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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路教会国语堂 受洗班课程讲义 

第一课： 耶稣基督的救恩 

破冰讨论： 

 介绍一下你自己接触基督信仰的经历,信主过程。你为什么愿意受洗？ 

 用你自己的话语简单说出你对基督信仰的理解。 

1. 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 

1.1 神的创造 

我们信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称之为上帝/

神）。我们信的神与世界上任何的宗教信仰里的神明都完全不同。祂是自有永有的，并且

至高无上，是唯一的真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也是人类的创造者。神按照自己的形

象造了人类，是人类的天父。我们信的神是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神。 

神的创造是我们信仰的重要内容。圣经的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創世記

1:1)。我们生存的星球、所处的宇宙是上帝的创造。祂造宇宙万物是为了彰显祂的荣耀和

权能。恢弘又精密运作的宇宙，神奇又美妙绝伦的大自然是上帝创造大工的写照，这些被

称作是自然启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 1:20）而圣经是神向人类所做

的特殊启示。 

人类是神创造的巅峰和最终的目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记载在圣经之中：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

物。(創世記 1:27-28) 

神造人是出于爱，爱是神的本性。如同父亲爱儿女，定意要赐福给我们。也要让人参与管

理祂造的大千世界。我们被造是为了享受与神美好的个人关系，并享受上帝所造的一切。 

人类与其他受造物不同。唯有人具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灵，有思想意志。人有高贵的身

份。人类不是从猴子变来的，人不可自轻自贱，把自己等同于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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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的堕落 

但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神最先造的一对人类夫妻）滥用了神给的自由意志，在神

的仇敌撒旦的诱惑下，故意违背神的命令。在无限的自由环境下，却故意去违反神限定的

唯一禁忌。这个记载于圣经中的事实，神学上称为 ‘堕落 或 背叛’：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 2:16-17)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

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創世記 3:6) 

这是人类与神美好关系破裂的开始。人出于骄傲的心，想不要神的原则，自己分别善恶，

一切靠自己的智慧，更妄图‘与神同等’。犯罪的后果是严重的：人类再也不能和神有亲密

无间的关系，也无法享受神创造的美好。与神为敌、不忠诚、背叛的人不能在神的国度中

生存，于是：“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創世記 3:23)。从此世人在与神的爱隔绝

的状态中生存，在罪中沉沦。 

这种不信神、不按神的旨意生存的悖逆特征，从人类始祖遗传下来。人生来就具有不能满

足神圣洁标准的罪性，神学上称为‘原罪’。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

荣耀”。(罗马书 3:23)。这里所说的‘罪’不是指杀人放火、偷盗奸淫等刑事或道德的

罪，而是说人都与神造人的初衷所定的人应该成为样式相去甚远，完全不能达到神所定的

圣洁标准（miss the mark/target）。 

这种罪性的表现就是，有罪人类的本能就是要做一切的主人，无视上帝有关做人的原则。

常常在争名夺利，为所欲为的状态；表现为自我中心，做事凭自己的感觉和喜好，不管上

帝怎么说。追求享受罪中之乐。‘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赛 53：6;‘若说

我们自己无罪，就是自欺。’（约一 1：8） 

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这导致人无法与圣洁的神保持和好亲密的关系，造成人与神的隔

绝。“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 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赛 59:2)。隔

绝的另一个说法是‘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罗马书 6:23)。死不单是指肉体的

死亡，更是指灵魂的死亡，就是人从神来的、永远不灭的灵魂，无法回到神的国度，无法

得着神的爱和永远的祝福。这种与神的爱隔绝的状况就是灵的死，或者叫处在地狱之中。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 

在不认识神之前，我们都在没有盼望的绝望境地生活。人生只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等待

着我们的是无边的黑暗：与神的爱隔绝的灵魂死亡，就是地狱。认识人类的罪，才能明白

人需要神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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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神的救赎 

创造我们的真神出于无比的大爱，不忍心让人类如此沉沦下去，祂定意要拯救我们。上帝

是掌管万有和永恒的。祂早知道人类会悖逆祂，走向灭亡的道路，为此神预备了救赎的计

划。整本圣经就是在揭示神的救赎计划。神救赎计划的核心，就是祂为我们预备的奇妙救

主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恩典（神的拯救·救赎主/弥赛亚·十字架）。 

1.3.1 基督的身份和救恩 

耶稣基督本来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位格。他按照三位一体真神永远的救赎计划，道成肉

