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恭喜你有意願接受水禮。很高興你願意順服基督對受洗的要求。受洗不僅使我們

回顧基督的死，埋葬與復活的歷史事實，更是在基督已完成的救恩上見證信徒的得

救。  

水禮是信徒相信基督最明顯的見證，因此雅靈頓華人教會給予受洗者充分的會友權利

與義務 。會友將有更多機會參與事工，並有更多機會一起來塑造教會的方向。我們相
信同是基督的身體，你也會在屬靈的生活中實踐以下各項：  

1. 願意常常靜默，禱告，讀經。  
2. 願意與教會會眾在週日一同敬拜神，研經以增進聖經知識，參與一個小組或團
契以相互扶持並相互教導。  

3. 關懷其他信徒並鼓勵他人的好行為。  
4. 參與多樣事工以發展屬靈恩賜。  
5. 順服教會的領導並持守聖經真理。  
6. 參與奉獻以表達對神的愛與信。  
7. 尋找機會見證對基督的信心。  

申請水禮程序  

A. 閱讀資料 - 包括「教會憲章」，「信徒的水禮」和「教會根據聖經對一些社會問題
的立場」 ，並填妥申請表格（附照片）及一頁個人見證。  
1. 一頁個人見證必須解釋個人得救經歷：信主前的生活，為何信主（時間，地
方，人物等 ），以及信主後的改變（與信主前比較）。  

2. 只有填好的表格（包括洗禮/轉會立約）才會受理。  

B. 將表格繳交給相關同工 
1. 相關同工會將報名表交給教牧同工以便安排與牧師，長老或執事的面談。 
2. 若經決定申請者尚未預備好，教牧同工保留權利延緩申請者水禮的日期。  

 

 

 

 



 
 
C. 面談後，準備接受水禮者將與牧師見面，了解受洗順序。受洗當天應注意事項：  

1. 準備接受水禮者應提前到場以備臨時事項。  
2. 準備接受水禮者會拿到一件水禮袍。 
3. 請按 A1的個人見証，錄制一個口述的錄像見証，洗禮一周前傳送給與你面談的
教牧長執。錄像見証將會在水禮當天播放出來。水禮中，受洗者會被問三個問

題： 
 

1) 你是否承認自己是一個無力自救的罪人？ 
2) 你是否相信耶穌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復活？ 
3) 你是否已經接受耶穌到你心中，成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三個問題的囘答必須是正面肯定的。 
 
4. 受洗者須攜帶：  

a. 多帶一套衣服（內外衣）  

b. 梳子，吹風機，個人必需品。  
c. 毛巾  

* 若有任何變化，申請受洗者有責任提前告知牧師。  

充滿喜樂與期待的，  

教牧同工  



 
 
我們恭喜您有意願轉會加入 ACC 這個大家庭。ACC 的會友必須是重生得救的，已經受

洗的基督徒。雅靈頓華人教會給會友充分的權利與義務。會友將有更多機會參與事

工，並有更多機會一起來塑造教會的方向。我們相信同是基督的身體，您也會在屬靈

的生活中實踐以下各項： 

1) 願意常常靜默、禱告、讀經。 

2) 願意與教會會眾在週日一同敬拜神，研經以增進聖經知識，參與一個小組或團契
以相互扶持並相互教導。 

3) 關懷其他信徒並鼓勵他人的好行為。  

4) 參與多樣事工以發揮屬靈恩賜。  

5) 順服教會的領導並持守聖經真理。  

6) 參與奉獻以表達對神的愛與信。  

7) 尋找機會見證對基督的信心。  

申請轉會程序  

A. 閱讀資料包括 “教會憲章” 和 “教會根據聖經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立場”，並填妥申請表

格（附照片）及一頁個人見證。  
1. 一頁個人見證必須解釋個人得救經歷：信主前的生活、為何信主（時間、地方
及人物等）、以及信主後的改變（與信主前比較）。  

2. 只有填好的表格（包括洗禮/轉會立約）才會受理。  

B. 將表格繳交給相關同工。  
1. 相關同工會將報名表交給教牧同工以便安排與牧師，長老或執事的面談。 

2. 若經決定申請者尚未預備好，教牧同工保留權利延緩申請者轉會的日期。  

*若有任何變化，申請轉會者有責任提前告知牧師。  

充滿喜樂與期待的 ， 

教牧同工 

Revised on 4/26/2022 
 



 

 
 

信徒的水禮 

1. 洗禮的來源 

基督教會裏有兩項規定－洗禮和守主餐。在四福音書，使徒行傳，及使徒書信中對兩者

都有解釋和規定。 

 

