重生一段時間後，才給予受了聖靈的洗的人特殊的力

量和屬靈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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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必須清楚地區分聖靈的洗禮 (它是一生中的一次的事件 ，使徒行傳 11:14-18) 和聖靈的充滿 (它是一個持
續或重複的事件，以弗所書: 518)。 
 

3. 聖靈的洗禮和水的洗禮的做法是沒有規定的。 
 

雖然希臘文「施洗」(希臘文：baptizó) 這詞在世俗使用中的意思可以是：沉浸、 部分蘸水、甚至洗掉，希臘文

「施洗」“baptizó” 這詞在聖經和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只用於儀式或象徵 (屬靈) 意義。1 
 

「施洗」這詞是用於： 
• 舊約中的洗禮儀式 (儀式洗滌) 
• 新約中聖靈的洗禮，它洗去所有的罪和使一個人披戴基督 
• 新約中的水禮，象徵受了聖靈的洗禮 
• 難以忍受的痛苦 (通過迫害) 

 

所有基督徒都應該對基督徒洗禮的聖經意義有同樣的信念。所有基督徒都必須教導新的基督徒有關洗禮的聖經

意義，而不是用他們自己對洗禮的傳統來教導。 
 

因為聖經中沒有教導或規定、命令或禁止用水施洗的實際方法或方式，所有基督徒都可以自由地選擇任何適合

他們的實用形式的水禮。但他們不能強迫其他基督徒施行任何特定的水禮方法，也不能論斷那些選擇了與自己

選擇不同形式的基督徒。 
 

雖然聖靈的洗禮是不可缺少的命令：「你們必須重生」(約翰福音 3: 7)，聖靈的洗禮卻不可能被人操縱。雖然

水的洗禮是一個命令：「你們要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馬
太福音 28:19)，但不能將某一種特定的洗禮形式強加在基督徒身上。所有基督徒都是在重生(救恩的開始)與得

榮耀(救恩的結束)之間不同成長階段的客旅。基督徒的責任是用水播種，而神的責任是賜予成長 (哥林多前書 3: 
5-9)。 
 

E. 水禮的實踐方法或方式 
 

1. 用水施洗是一個命令 (*馬太福音 28:19)。 
 

「施洗」 這詞是與大使命連在一起，使所有的民族成為基督的門徒。受水的施洗並不是基督徒的選擇，而是

基督的命令。凡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應該由另一位信徒奉父、子和聖靈的一個名字用水施洗。他們應該在作門徒

的背景下受洗，因此他們應該被教導 (而不是強迫) 服從耶穌基督的所有命令 (即聖經)。 
 

當保羅悔改歸信時，亞拿尼亞吩咐他。「只此一次的起來(命令，過去不定時時態，主動語態)！只此一次的求

告(命令，過去不定時時態，關身語態)他的名，只此一次的受洗(命令，過去不定時時態，關身語態)，只此一
次的洗去你的罪(命令，過去不定時時態，關身語態)」(使徒行傳 22:16)。  
 

然而，相信耶穌基督才是得救的先決條件，水的洗禮並不是得救的先決條件 (馬可福音 16:16)。雖然信心和聖

靈的洗禮是成為普世基督身體成員的先決條件 (哥林多前書 12:13)，但聖經從沒教導水禮是成為當地教會 (或某

一教派) 成員資格的先決條件。聖經絕對沒有教導有關特定教會派別的成員資格。不同的教派的分裂 (派別、黨

派) 其實是屬靈不成熟的明顯跡象 (哥林多前書 3: 1-4)！ 
 

2. 用水施洗是由另一位基督徒執行。 
 

當一個信徒想到他是如何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他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神早在他向神踏出任何一步之前就已

經向他踏出了第一步 (以弗所書 1: 4-5)。神使用另一個人與他分享福音。只有當人聽到福音，他才能轉向基督

和相信基督 (羅馬書 10:17)。  
 

當聖靈刺痛某人的內心時，他必會只此一次的改變他的想法 (悔改) (希臘文：metanoeó) (命令，過去不定時時

態)，必會只此一次的讓自己接受水的施洗 (希臘文：baptizó) (命令，過去不定時時態，被動語態) (* 使徒行傳 
2:37-39)。當一個人接受了道 (福音)，他便只此一次的受洗 (用水) (希臘文： baptizó)，從而只此一次的被添加

到現有的一群已經得救的人裏 (使徒行傳 2:41, 47)。他繼續將自己委身於使徒的教導 (聖經的信息)、團契 (與其

他基督徒)、擘餅 (愛筵，包括主餐) 和禱告 (使徒行傳 2:42)。  
 

新信徒並不給自己施洗，而是由另一位信徒施洗。這樣，他就表達了這樣一個事實：神已經踏出了第一步，慷

慨地將聖靈賜給他 (約翰福音 1:12-13)。請記住，受了聖靈的洗 (重生) 最常見的明顯跡象就是在普世教會 (地方

教會存在的開始)裏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有功能的和堅持不懈的信徒 (門徒)。 
  

3. 用水施洗是奉基督的名執行。 
 

                                                           
1 新約及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文大詞典（中文版）。麥啟新主編，麥惠惠、 麥啟新譯。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9。(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by Bauer, Arndt and Gingrich,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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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兩件事: 
  

 (1) 施行水禮的人(施洗者) 說出某些話。 
施洗者代表神給新信徒來自神的見證。施洗者「奉」三位一體的神的「名」 (希臘文：eis to onoma) (馬太福音 
28:19) 或 「奉」 (希臘文： en tóonomati) 耶穌基督的「名」(使徒行傳 10:48)給他施洗。他以基督命令的權威施

洗，從而宣佈那信徒藉著聖靈的洗，已經與擁有那名字的人建立了一個重要關係，即是與三位一體的神或耶穌

基督 (祂是三位一體的神的可見形象)建立了一個重要關係。  
 

 (2) 受施洗者也說出某些話。 
受施洗者也說出某些話。他向神和在場的人作見證。受施洗者 是「奉耶穌基督的名」 或承認他的名 (希臘文：

epi tóonomati) (* 使徒行傳 2:38) 或「求告他的名字」 (希臘文： epikalasamenos to onomati autou) (* 使徒事傳 
22:16)。這意味著：他承認他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 他承認基督的所有宣告 
• 他服從基督的教導 
• 他因而承認他對基督的倚靠 
• 並作出服從和事奉基督的承諾。 

或許他會向神發出一個禱告。或許他會要求會眾和他一起唱一首詩歌。或許他也會藉著向會眾分享個人見證，

講述他是如何走到接受水禮這一歩。 
 

4. 聖經沒有規定用水施洗的方法。 
 

聖經清楚地教導聖靈的洗禮的意義，其中受水施洗是它的可見標記和印證。但是，水禮應該在什麼時間施行和

其施行的方法，聖經中卻沒有教導或規定、命令或甚至禁止！這些都是在歷史背景中描述。會眾或老師應該清

楚地向新的信徒教導和解釋基督徒洗禮的意義，並區分聖靈的洗禮和水的洗禮。但是，他們不應規定一個特定

的水禮方法或將其強行在新的信徒身上。 
 

5.洗禮的意義並不教導或規定如何用水施洗。 
 

 (1) 馬可福音 10:38-39。 
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能喝嗎？我所受的洗，你們能受嗎 (希臘文：dunasthe ... to baptisma ho egó 
baptizomai baptisthénai)？」「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們也要受。」 
 

耶穌和祂的門徒的洗禮並不是指他們受聖靈的洗禮或他們受水的洗禮，而是指他們被困難和苦難壓得喘不過氣
來。然而，耶穌和祂的門徒並沒有沉浸在這些困難和苦難中，而是被他們身上的困難和苦難壓得喘不過氣來 

(參見提摩太前書 3:12)。  
 

 (2) *哥林多前書 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希臘文：pantes eis hen sóma 
ebaptisthémen)，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受聖靈的洗的意思是：要飲於同一的靈或受感於同一的靈。但這並不意味著水禮的方法應是喝一些東西。 
 

 (3) *加拉太書 3:26-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 (希臘文：eis Christon ebaptisthéte)，都是披戴基督了。」  
 

受聖靈的洗的意思是：披戴基督。但這並不意味著水禮的方法應是穿上洗禮長袍。穿上洗禮長袍並不被禁止，

但肯定不是所教導的、命令的或規定的！ 
 

 (4) *歌羅西書 2:11-12。  
「你們在他裏面，也受了. . . 肉體情慾的割禮。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 (希臘文：suntafentes autó en tó 
baptismó)，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 . .」。  
 

受聖靈的洗意味著：受屬靈的割禮。但這並不意味著水禮的方法應是對一個人進行身體割禮。 
 

(5) *羅馬書 6: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希臘文：Hosoi ebaptisthémen eis Christon 
Iésoun, eis ton thanaton autou abaptisthémen) 
 

受聖靈的洗意味著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但這並不意味著水禮的方法應是把一個人釘在十字架上。 
 

 (6) *羅馬書 6: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希臘文：ei gar sumfotoi gegonamen tó 
homoiómati tou thanatou autou, alla tés anastaseós esome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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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聖靈的洗意味著：與像基督的死亡一起成長 (好像植物)。但這並不意味著水禮的方法應是以字面上所表達的

植物的死亡。 
 

 (7) *羅馬書 6:4。  
「所以我們藉着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希臘文： sunetafémen oun autó dia tou baptismatos eis ton 
thanaton)，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  
 

受聖靈的洗的意思是：死去，並與基督同埋葬和同復活。但在這種情況下，這也並不意味著水禮的方法應是把
一個人埋在一包土壤下面或把他浸入水中。  
 

結論。聖經沒有教導、命令或規定用水施洗的方法！ 
 

6. 聖經中用水施洗與神舊約子民的象徵性的洗禮有關。 
 

 (1) *彼得前書 3:20-21。  
發生了什麼事？洪水的水摧毀了當時的罪惡世界，但也拯救了挪亞和他的一家。因此，水同時是毀滅的象徵和

救恩的象徵 (參見信徒的死和復活)！洪水的水洗去了世界上所有的罪惡，包括它的罪疚感和腐敗 (參見創世記 
6: 5-7)，但洪水同時也拯救了八個人 (參考希伯來書 11:7)。洪水的水甚至沒有觸及挪亞或他的家人，但他們還

是被同樣的洪水從滅亡中拯救出來。他們象徵性的洗禮不是通過浸入水中，而是通過漂浮在洪水的水面上，而

同時間雨水從上面的天空被傾倒在他們身上 (創世記 7: 11-12)。 
 

那是什麼意思？舊約中的洪水成為新約中洗禮的象徵 (字面上：相對預表或配對物) (第 21 節)。洪水是預表或

徵像，而基督徒洗禮是相對預表或對比徵象 (即是代表那預表或徵象的對比現實)。聖靈的洗禮使信徒與基督的

死和復活結合起來，並將他們從罪的污垢、權勢和後果中拯救出來。水的洗禮象徵著聖靈的洗禮，不僅象徵著

舊人的毀滅和新人的救恩，也是象徵信徒向神提出得到一個善良的良心的 「要求」 (禱告) (希臘文：ep-
erótéma)。又或者它是信徒作出的 「承諾或誓言 (見證)」，發自他善良的良心。 
 