身（就是降卑、降世为人）来为我们赎罪。因着他真神的身份，他完全有权柄能力担当

他所造的所有人类的罪债；也因着他实实在在人的身份，他能真正理解、体恤我们，代

表我们，使他为我们赎罪的恩典有实质意义。 

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救赎计划的成就者。他的降生是圣经里一再预言和用各种方式预表

的。他是以无罪之身，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生命和宝血为人类付上罪的赎价，

从而使一切信他的人，因接受他成就的救恩，就可以得到神赐的永远的生命。这个思想清

楚地表明在约翰福音 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基督的救恩是神大爱的彰显：“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

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 5:8）。基督因爱我们，在十字架上用舍生流血为我们成就

了救恩，为我们付上生命的赎价。这样的愿意为人类牺牲的神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主的死亡不是事情的终结。在被埋葬在坟墓里三天后耶稣又复活了。耶稣复活是经得

起检验的、确凿的历史事实。祂的复活彰显了无比的神圣权能，证明他就是具有赐生命能

力的神。我们所信的就是这位为我们受死，又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的信仰称

为‘基督信仰’，这不是一种世俗的宗教，而是信靠一位满有恩典慈爱，又有复活大能的

真神，一位如今活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保守我们、将来还要来接我们回到祂永恒荣美国

度去的真神。 

神的爱是为一切世人预备的。耶稣的死是为你、为我、为一切人。他的恩典是无比宝贵

的，但是神爱世人，愿意白白地把恩典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到，但是

因为神的爱，祂定义赐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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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得到救恩的方式 

那么，我们如何得到这宝贵的救恩呢？要修炼吗？面壁吗？积功德吗？拼命做好人吗？这

些都是其他宗教和世间哲学的观点，但基督救恩却不是这样。神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得

救，我们根本不可能活出神所设定的圣洁公义的生命。所以神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唯一

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相信并接受。认罪意味着我们承认自己过去生活在罪中，我们

身上有许多明显的、隐藏的罪性、罪行；悔改就是我们愿意回心转意，从背离神、得罪

神、对抗神的道路上回头；相信意味着我们确信这位救主就是那位我们需要的救赎者、

他就是神/神的儿子、他能够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接受就是我们愿意让他做我们的救

主，也做我们人生的主。这就是基督信仰做定义的‘因信称义’。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

死入生了。(约翰福音 5:24)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步骤来理解如何接受并信靠耶稣基督： 

承认我们生命中不认识神，行事为人有得罪神的地方（认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

不义。 （约一 1:9） 

相信耶稣是神，他的死是为我的罪付上赎价。相信他三天后又复活，并且如今仍活

着，直到永远。相信他是唯一能使我们得救、与神和好的途径（信心）。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 10:9）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徒 4:12）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而不是试图去赚取。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

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 2:8-9）。 我门与上帝关系的恢复不取决于我们所作的任

何事，而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代替我们付上生命代

价）。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这宝贵的礼物。 

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并成为我们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进入永生），

和生命的主（掌管我们的一生）。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 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

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 神生的。’（约 1:12-13）。 

1.3.3 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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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志是清楚地理解基督的救恩之后，在圣灵的感动下，诚心地向神做出的祷告，表达直接

愿意悔改认罪、接受基督救恩的决心。这是信心的宣告。神就是凭我真实的信心完全接纳

我们。这相当于签署与神和好的盟约。一经签订，在神的一方永不改变。你是否已经做过

决志祷告？如果没有，让我们一起做个决志祷告向神表明心志（做过的陪同）： 

亲爱的天父，恩主耶稣，感谢你创造了我并且爱我，甚至在我远离你，偏行己路的时候你

就爱我。我承认自己的生命中有犯罪得罪你，我为自己的罪而忏悔，并求你原谅我。谢谢

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我相信你是神，是人类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作为

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现在起我愿意尽心尽力去追随你。 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使我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 

