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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第七课 洗礼真义洗礼真义第七课第七课 洗礼真义洗礼真义
基督徒得胜生活中

罗马书六3-11

基督徒得胜生活中，

思想上帝所预备丰富的救恩、能力、恩典

第七课第七课 洗礼真义洗礼真义
这 个分段可分做五部分

第七课第七课 洗礼真义洗礼真义
这一个分段可分做五部分：

主的榜样主的榜样

主的命令
洗礼的含意洗礼的含意
信而受洗的榜样
婴儿洗婴儿洗礼

洗礼真义 六3 11洗礼真义 六3-11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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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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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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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7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8 我们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7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8 我们

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9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

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10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11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

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主的榜样 主耶稣以接受洗礼开始他的事奉主的榜样 主耶稣以接受洗礼开始他的事奉

我们理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太尽诸般的义。 太三15

约翰的洗礼
是承袭五经洁净的礼，

表明悔改。

主的命令 洗礼的设立主的命令 洗礼的设立

主耶稣宣告大使命主耶稣宣告大使命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太廿八19

洗礼的含意洗礼的含意

上帝设立给教会实施的圣礼上帝设立给教会实施的圣礼，
象征一些属灵的真义

点水礼

浸礼

点水礼

浸礼

水礼水礼

洗礼的含意 象征重生洗礼的含意 象征重生

他便救了我们；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多三5

外在的洗礼

多三5

象征内在真实经历的重生

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了新的生命



洗礼的含意 信主得救的印证洗礼的含意 信主得救的印证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可十六16

公开见证：在水礼的仪式中，

基督徒公 宣告认信同 信仰基督徒公开宣告认信同一信仰，

主 主表示归入主的名下，永远跟随主。

洗礼的含意 象征主宝血功效：赦罪除污洗礼的含意

用水来代表主耶稣的宝血

象征主宝血功效：赦罪除污

山羊和公牛的血，…
洒在不洁的人身上洒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行 来九13-14

如同旧约礼仪中代表性的含意

洗礼的含意 象征主宝血功效：赦罪除污洗礼的含意

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罪得赦免

象征主宝血功效：赦罪除污

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徒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徒二38

一体两面：体两面：
内在接受赦罪的恩典

外在以水礼为记号外在以水礼为记号

洗礼的含意 象征主宝血功效：赦罪除污洗礼的含意

除尽污秽

象征主宝血功效：赦罪除污

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徒廿二16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

除掉肉体的污秽，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彼前三21

主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心中的污秽被除去



洗礼的含意 与主联合洗礼的含意

归入基督

与主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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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六3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罗六3

完全被水埋葬，
象 着 态 葬象征着把旧有的生活形态处死和埋葬

从水中起来从水中起来
象征着与基督一同复活得着了新生命

我们就有决心和动力去抵抗罪恶

洗礼的含意 与主联合洗礼的含意

归入基督

与主联合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林前十1-2受洗

肉体中罪的律
没入水中

与耶稣一同死亡

从水中起来
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复活

得着了新生命

洗礼的含意 与主联合洗礼的含意

归入基督的死与复活

与主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罗六6

自己常说痛改前非，

可是老毛病很容易复发可是老毛病很容易复发

基督徒生活的原则：

死与活、从前与现今、

旧与新

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

洗礼的含意 与主联合洗礼的含意

归入基督的死与复活

与主联合

罪身灭绝：罪的权势和刑罚，

都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都与基督 同钉死在十字架上

罪身：会犯罪的本性

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

而可以有新的选择

若仍受旧习惯困扰时，反是福音，

让会犯罪的我归入耶稣的死让会犯罪的我归入耶稣的死



洗礼的含意 与主联合洗礼的含意

归入基督的死与复活

与主联合

归入耶稣的复活，使我与从前大不一样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罗六8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

与耶稣一样，是复活的我

不再容易生气、容易犯罪

耶稣 样，是复活的我

洗礼的含意 与主联合洗礼的含意

向罪死向神活

与主联合

免不了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念头

新生活中，有一个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可以不再顺从旧的反应及习惯

洗礼的含意 与主联合洗礼的含意

向罪死向神活

与主联合

仍会跳回旧的我、旧人的习惯

事后发现：洗礼的恩典会提醒我们

进步：新的我提醒，当时踩下煞车

新的我像婴孩，不断在改进、学习之中

， 车

洗礼的含意 与主联合洗礼的含意

向罪死向神活

与主联合

再进步：在事情发生以先

灵修、安静时，神的话提醒我们灵修、安静时，神的话提醒我们

用新的我来思想

温柔、良善、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洗礼的含意 与主联合洗礼的含意 与主联合

向罪死向神活

事后懊悔

当下煞车 事先提醒事先提醒

彻彻底底经历与主联合，外在、内心皆有改变

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人、看事，累积良善在我们里面

洗礼的含意 领受圣灵洗礼的含意 领受圣灵

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徒二38

我们在洗礼中
承受非常丰富的恩典

洗礼的含意 领受圣灵洗礼的含意 领受圣灵

信徒的洗礼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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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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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受

死

埋

葬

复

活

升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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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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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悔改)

我们在洗礼当中所承受耶稣所赏赐每 个恩典我们在洗礼当中所承受耶稣所赏赐每一个恩典

信而受洗的榜样信而受洗的榜样

埃提阿伯的太监 徒八26-40

腓立比的禁卒 徒十六25-34 保罗 徒九1-19

公开的见证、宣告，与主之间密切的连结；
所有新的生命 动力 爱 向罪死向神活所有新的生命、动力、爱，向罪死向神活，

皆因洗礼的恩典，进入我们生命当中。



婴儿洗礼婴儿洗礼

不同的教会主张
婴儿施洗

孩子长大后自己决定

神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约，
男丁第八天行割礼为立约的印证

创十七对家族的整体含意

婴儿洗礼婴儿洗礼

初代教会全家受洗，包含孩童

个别教会举例：
婴儿时父母亲行奉献礼

孩子长大后主动表示愿意受洗的心志

创十七实际使人得救的信心，使洗礼的恩典产生功效

婴儿洗礼婴儿洗礼

为特殊生长在阴影下的孩子

因父母亲的信心为孩子洗礼

重要的在 对神的信心重要的在于对神的信心

创十七

洗礼真义洗礼真义
求神给我们智慧经常思想

洗礼真义洗礼真义
求神给我们智慧经常思想：

在洗礼当中与神联合

神神倾注恩典在我们身上

我们凭信心来领受我们凭信 来领受

创十七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谢谢主耶稣曾经在世为人

为我们的救恩做了每一个预备为我们的救恩做了每 个预备

我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好、改变恶念

你为我们做了每一部份：受死、埋葬、复活、赐下圣灵

在洗礼当中与你联合是那样的真实

求主引导我们进入每一样洗礼的恩典当中

在洗礼当中与你联合是那样的真实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洗礼有哪五方面的含意？

与主联合有哪三方面的意思？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洗礼有哪五方面的含意？

洗礼象征「重生 信主得救的印证洗礼象征「重生、信主得救的印证、

主宝血的功效、与主联合、领受圣灵」

与主联合有哪三方面的意思？

借着洗礼归入基督、

归入基督的死与复活、

向罪死向神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