 (2) *哥林多前書 10:1-2。 
發生了什麼事？神的舊約子民都在雲下，但水並沒有從雲中掉到他們身上。他們都穿過紅海，但水就像高牆一

樣站在兩邊，沒有碰撞到他們，以色列人則在乾燥的地面上穿過大海 (出埃及記 14:22)。雲中的水和海裏的水

從沒觸及以色列人。它掛在他們上面和翻過他們！他們的象徵性洗禮不是通過沉浸在雲裏或海裏，而是通過掛
在他們上面和翻過他們的水。因此，他們在雲裏和海裏受洗歸入摩西 (第 2 節)。 
 

那是什麼意思？在這象徵性的水禮裏，水掛在他們的上面和翻過在他們上面，這是一個明顯的標記和印證，表

明以色列人已經被帶進與摩西的一個重要關係，從而使他們成為摩西的律法和摩西的群體的參與者，這也被稱

為「教會」(希臘文： ekklésia) (士師記 20:2；詩篇 107:32)。可將此與馬太福音 28:19 中的 「奉三位一體的神的

名施洗」 相比較，當中基督徒與父神、神的兒子和聖靈及祂的新約群體 (希臘文：ekklésia) 被帶進一個重要的

關係。(哥林多前書 12:13)。 
 

7. 聖經中水的施洗與舊約的潔淨儀式有關。 
 

舊約的潔淨儀式或洗濯被稱為「洗禮儀式」 或「儀式洗濯」 (希臘文：baptismoi) (希伯來書 6: 2；希伯來書 
9:10)。這些看得見的潔淨儀式象徵事物和人的潔淨，並指向潔淨罪的要求 (不僅是污染，還有懲罰)。 
 

施洗約翰和耶穌及祂的門徒用水施洗 (希臘文：baptizó)，這與舊約的這些潔淨儀式 (希臘文: katharismos) (約翰

福音 3: 22-26)有關。兩者都象徵著「罪的潔淨」：罪的赦免 (使徒行傳 2:38) 或罪的洗淨 (使徒行傳 22:16)。 
 

 (1) *利未記 4:1 – 5:13。 
舊約的儀式或禮儀律法的一部分是為贖罪而帶來的贖罪祭。罪被象徵性地清洗，這是透過在幔子前彈(希臘

文：prosranó)贖罪祭的血七次、在香壇的角上抹一些血、及把剩下的血倒在(希臘文：ekcheó)祭壇的底部。 
  

 (2) *利未記 14:1-9。  
在舊約的禮儀律法中，潔淨或洗淨一種傳染性皮膚病的儀式是灑上與血混合的水 (希臘文：perirainó)，並通過

把水倒在上面來沖洗 (希臘文：luomai)。「洗澡」 這詞 (希臘文: luomai) 是指把水倒在自己身上來沖洗。在利

未記 14: 9 所記述舊約的儀式律法中的「用水洗身」(希臘文：louomai en hudati) 這些字與新約馬可福音 1:8 上

裏的「用水施洗」 (希臘文：baptizó en hudati) 這些字有相同的結構。這人站在水裏，施洗者把水倒在他身上來

沖洗 (希臘文: apolouomai) (使徒行傳 22:16) 他的疾病或罪惡的不潔淨。 
 

 (3) *利未記 15:11。  
在舊約律法中，若有人被一個儀式上不潔淨的人觸摸過，他要把水從上傾倒在他的手和身體上，來「沖洗/洗
淨他的手」 (希臘文： niptóhudati) 和 「用水浸洗/沖洗」 他的身體 (希臘文： luomai sóma hudati)。將這些詞與

以下的詞作比較：「傾倒水在手上」(希臘文：ep-cheóepi) (列王紀下 3:11) 及 「浸洗/沖洗」 身體後 (希臘文： 
louomai) 只需「沖洗」他的腳 (希臘文： podas niptó) (約翰福音 13:10)。 
 



 
© 2016 「空中門徒訓練」  訓練手冊 6  補充 4。 基督徒洗禮的實踐 頁 5 

根據利未記和申命記的記載，摩西律法中所要求的外在儀式潔淨是 「一個影子」(希伯來書 10:1)，它指向心靈

的內在屬靈潔淨的「實現」，這在詩篇和先知都有談論。 
 

 (4) 列王紀下 5:10,14。 
先知以利沙說乃曼必須在約旦河中沐浴自己、沖洗或洗淨 (希伯來文： rachats，希臘文：luomai) 七次。這就是

那指令。乃曼似乎卻做了別的事：他下去 (到河裏)約但河裏浸(下沉)了七次 (希伯來文： tibel，希臘文：

baptizó)。這就是那描述 (參見約書亞 3:15，他們的腳被水邊的水浸沒)。這是一個用於潔淨皮膚病的洗禮或潔

淨儀式,。這是一個身體潔淨。 
 

將此對比舊約子民承認自己的罪後接受施洗約翰在約旦河用水施洗，這洗禮意味著 「為赦免罪而悔改的洗

禮」 (馬可福音 1:4, 5, 8)。這水的洗禮是一種象徵性的屬靈潔淨，預備人迎接彌賽亞的來臨 (馬可福音 1: 1-3)。
彌賽亞會實際的用聖靈的洗禮來潔淨他們 (馬可福音 1: 8)。 
  

 (5) *詩篇 51:1,2,7。  
在舊約期間，潔淨罪的方法是用牛膝草清除 (灑) 和洗刷 (像衣服一樣)。大衛懇求神擦去 (塗抹、抹去、清除) 
(希伯來文： machah； 希臘文： exaleiphó) (第 1 節) 他的過犯，洗除 (希伯來文： kibbes； 希臘文： plunó) (第
2 節) 他所有的罪孽和將他的罪潔淨 (淨化) (希伯來文： tiher；希臘文： katharizó) (第 2 節)。他請求神用牛膝草

清除/淨化 (希伯來文：chitte <) 或灑 (希臘文： rantizó) 他和洗滌 (希伯來文： kibbes； 希臘文： plunó)他，使

他變得比雪更白 (第 7 節)。 
 

將這與那種灑(希臘文：rantizó)血在物品上的潔淨方法比較一下 (希伯來書 9:19-22)。也將這與那用清水灑(希臘

文： rantizó)在內心和沖洗 (一個清潔) 身體來獲得清潔良心的方法(希伯來書 10:22)相比較。  
 

 (6) *以西結書 36:25-27。  
在舊約期間，淨化罪的方法是灑 (希伯來文：zaraq； 希臘文：ranó) 清水在他們身上，給他們一個新的心，放

一個新的靈在他們裏面，讓祂的靈活在他們裏面。將此與新約中用水施洗的含義相比較 (使徒行傳 2: 38-39 和
使徒行傳 10:43-45)。  
 

 (7) *馬可福音 7:2-3 (希臘文文本)。  
儀式上潔淨手的方法是洗滌。法利賽人注意到耶穌的一些門徒用儀式上不潔或沒有洗過的手吃飯。猶太人除非

已洗手， 否則他們不會吃飯。洗滌(希臘文: niptó)手的儀式是將一個手的拳頭放在另一隻手的手掌裏轉動 (希臘

文： pugménnsántas cheiras)，同時將水從上面倒在 (希臘文：epicheó epi)手上 (* 列王紀下 3:11 )。  
 

 (8) *馬可福音 7:4 (希臘文文本) 。 
「當他們從市場來，他們若不儀式上洗手 (洗禮) (希臘文：baptizó)就不吃飯」。在新約中，手的儀式潔淨被稱

為 「洗禮」 (希臘文：baptizó)！而舊約中的潔淨儀式或儀式洗滌，在新約裏就被稱為 「洗禮儀式」 (希臘文：

baptismoi)。  

猶太人從市場回來後用水作的儀式 「洗禮」 (希臘文：baptizó) (洗手) (馬可福音 7:4 上) ，這被描述與杯、罐和

水壺的洗禮儀式 (希臘文：baptismoi) (馬可福音 7:4 下)相關聯。儀式「洗禮」或洗手的方法都記述在馬可福音 
7: 3 和列王紀下 3:11。 (中文和合本沒有「倒水在以利亞手上」的翻譯，像眾多英文譯本那樣，而是翻譯了

「服事以利亞」)  
 

 (9) *路加福音 11:38 (希臘文文本) 。  
「但法利賽人注意到耶穌在飯前沒有先洗 (施洗) (希臘文: baptizó)，感到驚訝。」  在新約中，手的儀式潔淨被

稱為 「洗禮」！因此，雖然馬太福音 15: 2 和馬可福音 7: 2-3 使用的詞是 「洗」 (希臘文: niptó)手，路加福音

使用的是把手 「施洗」 (希臘文: baptizó)。把手施洗 (洗手) 是用水從上倒在雙手，同時將一個拳頭放在另一隻

手的手掌裏轉動 (馬可福音 7:3)！ 
 

 (10) *路加福音 11:39 (希臘文文本) 。 
儀式潔淨物件的方法是用水只觸及物件的外部，而不是物件的內部。手的儀式潔淨 (字面上：施洗) (希臘文：

baptizٖó) (路加福音 11:38) 與杯或盤的儀式潔淨 (希臘文： katharizó) 被連繫在一起。在杯或盤的儀式潔淨上，只

有它們的外部接觸到水。因此，這種洗禮儀式並不是指將手、杯或盤浸入水中，而是用水從上面倒在手、杯或
盤上 (列王紀下 3:11 )。 
 

 (11) 約翰福音 3:3,5,7。 
耶穌教導說：「由聖靈從上面生」(或：重新)是一件神聖的必做的事 (命令)！這些都是指聖靈的洗禮。「人若

不是從水和 聖 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關鍵是：只有耶穌基督用聖靈施洗，基督徒必須用水施洗 (馬可

福音 1: 8;約翰福音 1:33)。被象徵的東西 (聖靈的洗禮、聖靈的潔淨工作) 必須伴隨著徵號 (水的洗禮)！這就是

為什麼耶穌基督也教導說：「奉父、子和聖靈的名用水施洗」 也是神聖的必做的事 (命令)：附從主要動詞 

「你必須使人作門徒」 (馬太福音 28:19 )！約翰福音 3: 5 指出水的洗禮是聖靈的無形洗禮 (再生) 的可見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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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約翰福音 3:22-26。  
水的洗禮被連接到猶太潔淨儀式或洗禮儀式。耶穌的門徒 (約翰福音 4: 1-2) 和施洗約翰用水給人們施洗。約翰

的門徒和一個猶太人就猶太潔淨禮儀發生了爭執。這禮儀被稱為改宗洗禮。當一個非猶太人想加入猶太教時，

他會沐浴 (通過往自己身上倒水)、接受割禮和承諾遵守法律 (參見希伯來書 6: 2)。爭論的起因可能是施洗約翰

的門徒認為他們的老師施洗約翰的洗禮，比猶太人的改宗洗禮和耶穌門徒所行的洗禮更有潔淨意義。因此，他

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更多的人去耶穌那裏接受洗禮。施洗約翰和耶穌所施行的水的洗禮 (希臘文: baptizó) (約
翰福音 3:23, 26) 在這裏連接到猶太人的潔淨禮儀 (希臘文: katharismos) (約翰福音 3:25)。  
 

 (13) *約翰福音 13:5,9-10。  
潔淨腳的禮儀方法是沖洗。在東方，人的做法是一個人在出去吃飯前，先把水倒在身上(希臘文：louomai)沐
浴。當他到達舉行晚宴的地方，他只需要洗掉 (希臘文：niptomai) 滿佈塵土的腳。約翰福音第 13 章記述 門徒

