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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
圣经是不会自相矛盾的。我们需要仔细思考所有的经文。
有了以上几点，现在我们学习圣经里是如何教导我们洗礼
和救赎的。
洗礼和救赎

“洗礼” 这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马可福音 16:15, 16

对某些人来说，洗礼是洒水礼，对有些人来说是已经获得
救赎的象征，对有些人来说，是我们采取的行动和耶稣连
在一起。这里有很多混淆。

15 耶稣对 门 徒们说： “ 你们到全世界去，把福音传
播给每一个人。 16 那些相信福音并接受洗礼的人必会得
救 ； 不相信的人必被定罪。

那么，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洗礼非常重要是因
为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之前要求我们这样做。（马太福音
28:18 - 20; 马可福音 16:15, 16）当第一个教会开始
时，有3000人受洗了。（使徒行传 2:37 - 41）

问题：
1.耶稣说我们应该教什么？
2.耶稣是如何说我们被拯救的？

洗礼在圣经中是一个简单明了的教诲。有疑惑的原因是因
为许多教会都有他们自己的传统。因此，通过这篇文章，
我们要求你们只看圣经。作为爱耶稣的人们，我们要心怀
感激的只追随他。让我们开始吧。

小结：
耶稣说任何人相信了福音并且受洗的，会得救。任何人不
相信的会被定罪。

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强调一些最根本的观点：

使徒行传 2:36-39

1.根基是耶稣
只有一样东西拯救了我们。那就是耶稣的血。因此，信
念，洗礼，忏悔和听教如果没有耶稣是无用的。这是救
赎和这篇文章的基础。 请在阅读的时候将这点记在心
中。

36 因此，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肯定地知道，上帝让你们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成为主和基督了。”
37 众人听到这里，仿佛感到一把刀刺进了他们的心脏。
他们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
呢 ？ ”
38 彼得对他们说：“改变你们的内心与生活吧，你们中
间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接受洗礼 ，使你
们的罪得到宽恕。那么你
们就会领受到圣灵的馈赠， 39 因为他的诺言是为了你
们、你们的后代以及所有远方的人们－即所有那些受到主
我们的上帝的召唤，来到他身边的人们。”

2.只要圣经，不要人的传统
提摩太后书 3:16,17 说上帝的话能够使我们完全。完
全的意思是什么都不缺。 在马可福音 7:1-8中，耶稣
谴责那些宗教的领袖在上帝的戒命之上追随的是他们的
传统。因此我们只看圣经，而不去追随某些教会的教训
或传统（规矩）。

问题：
1.那些人相信了吗？
2.彼得给他们的答案是什么？
3.受洗的目的是什么？
4.应许是给谁的？

3.诚实和矛盾
当来自于不同教会的信仰者在一起学习圣经时，他们经
常用他们自己最喜欢的句子去反对其他人的观点以维护
自己的立场。因此他们用圣经反驳圣经。在某种程度上
去“证明”圣经是有矛盾的。

小结：
那些人相信了并且问到他们应该作些什么呢？彼得告诉他
们要忏悔并且以耶稣的名受洗。原因是获得罪的赦免并得
到圣灵。这个应许是给所有应上帝召唤的人。

朋友们，圣经是受上帝启示最完美的话（ 提摩太后书 ）
圣经是没有自相矛盾的。圣经学习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正确
而其他人错的，而是聆听上帝。因此，不论我们何时发现
圣经的句子和我们个人或教会信奉的东西相违背时，我们
应该说，“父神，请告诉我们，您的仆人正在聆听您的教

使徒行传 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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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的应许，他因此而得救。
由于那个人要求被受洗，因此可以说洗礼是耶稣福音的一
部分（再重读一遍 马可福音 16：15， 16）

因此，悔改吧，重归上帝吧， 让你们的罪过得以勾销，
这样，精神上安宁的日子就会从主那里降临给你们；这
样，他才会差谴耶稣，即他为你们挑选的基督。

使徒行传 16：29 - 33
29 狱卒叫人端进来一些灯，然后跑进牢里，吓得浑身直
颤抖，匍伏在保罗和西拉的面前。 30 这个狱卒把他们带
了出去，问道：“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 ？ ”
31 他们答道：“信仰主耶稣。那样你们就会得救－你和
所有住在你们家的人就会得救。” 32 他们还对他和在他
家的人讲了主的信息。 33 当夜此刻狱卒又带保罗和 西
拉 去洗了伤口。然后，
他和他的家人也立即受了洗礼 。

问题：
1.一个人要作些什么去擦掉他们的罪？
小结：
我们需要忏悔并且归于上帝，因此我们的罪才可能被擦
去，令人欢喜的日子就会从主那里来到我们面前。
使徒行传 8：12

问题：
1.狱卒问的是什么？
2.保罗和西拉的回答是什么？
3.狱卒受洗了吗？
4.他是何时受洗的？

12 但是，当腓利告诉人们关于上帝王国的福音
和耶稣的力量时，男男女女都相信了他，并且都接受了洗
礼。
问题：
1.菲力蒲传教的是什么？
2.他们相信吗？
3.他们是什么时候受洗的？
4.这个和耶稣在 马可福音 16:15,16福音中所说的相似
吗？