‘那些呼唤主名的人必然得救’。 罗 10：13 

1.4 得救的确据 

得救就是不再受罪的捆绑，神不再定我们的罪，而是因我们信耶稣基督，而称我们为义

人。接纳我们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恢复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对这个身份的认同，相当于签

定了一个神圣的盟约。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具有永远的效力，我们永远不会被神丢

弃，神的爱永远不会与我们隔离。这样的确据不是出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神的应许。 

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

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申命记 7:9） 

我们得救是神的旨意，祂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

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出于神旨意的，神一定保守、成就。 

我们得救纯粹是出于神的恩典，因此不会因我们不长进或又犯了什么错误就失去救恩。但

是不长进、总是不断犯罪会让圣灵担忧，会糟蹋神的恩典，会让我们失去应有的福分。因

此我们不必为了维护和保持救恩而做什么，而是为了让生命在基督里长进而顺服神的引

领，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模塑我们，更像主耶稣的样子，更合神的心意。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

日。(提摩太后书 1:12b) 

讨论： 

1. 谈谈你对救主耶稣教导的恩典的认识。 

2. 我们接受了主的恩典之后，还需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救恩吗？ 

3. 你是否确定你已经被神接纳、与神和好、进入到神的永恒计划之中？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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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受洗的意义 与 基督徒生活 

破冰讨论： 

 如果得救是靠信心，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就已经得救，为什么还要受洗？ 

 还有什么障碍、顾虑可能阻碍我们做出受洗的决定？ 

 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 

2. 受洗的意义 

为什么信主之后要受洗？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2.1 洗礼是神的旨意 

洗礼是一种以让身体浸入水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见证的仪式。所有的基督教会，

无论什么宗派，基本上都持守洗礼（但形式上会有一些不同）。教会坚持洗礼是因为圣经

中有关受洗的教导和范例： 

2.1.1 遵守主耶稣的命令： 

洗礼是主耶稣在向门徒颁布大使命时明确指出要我们遵行的。所以我们要遵守。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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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於父、子、圣灵的

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28:18-20） 

2.1.2 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主耶稣自己也用身体力行来显明受洗的重要。他是神，本来不需要受洗，但是他为了给我

们做榜样，为了尽诸般的义，特意降卑来受洗。他的受洗，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也让施

洗约翰清楚认识到他就是那位人类翘首盼望的救世主。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但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

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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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

了，他就看见神的灵彷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

所喜悦的。」（约翰福音3:13-17） 

在基督受洗的一刻，发生了奇妙的事。我们受洗过程同样也是圣灵工作的属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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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履行教会的实践： 

洗礼是改革后的福音派基督信仰的仅有两个礼仪之一。凡是宗教都有五花八门的礼仪、仪

式、戒律。基督信仰是最不注重表面礼仪的，但是却特别强调两个礼仪：洗礼和圣餐。从

圣经中和教会历史记载中看到，无论是什么宗派，受洗都是普遍受重视的信仰实践。 

2.2 受洗的真实含义 

2.2.1 受洗是在众人面前见证神、荣耀神。 

有人把相信并接受耶稣为救主比作订婚，而把受洗比作结婚典礼，还是比较恰当的。在犹

太传统（中国古时的传统亦然），订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是一个郑重的盟约。而结婚

就是彰显盟约的美好和履行这个盟约。 

受洗是个人的信心宣告，同时又是对耶稣基督信心的个人公开表达，是一重要见证。因

此，这是荣耀基督、荣耀神的美好见证。是我们应该积极去做的。因着我们的见证，让人

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也愿意认识这位慈爱的救主。这是正大光明的、堂堂正

正的事。如果是真正把得到基督的救恩、把认识基督作为我们人生最美好的事，我们没有

理由不去借这样神圣的机会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父！’。罗马书 15:5-6 节这段经文号召我们用生命荣耀神。而受洗就给了我们一个用

生命见证荣耀神的极好机会。 

2.2.2 受洗是重生的象征 

受洗象征着有罪的旧我的死亡和埋葬、有圣灵内住的新生命的诞生。耶稣说‘借着圣灵与

水 得以重生’（见约翰福音 3:5）就是这个意思。重生是脱胎换骨的改变，是世界观的根

本转变。我们过去有罪的老我必须死去，这样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才能诞生并长大。洗

