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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教师及作家爱主音·罗杰斯 (Pastor Adrian 

Rogers)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了耶稣基督

的爱，并以如此简单的方式传讲深奥的圣经真

理，甚至“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明白，而同时在

对50岁的人讲”，以此影响了无数的生命。      

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始于1987年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的广播事工，至今仍然 

是他全面教学的唯一资源。 我们希望通过书

籍、录像和录音、数字内容及其它媒体资源，

将他简单明了的、永恒的属灵智慧与大家分

享，希望不仅以耶稣的希望来帮助非基督徒，

并同时加强和鼓励日常基督徒的信心。



按照圣经的 
洗礼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 《按照圣经的洗礼》（#2002），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products/bible-baptism-2002

值得分享的真理

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中留给我们的
最后指示，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设计了值得分享的真理汇编以用于你
个人的成长，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于给你

的任务：“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神可以用你，以你所有的，于你所在
之处。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https://www.lwf.org/products/bible-baptis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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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圣经的洗礼
马太福音28:19-20被称为大使命 （ Commission）。  但遗憾
的是：很多时候却是大失职（Omission）。 我们需要找出主
耶稣基督给予教会的命令，她的大使命是什么。 

让我告诉你有关主耶稣的事工：耶稣有个短暂的公开
事工,  三年多一点。 耶稣是如何开始事工的？ 在约旦河受
约翰的施洗。 耶稣是如何结束事工的？ 以命令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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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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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柄” 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权力。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 其字面意思是“在万民中培训门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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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 “凡我所——”。 请求你们的？ 不。 
建议你们的？ “...吩咐你们的。”

说到此，这是谁说的？ 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的
人。 诸位，当你在圣经中读到这些时，唯一合理的回答就
是：“是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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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看: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从字面上讲，是“时代的末了”。 耶稣如今在这里。 他还在
讲话，他还在讲同样的话。 他没有改变； 不口吃，不结巴，
不道歉，不含糊, 在神的话语中。 我们要带领人们归向基
督，我们要为他们施洗，我们要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
的一切。 这是神的话语所说的, 白纸黑字。 

我想跟你谈谈洗礼。 这并非浸信会的洗礼。 诸位，我
对浸信会的洗礼不感兴趣。 如果我们有任何“浸信会教
义”，就需要废去。 长老会需要废去“长老会教义”，卫理
公会需要废去“卫理公会教义”，圣公会需要废去“圣公会
教义”，神召会需要废去“神召会教义”，罗马天主教需要
废去“罗马天主教教义”，所有人都需要回到圣经教义。 
不是吗？ 

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所说的。 我们是教会，不是俱乐
部。 我们不制定规则。 耶稣拥有一切权柄，他是告诉我们
关乎洗礼的一位。 

因此我要你做的是学习神的话语。 如果我所告诉你
的不在神的话语中，那就挑战我。 如果我所告诉你的在
神的话语中，那么你实际不在听我，而是神，他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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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圣经之洗礼的方式
让我们来讲按照圣经之洗礼的方式。 洗礼的方式是什
么？ 在马可福音1:9-10中，我们将找出主耶稣基督——我
们的榜样——是如何受洗的。 经文说:“那时，耶稣从加利
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马可福音
1:9）你知道从拿撒勒到约旦河有多远吗？ 单程六十英里，
去受洗。 你可能会说：“嗯，我受洗有点不方便； 受洗会弄
坏我20元的发型。” 哦？ 耶稣行六十里路从拿撒勒来到约
旦，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 不是近约旦，不是沿着约旦，
而是在约旦。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马可福音1:10）在此，如果耶稣从水里出
来，那么他之前在哪里？ 在水下。 显而易见，耶稣受的是浸
礼。 降临的鸽子象征圣灵。 

耶稣为何一路来到约旦？ 约翰为何在约旦施洗？ 问
得好； 很高兴你问了。 翻到约翰福音3:23，你会发现约
翰为何在这特定的地点施洗。 圣经说:“约翰在靠近撒
冷的哀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约
翰福音3:23）

不是因为那里如此之美，不是因为方便。 这不是圣经
所说的。 受洗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沉浸”。 约翰去约旦河施
洗的原因不是因为风景，也不是因为方便。 诸位，只因洗
礼需要大量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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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以某些人施洗的方式施洗，便能用一盆水为
整个教会施洗，还会剩很多 。 但不行。 施洗需要大量的
水。 约旦河是条泥泞的老河，并不方便，但那里有水。 

我曾去过东非的肯尼亚，坐着路虎车一路经过驼
鸟、斑马、羚羊和瞪羚，一直到后方尊贵的马赛(Maasai）战
士部落所在地。 我和传教士吉姆·胡滕（Jim Hooten）一起
去。 他在带领那些马赛战士们归向耶稣基督。 但他要如
何在那里为他们施洗呢？ 