的腳懸在他們斜靠著的椅的邊緣上。耶穌把水從上面倒在他們腳上來洗他們的腳 (約翰福音 13:5)。耶穌在這裏

的話具有屬靈的意義：一個人只重生一次。此後，他需要的只是繼續成聖或潔淨罪 (約翰一書 1: 9)。一個新的

信徒在他悔改和重生後，只需要每天不斷地遠離罪惡。在接受了只此一次的水禮所象徵的只此一次的聖靈的洗

後，只需要的是持續的認罪 (約翰一書 1: 9)。 
 

 (14) 使徒行傳 22:16。  
舊約的禮儀潔淨儀式具洗刷或洗掉罪惡的意義，這成為了新約用水施洗的參考。「起來，你必須只此一次的接

受洗禮 (希臘文：baptizó) (命令，過去不定時時態，關身語態) 和 (或：就是) 你必須只此一次的洗掉或洗去 (希
臘文：apoluomai) (祈使，過去不定時時態，關身語態) 你的罪，奉他的名 (分詞，完成時態，關身語態)」 (使
徒行傳 22:16)。這是指保羅在大馬色直街猶大的房子接受水的洗禮 (在他受聖靈的洗和聖靈充滿及眼睛可以再

看到之後) (使徒行傳 9: 17-18)。  
 

 (15) 希伯來書 10:19-22 (希臘文文本) 。  
「讓我們以真誠的心和充足的信心與神靠近，因我們的心已被灑 (希臘文: rantizó) (完成時態，被動語態)，把我

們從罪疚的良知中潔淨出來，且我們的身體已被純淨的水清洗 (希臘文： luó) (完成時態，被動語態)」 (希伯來

書 10:22)。 
 

舊約的禮儀潔淨儀式預示新約的聖靈的洗禮和的水的洗禮。在新約中，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大祭司，祂透過自己

在十字架上的死 (祂自己的血) 潔淨我們和使我們成聖 (希伯來書 9:14)。我們的內心被灑 (希臘文：rantizó)，這

潔淨了我們，使我們從罪疚的良心潔淨出來 (希伯來書 10:22 上)；這是指我們內心的屬靈潔淨、我們的罪的洗

掉 (稱義)及受聖靈的洗(再生)  (參見以西結書 36:25-27；使徒行傳 2: 3-4 上)。身體的洗滌 (希臘文: louomai) (將
水從上面倒在身體上) (在我們靠近至聖所的神之前，把我們的污穢清洗乾淨) (利未記 16: 4) 是指我們在水的洗

禮的外在象徵性潔淨。水的洗禮是聖靈的洗禮的可見標記和印證。 
 

結論。人的禮儀洗禮是通過向他們灑水或是通過從上面將水倒在他們的手、腳或全身 (希伯來文：jatsaq al；希

臘文：ekcheóepi) (參見列王紀下 3:11)。器具的儀式洗禮也是藉著灑水在它們之上或洗滌他們，即是用水從上
面倒在這些用具上，當中只是外部被儀式地清洗，而不是裏面。在新約中，人的內在屬靈潔淨是很重要的 (路
加福音 11: 38-39)。 
 

8. 在新約中，水的洗禮是把水從上面倒在一個人身上。 
 

基督所設立的水的洗禮 (馬太福音 28:19 章) 是聖靈的洗禮的可見標記和印證 (使徒行傳 10: 44-47；使徒行傳 11: 
15-17)。  
 

而聖靈的洗禮在聖經中只以一種方式描述： 

• 聖靈從上面被傾倒出來在人身上(希臘文: ekcheó) (約耳書 2:28；* 使徒行傳 2:17, 33；使徒行傳 10:45) 
• 聖靈從上面下到或(從字面上)落在 (希臘文: epiptó)人身上 (使徒行傳 8:16; 10:44; * 使徒行傳 11: 15-16) 
• 包含聖靈在內的恩賜是從神那裏(上面)得到的(希臘文：lambanomai) (使徒行傳 2:38-39；使徒行傳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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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因為水的洗禮是聖靈的洗禮的可見標記和印證，水的洗禮的最佳表達 (象徵性的說明)是用水從上面傾倒

在新的信徒之上。這顯然是使徒保羅在新約中受洗的方法 (使徒行傳 22:16)！ 
 

9. 在河裏或屋內用水施洗。 
 

 (1) 施洗約翰在約旦河用水給人施洗。 
施洗約翰來到，並在 (地方：在，於，靠近)沙漠地區施洗。他在 (地方：在，於，靠近) 約旦河用水 (他施洗的

方法) 給人施洗 (* 馬可福音 1:4-5, 8)。在這兩種情況下，「在」 這詞並不是指沉浸在沙漠的沙子裏或約旦河的

水中，而是指施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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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沒有詳細描述用水施洗的方法。站在河岸上的人可能會踏入水中，這樣至少他們的腳被水覆蓋。當他們仍

然站在水中的時候，約翰用水從上面倒在他們身上來給他們施洗。 
 

耶穌也在約旦河受水施洗。在祂的洗禮後，他「從水裏一上來」 (* 馬可福音 1: 9-10)。這是表明了耶穌受洗的

地方，而不是指祂受洗的方法。祂沒有從水面以下上來，而是從河裏走到河岸上。祂沒有浸在水裏受施洗，就

如祂也沒有沉浸在聖靈裏一樣，但聖靈可見地從上面降臨在祂身上 (馬可福音 1:10)。  
 

 (2) 傳教士腓利在一個有水的地方用水給太監施洗。 
希臘原文指出有一個地方有一些水 (希臘文: epi ti hudór) (第 36 節)。就如上面所說，傳教士腓利和太監都從水

邊走到水中，然後用水給他施洗。這洗禮也不是通過沉浸的，因為這意味著腓利必須和太監一起下到水面以

下，在水面以下給他施洗，然後一起浸沉在水面以下！經文中這些詞不能這樣理解！他們沒有下到水面以下，

當腓利用水給太監施洗的時候，他們是站在水裏。他如何施洗 (通過灑水或通過倒水) 並沒有指定。在洗禮後，

他們二人都從水中走出到岸邊 (* 使徒行傳 8:38-39)。 
  

 (3) 使徒在耶路撒冷用水給大約三千人施洗。 
在短短一天內，約有三千名新信徒在耶路撒冷接受了水的洗禮 (* 使徒行傳 2:41)！但是，耶路撒冷有足夠的水

可以用沉浸方式來給他們所有的人施洗嗎？也許在畢士大或西羅亞的池子裏是可能的。然而，沒有一個跡象顯

示使徒偏離了舊約潔淨的標準做法，就是用水從上面將水灑在或倒在人身上！ 
 
 (4) 當保羅站在一所房子裏的時候，門徒亞拿尼亞用水給他施洗。 
使徒保羅的洗禮發生在一所房子裏。保羅當然不是在房子的某個角落受沉浸方式施洗，因為他是站立著的。水

是灑在或從上面倒在保羅身上。他的洗禮標誌著他所有的罪都被洗去了 (希臘文：apolouomai)，也就是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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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羅馬的壁畫上描繪了水的洗禮 (考古證據)。 
羅馬地下墓穴牆上的畫(公元 100 年至 200 年)顯示，兩名男子站在水中，其中一人從上面將水倒在另一個身

上。 
 

10. 關於用水施洗的方法之結論。 
 

在舊約中，神展示了洗掉罪惡的方式，就是一個人從上面灑水或倒水在另一個人身上。因此，基督徒也可以藉

著一個人從上面灑水或倒水在另一個人身上，來展示洗掉罪惡的象徵。 
 

在新約中，基督用聖靈給新的信徒施洗，將聖靈從上面傾倒(希臘文：ekcheó)在他們身上，或讓聖靈從上面落

在他們身上，或從天上將包含聖靈的恩賜賜給他們。他們是 「從神生」 (希臘文: ek theou) (約翰福音 1:13；
「從上面生 (更新)」 (希臘文：anóthen) (約翰福音 3:3,7)的 或 「從聖靈生」 (希臘文: ek pheumatos) (約翰福音 
3:5, 8)的。施洗約翰和亞拿尼亞及也許其他新約的基督徒，通過從上面倒水在新信徒身上，描繪了聖靈的象徵

性洗禮 (傾倒)！ 
 

基督徒應該教導新信徒，有關基督用聖靈施洗和基督徒用水施洗的意義。但是，由於聖經沒有教導或規定、命

令或禁止用任何特定方法或方式 (方法)來施洗，基督徒可以自由選擇用水施洗的方法，來展示他們已經接受了

聖靈的洗禮和他們的罪已經被洗去了。 
 

用水施洗的意義在聖經中有明確的教導，因此它是很重要的。不過，聖經沒有教導、規定、命令或禁止用水施

洗的任何特定方法，因此這不是必需的。 
• 好些新的基督徒選擇他們的施洗是用水從上面灑在他們身上 (參見 以西結 36:25；希伯來書 9:13, 21；10:22
上)(參見使徒行傳 2: 3)。 

• 其他新的基督徒選擇他們的施洗是用水從上面倒在他們身上 (參見馬可福音 1: 4-8；使徒行傳 22:16；希伯來

人 10:22 下)(參見使徒行傳 2:17, 33)。 
• 雖然經典希臘文中的 「施洗」 (希臘文: baptizó) 這詞的意思也可以是「浸 (下沉，沉浸)自己」來禮儀潔淨

大痲瘋 (列王紀下 5:14)，但這不意味著用水施洗新信徒的方法或方式便是透過浸入水中，因為新約希臘文

中的「施洗」 一詞總是在儀式或象徵意義上使用。2 聖經中沒有教導、規定或命令用浸在水裏來施洗新信

徒。甚至聖經中沒有描繪它！ 
 

不過，由於聖經中也沒有禁止沉浸的方法，基督徒可以選擇用沉浸的方式來接受施洗。一些新的基督徒選擇透

過浸入水中接受施洗，因為對他們來說，這種形式描繪了他們舊人的死亡和他們新人的復活。然而，雖然 

「沉浸」的洗禮強調發生在人(受施洗者)身上的事 (他象徵性地死去，並與基督一起復活)，但「傾倒」 和 「倒

下」 的洗禮則強調神所作的 (神，就是聖靈，從上面的神湧向信徒，並充滿信徒！) 
                                                           
2 新約及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文大詞典（中文版）。麥啟新主編，麥惠惠、 麥啟新譯。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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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第 6 章並沒有教導用水施洗的方法，而是教導聖靈的洗的意義！保羅在羅馬書第 6 章中根本沒有

討論沉浸洗禮的概念。 
 

一種可能是指示新信徒聖靈的洗禮和水的洗禮的意義，然後讓他選擇那個用水施洗的可見形式對他來說是最有
意義。 
 

基督徒不應該也不能為基督徒的洗禮爭吵，而應該保持聖靈的合一，其中包括相信 「一個洗禮」(以弗所書 4: 
3-6)。 
 

F. 早期基督徒洗禮的圖片 
與早期基督徒有關的古代墓穴和廢墟中常常包含著藝術。主題包括施洗約翰在洗禮中將水倒在耶穌身上。根據

一份古代符號指南，「約翰經常被描繪在耶穌的洗禮上，用扇貝殼將水倒在耶穌身上。那貝殼已成為洗禮的一

個普遍象徵。」如果洗禮發生在河裏，受洗者總是站在水中，而水從杯子或貝殼倒在他的頭上。  
 
許多最早期的基督教藝術品：古代教堂的馬賽克瓷磚、墓穴中的繪畫、普通家居用品如杯和匙等的設計、大理

石上的雕刻，總是描繪著用杯或殼從上面倒水在受洗者身上。早期墓地的洗禮堂是浸泡洗禮的明顯見證。 

 