礼是在仿效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基督本身没有任何罪，但是他甘愿背负世人的罪孽，欣然

赴死。他的死让所有的罪的权势都归于无有。而当他复活的时刻，他战胜了对世人最大的

咒诅—就是死亡。他用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有战胜死亡的权能，有赐给我们永生的能力。因

此受洗虽然是象征，但其中也有真实的圣灵改变生命的力量和心灵更新的工作。 

而我们这些接受他的救恩的人，就要效法我们的主。我们要让一切属于过去的我的过犯罪

恶都彻底死去，不再束缚我们、搅扰我们。我们要让在主里的新生命，具有从复活的主那

里来的蓬勃生机。圣经把这个思想表达在一段经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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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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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 6:3-4）我们受洗

归入基督，洗礼象征着过去一切的死去，神也不再追究。在我们浸入水中的一刻，我们的

罪孽过犯都死去了；我们原来的骄傲、自私、不良思想、不好的习惯、做过的坏事，都随

着入水埋葬了；而从水中起来的时候，代表着一个新生的生命，完全是新的，有新生命一

切的特征，也有主复活的荣耀。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

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5:17）从此之后，上帝看我们是重生的新人。 

2.2.3 受洗是与基督的联合 

罗马书 6 章经文接下来（5 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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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我们在死和生的意义上，与耶稣基督完全联合在一起，建立牢

不可破的关系。我们完完全全地属于他，他也时时刻刻是我们的恩主。他成了我们生命的

目的和中心，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追随的目标。基督的爱再也不会离

开我们，我们也再不会以任何其他的人或事物为我们的主。受洗表明的是与主完全的、永

远的联合，我们永远在主里面，主也永远在我们里面，保守亲密无间的关系。 

2.2.4 受洗是我们在主内合一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

体。饮于一位圣灵。（哥林多前书 12:13）我们所有受洗的基督徒，无论个人的背景如

何，性格差异，种族不同，但在主里的是弟兄姐妹，都是一家人。都是主用宝血的重价买

回来的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我们彼此也要切实相爱，合而为一，互

相服事，一同成长。受洗是表明我们愿意做委身的耶稣门徒。与弟兄姊妹一同服事神。 

2.2.5 关于受洗与得救的一点说明： 

受洗仪式本身并不具备特殊的除罪效力。我们不能够靠受洗除罪。受洗也不是得到神救恩

的程序。让我们得到救恩的，是我们的信心。“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

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彼得前书 3:20-21) 受洗虽然不是获得救恩的根本因素，但受洗

是神喜悦的、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我们应该遵守的。除非特殊的原因（失去自由、身体状

况不允许，等），信主的基督徒应该履行接受洗礼的义务，好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2.3 那些人应该受洗？ 

条件很简单：每一位真心悔改认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

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徒 2：41）领受了彼得的话，明白了基督的救恩并悔

改认罪、接受基督作为救主，就可以立刻受洗，并马上就成了门徒。但是初代教会的人都

有深厚的宗教情怀和旧约基础。现代的初信者，往往都对圣经所知有限，所以我们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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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须参加受洗班的方式。这虽然不是圣经的规定，但是我们愿意提供这个过程，一起

来重温基督的救恩、信仰的真理，确保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正确、坚实的根基之上。 

已经受洗的，如果觉得当年信的稀里糊涂，有没有必要重洗？我们对圣经的领受是：没有

必要。即使人有时做的不妥，但在神没有错误，重点在于真心的信靠和追求圣洁。 

2.4 什么时候受洗？ 

决志信主后越早越好。早受洗及早委身、长进，拖久了可能会退后冷淡。圣经中有一个信

主、受洗一气呵成的例子：‘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 二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甚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 腓

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 神的儿子〕 于是吩咐车站

住、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他施洗。’ （徒 8：35-38） 

关键是要真心相信基督的救恩，真心接受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只要真心接受的，神就

已经接纳了你。常听见的延迟理由有：1）‘我还没有明白所有的圣经道理’。受洗不是

神学考试。其实没有人完全明白所有的圣经奥秘真理。但是我们明白最根本的救恩真理。

受洗后靠圣灵的帮助、教会的团契交通，读经祷告，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神的旨意、越来越