他们用铁锹挖了个坟墓，然后衬上塑料布。 随后，
吉姆用他的路虎车载水，将坟墓填满了水。 那些马赛战士
们躺在泥泞的水中，在那坟墓里，象征着与主耶稣基督同
死，并与他同埋葬。 

施洗并不容易。 我记得我曾施洗的第一个人。 她叫薇
丽·维琳（Willie Verene）。 她是位可爱的女士。 我在佛罗里
达州费尔斯米尔的第一个小教会牧教时带薇丽信基督。 
星期六晚上我去看薇丽，并向她见证。 

但是她说：“牧师，我想得救，但我只是不知道怎么
信。 我不知道如何信。”

我说：“嗯，只要相信他就好了。”
她说：“嗯，我是想，但是怎么信？”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只是信。 相信主。”
她说：“哦，我想要，但我只是做不到。”

我不知道该告诉她什么。 我说：“薇丽，我要为你祷
告。 明天见。 你只要告诉主。 求主帮助你信他。”

第二天，当她来到教会时，她的脸如同正午的太阳
她说：“哦，牧师，神昨天晚上救了我！” 她上前来。 

我是个年轻的传道人，只有19岁，在教会当牧师。 除
了神的呼召以外，我没有任何资格牧养那教会。 就经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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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不知道如何施洗。 我甚至不知道施洗时应该在哪里
托住受洗者。 当我牧师施洗时，我没注意。 

那个教堂没有自来水，更不用说洗礼池了！ 我们有地
面和墙壁，二乘八的坐席和二乘八的靠背，由铁支架连在
一起。 但神在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边的那个小教会里。 

我们那里有一条运河叫“A侧运河”，他们在那里排干
了甘蔗地。 我们的小教会在“A侧运河” 聚会。 我走下那条
泥泞湿滑的河岸，薇丽跟着我下了水。 对于佛罗里达来
说，那水很冷！ 我现在仍然可以听到：当薇丽的脚碰到那
水时，她“嘶！”的一声。  那水里有摇尾巴的，有蝌蚪，也许
还有一两条水蝮蛇！”

但我们去到那里，我将那位亲爱的女士放倒在水
中，再帮她起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为何要这样做？ 
若是拿一瓣玫瑰花瓣，在她头上放一点水会容易得多。 
我们下到运河里的原因和耶稣一路去到约旦的原因一
样：“因为那里水多。” 我们必须找一个有水的地方。 

有次在以前的教会里，我宣布了将有洗礼仪式。 但当
我到教堂时，洗礼池是空的。 我们有一根像我拇指粗的水
管灌洗礼池，要花很长时间，要一天的工夫才能灌满。 我
往里看了看，发现管理员忘了打开！ 

我说：“哦，不，该怎么办！ 我们有些人从城外来看人
们受洗。” 

然后我有了个主意——我相信是从神而来的灵感。 
我打电话给消防队。 我说：“我有紧急情况——派一辆泵
水车来。” 他们来了！ 当人们看到那辆大型消防车和软管
运转时，以为教堂着火了。 我们很快将洗礼池灌满了水，
我为那些人施洗了。 

说到此，为何要这么多的麻烦？ 因为耶稣说：“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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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
们施洗。” 这并不容易，却是美好荣耀的。 我们不是要寻
找方便的宗教。 让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 

有些人想让它变得容易。 教会变得如此松懈，我
甚至期待看到一些教会会开始通过电话接受会员，并
用照片为他们施洗。 但按照圣经的洗礼方式是浸礼。 
洗礼这个词基本上是未翻译的希腊词：baptizo，意思是 
“ 浸，浸在水里，沉浸”。 Ranizo的意思是“洒”，Luo的意
思是“倒”，但神用的是baptizo。 这是直接从希腊语音
译而来的单词，但如果翻译的话，其字面意思是 “浸，
沉浸”。

你知道所有早期基督徒都受浸礼吗？ 事实上，如果
你去欧洲看一些十三世纪前建造的大教堂，你会发现
有像我们这样的洗礼池。 我去过那些古老的大教堂，
并站在一些洗礼池中。 早期，人人都照圣经所教导的
受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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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圣经之洗礼的含义

说到此，按照圣经之的洗礼方式和含义是密不可分的。 
方式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方式对含义来说是必要的，含
义决定了方式。 含义是：洗礼写照主耶稣基督拯救的工。 

现在拿出圣经，和我一起翻到罗马书6:4。 “所以我
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
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
样。”（罗马书6:4）洗礼是葬礼。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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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罗马书6:6-7）“... 我
们的旧人”， 就是 “以前的我”。

洗礼写照什么？ 福音。 什么是福音？ 哥林多前书第
15章告诉我们，福音是：“... 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
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哥林多前书15:3后-4）这就是福音：耶稣的死、埋葬和
复活。 你明白吗？ 这就是福音！ 洗礼写照什么？ 写照福
音。 “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
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
死里复活一样。”