2. 為何需要受洗？ 

a. 遵行神的旨意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節記到“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基督耶穌的話是信徒受洗最好的憑證。 

 b. 公開表明相信耶穌基督 

在早期教會裏，那些跟隨耶穌聽過神話的人，對這樣的看法有很好的解釋。我

們也讀到在五旬節成為基督徒的人說“接受神信息的都受洗”。使徒行傳八章

也提到腓利，太監因信耶穌而接受洗禮。使徒行傳十章四十四到四十八節，十

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節及十八章八節也有更多使徒的例證。 

 

3. 受洗的定義為何？ 

羅馬書六章三到四節中，使徒保羅對這個問題作了很明確的解釋“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

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祂的死麼。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原是

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a. 水禮象徵基督在信徒身上所作的善工 

首先，洗禮是信者對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宣稱。水禮象徵著領受基督的真

實新生命。入水象徵著藉著基督的死得贖我們的罪。浸入水裏代表著老我的死及埋葬

。出水則代表著在基督裏的新印記和永生的盼望。 

b. 因此，洗禮代表著 

 

i. 得救的宣稱 

ii. 遵行神的旨意 

iii. 證明我們對神拯救的需要 

 

c. 受洗並不是代表‘入會’ ，得救〈這是神白白的禮物〉，或得著聖靈。 

 

d. 誰需要受洗呢？ 



 

 
 

 

凡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的都需要受洗。 

 

e. 如何受洗呢？ 

在教會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三種水禮：點水禮，撒水禮，和浸禮。在新約中，

洗禮代表‘全入’或‘全濕’的意思。為了避免爭議，解經家常把它音譯成受洗，

而非‘全入’。因此，各宗派能根據他們的傳統隨意運用。 

 

雅靈頓華人教會認同及尊重其他的傳統，但我們相信全身施浸是最能代表與基督同死，

同埋葬，同復活。許多經節也讓我們看到應是全身施浸，而不是點水或撒水而已。馬太

福音三章十六節記載著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的情形“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如果

撒水禮是正確的，那麼約翰就不需要去找有‘很多水’的地方幫耶穌施洗。約翰福音三

章二十三節也記到“約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為那裏水多。”腓利和太監也是

來到有水的地方受洗，更證明不是點水或撒水的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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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TISMAL/MEMBERSHIP APPLICATION 

雅靈頓華人教會洗禮 / 轉會申請表 

File Number 編號:   

Personal 個人資料 Baptism  洗禮 Membership 轉會 

Name 姓名:  
English 英文:       
 Last First M.I. 

Chinese 中文:    

Address 地址:   

Home Phone 家中電話:   
Office Phone 公司電話:   
Cell 手機:   

Email 電郵:   

Birth date 出生日期: (M/D/Y)  ／ ／  

Birth Place 出生地:   
Citizenship 國籍:   
Occupation 職業:   
Marital Status 婚姻狀況: (Single /Married /Widowed /Other ) 

 (單身 /已婚 /寡居 /其它  ) 
Status in U.S.A. 身份: (Citizen /Permanent Resident /Student /Other ) 

 (公民 /永久居留 /學生 /其它  ) 
Date & Place of Conversion 信主日期/地點:   /  /    
  
Former Church 以前所屬教會:   

Who led you to Christ 何人帶領信主？  

Date & Place of Baptism 受洗日期及地點: (For Membership Only 給申請轉會者) 

  /  /     
Native Tongue 母語:   Dialect(s) Use 方言:   
Spouse Name 配偶姓名: English   中文   
Christian? (Y /N ) 是否基督徒? (是 /否 ) 

  

 

 

Picture 

 

相片 



 

Revised 修訂: Nov 20th, 2020 

 

 
Children  

# Name 姓名 Age  

年齡 

Sex  

性別 

Christian  

已信主 

Baptized  

已受洗 

1       

2       

3       

4       

 
Spiritual Ministry History 事奉經歷 
 
Past/Current Ministry Involvement  過去/現在事奉崗位 
 
  

  

Signature 申請人簽名:   Date日期:  
 
For Office Use 辦公室專用 
 
Interviewed by 面談者簽名:   Date日期:  
  

Interviewed by 面談者簽名:   Date日期:   

Baptized by 施洗者:   Date日期:   

Date of membership 接納為會友日期:   

 



 

 
 

 

洗禮/轉會立約 

 

我是在基督裏重生得救的信徒。我相信神設立教會的目的是要信徒活在祂的愛中，固定地敬

拜祂、系統地 研讀祂的話語、參與肢體相交的團契／小組生活、藉著事奉及金錢奉獻參與教

會事工、傳福音給尚未相信 的人。我加入雅靈頓華人教會為會友，立志要信實地屢行上述本

分，與肢體們一同實踐神的呼召，使神的 名得著榮耀！ 

 

我同意並願遵守教會的憲章。我願支持並履行『教會根據聖經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立場』手冊，

盡力過道德及 聖潔的生活，反映出聖經的教導以及神的道德！ 

 

姓名: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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