更深认识主耶稣。2）“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我再努力努力再说吧”。再次重申我们不

是靠做的好才被神接纳。我们恰恰是因为承认这不足、软弱、污秽、无力自拔，愿意接受

神的拯救，神才接纳我们的。信主受洗不是遴选模范，而是拯救罪人。如果你在等待变得

更‘完美’，你也许永远不会感到足够完美。3）“受洗之后我就没有自由了”。那些人

喜欢的自由其实是罪的捆绑。实际上是我们有了不犯罪的真自由。圣灵保守不去做不好的

事，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让我们追求更丰盛的生命、享受主同在的美好，岂不更好！ 

我们不应该耽延。在你接受主基督耶稣进入你生命之后，应当考虑尽快受洗。 

2.5 受洗的方式： 

2.5.1 浸水礼： 

大多数基督教会采用浸水礼（在池子、江河湖泊水中，全身浸入）为主。为什么？ 

1．圣经中主耶稣就是按此方式受的洗。‘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

他开了、他就看见 神的灵、彷彿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太 3：16）  

2．圣经中记载的受洗均为此形式。‘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

去、腓利就给他施洗。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

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徒 8：38-39） 

3．圣经原文的词义 Baptize指在浸在水下。 

4．圣经中记载浸水礼是仿效主的受死埋葬和复活的最好象征（见前面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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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会历史上著名的属灵领袖们的态度： 

马丁·路德：‘我要使受洗者全然进入水中，就像经上所记的，和奥秘所彰显的一样’。 

约翰·加尔文：‘浸礼一词强调浸入水中，我们确信浸水礼是初期教会实际应用的形

式’。 

约翰· 卫斯理：‘与基督同埋葬，可用受浸入水中的方式来描述。这是基于早期教会的

传统’。 

故此，我们教会主要采用浸水礼的洗礼方式。在极其特殊情况下才考虑采用洒水礼。 

2.5.2 洒水礼： 

洒水礼（用水盆，把水洒在受洗者头上）最早的来源是在天主教成为罗马国教时期。因为

皇上信主，臣民们纷纷效仿，人太多造成浸礼实施的困难。就采取洒水方式。 

采用什么样的洗礼方式，本不应该成为本质的分歧。但有时一些特别的宗派，如浸信会，

对浸水礼做原则的坚持。我们认同两种形式，但若非特别身体上的限制，以浸水礼为主。 

2.6 参加洗礼的注意事项： 

2.6.1 受洗见证：请每个人准备一篇受洗见证。见证内容包括：1）你经历主、接受主的

经过，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对你影响较大的人和事。2）着重讲信主给你世界观和生命生活

带来的改变。3）你对主的信心和一生跟随主的决心。见证强调赞美荣耀神，讲述神如何

在你生命中做工，使你认识祂，成为神的儿女。最好能恰当引用经文。文字稿中英文均

可，篇幅不限。但上台作见证的时间有限制（根据具体情况，一般 5 分钟左右）。 

2.6.2 着装/物品 

教会为受洗者准备受浸的罩袍、毛巾。 但弟兄姐妹要注意： 

一般先穿好下水的衣服、拖鞋，最好是不透光的衬衣，姊妹勿穿紧身衣。 

请一定带好更换的衣服和塑料袋（装湿衣服）。 

2.6.3 受洗时的宣言 

牧师通常会当众用问答的形式带领你做出接受洗礼的宣言： 

‘你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吗？’答：我愿意 

‘你愿意让耶稣基督作你生命的主，你用一生来追随、效法他吗？’答：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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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其它 

每个受洗的人依次进入水中受洗。受洗时双手交叉胸前，后仰入水时屏住呼吸（或捏住鼻

子），配合施洗者入水后立即起来，头部离开水面。 之后你会被领入更衣室更换衣服。 

教会将为受洗者颁发受洗证书和纪念品。 

鼓励你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你的受洗仪式，一同见证主恩，传扬福音。 

需要特别帮助的请说明，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准备与安排来满足你的特别需要。 

3. 受洗后的基督徒生活 

3.1 守圣餐 

3.1.1 圣餐的意义 

23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24祝谢

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舍有古卷作擘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

