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题：新常态. 新思维

Topic：New Normal . New Thinking

经文：Acts  使徒行传 11:1-18

讲员：方友義牧师 （8.11.2020）



新思维 – 再思凡事谢恩

汽车护照被偷，回国计划泡汤，还能感恩吗？



“新常态”真的是“新”吗？

*并非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才使用的新词汇

*在 2008 / 2012 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时已在使用

*“新常态”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中显得格外瞩目

为何要用“新常态”这字眼呢？

* 转移人的眼光，让人习以为常

* 安慰人的用词，有一天会好转

* 无奈接受事实，要人改变常规



使徒行传 11:1-3

使徒和在犹太的弟兄们，听说外族人也接受了

神的道。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守割

礼的人与他 争论，说：“你竟然到未受割礼的

人那里，跟他们一起吃饭！”

为何产生如此大的反应？



1. 未受割礼，表达什么？

*  跟神的约没有关系，不是盟约的子民。

*  划清界限；互不来往！

2.  吃饭，表达什么？

* 接纳与认同

* 饶恕与团契 Forgiveness & Fellowship



亚伯拉罕 摩西 基督

割礼 律法

割礼 律法 基督救恩

基督救恩

+

+ +

犹太教徒

犹太主义

的基督徒

保罗所传

的福音

真割礼

是在心里

律法是影儿

形体是基督



使徒行传10:23-28 第二天，彼得动身跟他们一同

去，另有约帕的几位弟兄同行。第三天，他们到

了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招聚了自己的亲戚好友

在恭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

伏在他脚前叩拜。彼得扶起他，说：“起来，我

不过是人。”彼得和他说了话，就进去，看见许

多人聚集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都知道，按

照犹太人的规矩（传统），犹太人是不准和外族

人结交来往的…………… （下文彼得说了什么？）



彼得接著说了下列的话，是吗？

所以，很抱歉，我不可以违反规矩和传统；

我爱莫能助！（这是彼得的回应吗？）

徒10:28-29  但神已经指示了我，不可把任何人当

作凡俗或不洁净的。所以我一接到邀请，我没有回

绝就来了。现在请问：你们请我来是为什么事？

神的话高过人的权柄、制度、传统和规矩



为了让彼得及犹太信徒彻底明白上帝的救恩也临到

外族人，使徒行传10-11章 一共 ？次 叙述 彼得和

哥尼流见到的异象？

使徒行传 10:3-5 有一天，大约下午三点钟，他在

异象中，清清楚楚看见神的一位天使来到他那里，

对他说：“哥尼流！” 他定睛一看，害怕起来，

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

善行，已经达到神面前，蒙他记念了。现在你要派

人到约帕去，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



使徒行传 10:19-20

彼得还在思量那异象，

圣灵对他说：“你看，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下去吧，跟他

们一起去，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使徒行传 10:21-22

于是彼得下楼到他们那里，

说：“看，我就是你们所

要找的人。你们是为什么

来的？”他们说：“百夫

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

神，全犹太族都称赞他。

他得到一位圣天使的指示，

请你到他家里，要听你的话。”



使徒行传 10:30-32 

哥尼流说：“四天以前下午三点钟，我在家里

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位身穿光明衣服的人，

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

听，你的善行在神面前已蒙记念。你要派人到

约帕去，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



使徒行传 11:4-7

彼得就按着次序向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

祷告的时候，魂游象外，见到异象：有一件东西，

好像一块大布，绑着四角，从天上降下来，一直

来到我面前。 我定睛观察，看见里面有地上的四

足牲畜、走兽，还有昆虫和天空的飞鸟。我也听

见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的异象，一共被叙述五次

*天使说….. *圣灵说….. *侍从说……

*哥尼流说…… *彼得说…..

原因
1. 要明白神的心意 - 福音也是给外族人的
2 要听从神的圣言 - 不是人的规矩与传统
3. 放弃错误的思维 - 拥抱真理与转变更新



听从神的呼召-带来深远影响

第一代 高祖父戴雅各（1749-1795）

第二代 祖父戴约翰 （1778-1834）

第三代 父亲戴雅各 （1807-1881）

第四代 戴德生（1832-1905）

第五代 戴存仁（1861-1950）

第六代 戴永冕（1894-1978）

第七代 戴绍曾（1929-2009）

第八代 戴继宗（1959-）

中华福音神学院（华神）院长



教会是骆驼多，鹿少？还是鹿多，骆驼少？

骆驼不喝水-可长达17天 如鹿渴慕溪水



吃什么

变什么

You are

what

you eat



吃什么

变什么

You are

what

you eat



思维

转变

更新



以赛亚书 43:19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现在它

要发生了，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

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Behold,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forth, 

do you not  perceive It ? 

I will make a way in the 

wilderness and rivers in 

the desert. 