 

 

 

 

 
 

地下墓穴和教會 

的洗禮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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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誰可用水施洗 

 

基督徒不可超越聖經所說的 (哥林多前書 4: 6)。 
 

1. 聖經的預言 (馬可福音 1: 8)。 
 

施洗約翰預言耶穌基督要用聖靈給人施洗 (參見使徒行傳 11:16)。聖靈的洗的基礎從來都不是人自己的東西，

而總是來自神的主權和不配得的恩典。受聖靈的洗意味著神藉著祂的靈主動拯救一個人。這意味著這個人已經

真正得救了。 
 

因此，一個新信徒永不會用水給自己施洗，而是由另一位信徒給他施洗！另一位信徒用水施洗意味著聖靈的洗

禮是神的主權恩典的行為！ 
 

2. 聖經的歷史 (* 約翰福音 3:22, 26；約翰福音 4: 1-2)。 
 

施洗約翰用水給人在約旦河施洗。耶穌藉著祂的門徒在猶太鄉村的某個地方給人施洗。耶穌自己並沒有用水給

人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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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沒有講述是誰在基督徒群體 (教會) 的第一天給大約三千名新信徒施洗。聖經也沒有提到他們受洗的地方或

他們受洗的方法 (使徒行傳 2: 38-41)。如果水的洗禮的方法真的那麼重要，路加就不會忽略記錄它！當門徒的

數量增加到大約五千人的時候，水的洗禮就不再被提及了 (使徒行傳第 4 章)，儘管它一定已經發生了 (馬太福

音 28:19 章)！此外，當門徒的數量迅速增加及大量的祭司以信心服從時，水的洗禮就根本沒有提到 (使徒行傳 
6: 7)。 
 

當福音傳教士 (和前執事) 腓利向撒瑪利亞人傳揚福音及他們成為信徒時，當中也沒有說明是誰用水給他們施

洗，以及在那裏或如何施洗 (使徒行傳 8: 12-13)。後來腓利在一個有水的地方用水給埃塞俄比亞的太監施洗 (使
徒行傳 8: 36-39)。 
 

亞拿尼亞是大馬色的一個普通門徒。他可能在猶大家用水給掃羅 (後來的使徒保羅) 施洗 (使徒行傳 9: 10-11；
使徒行傳 22:12-16)。保羅受水的洗禮甚至沒有在使徒行傳 26:19-23 中提到！ 
 

當非猶太人 (外邦人) 哥尼流和他的家人和朋友聽到福音後，並在他的房子裏接受聖靈的洗禮，使徒彼得命令他

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水的施洗。但這裏也沒有提及誰給他們施洗，以及在那裏或如何被施洗 (使徒行傳 10:47-
48)。 
 

我們知道女商人 呂底亞 和她的家人都是受水的施洗。但我們不知道誰給他們施洗，以及在那裏或如何被施洗 
(使徒行傳 16:13-15)。 
 

腓立比的獄卒在他和他的家人信了之後，他們一起受水的施洗。但沒有說是誰給他們施洗，以及在那裏或如何

施洗。他們可能是在他家門外受施洗 (使徒行傳 16: 31-34)。  
 

當保羅在哥林多創立教會時，他只給兩個人和一個家庭施洗。基督沒有派他去用水施洗，而是傳揚福音 (*哥林

多前書 1:13-17)。 
 

聚集在提多猶士都家裏的人成為信徒時，他們就受了水的施洗。但在這裏，我們也沒有被告知誰給他們施洗，

以及在那裏或如何施洗 (使徒行傳 18:7-8)。  
 

一位來自亞歷山大的猶太人阿波羅，只熟悉施洗約翰的水的洗禮。百基拉 和 亞居拉 向他更清楚地解釋神的

道。當他得到這指示時，他可能已被聖靈重生了。然而，他沒有被要求再次受水的施洗 (即基督徒的水的洗禮) 
(使徒行傳 18: 24-26)。  
 

使徒保羅遇見了施洗約翰的十二個門徒，他們也是只熟悉約翰的水禮。這是為罪得赦免的悔改洗禮 (馬可福音 
1: 4；使徒行傳 19:4)。他們不知道聖靈的存在，亦未重生 (未受聖靈的洗)。保羅指示他們有關福音和聖靈後，

他們就受了聖靈的洗 (他們重生了)。他們受了第二次用水施洗，但這次是奉耶穌基督的名。在這裏，我們也不

知道是誰給他們施洗，以及在那裏或如何施洗 (使徒行傳 19:1-7)。 
 

3. 聖經的命令 (* 馬太福音 28:19)。 
 

耶穌吩咐自己的門徒去使萬民作門徒，用水給他們施洗，並教導他們遵守祂的一切誡命。他們服從了。他們又

指示自己的門徒去使萬國民作門徒，給他們施洗及教導他們遵守耶穌的一切誡命。因此，耶穌基督的所有門徒

都被命令用水給新的門徒施洗。在某些教會的傳統中，只有被任命的主教或牧師才被允許用水施洗！但聖經沒

有規範基督徒洗禮的執行只限於某些教會職位。 
 

在公元一世紀期間，早期教會並沒有關於基督徒水禮的固定教義。人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或奉父、子和聖靈的名

接受水的洗禮。他們的水禮意味著他們的罪得了赦免，並受了聖靈的洗 (聖靈的接待)。 
 

4. 婦女可執行施洗嗎？ 
 

在馬太福音 28:19 中，耶穌對所有被使徒作成門徒的人給予大使命，當中包括男人和女人，他們要去使萬民作

門徒，給他們施洗及教導他們遵守耶穌的一切誡命。 
 

然而，根據以下的事實，一些教會選擇不允許婦女為其他人施洗： 
• 聖經中沒有一個歷史案例是一個女人用水給另一個人施洗。 
• 水的洗禮被認為是教會的正式或公開聚會之一。聖經教導婦女不應在教會的任何正式或公開聚會中作帶領

性角色 (哥林多前書 14:33-28???；提摩太前書 2: 11-15；提摩太後書 3:2, 4-5)。 
• 水的洗禮是許多基督徒的一個敏感問題。水禮的方法不應該帶給較弱的弟兄姊妹任何的冒犯 (羅馬書 14:1 
至 15: 7)。 
 

 聖經沒有進一步教導、命令或禁止誰可以施洗。 
 

H. 教會傳統的洗禮和嬰孩洗禮 
 

閱讀馬可福音 7: 1-13 中耶穌基督對宗教傳統 (教會和神學傳統)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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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二世紀教會的傳統。 
 

公元二世紀期間，在東方神秘宗教的影響之下，水的洗禮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人開始相信在水的洗禮的施

行、水的本身和洗禮時所說的話之間存在著一種神奇的關係。  
 

然而，聖經教導說，水的洗禮就像身體的割禮一樣，是因信稱義的標記和印證 (羅馬書 4:11；歌羅西書 2: 11-

12)。 
 

2. 公元三世紀教會的傳統。 
 

在西元三世紀期間，基督徒水禮成為一種具有神奇特色的外在宗教儀式，且也獲得了固定的形式。候選人在他

受水施洗之前，他會承諾摒棄魔鬼和世界 (拉丁文：abretonditio)，並承認他的信心 (拉丁文：redditio 
symboli)。然後，他奉父、子和聖靈的名三次的浸入流動的水 (河流)受施洗。這沖走了世界的污穢，並赦免了

他的罪惡。在他的洗禮之後，他會藉著被按手接受 (象徵性地) 聖靈或屬靈的更新。 
 

從迦太基主教居普良(公元 245-258 年) 那時開始，按手的做法成為了主教的專屬權利。這一專屬權利使主教成

為世界上所有新信徒的屬靈父親，並且所有基督徒都在主教的權力之下！  
 

然而，聖經教導說，沒有人比神更配做所有新信徒的屬靈之父 (馬太福音 23:9;約翰福音 1: 12-13；以弗所書 
3:14)。  
 

在水的洗禮的儀式中，各式各樣的象徵性行動發生：驅除惡魔；吹氣在新信徒的臉上；做十字架的標誌；以及

給他起一個新名字。新信徒得到了牛奶與蜜混合飲用作為他新生活的食物；新的白色衣服被披在他身上；他被

領進會眾中及他們為他禱告；他得到了弟兄般的親咀；最後，他接受了他的第一次「聖餐」 (這是羅馬天主教

對主的晚餐的看法)。將這些與猶太改宗洗禮相比較。 
 

然而，聖經警告不要在聖經的教導上加添東西，因為它們很容易成為人的傳統，使神的話語無效 (啟示錄 22: 
18-19；馬可福音 7:1-13)。 
 

3. 嬰孩洗禮。 
 

 (1) 聖經中的嬰孩割禮和洗禮。 
在舊約的啟示中，神命令亞伯拉罕在男嬰八天大的時候進行身體割禮，作為神與祂子民立約的標記 (創世記 17: 
7-14)。在新約啟示中，信徒的兒女被給予聖靈恩賜的應許 (使徒行傳 2: 38-39)，而信徒的家庭 (希臘文: oikos) 
也被給予拯救的應許 (使徒行傳 11:14；使徒行傳 16:31)。耶穌基督的使徒也曾用水給新信徒的整個家庭 (包括

家人和僕人) (希臘文: oikos) 施洗 (使徒行傳 16:15；使徒行傳 16: 31-34；使徒行傳 18: 7-8；哥林多前書 1:16；
參考 16:15)。 
 

然而，這些家庭中是否有嬰孩，就不能得到證明或否定 (參見耶利米書 1: 5)。還有，當福音傳講給這些孩子

時，他們是否已到了可以理解福音的年齡，這也不能得到證明或否定(見使徒行傳 2: 39-41；使徒行傳 16:32；
提摩太後書 3:15)。 
 

 (2) 早期教會歷史上的嬰孩洗禮。 
新約時期後的教會歷史提到嬰孩洗禮的存在。殉道者游斯丁 (公元 10-165 年) 是使徒的門徒，他熟悉嬰孩洗禮

的做法 (第一護教辭，15)。在里昂的早期教父愛任紐 (公元 170-200 年) 和迦太基的特土良時期，一般都實行嬰

孩洗禮。迦太基的特土良 (公元 190-216 年) 熟悉嬰孩洗禮，但他抗拒這做法，因為他視水的洗禮為清除以前所

犯的所有罪行。因此，水的洗禮應盡可能被推遲到最後的時間！俄利根 (公元 185-254 年) 記述教會在使徒時代

對嬰孩進行洗禮。然而，他的知識來源無法核實。米蘭主教安布羅斯 (公元 374-397 年) 將他的洗禮推遲到他成

為主教前不久，因為他害怕失去神在洗禮中給予的恩典。 
 

在早期教會的洗禮過程中，都有目擊者在場。他們要為候選人的良好行為作證 (因此候選人不是未成年子女)。
後來，他們還可以作證說那位候選人確實接受了水的洗禮。 
 

早期教會並沒有教導神的恩典之約是嬰孩洗禮的基礎。相反的，嬰孩洗禮成為接受神恩典的渠道！孩子被認為

有罪和不潔淨，無權接受水的洗禮。孩子沒有個人的信心，不能對相信作出任何承認。因此，父母的信心、證

人的信心 (後來被稱為 「教父」和「教母」) 和教會的信心取代了孩子的信心。由證人代表的教會帶著孩子接

受水的洗禮，代替孩子相信和承認信心。這些證人承諾以後在基督教信仰中教導孩子。 
  

然而，這種做法不可能源於聖經！ 
 

 (3) 嬰孩洗禮和奥古斯丁 (公元 354-430)。 
他推遲水的洗禮。他對水的洗禮的教義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他教導說：最初奥古斯丁像教會一樣的相信，在水