你能明白为何魔鬼要摧毁这象征吗？ 如果你是魔
鬼，你会想抹掉哪一条信息？ 福音。 你要确保不会一遍
又一遍地看到哪条信息？ 福音：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
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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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人说：“嗯，方式并不重要。 它只写照救赎。 
任何写照都可以。”

假设你从未见过我妻子娇伊斯，你问：“爱主音，你
有娇伊斯的照片吗？”

我说：“当然有，” 然后我拿出一张赛车、或瀑布、或
咖啡桌的照片。 

你会说：“这是娇伊斯？”
如果我说：“嗯，任何照片都可以。 没有关系。”
你会说：“我不知道你妻子像赛车、瀑布、或咖啡

桌！” 嗯，任何照片都可以！ 
诸位，洗礼写照死、埋葬和复活。 神要它简单明了，

这就是写照耶稣为拯救我们而做了什么的原因。 魔鬼
很想从教会删除这个形象， 但我们要保留。 

降生，为爱我； 受死，为救我； 
埋葬，为带去我一切罪过； 
复活，为白白的永远称我为义：
有一天他还要来——噢，荣耀的一天！ 
—— 摘自赞美诗“有一天！”； 歌词：J. 威尔伯·查普曼（J. Wilbur Chapman），1910年

这形象写照在洗礼中。 它首先表明我们相信福音，
并与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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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6:5）

当我受洗下到水中时，表示我“在他死的形状上”。 
旧的爱主音死了。 因为当耶稣死的时候，他为我而死。 
当我相信他时，他的死就有我的名字在内。 他为我而
死。 他替我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与主耶稣基督的同死
写照在洗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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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得救之前受洗，那就是你并未真正受洗的
原因。 在得救之前受洗就像是在死以前举行葬礼。 洗礼
写照你的死。 在圣经中，洗礼总是在得救之后。 洗礼是
向旧我而死。 注意以下这些经文：

使徒行传2:41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要知道，受洗之前必须领
受神的道。 这就是我们为何不为婴孩施洗的原因。 

使徒行传10:46-47说：“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
为大。 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在当时的过渡时期，外
邦信徒接受圣灵的标志是能讲方言。 这是神超自然的
恩赐，证明福音在传给外邦人。 当彼得看到这个时，他
说：“为什么不，这些也可以受洗，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
圣灵！” 受洗之前必须要得救并接受圣灵。 

在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和西拉被监禁，当时发生
了地震。 禁卒的性命保住了，并想知道当怎样行才可以
得救。 “他们（保罗和西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
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括号中的名字是为清
楚起见）这并不是说因为他信了，他全家都会得救； 而
是说如果家庭成员都信了，全家就可以同样得救。 “他
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
候，禁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立
时都受了洗。”（使徒行传16:32-33）

我在这些经文中向你展示的是，洗礼随着信。 圣经
从来不说“受洗并相信”，而是相反：“信而受洗。” 因为
真正的洗礼跟随真正的救恩。 它写照罗马书6:5所说的
我们的死。 但也写照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 “所以我们
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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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罗马书6:4）

因此，当我受洗下到水中时，那是个液体坟墓。 旧
的爱主音与耶稣同死。 旧的爱主音被埋葬了。 那是葬
礼。 那里唯一的哀悼者是魔鬼——他讨厌看到我死！ 我
与耶稣同埋葬。 他的死有我的名字在内。 他为我而死； 
我与他同死。 洗礼说：“我相信这一点。” 旧我死了，就
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旧世界而言，我已
经死了。

再见，旧世界。 再见，旧我。 你好，新世界！ 你好，耶
稣！ 你好，复活的新生！ 这就是洗礼。 耶稣死了，我死
了。 当他复活了，我复活了！ 他为我而做，我与他同做。 

但洗礼也写照一个事实，即有一天，如果耶稣迟延
他的再来时（启示录22:20），我的身体会要死亡。 他们
会把我放在坟墓里。 我不想邀请你参加我的葬礼； 邀请
你参加我不出席的葬礼是不礼貌的。 我会从天堂俯瞰，
但我的身体会在干净的好土里， 直到号筒末次吹响，复
活来到之时。 然后，就像我受洗时从洗礼池里出来一
样，我会从那坟墓里出来。 我的身体会要复活（哥林多
前书第15章）。 

因此洗礼写照什么？ 朋友，它写照髑髅地——因为
我们与基督同死。 它写照复活节，因为我们与他同复
活。 它写照第二次来临，因为有一天，我们将从坟墓里
复活，以复活的身体与主耶稣基督同在。 

