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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引言】 
 

【為什麼要讀約拿書？】 

 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是何等的愛世人，祂是何等的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就必須讀本書。 

 在本書中特別提到各人自己的神，虛無之神（一 5；二 8）；以及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耶和華我的神，有恩

典與憐憫的神（一 9；二 6；四 2）。本書主要信息是只要人肯悔改，神都給人蒙恩的機會。但願我們被神的憐憫

和大愛所充滿，心甘情願地向人們宣講我們主耶穌基督救恩的福音。 

 本書同時顯明神是創造萬物的主宰，大自然與一切生物 (包括風、海、魚、植物、日頭等等) 都聽命神所有的安

排，只有約拿不順服神。所以神安排了許多的事物，為了調整、教導、訓練、造就約拿。願我們從四周大自然之

中比我們低等的動物植物中好好學習順服神，也像約拿一樣受管教後，照神的心意而行，榮耀祂的名。 

 

【如何讀約拿書？】 

 讀本書之先，須查考約拿其人其事（一 1；王下十四 25）和神的安排如一條大船、一條大魚（一 3，17），一座大

城、一個王的寶座（三 3，6），一座棚、一棵菎麻樹、一條蟲（四 5，5，7）等。 

 研讀本書中有表記的意義──約拿身陷魚腹三日三夜是基督受死、埋葬和復活的預表（太十二 40）。 

 

【本書鑰節】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區，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下到約帕，遇見一隻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給了船價，上了船，要與船上的人

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拿一 1～3） 

「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話。約拿便照耶和華的話

起來，往尼尼微去。這尼尼微是極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約拿進城走了一日，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

了！」（拿三 1～4）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幹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

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拿四 10～11） 

 

【本書鑰字】耶和華安排(一 17，四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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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要旨】本書目的是藉約拿逃避神的經歷及神對他的教導，顯明人心的狹窄，和指出神對全人類的憐憫和大愛，

祂願萬國都得著祂的救恩，因救恩是出於耶和華（二 9；四 2，11）。 

 

【本書大綱】本書可以按約拿蒙神二次呼召的經歷，分為兩段： 

(一) 第一次呼召(一至二章) ：(1) 約拿的違命——離神躲避(一章)；(2) 約拿的悔改——向神禱告(二章) 。 

(二) 第二次呼召(三至四章) ：(1) 約拿的順服——遵神起來(三章)；(2) 約拿的不滿——對神發怒(四章) 。 

 

【默想】萬物、萬事如暴風雨、籤條、水手、大魚、尼尼微人、東風、蓖麻、蟲子等等，都順服神。但在服事的道路

上，你是否每一件事都順服了神的命令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將約拿書賜給我們，使我們明白萬事都互相效力，為了調整、教導、訓練、造就

我們。願我們約拿一樣受管教後，被祢的憐憫和大愛所充滿，心甘情願的向人傳福音。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阿們！ 

 

【詩歌】【一路我蒙救主引領】 (《聖徒詩歌》471首第 1節)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陳腐事物何必求？ 

難道我還疑祂愛情，畢生既由祂拯救？ 

神聖安慰、屬天生活，憑信我可從祂得； 

我深知道凡事臨我，祂有美意不必測。 

視聽――一路我蒙救主引領～Church In Marlboro 

 

【金句】「約拿的不順服與失敗，雖然不是出於神的計畫或定意，但在神的先見與主宰的權柄之下，約拿的不順服與

失敗，卻成了神跡的背景與基礎。由這個神跡所傳達的資訊與託付，其重要性遠超過任何其他方法，重要何止千萬倍！

深哉，神的道路，何其難測！神的先見，何其深遠！」── 史百克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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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每日讀經】主要的話──耶和華安排 
 

題示：請先把本書讀一至两遍。約拿的字義是「鴿子」，他的使命是要像鴿子一般飛出去，向外邦城尼尼微傳揚和平

的福音。 

 

約拿書所用描述的筆法是「反襯的描述」或作「反諷的描述」： 

（一） 約拿蒙神呼召作一件榮耀的工作，但約拿竟放棄那件工作(拿一 2~3) 

（二） 當外邦人正在求告神時，約拿卻在睡覺(拿一 5) 

（三） 按理應該是我們鼓勵外邦人禱告，居然是外邦船長求約拿起來禱告(拿一 6) 

（四） 約拿一面悖逆神，一面卻承認神是他的主，說他敬畏神(拿一 9) 

（五） 約拿背叛了神，神卻打發魚來救他(拿一 17) 