小结：
狱卒被告诉说如果他相信耶稣，他就会得救。他就在当时
受洗的。
使徒行传 22：16

小结：
MARK 16：15， 16是耶稣话的一个典型。菲力蒲教的是耶
稣的福音。当人们相信的时候，他们就受洗了。

16 现在，你还在等什么呢 ？ 起来，当你呼求他的名字
时，接受洗礼 ，洗掉你的罪过吧。 ’
问题：
1.当人们受洗时，什么发生了？
2.当人们受洗时，人们必须称谁的名？

使徒行传 8：35， 36
35 于是，腓利就从这部《经》讲起，对他叙说关于耶稣
的福音。
36 正当他们沿路行走时，遇到了一汪水。太监说道：
“看哪，这儿有水 ！ 有什么能阻止我接受洗礼
呢 ？ ”

小结：
当我们称耶稣的名受洗时，我们的罪就被洗去。

罗马书 10:9 - 13
问题：
1.菲力蒲告诉那个埃塞俄比亚人什么？
2.那个人给菲力蒲的回答是什么？
3.真/假：由于圣经里没有很明确的说菲力蒲教了洗
礼，然而由于那个人要求要受洗，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
洗礼是耶稣福音的一部分。
4.这个和 马可福音 16：15， 16里耶稣的话相似吗？

9 如果你用嘴承认：“耶稣是主” ， 心里相信上帝使他
从死里复活 ， 那么 ， 你就会得救 。 10 因为我们用
心来相信 ， 从而与上帝和好；用嘴来承认 ， 从而得到
拯救 。 11 正如《经》上所说的那样：“信仰他的人将
不会失望 ， ” 12 犹太人
与外族人没有任何区别 。 全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主 ，
他将慷慨地赐福给所有呼求他的人。 13 因为 ， “每个
呼求主的 名字 的人 ， 都将得到拯救 。 ”

小结：
再重申一遍， 马可福音 16：15， 16是耶稣话的一个典
型。菲力蒲教的是耶稣的福音，那个人信而受洗。依据耶

问题：

2

3
- 当我们以耶稣的名受洗时，我们的罪才会被洗去。
- 任何承认耶稣并相信上帝使他死而复生的人会得
救。
- 洗礼使我们得救。这是我们和上帝立约的方式。

1.根据上面的这段经文，人们如何得救？
2.人们必须要坦白什么？
3.人们必须要相信什么？
4.谁会得救？
小结：
任何人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并且相信上帝使耶稣死而复
生，就会得救。

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吗？
圣经的某段经文说，如果我们相信而且受洗，我们就可以
得救。这意思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忏悔吗？当然我们要忏
悔。

彼得前书 3:18 - 22

圣经的另一段经文说，我们要忏悔，我们的罪才会被赦
免。这意思是我们就没有必要以耶稣的名忏悔吗？当然我
们必须要以耶稣的名忏悔。

18 基督为你们而死，一劳永逸地付清了你们所有人的
罪。他是无辜的，他为了你们这些有罪的
人而死，以便把你们都带到上帝那里。虽然他的肉体遭到
了杀害，但是在灵魂上，他却复活了。 19 在这灵中，他
去向那些受囚禁的灵传道。 20 他们是那些在很久以前，
诺亚时代就拒绝服从上帝的灵。当诺亚建造方舟时，上帝
曾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但是却只有八个人登上了方舟，在
水中得救。 21 这水就象征着现在拯救你们的洗礼 。洗
礼并不是洗涤你们身体的污垢，而是请求上帝赐予一颗无
愧的良心。这一切都是通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实现
的。 22 基督已经进了天堂，在上帝的右侧，统治着天
使、权威和势力。

而圣经的另一段经文说，我们要承认耶稣并相信才能得
救。这是说我们就没有必要受洗或忏悔吗？当然我们应该
受洗并且忏悔。
请记住，我们不可以只看某些经文而忽视另一些。
因此，要在上帝中得救，我们就必须：
- 相信福音：耶稣死二复生
- 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并以他的名
- 忏悔，因此我们的罪能够被擦去而接受来自于上帝的
安舒
- 受洗以洗净我们的罪，和上帝立约并得到圣灵。

问题：
1.方舟里的人是如何得救的？
2.大洪水象征的是什么？
3.洗礼做什么？
4.洗礼如何使人得救？

就像圣经里清晰的显示给我们的，这是上帝的方式。我们
没有权利去更改它。让我们追随耶稣，只有他才是主。

小结：
方舟中的人如何被水挽救的？水将正义和非正义隔开。大
洪水是洗礼的象征。就象水救了挪亚一家人，今天洗礼也
会拯救我们。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身体上的洁净，而是
洗礼是在我们和耶稣之间立了个约。我们因耶稣而得救。
洗礼就是我们如何和耶稣立约的。

其他的学习：
-

结论：
上帝说：
- 我们必须要相信福音而且还要受洗才能得救
- 我们必须要忏悔并且以耶稣的名受洗，从而我们的
罪才会被赦免而获得圣灵。这个应许是对所有人
的。
- 我们必须要忏悔并且归于上帝，这样我们的罪才会
被除去。
- 当人们相信了福音后他们就受洗了。
- 洗礼是福音的一部分。
- 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才能得救。

洗礼以及和耶稣的结合
十字架上的小偷
为什么耶稣被分裂了？
不信仰的人能吃圣餐吗？
进化论是真的吗？
我必须遵守旧约的立法吗？
约会，爱，性和婚姻
洗礼是洒水礼，泼水礼或浸水礼

圣经：www.wbtc.com
真爱生活：www.zhenaishenghu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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