你不觉得魔鬼想把这写照从教会拿走吗？ 这就是
按照圣经之洗礼的含义：主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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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圣经之洗礼的动机
洗礼的方式和含义与按照圣经之洗礼的动机有关。 为
何要受洗？ 有三个原因：

n 首先，有主要承认：主耶稣。 

我们以父、子和圣灵的名义受洗。 我们接受耶稣的名。 
现在他是我们的主。 圣经教导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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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6:6）要知道，我们有了新的主，新的生
命。 我是有着新主的新人。 我与基督认同。 

洗礼是说“我不以耶稣基督为耻。 我为他为我在十
字架上所做的感谢神” 的方式。 

我手指上戴有结婚戒指。 谁给我的？ 我亲爱的妻子
娇伊斯。 你知道我为什么戴吗？ 因为我爱她，我不以她为
耻。 我希望每个人都知道我属于一个叫娇伊斯的女人。 

说到此，这枚戒指并不使我结婚。 我可以结婚了而
不戴结婚戒。 或者我可以去一毛钱的店里买一个，而并
未结婚。 那么这枚戒指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我属
于娇伊斯。 洗礼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属于耶稣！ 洗礼
并不能使我成为基督徒； 它表明我是基督徒。 我有主
要承认。 

曾经有个小男孩在儿童崇拜时得救了，他们
告诉他：“去大教堂，告诉他们你得救了，需要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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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tized）。” 小男孩不懂洗礼，于是去了大教堂，对
牧师说：“我得救了。 我需要登广告（advertised）。” 这
正是，诸位！ 你登广告了。 

n 其次，有信息要传达。 

你知道，每当有人受洗时，他或她是在传福音吗？ 他们
在传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的道。 藉着洗礼，有主
要承认，有信息要传达：它表明了你得救时所发生的，
它表明了耶稣所做的。 

很多次，我看到人们藉着洗礼仪式被定罪而得救。 
洗礼的写照给人们带来罪的谴责，他们说：“我需要救
主。 我需要有人为我而死。 我需要新的生命。 我需要这
所写照的。”

n 最后，这是要完成的任务。  

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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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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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20）

你的回应是什么？ 我会说：“是的，主。”
你也许是教会会员，但对你们中有些人来说，如果

有审判日的诚实，你可能会说：“我是真正明白福音之
前受的洗。 我在死以前举行了葬礼，我想把秩序摆对。 
我要信徒的洗礼。” 信而受洗。 因此你需要来说：“我知
道我得救了，我不是来得救的，但我想要做对。”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区别？ 洗礼不是得救的必
要条件。” 但对服从是必要的，而服从对基督生涯中的
喜乐和结果是必要的。 你有没有读了圣经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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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啊，我实在不明白。 主啊，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意
思。 我想要明白。”

神可能会说：“我已经告诉了你别的东西，你不服
从，我为何还要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朋友，听着：
明白圣经中你不明白部分的办法是服从你已经明白的
部分。”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
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13:12）

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路，
若要得主里喜乐，惟有信靠顺服。
—— 摘自约翰·萨米斯（John H. Sammis）的赞美诗《信靠顺服》（Trust and Obey），18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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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的恳请

朋友，你把生命交给主了吗？ 你是否确信，如果你现在
死了，你会直接去天堂？ 若是没有，请让我以神的话语
为权威告诉你，怎样可以得救。

承认你的罪

首先，你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你是罪人。 圣经说：“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罪是对神的冒犯，
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罪的工价乃是死（和神的爱与怜
悯之永恒的分离)；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放弃自我努力

其次，你必须放弃任何努力来救自己。 我们若能救自
己，耶稣的死便没有必要！ 即使“信仰宗教”也无法让你
进天堂。 圣经说：“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
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神的）怜悯。”（提多书3:5） 得救
是藉着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
弗所书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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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基督的付出

第三，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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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他替你死。 
你的罪债已由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罪”（约翰一书
1:7后）的血付清了。

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

第 四 ，你 必 须 唯 独 信 靠 耶 稣 基 督 救 你 。 “ 当 信 主 
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 救恩是神所赐的礼
物！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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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
4:12）

真诚地从心里做这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罪人。 我知道你爱我，想
要救我。 我知道我无法救自己。 耶稣，我相信你
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付清我的罪而死。 我
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 我现悔改我的罪，凭着
信心，接受你作我个人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救
我，主耶稣。 以你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祷告，请以手册背面的地址与
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 然后找一所附近敬基督、相信圣
经的教会。 找到教会的牧师，告诉他神为你所做的。 他
会与你同欢喜，我们也一样！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将人们指向圣经
然后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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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快节奏、自我关注的世界中，很难找到高质

量的圣经教学，更不用说简化深奥的真理以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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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希望通过爱主音·

罗杰斯牧师/老师（Pastor Adrian Rogers）对永恒

真理的教导，来帮助基督徒在信仰中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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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分享。 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传耶稣福

音的过程中，所有人都能加强与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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