的洗禮之前的生活犯下的罪惡是會被赦免。但後來他不把水的洗禮與以前犯下的實際罪惡聯繫在一起，而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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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聯繫在一起。(嬰孩) 水禮帶走了罪疚感，但罪所遺傳的污點或污染(罪惡的慾望)只會逐漸減少及最終在死

亡時停止。 
 

奥古斯丁相信水的洗禮有不可磨滅的特性： 
• 接受教會水禮的人在權利上屬於教會 
• 教會有權行使武力，將誤入歧途的受洗者帶回教會！ 
• 在 (羅馬天主教) 教會以外用水洗禮沒有得救果效 
• 水的洗禮是得救的客觀要求，信心是得救的唯一主觀要求。 
• 個人信心可能是水的洗禮之前或之後的現實。 
• 嬰孩水禮只有在受洗者後來悔改和親自相信才有作用。當這情況發生，這人便沒有必要第二次受水施洗

了。 
奥古斯丁的教導在這裏結束。 
  

然而，聖經教導一個人透過聖靈的洗進入基督的身體，而不是進入羅馬天主教會或任何其他教派 (哥林多前書 
12:12-13)。因此，基督徒只屬於耶穌基督 (以弗所書 1: 13-14)！一個教會或其領袖被不能轄制所託付給他們的

人 (彼得前書 5: 3)！聖經也沒有教導用水的洗禮是得救的要求 (馬可福音 16:16)！  
 

 (4) 美茵茲會議之後的嬰孩洗禮 (公元 813 年)。 
會議決定父母不可再帶他們的孩子接受水的洗禮，因為他們要對懷有孩子和孩子在他們的罪中出生負上責任！

只有見證人 (教父和教母) 才能帶孩子去受水的洗禮。此後，教會透過教父教母對孩子進行的屬靈教育，就與父

母的普通教育完全分開。 
 

然而，聖經命令所有父母都將神的話記在心上，將神的話印(刻)在孩子的心中，在家裏隨時談論神的話，以及

讓神的話主宰他們的生活和家園 (申命記 6: 4-8)。聖經命令所有父親在神的訓練和教導中撫養他們的孩子 (以弗

所書 6: 4)。聖經勸勉人從嬰孩期開始，便繼續行出在父母、聖經和老師那裏學到並相信的東西 (提摩太後書 1: 
5； 3: 14-17)。 
 

 (5) 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嬰孩洗禮 (第 6 – 1 6 世紀
 )。 

在中世紀的大學裏 (從公元 590 年的大貴格利到公元 1517 年的宗教改革)，亞里斯多德的世俗哲學與羅馬天主

教會的神學結合在一起。救恩對信心和悔改的主觀要求轉移到教會洗禮儀式的背景和客觀要求上，這些被認為

足以令人得救。羅馬天主教會教導說，(嬰孩)洗禮現在會把神的超自然恩典傾注到孩子身上，從而賦予他：正

義和再生、受洗前所有原罪和犯下的所有罪得到赦免、所有暫時的和永恆的懲罰之減免、及被給予所有超自然

的美德如信心、盼望、愛和聖潔。(嬰孩) 洗禮成為一個人進入羅馬天主教會的門，從而獲得永生。因此，羅馬

天主教會的 (嬰孩)洗禮對於得救是絕對必要的。湯瑪斯阿奎那 (1227-1274) 教導說，無論一個孩子缺乏什麼，

他都會通過羅馬天主教會的信心得到。 
 

然而，只有耶穌基督，而不是教會，才是救恩和所有其他恩典的中保 (約翰福音 14: 6；使徒行傳 4:12；以弗所

書 1: 3)！ 
 

 (6) 宗教改革 (16 世紀) 之後的嬰孩洗禮(第 1 6 世紀
 )。 

宗教改革教會 (16-17 世紀) 拒絕了通過羅馬天主教會的外在洗禮儀式來注入恩典的教義。他們教導說，神給予

祂的恩典是基於祂的主權旨意，而不是基於人的工作或宗教管理 (以弗所書 2: 8-9；提多書 3: 4-8)。 
 

宗教改革教會也拒絕了恩典可能再次失去的教義，因為神肯定會榮耀那些透過祂恩典因信稱義的人 (羅馬書 
3:24；羅馬書 8: 28-30；腓立比書 1: 6)。 
 

宗教改革教會之所以作出了拒絕，是因為這樣的水禮教義已經完全脫離了聖經！基督徒不能越過聖經的教導

(約翰福音 17:17；哥林多前書 4: 6；提摩太後書 3: 16-17)！  
 

I. 水禮的時間 
 

聖經提及人在聽到福音並相信耶穌基督之後受水的施洗 (使徒行傳 2:37-39)。 
 

不過，聖經也講述包括僕人在內的全家是如何聽到福音、相信和接受水的洗禮 (使徒行傳 16:14-15, 30-34；哥

林多前書 1:16)。有些基督徒認為這些家庭內一定有嬰孩，因此他們是在擁有任何個人信心之前就接受了施

洗。 
 

1. 水的洗禮的時間取決於基督徒如何看「歸信」一詞。 
 

好些基督徒在這些新信徒受水施洗之前，為他們設定了某些先決條件。他們認為「歸信」 一詞的意思是「生

命有了明顯的改變」。只有在新信徒在某些先前假設的觀點中改變了自己的生命後，他才可以接受水的施洗。

如果他在這些領域沒有改變他的生命，他就不能接受水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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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基督徒指出，在聖經歷史中新信徒在接受聖靈的洗禮 (使徒行傳 10:47-48) 或悔改相信後，立即接受了水的

洗禮 (使徒行傳 2:38)。他們受水的施洗，是耶穌基督為他們所做的一切的明顯標記和印證，而不是他們首先為

耶穌基督做的什麼！耶穌基督用祂的靈給他們施洗 (也就是說， 使他們重生)。祂使他們聽到真理，因而改變了

他們的思想和信念。「悔改」 這個詞 (希臘文：metanoia) 的意思是「改變你的想法」，有關誰是神或誰是耶穌

基督，以及有關祂為你所做的一切！因此，當一個人承認他相信耶穌基督時，他便可接受水的施洗。 
 

在聖經的歷史中，悔改和信心直接跟隨著福音的聽見 (羅馬書 10:17；使徒行傳 2: 37-38)。耶穌說：「日期滿

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改變你對真理的看法)，信福音！」 (馬可福音 1:15)。門徒改變了他們對耶穌是

誰的想法，開始跟隨祂 (馬可福音 1:18)，儘管他們仍然要學習馬可福音中所寫的一切，儘管他們的信念和行為

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變的地方。 
 

彼得在使徒行傳第 2 章宣揚福音，百姓就覺得札心。這是神在他們心中動工的明顯事實，他們問使徒：「我們

當怎樣行？」彼得就宣告：「你們各人要悔改(只此一次的改變你們的心意)，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

罪得赦」(使徒行傳 2:38)。大約三千人改變了他們對耶穌基督的看法，其明顯的證據就是他們接受了福音的信

息，並受了水的洗禮 (使徒行傳 2:37-41)。使徒沒有提出任何其他要求。因此，悔改或歸信的明顯證據就是聽

到、理解和接受福音的信息，即全心全意地相信耶穌基督，口裏承認祂 (路加福音 23:40-43；約翰福音 1:12；
羅馬書 10: 9-10)！ 
 

當一個人相信耶穌基督並接受水的洗禮後，他繼續悔改，也就是說，他繼續改變他對聖經真理的思考 (透過講

道、查經學習和門徒訓練)。他也會開始結出果子，與悔改的心相稱 (路加福音 3: 8)。 
 

在聖經中，水的洗禮永遠不會與成為某一教派的成員連繫！加入普世基督身體的唯一要求是受聖靈的洗 (再生) 
(約翰福音 3:7；哥林多前書 12:12-13)。基督身體的成員資格包括參與普世教會的活動和事工 (哥林多前書 12:1-
31)。水的洗禮是作為接受那看不見的聖靈的洗的可見標記和印證。 
 

我們應教導服從耶穌基督受水施洗的命令(馬太福音 28:19 )， 但絕不應將它強行或用作參與教會活動和事工的

先決條件。試想想，在某些國家，歸信者受水的洗禮之後可能就被處決！會眾不應將水的洗禮與某一特定教派

的成員資格連繫起來，因為它在水的洗禮與聖靈的洗禮之間造成了混淆。那些真正重生而成為基督身體成員的

信徒，不應被排除在當地會眾的積極成員之外，畢竟，它只是純粹一個人類和歷史的機構！ 
 

2. 水的洗禮時間取決於會眾如何看神與人的交往。 
 

那些強調神與祂聖約子民 (基督徒群體或教會) 的交往的基督徒，往往會用水給嬰孩施洗。而那些強調神與個別

信徒 (歸信者) 的交往的基督徒，往往只用水給 (成人) 信徒施洗。 
 

 (1) 神把每個人都當作一個群體的一部分來處理。 
神認為每個人都是一個自然家庭的一部分 (出埃及記 20: 5-6；使徒行傳 2:39；16:31；哥林多前書 7:13-14)、世

俗國家的一部分 (耶利米書 18: 6-10) 和整個人類的一部分 (使徒行傳 17:26；羅馬書 5:12, 18 上)。  
 

神看每一個信徒： 
• 為基徒教家庭的成員 (如適用) 
• 為當地會眾 (教會) 的成員 (以弗所書 2:19；哥林多前書 12:12-13) 
• 為神聖約子民的成員 (普世教會)(哥林多後書 6:16；彼得前書 2: 9-10) 
• 為地上神的國的成員 (馬可福音 10:13-16) 

 

每個信徒都已接受聖靈的洗，進入基督的合一身體 (哥林多前書 12:12-13)。因此，水的洗禮是不可分割地聯繫

到一個事實，那就是信徒是屬於普世的基督教會！  
 

 (2) 神也把每個人都當作一個個體來看待。 
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所做的一切受到審判，不論是義人 (信徒) 還是不義的人 (不信者) (以西結書 33:12-16；傳

道書 12:14；羅馬書 2: 6)。  
 

每個信徒都會因為自己的信心而得救，每個不信的人都會因為自己的不信而被審判 (約翰福音 3:16-18, 36；約

翰福音 9: 35-39)。  
 

每個信徒都應該受水的施洗，以此作為一個明顯的標記，表明他所有的罪都已被赦免及洗掉 (使徒行傳 
22:16)。因此，水的洗禮也與一個人因個人信心而稱義這一事實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3. 水的洗禮的時間取決於教會如何看待神的約。 
    

神立定祂的約如下：「我要作你們的神，你要作我的百姓」 (創世記 1: 7；出埃及記 6:7；利未記 26:12；哥林

多後書 6:16；彼得前書 2:9-10；啟示錄 21:3, 7)。那些強調神在舊約中的約的基督徒傾向給嬰孩施洗。那些強

調神在新約中的約的基督徒，傾向只施洗已相信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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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舊約中神的律法之約是那將要來的現實的影子，因而是暫時的。 
 

神的恩典之約是與亞伯拉罕立定：神應許成為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的神，而他們將是神的子民 (創世記 17: 
7)。這恩典之約在新約中延續，但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 (希伯來書 8:6-13)。 
 