的是记念我。25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

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26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

到他来。27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28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29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

喝自己的罪了。 （哥林多前书 11:23-34） 

1. 通过圣餐纪念主的恩典：纪念什么？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生命，流出宝血，

成就了极重无比的救恩。在主再来之前，教会要如此行，就是要持守—守圣餐/主餐/

擘饼。在领受圣餐时，神的话提醒我们，再一次思想主为拯救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

何等的大；再一次思想主救恩的奇妙和宝贵，再一次向神献上感恩的心。同时，在领

受主的身体、宝血时，表明我们与主完全地合一，与基督完全地联合。 

2. 纪念主救恩的同时，也是省察我们自己的时机。若是我们自己知道有哪些地方仍然犯

罪得罪神，就要现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神应许说他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

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省察之后才能领受圣餐，不然就是‘吃喝自己的

罪了’。 

3. 通过同受主餐，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实现完全的合一。我们属于同一个主，

是同一位恩主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我们是合一的。这是圣灵又一次合一的提醒。 

4. 通过重温主的应许，能够激发起我们活泼盼望的心志，让我们确信，主应许会再来。

现在我们持守纪念主的宴席，将来主来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纪念方式，而是将要与

主面对面，进入羔羊的婚宴、进入主为他忠心良善的仆人预备的宴席。长存这样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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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盼望，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充实、积极、坚定，让我们的人生更见有见证，更加像

主耶稣的样式，更加荣神益人。 

3.1.2 谁应该守圣餐？ 

本教会规定：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并受洗归入主的人，可以领圣餐。各位受洗之后就有领

受圣餐的资格和义务。应该照主的命令来遵行。我们教会是每月第一个主日守圣餐。 

有明显犯罪，违背主的心意，或因各种原因失去内心平安的弟兄姊妹，应自觉暂停领受圣

餐，否则是对主的不敬虔，可能会有严重属灵后果。 

3.2 读经 

圣经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粮食。基督徒一定要养成每天读经的习惯，并积极参加圣经学

习的机会（主日学、小组查经）。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6-17）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 1:8)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

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 119:9-11) 

3.3 祷告 

祷告是神的儿女向天父、自己的救主倾心吐意的交流对话。要相信神听祷告，并喜悦我们

向祂祷告。祷告也是与神在亲密关系中同在的时刻。初信者要多多操练祷告。参加小组和

/或教会祷告会是操练的好机会。请参阅圣经中有关祷告的经文：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

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 4:6)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作：脱离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

到永远。阿们。 (馬太福音6:9)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 8:26)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

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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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加教会生活 

3.4.1 聚会：基督徒不能做独行侠。神要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成长。因此受

洗后要坚持参加教会生活。特别是主日敬拜聚会，是神所特定的日子，要持守参加，在同

心敬拜神、领受神的话语中享受神的同在，接受属灵生命的喂养。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又告诉你们，若

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

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 18:19-20）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日子临近，就更当如

此。（希伯来书 10:25）。 

3.4.2 团契：Fellowship 指的是基督徒在一起的聚集、沟通、分享、彼此相爱的关系。要

积极参加小组、团契。在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中，帮助自己更加明白神的真道；

在和弟兄姐妹的生活交流中实践彼此相爱，体验同心合一、和睦同居的美好。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力一

的心。(以弗所书 4:2-3) 

3.4.3 服事：也要主动参与教会的事奉服事，用神给的恩赐来服事神、服事教会、服事弟

兄姐妹。在参与服事过程中，开拓胸怀，使灵命得到升华，能参与到神福音广传的事工中

去。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

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

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4:7-10） 
 

讨论： 

1. 参加受洗班之后与之前相比，你有哪些新的认识？ 

2. 经过学习，你能坚定接受洗礼的信心吗？为什么？为什么不能？ 

3. 你如何看待自己受洗后的生命？ 

4. 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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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路教会国语堂 

受 洗 申 请 表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男 |  女  

所属小组（如果有）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人（或小组长）__________________  

我愿意接受洗礼，经历圣灵的大能，以此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 

 

申请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年___月 ___日 

我的见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