思维的更新 - 认识神

明白上帝的能力

上帝感动食人部落的民族悔改与感动大学教授

回应主的恩召，都是一样的容易。

明白上帝的护理

上帝保守（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在医院

前线的护理人员；小镇安定生活的人民）；对

上帝而言，都是一样的容易。



神的信实与能力是否大过经济与病毒？

Trust 信靠
Thankful感恩

COVID-

19

新冠
病毒

担心
忧虑

祷告 Pray
读经QT
家人 Family
福音Gospel

疫情何时结束？

为什么？

神在那里？

神的心意 . 人的需要



信靠.感恩.读经.亲近神

为什么会有新冠病毒？真惨！

感染人数是 444 人！

闭关太久了！我要崩溃了！

向家人与朋友传福音



信靠.感恩.读经.亲近神
为什么会有新冠病毒？真惨啊！感染人数是 444人！ 闭关太久了！我要崩溃了！

向家人与朋友传福音



一把盐

一杯水

一湖水



新思维 - 透过网络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
Global Ministry Outreach 全球媒体福音外展事工

* 由 Walt Wilson 华特．
威尔逊 于2005年创立。

*100 个网站；13种语言
服事110国家。
超过2亿3千万人表示，
他们是透过这个线上福
音事工成为基督徒。



疫情后 - 新思维 - 微型教会 - 传福音的模式

美容院的老板

娘可以把美容

院作为“微型

教会”吗？



新思维 - 教会论

1. 上帝在哪些场景显现？一定在圣殿吗？

2.  耶稣和使徒们在哪些地方传福音？

3.  有十字架及建筑物的场所才是教会？



神在哪些场景显现？出埃及记 3:2-3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

丛里的火焰中向摩西

显现。摩西观看，看

见荆棘被火烧着，却

没有烧毁。摩西说：

“我要到那边去，看

看这大异象，这荆棘

为什么烧不掉？



撒下 7:4-7 神在圣殿还是到处漂泊？（漂泊的神）

4 那天晚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5 “你去对我的

仆人大卫说：耶和华这样说：‘你要建造一座殿宇给

我居住吗？ 6 因为自从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上来的

那天起，直到今日，我都没有住过殿宇。我一直都住

在帐棚和会幕里，到处漂泊。7 我与以色列众人一起

走过的地方，我可曾对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的官长，就

是我所吩咐要牧养我子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什么

不给我建造一座香柏木的殿宇呢？’



以西结书的主题是“神的荣耀”，神在哪里显荣耀？

以西结书 1:1

第三十年四月五日，*

我正在迦巴鲁河边

的时候，天开了，

我就看见神的异象；

那时，我是在被掳

的人中间。
*主前593年



以西结在被掳到巴比伦的群体中，还有作为吗？

解构与更新的事奉 Deconstruction & Reconstruction 

君王；圣城；圣殿

拉比；国度；会堂

在 疫情 封锁 Lockdown 中 - 解构与更新



传福音的地点在哪里？

马太福音 3:1-2

那时，施洗的约翰出

来，在犹太的旷野

传道， 说：天国

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宣讲石破天惊信息

的地点竟然在旷野 犹太旷野



被错误思想捆绑

用主观经历说：

没有神！没有灵魂！

青蛙（坐井观天）

原来天是那么的小！

一只青蛙对另一只青蛙说：我昨天在沟渠旁边叫了

一整晚，没有一个人对我回应，因此我宣称：根本

没有人类的存在！



我父母多么固执和刚硬！他们不可能信主的！

关键是（新思维）
你相信神能做得到，还是

做不到？（人不能；神能）

自从你信主后，你向父母

宣讲了几次福音？



更新的思维：不要停留在若是….以后….等…..

* 等我有时间了，我就陪伴孩子！

* 等待机会？创造机会？

* 失败的人找？成功的人找？

借口；方法



新常态.新思维

神在作新事，你是选择

守旧怀旧 还是 更新改变？

以赛亚书 43:19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

现在它要发生了，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使徒行传11:2,16-18

事件的开始：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守割礼

的人与他争论……  （守旧与怀旧）

事件的结束：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约翰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既然把同样的恩赐给他们，像
给我们这些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我是谁，我能够
阻止神吗？”众人听见这些话，就默然无声，把荣耀归
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
使他们得生命。”（更新与改变）



如何看待逆境 – 新思维
* 种下后，在地下5年才冒出土

* 施肥浇水5年却不见动静！

* 怀疑！挣扎！真的会冒出土吗？

* 及时效应的挑战

* 出土后，5 周就可以高达 90 尺

* 生活原本就艰难，变数，磨练

* 以马内利 - 神的同在

* 神看见；神知道



新思维 - 如何看待逆境与不顺利？

保罗与西拉在监狱的经历 - 逆境中的欢唱

Pain 痛

Praise   赞美

Pray      祷告

Product 成果 - 带领狱吏一家信主

约瑟因为经过监狱才能进入皇宫 Prison - Palace



逆境中的心态

* 过去 - 对过去能够释怀

不要被过去绑架；不要继续活在后悔里

* 未来 - 对未来要保持期待与乐观

人的大脑在面对未知时，一般是恐惧与害怕的

* 当下 - 对现况要心怀感恩
固然有不好的事，但整体而言，好事多过坏事

失业的人多，还是有工作的人多？



新思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大难不死，必有使命！
彼得跨越种族，文化，传统；

走进哥尼流的家（福音使命）

你在哪些思维与心态上需要跨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