多年後，神與摩西立了律法之約：它肯定了神與亞伯拉罕的恩典之約 (出埃及記 6: 2-8)，但在這恩典之約 (加拉

太書 3:15-19) 上加入了神的律法。神的恩典之約是永恆的約 (創世記 17: 7)，但神的律法之約是一個短暫的約 
(加拉太書 3: 23-25)。 
 

律法之約具有以下的特點：道德和禮儀律法清楚地寫在法版上，後來又寫在一本書裏。人只有通過先知的講說

才認識神。他們很少經歷罪的赦免， 因為他們繼續為贖自己的罪在儀式上獻上動物的祭品 (希伯來書 10: 1-
4)。他們行身體上的割禮，不再是恩典之約的標記 (創世記 17: 10-11)，而是服從律法的標記 (約翰福音 7:22；
加拉太書 5: 3-4)。  
 

但這些禮儀律法的規則 (包括身體割禮) 只是暫時有效的，直到基督第一次來臨，那時這些影子將成為現實 (歌
羅西書 2:17；希伯來書 7:12, 18-19；8:6, 13；9: 8-10；10: 1-4)！  
 

 (2) 新約中的神的約成就了舊約的律法，因而取消和廢除了律法。 
 

在耶穌基督的第一次來臨時，祂成全了律法和先知 (舊約的啟示) (馬太福音 5:17)，從而將所有禮儀律法的規條

(影子)取消 (歌羅西書 2:14) 和廢除 (以弗所書 2:14-15)，並變成現實 (希伯來書 8:13)。關於嬰孩和成人的身體割

禮的規條也被取消、廢除 (加拉太書 5:1-6；加拉太書 6:12-16)，且變成了內心的屬靈割禮 (羅馬書 2: 28-29；歌

羅西書 2:11)！ 
 

新約中神的約與舊約中神的約有以下分別：神的道德律法的規條現在寫在信徒的心裏，而不再外在的寫在一本

書裏。人在個人層面的認識神，不再是道聼塗説。他們體驗到他們的罪得赦免，不再做任何外在的贖罪儀式 
(希伯來書 8:6-13； 9: 8-10；10: 1-4)。他們真的透過聖靈的工作受了屬靈割禮 (再生) (羅馬書 2:28-29；歌羅西

書 2:11)。  
 

因此，關於未成年子女身體割禮的禮儀律法已經成全了、取消了、廢除了，並改變為信徒內心的屬靈割禮 (重

生)！ 
 

4. 水的洗禮的時間取決於會眾如何看待割禮和洗禮之間的關係。 
 

那些強調舊約的嬰孩身體割禮的基督徒，他們傾向給嬰孩施洗。那些強調新約的屬靈割禮的基督徒，他們傾向

給那些相信的人施洗。 
 

歌羅西書 2:11-13 說：「
11 
你們在他裏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 情慾 的割

禮。 
12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上帝的功用。 

13 
你們從前

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割禮」和「洗

禮」這兩個詞在這裏都是指聖靈的洗禮。 
 

問題是：「一個人什麼時候被基督行割禮？」 
 

 (1) 割禮是舊約中的約的標記。 
在舊約中，神與亞伯拉罕立了一個永恆的約：祂將會是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的神 (創世記 17:7)，他們將是神的

子民 (利未記 26:12)。亞伯拉罕在還沒有受割禮的時候，接受了身體割禮作為因信稱義的標記和印證 (羅馬書 
4:11-12)。 
 

但神並沒有把亞伯拉罕完全當作一個獨立個體來處理。神處理亞伯拉罕的整個家族或家庭 (希臘文：oikos)！每

個男性成員都必須接受割禮 (創世記第 17 章)。因此，在舊約的約中，身體割禮是這約的標記和印證。亞伯拉

罕對神和神的應許的個人信心 (創世記 15: 5-6) 是神將他的整個家庭和家族 (包括嬰兒) 歸入為祂的聖約子民的

原因 (參考哥林多前書 7:14)！  
 

 (2) 神在舊約和新約中的約。 
舊約中神的約指出永生神是他們的神，而他們是神的子民 (利未記 26:12)。這個約在新約中保持不變 (哥林多後

書 6:16；彼得前書 2: 9-10)。 
 

然而，舊的約和新的約有顯著的分別 (耶利米書 31:31-34；希伯來書 8: 6-13)。 
• 在舊的約中，那加添的法律 (加拉太書 3:17-19) 是外在的寫在一本書裏。在新的約中，律法是內在的寫在信

徒的心中 (耶利米書 31:33)。 
• 在舊的約中，神的知識只是心靈的知識，由先知教導百姓(參見以賽亞書 1: 3)。在新的約中，神的知識是個

人性的和親密的 (耶利米書 31:3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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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舊的約中，一個純潔的良心永不能從儀式上的行為而獲得 (希伯來書 9: 8-10, 10: 1-4)。在新的約中， 基督

徒真正體驗到罪的赦免 (耶利米書 31:34 下；希伯來書 9:14)。 
• 在舊的約中，割禮是一種外在的和身體上的事件。在新的約中，割禮是一種內在的和屬靈上的事件 (歌羅西

書 2: 11-13)。在舊的約中，身體割禮只是給男性的一種儀式行為，它指向男性和女性屬靈割禮 (再生) 的必

要性 (參見羅馬書 2: 28-29)。 
• 在舊的約中，真理只被描述為未來真理的影子 (歌羅西書 2:17)。在新的約中，真理已經成為了現實。舊的

約宣告了重生和稱義的必要性。新的約真的帶來了重生和稱義！新的約確實使人們脫離了他們的罪惡 (希伯

來書 9:15)。新的約包括重生 (聖靈的洗禮) (以西結書 36:25-28)、完全的稱義 (完全的寬恕) 和成聖 (潔淨，

洗去所有的罪)！新的約 (希伯來書 12:24) 是一個更美好的約 (希伯來書 7:22；8: 6)，因為它真的實現了舊的

約只象徵性地描繪的東西。 
 

 (3) 新約中的割禮和洗禮。 
在新約中，割禮和洗禮是有聯繫的。歌羅西書 2:11-13 指出當基督裏聖潔和忠心的弟兄 (歌羅西書 1:2) 在受聖

靈的洗中 (歌羅西書 2:12 上) (注: 不是在水的洗禮中!)與基督同埋葬時，他們便在基督裏受了割禮 (歌羅西書 
2:11) 。它還教導說，他們透過他們對神大能的信心，與基督一同復活 (歌羅西書 2:12 下)。 
 

但新約中的割禮已經不再是身體上的了。它是屬靈上的！ 
 

一方面，信徒的屬靈割禮意味著他們已經脫去他們那未再生的本性 (罪性或字面上：「肉體」) (歌羅西書 
2:11)。這意味著當他們受聖靈的洗時，他們未再生的本性死了及與基督同埋葬 (歌羅西書 2: 12 上； 參考羅馬

書 6:2)。 
 

另一方面，信徒的屬靈割禮意味著當他們相信基督時，他們的再生本性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了 (歌羅西書 2:12
下；參考羅馬書 6:3)。他們的心被「聖靈行了割禮」 (羅馬書第 2: 28-29)，即他們 「被聖靈重生了」 (參見約

翰福音 3: 3-8)。 
 

這兩個方面 (某事物死去和某事物被復活) 被聯繫到聖靈的洗禮和對神的大能的信心，這些都在水的洗禮上明顯

地表達出來 (歌羅西書 2:12 上)。 
 

 (4) 有些基督徒把舊約中嬰兒的身體割禮作為他們分歧的觀點。他們與基督同死 (在嬰孩洗禮時) 和他們與基督同 

復活 (在他們的認信時) 被分隔了許多年。他們的水禮作為他們那看不見的聖靈的洗禮的明顯的標記和印證， 

仍須等待將來發生。 

 
亞伯拉罕首先相信，因著他的信他被稱為義 (被拯救)，然後得到舊約的約的標記和印證：身體割禮 (羅馬書 
4:6-11)。他的孩子 (神子民的第二代) 首先接受了割禮 (第八天) (創世記 17: 7-14)，但過了頗長時間才認信 (希伯

來書 11: 20-21) 或根本不相信 (希伯來書 3:19)。 
 

那些強調嬰孩在舊約的約中受割禮這事實的基督徒結論說，嬰孩在新約的約中也應該接受水的洗禮。他們相信

歌羅西書 2:11 說的是一種屬靈割禮，這是在嬰孩藉著其父母的信心或教會的信心接受水的洗禮時發生。然

後，嬰孩未再生的本性就死了，與基督一同埋葬。嬰孩的可看見水禮於是至少成為他那看不見的未再生本性死

亡的標記和印證。因此，這些基督徒相信信徒的嬰孩若受水的施洗，他們便應該被視為重生 (歌羅西書 2:12
上)。 
 

他們相信在多年後，當這些嬰孩成為了青少年或年輕成年人時，並開始親自相信耶穌基督，他們便與基督一同

復活，過新的生活 (歌羅西書 2:12 下)。這些基督徒因此允許，從嬰孩與基督同死同埋葬 (在嬰孩時期受施洗)，
到這個少年或年輕成年人與基督一同復活的時間 (在耶穌基督裏認罪歸信) 之間，可有很長的時間 (歌羅西書 2: 
12 上)。這些基督徒認為他們與基督的同死跟他們與基督同復活分隔了許多年。  
 

他們也相信在嬰孩洗禮中，信心是絕對必要的，但這可以是父母、教教父母或教會的信心。但當受施洗的孩子

後來在青少年或年輕成年人階段親自歸信，並公開承認他的信心，他便為嬰孩時期的洗禮承擔了個人的責任。 
 

舊約中身體割禮的目的也是作為心靈的內在屬靈割禮 (重生) 的一個外在標記 (參見利未記 26:41；申命記 
10:16；耶利米書 4: 4；30:6；羅馬書 2: 28-29；腓立比書 3: 2-3)，即使這個屬靈現實要在那在嬰孩時期受割禮

的人的生命後期才發生！因此，嬰孩的身體割禮只是屬靈割禮或重生 (現實) 的一個標記 (影子)，這屬靈割禮是

在那在嬰兒時期受割禮的人的後期生命才發生。同樣，這些基督徒認為嬰孩的洗禮必須被看作是聖靈的洗禮 
(現實) 的標記 (影子)，這聖靈的洗禮是在那在嬰孩時期受水禮的人的生命後期才發生。 
 

這表示舊約中的身體割禮並不一定意味著重生。 
 

這些基督徒說被聖靈重生和信徒的信心之關係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奧秘 (約翰福音 3: 3-8)。重生可以是已經在嬰

孩身上發生 (耶利米書 1: 5)，但也可以是在生命的後期發生。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基督徒堅持認為，嬰孩洗禮已

經取代了舊約中的嬰兒割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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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信徒的嬰孩還未親自相信耶穌基督，但他們仍然屬於神新約的約的子民或基督教會。信主父母的兒女是 
「聖潔」的，即是為神分別出來 (哥林多前書 7:14)。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基督徒堅持認為，信徒的嬰孩應該接受

水的洗禮，以作為新約的約之標記。這些基督徒強調的不僅是他們所謂的重生在嬰孩洗禮中發生，還有的是他

們後來對耶穌基督的個人信心也是神所賜一份不配得的禮物 (參見使徒行傳 13:48；16:14；18:27；以弗所書 2: 
8-9；腓立比書 1:29；2:12-13；彼得後書 1: 1；提摩太後書 3:15；彼得後書 1: 1)。 
 