（六） 約拿在那惡貫滿盈的尼尼微城裏只說了五個字(原文)，就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拿三 4~5) 

（七） 神的怒氣離開尼尼微時，約拿竟然大大發怒(拿三 10~四 1) 

（八） 約拿因為神不降災竟大大不悅，但為自己脫離苦楚就大大喜樂(拿四 1，6) 

（九） 神安排大風、大魚、蓖麻、蟲子、炎熱的東風、日頭，它們都順服了，而神的僕人約拿卻向神發怒(拿四 9) 

── 陳希曾《與主同軛──約拿書剪影》 

 

九月十四日 

讀經 約拿書 1～4章；約拿蒙神二次呼召的經歷。 

重點 約拿的違命──躲避耶和華(1章)；約拿的悔改──向神禱告(2章) ；約拿的順服──遵神起來傳道(3章) ；

約拿的不滿(4章) ──對神發怒； 

鑰節 【拿一 3】「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下到約帕，遇見一隻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給了船價，上了

船，要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 

【拿二 1】「約拿在魚腹中禱告耶和華他的神。」 

【拿三 1】「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 

【拿四 6～8】「耶和華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發生高過約拿，影兒遮蓋他的頭，救他脫離苦楚；約拿因這棵蓖

麻，大大喜樂。次日黎明，神卻安排一條蟲子，咬這蓖麻，以致枯槁。日頭出來的時候，神安排炎熱的東風，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9/1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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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頭曝曬約拿的頭，使他發昏，他就為自己求死，說：我死了比活著還好。」 

鑰字 「下到約帕」【拿一 3】──罪常是使人每況愈下，我們從與神相交的高處下來，從崇高的目標下來，從自製與

律己下來，自己應該知道，因為自律方面鬆弛了，與世俗不再有明顯的分別。 

找到船隻——機會未必說明責任與便利。那時正好有船，起帆風勢也順。約拿以為他的決斷是對的。我們有時

也在自圓其說，以順利的環境當作途徑的正確。其實最要緊的還是神的呼召，我們應遵祂的旨意行，良心會給

我們指引的。環境雖然順利，如果良心不安，恐怕還有問題。 

付上船價——我們不遵神的旨意，常預付上代價的。約拿失去自尊，良心破產，不能得神同在，這些都加在船

價上。有時我們是白付了，真是得不償失，在洋海上，我們還是被扔出來，神再把我們帶回去，來到祂預備的

船，不需我們付費。早晨天氣很好，不久又會陰天。起初天空晴朗，神將風暴興起，促使逃跑者回來，船隻有

機會離開碼頭，災難卻隨至。──摩根 

「我說，我從你眼前雖被驅逐，我仍要仰望你的聖殿」【拿二 4】── 悔罪的心靈啊，這是好的。你該從現在

的光景觀看，你在海中心，苦難的水流困住你，災禍的風暴掃過你，你還是該仰望聖殿。困苦只有將你帶回，

不再流浪，你該回頭了，你若背向神，無法對準神的旨意，因為你面向著他施。你若回轉過來，再向著祭壇與

獻祭看，看見大祭司與祂中保的工作。再看，不看別的，只仰望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你要找到合適的地方

從最低的深處來看異象。 

你再看，神也必邀請你，你雖多年轉向別處，不轉向祂，祂仍耐心等著，滿有恩慈，祂的臉上尤其充滿無限柔

和的愛。從遠處看，最小的最卑微的，卻最值得注意，最立即得到反應，別人看祂，心中就快了起來。你看主

也會有這樣的感受。祂將你從坑中救上來。你的心在裡面發昏嗎？當紀念主。你只仰慕祂，就要向祂的神殿獻

上禱告。 

你再看，雖然你自知污穢，罪惡深重，遠離主，但是不要因羞恥不敢回來，有的經文說悔改也不能更新。我

說：你再看！──摩根 

「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拿三 1】──我們不應該仰仗第二次的機會，但為此心有中卻要受安慰，神

的話可能二次臨到我們，約拿第一次拒絕了，他得到第二次機會可以順服。對彼得也是這樣，他不能實現主的

理想，那是在他使徒的事業中首次的大試煉，但是主在湖邊與他相會，主的話二次臨到他。 

神不是等著注意我們先有失敗的經驗，才將我們放到事奉裡，祂急切地等候，要給我們與祂同工這種喜樂與尊

榮。祂要恩待我們。所以當我們不願聽從祂的吩咐，匆匆轉到別的方向。祂帶我們回來，在痛苦的經驗中說：

再到尼尼微去宣告神原吩咐我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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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到底願意寬容多少次，我不敢說。祂赦免要到七十個七次。祂多少時候願將神聖的信息與使命再賜下，多少