 (5) 其他基督徒把新約中信徒的屬靈割禮作為他們分歧的觀點。他們是同時與基督同死和同復活，就是當 

他們受聖靈的洗或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他們的水禮就是一個可見的標記和印證，表明他們已經受了看不見

的聖靈的洗禮。 
 

新約中的屬靈割禮很明顯是指屬靈重生。有些基督徒強調新約中的人對耶穌基督有了個人的信心時，他們便受

屬靈的割禮。所以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在他們對耶穌基督有了個人信心之後，他們才應該受水的施洗。 
 

這些人是死在他們的罪和未受的割禮罪性裏 (歌羅西書 2:13)。但是，當他們對耶穌基督有個人的信心時，他們

所有的罪都得到了真正的赦免 (歌羅西書 2:14)，他們真的脫離了所有邪惡的權勢 (歌羅西書 2:15)！然而，要活

出這真理的事實，仍需要一些時間。 
 

他們也相信歌羅西書 2:11 說的是當他們受聖靈的洗時，屬靈的割禮便發生，這是基於他們的個人信心。然

後，他們未再生的本性就死了，與基督一同埋葬。那麼，水的洗禮是他們那看不見的聖靈的洗禮的明顯標記和
印證，這是在此之前已經發生了。這些基督徒認為，只有那些個人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才應該被視為重生的基

督徒 (歌羅西書 2:12 上)。 
 

他們指出人在受聖靈的洗 (重生)那一刻，也就是當他們開始個人相信的時候，他們便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和同

復活。這事件的明顯標記就是水的洗禮。這些基督徒相信，脫去他們未更生的本性(他們的罪性或字面上：肉

體) (與基督的死和埋葬有關，發生在他們接受聖靈的洗禮時) (歌羅西書 2: 12 上) 發生在他們接受他們更新的本

性的同一時間(與基督的復活有關，發生在他們相信耶穌基督時) (歌羅西書 2:12 下)。這些基督徒不認為他們與

基督同死和同復活是分隔多年的事，而是在同一時間發生的，也就是當他們個人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 
 

他們也相信受水施洗的過程中，信心是絕對必要的，但那必須是他們自己的個人信心。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的信

心後，就受水的施洗了。 
 

舊約聖約中的身體割禮和新約聖約中的屬靈割禮有明顯的區別。在新約期間，人的割禮當然不是嬰孩的身體割

禮，而是當他們相信耶穌基督時透過聖靈對心靈的所行的屬靈割禮 (羅馬書 2: 28-29)！它包括脫去或切除舊的

未再生本性 (字面上: 肉體) (歌羅西書 2:11；羅馬書 6: 6-7) 和接受新的再生本性和內住的聖靈 (羅馬書 2: 28-
29)。 
 

這意味著新約中的屬靈割禮總是指再生！ 
 

這些基督徒強調重生 (受聖靈的洗) 和信心之間的密切關係。雖然藉著聖靈重生的時間和方式對基督徒來說仍

然是難以理解的 (一個奧秘) (約翰福音 3: 8)，但聖經中的重生 (受聖靈的洗) 通常與一個人個人相信耶穌基督那

一刻聯繫在一起 (約翰福音 1: 12-13；7:37-39；使徒行傳 11: 14-18；使徒行傳 15: 7-11；以弗所書 1:13-14；帖

撒羅尼迦後書 2:13-14；提多書 1: 1；3: 3-7)。 因此，這些基督徒堅持認為，新約中的水的洗禮不僅僅取代舊

約中的身體割禮。 
 

因為嬰孩還沒有個人相信耶穌基督，因此沒有提供他們重生的證據 (受聖靈的洗)，他們不應該接受水的洗禮。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基督徒堅持只有當人親自相信耶穌基督，因而證明他們的重生和被稱義時，他們才應該受水

的施洗。這些基督徒也相信，信心 (以弗所書 2: 8-9) 和重生 (約翰福音 1:12-13) 都是神的恩典禮物。 
 

5. 第一代信徒受水的洗禮的時間是基於新約的宣教環境。 
 

第一代信徒是在新約時期的宣教環境中受了水的洗禮。所有這些新信徒，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背景，都是

來自非基督徒背景。 
 

世界上所有基督徒都同意， 第一代信徒只有在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才應該受水的施洗。 
 

 (1) 給個人施洗。  
福音被傳揚給個人 (猶太人、撒瑪利亞人和外邦人)。當他們相信，他們就受了水的洗禮 (約翰福音 4: 1；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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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給整個家庭施洗。  
福音被傳揚給整個家庭和他們的眷屬。當他們相信，他們就受了水的施洗 (使徒行傳 16:14-15, 30-34；18:7-8；
哥林多前書 1:16)。但當中不能證明或否認在這些家庭中有嬰孩，以及他們是否受了水的施洗。 
 

6. 第二代受水的洗禮的時間是基於基督徒如何看待聖經中基督教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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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信徒在新約期開始後，在正在發展的基督教會的背景下，接受了水的洗禮。所有這些新信徒都來自基督

教背景。他們出生時，他們的父母已經是基督徒。 
 

世界上的基督徒對第二代應該什麼時候接受施洗沒有共識。 
 

受聖靈的洗有兩個方面：它意味著屬於神的聖約子民或基督的身體 (團體方面)(哥林多前書 12:13)，以及它意

味著重生或得稱義 (赦免) (個人方面) (使徒行傳 2:38)。 
因為受聖靈的洗有兩種含義，世界上不同的基督徒找到了不同的實際方法來表達受聖靈的洗的團體方面和個人

方面，以及其看得見的標記，即水的洗禮。 
 

 (1) 有些基督徒選擇一個純粹團體的概念。 
對於這些基督徒來說，教會首先是基督的身體 (有機體) (哥林多前書 12:12-27) 和神新約裏聖約子民的群體 (彼
得前書 2:9)。 
 

首先，一個人屬於基督的身體；其次，他是那身體的許多單獨部分之一，對耶穌基督有著個人的信心！身體不

僅僅是眼睛或手。同樣，教會不僅僅是一個個別的信徒。因此，水的洗禮成一個特別的標記和印證，表明一個

人屬於基督的身體 (哥林多前書 12:13)，屬於神聖約的子民 (加拉太書 3: 27-29)，即是普世教會。 
 

這些基督徒相信，神舊約的聖約子民或教會 (希臘文：ekklésia) (士師記 20: 2；歷代誌下 29:28；詩篇 107:32)昔
日將嬰孩包括在神的聖約子民群體的例子 (創世記 17:7, 12) ，日後神的新約聖約子民或教會 (希臘文: ekklésia) 
(馬太福音 16:18) 都應該跟隨。  
 

這些基督徒在問題上存在分歧，就是受洗的嬰孩是否應該被視為得救 (被稱義，重生)，以及這樣的明確陳述是

否可能。這些基督徒大多認為受洗的嬰孩屬於教會，除非相反的情況變得明顯 (參見撒母耳記上 1:11, 22；
2:26；撒母耳記下 12: 22-23；路加福音 2:41-52；提摩太後書 3: 14-15)。 
 

聖經認為一個信徒的家庭中，孩子及甚至丈夫或妻子都是 「聖潔」的，即「為神分別出來，獻給神」 (哥林多

前書 7:14)。哥林多教會被稱為 「在基督裏成聖」 (哥林多前書 1:2；參考 6:11)。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聖經將這

些孩子或不相信的父母視為 「重生」 或 「道德上潔淨」。聖經只是看待他們作為 「儀式上潔淨」， 即是教

會將他們從邪惡的世界和它的壞影響分隔出來。這些孩子獻身予信徒的世界，站在信徒父母和會眾中其他信徒

的良好影響之下。孩童和不信的父母表面上被認為屬於會眾或站在會眾的影響範圍內。 
 

但這些基督徒也相信個人的重要性。因此，他們增加了一個新的基督徒實踐或教會儀式，但這不是聖經中教導

或規定的：他們的受洗孩子在日後作為青少年或年輕的成年人時必須公開的承認自己的信心 (羅馬書 10:9-
10)， 作為他們是重生或被稱義的一個明顯標記。  
 

 (2) 有些基督徒選擇一個純粹個人的概念。 
對這些基督徒來說，教會首先是一個由個別信徒組成的有組織群體 (一個組織)。 
 

首先， 一個人以個人身份將信心放在耶穌基督身上；其次，他加入了神子民的群體，即教會 (使徒行傳 2: 41-
42)。在新約的宣教背景中(使徒行傳)，信徒的子女並沒有被提及。過了一段時間後，相信的孩童才被提及 (以
弗所書 6:1-3；歌羅西書 3: 20-21；提摩太前書 4:12；提摩太後書 3: 14-15)。新約教導說，水的洗禮是一個已經

重生和稱義的信徒的一個可見的標記和印證 (使徒行傳 9:17-18；22:16；提多書 3: 4-8)。 
 

不過，這些基督徒也相信基督徒群體 (教會) 的重要性。因此，他們也增加了一個新的基督徒實踐或教會儀

式，但這不是聖經的教導或規定：他們的未成熟孩子是「獻給基督的」(參見撒母耳 記上 1:11, 28) 或更好：

「被基督祝福」 (馬可福音 10: 13-16) ，作為他們屬於基督的身體的一個明顯標記(哥林多前書 7:14)。  
 

沒有任何跡象暗示這些嬰孩是得救的（稱義，再次出生)。但舊約 (撒母耳記下 12:23) 和新約 (馬可福音 10:10-
13；哥林多前書 7:14) 都認為他們是屬於神和祂的聖約子民。  
 

總結。 
以團體概念看洗禮 

• 還未成熟的孩子受水的施洗，以表明他屬於教會 
 

• 但願他日後能對耶穌基督產生個人的信心，然後公

開承認自己的信心，以表明他是重生或被稱義 
 

以個人概念看洗禮 
• 還未成熟的孩子被獻給基督或受基督祝福，以表明

他屬於教會 
• 但願他日後能對耶穌基督產生個人的信心，然後公

開承認自己的信心及接受水的施洗，以表明他是重

生或被稱義 
  

J. 一個人可否接受第二次水的施洗的問題 
 

1. 兩種不同的觀點。 
 

這部分的討論局限於孩童時期曾接受水的洗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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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對於一個在孩童時期曾受施洗的人，當他對耶穌基督產生個人信心時，是否可以接受第二次施洗的問題上

意見不一。 
 

 (1) 反對第二次接受水禮的基督徒。 
那些強調聖靈洗禮的群體概念的基督徒，通常反對向已受水施洗的人作第二次水禮的做法。他們認為這第二次

水禮 (身為信徒接受水的施洗) 是對第一次洗禮的拒絕 (嬰孩洗禮)。他們把水的洗禮看作是一生一次的屬靈事件

的標記和印證：成為神的聖約子民，即是教會。  
 

受聖靈的洗的個人方面 (重生，稱義，洗去所有的罪) 一般不會與水的洗禮結合，而是與公開承認信心結合。受

聖靈的洗的各種含義是被承認的，但彼此之間卻是被分隔了一段時間，也就是在他們孩童時期的水禮和在作為

成熟信徒的公開承認信心之間， 分隔了一段時間。 
  

 (2) 不反對第二次接受水禮的基督徒。   
那些強調聖靈的洗的個人概念的基督徒，一般不反對向一個人(嬰孩時期曾接受了水的洗禮)在他身為(成熟)信

徒時再用水作第二次施洗。他們把這些人在嬰孩時期的第一次水禮看作是他們加入神的聖約子民 (教會) 的標記
和印證。他們在嬰孩時期所接受的水禮是他們父母和會眾的信心行為。他們把他們的第二次水禮看作是他們受
聖靈的洗的標記和印證 (重生、歸信、信心、稱義、洗去他們所有的罪)。他們作為信徒受水的洗禮是個人信心