次呢？我說不出來，但是一定有限度，不然我們的軟弱，影響別人，使他們從我們的情況而受損了。 

神使用我們多少奇妙！正像祂在自然裡工作，要我們與祂合作。祂將煤放在礦裡，我們必須採挖。祂將花放在

野外，我們還應栽植。祂賜下水，我們要作灌溉的功夫，神關懷尼尼微，就招人去宣告祂的話。──摩根 

「耶和華神安排」【拿四 6】──這書屢次提起主安排的恩典，祂會預備安排大魚、蓖麻、蟲子以及東風。 

祂安排大魚（一章十七節）當我們智盡力乏，臨近毀滅的時候，祂來幫助我們，將我們帶回到祂的面前。 

祂安排蓖麻（四章六節），它的影兒可遮蓋我們的頭，脫離苦楚。友誼，產業以及其他的成就好似蓖麻一般，

使我們歡悅，雖然我們沒有即刻承認這些是天父恩慈的安排。 

祂安排蟲子與東風，約拿情願看見尼尼微傾覆，卻捨不得蓖麻枯槁，他不會有所覺醒，看見屬靈的真相，所以

神讓蟲子與東風來作成這份工。約拿必須受教，他看重蓖麻，好像神看重尼尼微城一般。但是神工作更多，祂

先造那些人，還要使他們人口增多（十一節）。 

多少時候，神允許蓖麻死去，好教導我們深切的功課。雖然我們保持它青綠，但是葉子越來越枯黃，最後終於

死去。它們凋落在塵土中，東風是來自大能的手，結果我們知道若是蓖麻還沒有枯死，還可保護我們，神的兒

女啊，在東風中發昏，不要求死，到磐石的蔭下，那裡是疲乏之地的青綠處，那裡有人子，祂是炎熱中遮蓋的

蔭庇。──摩根 

綱要 本書共四章，根據約拿的反應和神的作為，可以分作四大段： 

分章 约拿的光景 神的安排 

一章 逃避神（叛逆） 神召約拿往尼尼微傳道(一 1) ；神使海中起大風(一 4) ；神使船中的人掣簽，掣出

約拿（一 7）；神使風浪越發翻騰(一 13) ；神使狂浪平息(一 15) ；神安排大魚吞

了約拿(一 17) 。 

二章 求告神（禱告） 神迫使約拿在魚腹中悔改、求告神（二 1）；神吩咐大魚把約拿吐在旱地上(二

10) 。 

三章 順服神（傳道） 神再次授命與約拿(三 1) ；神使尼尼微人悔改（三 5）；神不把所說的災降與尼尼微

(三 10) 。 

四章 認識神（受教） 神安排一棵蓖麻為約拿遮蔭(四 6) ； 神安排一條蟲咬蓖麻(四 7) ；神安排烈日曝

曬約拿(四 8) ；神安排炎熱的東風使約拿發昏(四 8) 。 
 

核心 【約拿書綱要】神委派約拿向以色列的強敵亞述發出警告。但約拿卻乘船逃往他施（今之西班牙）；這位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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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 話的先知不想參與神向殘暴的尼尼微人施憐憫的計畫。不過神並不因此罷休，祂安排一場風暴（將約拿投入海

中）和一條大魚（將約拿送回陸地），將這位遲疑的使者帶到尼尼徵城。當這座城披麻蒙灰悔改時，先知不但

沒有讚美神，反而大為不悅，使得神要用一陣風、一株菎麻和一條蟲來教導他認識神的主權和憐憫。本書共四

章，以約拿為中心，大綱可分為如下：約拿與颶風（一章）、約拿與大魚（二章）、約拿與城（三章）、約拿

與神（四章）。 

第一章，本章記載：（1）約拿拒命而逃（1～3）；（2）約拿遭遇大風（4～6）；（3）約拿被拋入海以息風浪

（11～17）。神差派約拿到尼尼微傳道，但他卻乘船逃往他施（今之西班牙）；這位不聽話的先知不想參與神

向殘暴的尼尼微人施憐憫的計畫。不過神並不因此罷休，安排了一場風暴，將約拿投入海中。 

本章屬靈的教訓：（1）人必須順從神，無法抗拒或逃避；（2）當人不願順服神時，屬靈的光景將一路往

「下」滑，直到悔改順服；（3）約拿的被管教，使人認識祂真是「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神」（9節）。 