的行為。 
 

當他們第二次受水施洗時，他們認為這第二次的水禮並不是對他們第一次水禮的拒絕。他們不拒絕他們作為嬰

孩時被納入神的聖約子民 (即教會)這樣的事實。但他們的第二次水禮最重要的是作為受了聖靈的洗的其他含義

的標記和印證 (重生，與基督的合一和分享基督所完成的救贖工作，實現了他們在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救恩，

包括稱義或所有的罪的洗掉或所有的罪的寬恕)。 
 

2. 聖經中記載人兩次受水施洗的唯一例子。 
 

人接受兩次水的施洗的唯一聖經例子是在使徒行傳 19:1-7。保羅在以弗所找到了一些還沒有接受聖靈 (即是還

沒有受聖靈的洗)的門徒。他們不是耶穌基督的門徒，而是施洗約翰的門徒。他們不是基督徒，甚至沒有聽說

過有聖靈。可能是他們在指定的三個往耶路撒冷朝聖的猶太節日之一(申命記 16:16)，其間成為了施洗約翰的

門徒，那時施洗約翰正在約旦河傳道和施洗。他們受了施洗約翰的洗禮，以表明他們準備接受那預期的彌賽亞

的標記 (馬可福音 1: 4-8)。 
 

耶穌基督的第一批門徒 (約翰福音 1:33；使徒行傳 1: 13-15) 不單受了約翰的洗禮或基督徒洗禮 (約翰福音 
3:22)，而且還受了耶穌基督教導。他們不需要接受第二次的洗禮，因為約翰的洗禮 (馬可福音 1:4) 和基督徒洗

禮 (使徒行傳 2:38) 都象徵著罪的赦免。 然而，耶穌基督完成了祂的救贖工作後，他們便受了聖靈的洗 (使徒行

傳 1: 5；使徒行傳 2:1-4)。 
 

但這些施洗約翰的剩餘門徒只是受了約翰的洗禮，他們沒有受過耶穌基督教導 (關於祂的死和復活)，也沒有接

受聖靈的洗禮。他們的洗禮並不代表聖靈的洗禮。因此，他們第一次的洗禮是不完全的，他們需要第二次受水

的施洗。 
 

保羅向他們傳講關於耶穌基督的福音，說他們需要相信耶穌基督 (以及祂所完成的救贖工作)。他告訴他們耶穌

基督用聖靈給相信祂的人施洗 (馬可福音 1: 8；參考羅馬書 10:9-10)。他說的正是耶穌所說的：即是，人必須重

生 (更新) 或從上面的聖靈生，才能進入神的國 (約翰福音 3: 3-8)。 
 

約翰的這些門徒開始相信耶穌基督，並奉耶穌基督的名 (如馬太福音 28:19) 受水的施洗。保羅作為耶穌基督的

使徒，他也攜帶了神的國的鑰匙 (馬太福音 16: 18-19；18:19)。他把手放在他們身上，他們就接受了聖靈 (也就

是說，他們受了聖靈的洗)。  
 

聖經沒有說明是誰建議他們應接受第二次水禮。使徒行傳第 19 章只是對歷史事件的描述，並沒有任何神學上
的解釋。因此，聖經中的這一段經文不能被用作關於第二次洗禮的教義。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些門徒還沒有

接受聖靈的洗禮，使徒便第二次用水給他們施洗，作為他們受聖靈的洗的可見標記和印證。因此，這是一種宣

教士的情況，在當中第一批人開始相信耶穌基督。  
 

當這些一度是施洗約翰的門徒的人相信耶穌基督時，他們便跟第一批相信基督的猶太人 (使徒行傳 2:37-41) 和
第一批相信基督的非猶太人 (外邦人)一樣 (哥林多前書 12:12-13；以弗所書 1:13)，也接受了聖靈的洗禮！ 
 

3. 今天的基督徒得出不同的結論。 
 

很明顯的，約翰的門徒接受這第二次的洗禮，與現代有爭議的第二次洗禮是不一樣的，在後者的情況中，曾在

嬰孩時期接受過水禮的基督徒 
• 當他們對耶穌基督產生個人信心時，便接受第二次的水禮 
• 或當他們不同意另一種洗禮方法 (例如嬰孩灑水禮)時，便接受第二次的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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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的門徒不屬於基督或祂的教會，因此第二次的水禮成為一個標記和印證，表明他們已經重生了，現在屬於

基督和祂的教會。但基督的門徒 (無論以前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 確實屬於基督和祂的教會，因而不需要第二

次的水禮！ 
 

現在的問題是： 
• 「基督徒父母的嬰孩是屬於基督和祂的教會嗎？」 
• 「那些嬰孩時期曾接受過水禮的人，當他們對基督產生個人信心時，應否被要求接受第二次的水禮？」 

 

 (1) 反對第二次水禮的基督徒。 
他強調教會的群體層面 (透過父母的信心和會眾的信心加入神的聖約子民)。他深信當他後來產生對耶穌基督的

個人信心時，他在嬰孩時期所受的水禮，之前和現在仍然表明他屬於神的聖約子民，也就是教會。他還深信聖

靈的洗禮的其他含義 (重生，稱義) 現在已經成為他生命中的現實。他不讓自己第二次受水的施洗，因為他已經

屬於神的聖約子民，即教會。他不認為使徒行傳 19:1-7 是要證實給予人第二次水禮的做法，因為他與約翰的門

徒不同，他已經屬於教會。  
 

這種觀點的優點是，他嬰孩時期的洗禮對他的會眾有重大的意義。嬰孩洗禮是給整個相信主的會眾，表明還未

成熟的子女完全屬於神的聖約子民，也就是教會。一個人一生中只需一次加入神的聖約子民！重點完全放在屬

於教會群體這方面。對他的嬰孩洗禮的接受會加強整個會眾的信心，認定那包括嬰兒和孩童在內的全體會眾都

屬於神的聖約子民。這種觀點也表達了對會眾其他成員的愛，因為它沒有冒犯那些堅信嬰孩洗禮的人。 
 

 (2) 容許自己第二次受水施洗的基督徒 
他強調教會的個人層面：即他因著個人信心與基督和祂的教會聯繫在一起。他確信當他日後對基督產生個人信

心時，他必須讓自己第二次受水的施洗，主要是為了表明他已經受了聖靈的洗(他已經重生，他已經被稱義和

他所有的罪都被洗去，即他是完全被赦免了)。他並不反對受了聖靈的洗代表成為了神的聖約子民，但他相信

受聖靈的洗不僅僅意味著加入神的教會。他認為使徒行傳 19:1-7 是支持第二次用水給人施洗的理由，因為他深

信正如約翰的門徒一樣，他在對耶穌基督產生個人信心之前並沒有重生。 
 

這種觀點的好處是，他在對耶穌基督有了個人信心後接受的第二次水禮，對他自己有著重大的意義。信徒的洗

禮是信徒個人的象徵，表明他們透過聖靈已重生了(他已經受了聖靈的洗)，並已被完全赦免 (神已給他完全稱

義，並洗去了他所有的罪)。一個人一生中只有一次對耶穌基督產生個人的信心及重生(受聖靈的洗)！這裏強調

的是在個人層面成為基督徒。他的第二次水禮的結果，是加強了他對自己已經重生 (即他已受了聖靈的洗)的個

人信心。此外，因為他公開作了有關神在他生命中讓他相信歸主的見證， 會眾的信心也得到了堅定。它激勵

會眾在信心中祈禱及傳揚福音。 
 

K. 基督徒與水禮的關係 
  

1. 這兩組基督徒都應該把重點放在基督裏的屬靈合一。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歌羅西書 3:14)。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 . . 一主，一信，一

洗」(*以弗所書 4:3-5)。  
 

這兩組基督徒都應該強調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的群體層面 (一個教會)，以及受聖靈的洗(即被重生)的個人層

面。「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哥林多前書 12:13)。 
 

沒有命令。水禮的時間(身為一個家庭的孩子) 和水禮的方法 (灑水、傾倒或沉浸) 屬於有爭議的問題，因為聖經
對這些沒有任何教導或規定、命令或禁止。  
 

命令。這兩組基督徒在他們爭議問題的分歧上，都應該彼此接納。「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

樣 . . . 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 . . . 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羅馬書 14: 1 至 15: 6-7)。這兩組基

督徒都應該彼此相愛，就像基督以自我犧牲的愛去愛他們一樣 (約翰福音 13:34-35)。  
 

2. 這兩組基督徒都應該把重點放在聖經的命令上， 而不是有爭議的問題上。 
 

基督徒通常不是把重點放在那些聖經中教導、規定、命令或禁止的事情上，而是放在那些屬於他們特定教派的

傳統。耶穌警告那些為了維護他們的傳統而把神的道放在一邊的基督徒：他們的傳統所制訂的信仰或傳統的法

規或教會指令。這樣的人對神的敬拜是徒勞的，因為他們的教導只屬人所教導的規條。「你們是離棄神的誡

命，拘守人的遺傳」 (馬可福音 7: 7-8；馬太福音 15: 1-20)！ 
 

使徒保羅說：「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哥林多前書 4:6)！ 
 

耶穌警告說，如果有人在聖經上的話語加添什麼，神就會將聖經中描述的所有災難加在他身上。如果有人將聖

經中的話語刪去，神就會從聖經中所承諾的東西拿走他的那一份 (參見啟示錄 22: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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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沒有任何經節明確的吩咐教會，有關第二代 (信徒的孩子) 應該在什麼時候受水的施洗或他們應用什麼方

式用水給人施洗。這些仍然是有爭議的問題。「一洗」 (以弗所書 4: 4-6) 並不指什麼時候受水的施洗：作為嬰

孩還是成熟的信徒。聖經也沒有指出水禮的方法：通過灑水或倒水在上面或浸在水中)！「一洗」 是指與聖靈

的洗禮的現實和意義！ 
 

基督徒和他們的會眾永不可把下面的聖經命令和教導放在一旁： 
• 教導。只有一洗 -- 聖靈的洗禮 (以弗所書 4: 4-6)。 
• 命令。對聖經中沒有教導的事情，接納彼此的信念。永不可看不起那些不做這些事情的人。永不要論斷那

些做這些事情的人 (羅馬書 14:1-5, 13-23；羅馬書 15: 7)。 
• 命令。要彼此相愛，像基督愛我們那樣 (約翰福音 13:34-35)。愛把所有的美德都完全地聯繫在一起 (歌羅西

書 3:14)。若沒有愛，「我什麼都不是」 和 「我什麼都得不到」 (哥林多前書 13:1-3)！  
• 命令。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 聖 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 . . 一主，一

信，一洗 (以弗所書 4: 3-5)。 
 

所有的基督徒和所有的基督徒會眾都應該問自己： 
• 「什麼能促進我自己的會眾的愛與和平？」 
• 「什麼能促進與其他基督徒會眾關係中的愛與和平？」 

 

3. 這兩組基督徒都應該把重點放在基督徒之間合一的三個原則上。 
 

• 在重要問題上(聖經中的基本教義和命令) 的合一 
• 在其他事務上的接納 (關於聖經沒有給予教導和基督徒彼此不認同的事) 
• 在任何事情上都展示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