【約拿是神的僕人，也是當時一位著名的先知，為何他違背神的命令，不肯去尼尼微傳道呢？（一 1～3）】很

可能是，他是一個典型猶太人，是一個非常愛國的猶太人。他被主大大的使用來預言以色列國的興盛；但以色

列在神面前的光景不對了，作為一個先知，很可能在某些方面他已經有預感，就是神會用一些外邦的權勢來刑

罰以色列、來管教以色列。在聖經中，亞述被稱作神怒氣的棍；所以他可能已經有了一些感覺，知道神將要作

什麼。當神打發他去尼尼微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我認為他是最高

興去作這件事；但是他認識神，他認識神的性格，他知道神差遣他向尼尼微呼喊的原因，並不是要毀滅他們，

乃是給他們另一個機會。他不願意看到他們有那個機會，所以他沒有順服神，反而躲避神的面。── 江守道

《神說話了》 

 

第二章，本章紀錄了約拿在魚腹中悔改向神禱告（1～9），神吩咐魚把約拿吐在岸邊（10節）。約拿的禱告基

本來自詩篇（詩十八 4～6；二十二 24；四十二 7；六十一 2；八十八 6），根據禱告的內容，可以分作三大段：

(1)遭患難求告主（2節）；(2) 認罪求主開恩的禱告（3～4上）；(3) 仰望耶和華救其性命的禱告（4下～

6）； (4) 許願和感恩的禱告（7～9）。 

本章屬靈的教訓：（1）神是無所不在與無所不能的，祂垂聽人的禱告；（2）認罪悔改的禱告，使我們能再回

到祂的面前；（3）用感謝的禱告獻祭與神，使我們與祂有暢通和諧的關係。 

「那條「大魚」又怎樣？」很多人都會問這個老問題：約拿在魚腹里可能發生嗎？它會不會發生？它有沒有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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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一年二月，一艘名叫『東方之星』的捕鯨船在福欄島附近巡戈。站在了望塔上的人突然看見三哩外有

一巨型的抹香鯨，他立刻通知船上的人。不久，兩艘捕鯨艇就放下水去；他們划了一會，艇上的人就可以用魚

叉射它了。另一只艇亦同時在另一邊進攻它，可是一個不小心給鯨魚尾部打個正著，人跌艇翻；一個沉到水底

去，另一個名叫巴利的水手則失了蹤。最后鯨魚被射殺，不出几小時，巨碩無比的鯨尸就陳放在甲板上。水手

們亦忙著用魚斧魚鋸來剖開它；他們工作了一整天，直忙到深夜才停工。第二天他們又開始工作，就在它的胃

部，水手們駭然發現有東西在里面蠕動，他們小心地把鯨胄剖開，竟然發現失跡了的巴利就在里面，他已神智

昏迷，但仍然會動。水手們就把他抬上甲板，用海水來澆他，使他恢复知覺。雖然醒過來了，但精神有點失

常；他們便把巴利安置在大副的艙內，好好看護他。足有兩星期之久他才慢慢回复理智，到第三周過去了，他

便完全恢复過來，可以繼續工作。當巴利還在鯨腹的時候，他的全身均浸在魚胄的胃酸中，皮膚就像給漂過一

樣，變得死白，皮則變得像羊皮一樣。巴利說，若沒有人救他出來，他大概會在鯨胄餓死，而下是窒息死，因

為胃內有空气給他呼吸的，他之所以昏迷，全是因為過度惊慌所致，而不是因為缺氧。巴利后來說及這次的經

過：當他被拋進水里，只見四面白浪把他圍著，這是因為鯨尾不斷拍打海水的原故。然后他的身子就突然被一

股極大的吸力吸進一個黑漆漆的地方，那里的熱度高得叫人難以忍受。他在黑暗中摸索，希望找到出路，但凡

触手之處，都是滑得很的。他立刻惊悟到他已被吸進鯨魚的胃里，就是這樣，他因惊慌過度而昏了過去，直到

他們用海水來沖他，他才蘇醒過來。 

  現在這些批評家再不能說約拿之被大魚吞噬是不可能的吧！──巴斯德《約拿書研究之一》 

 

第三章，本章記載約拿到尼尼微傳達神的信息（1～3），尼尼微人悔改的回應（4～9）與神不降災的結果（10

節）。全章只有一句預言，原文只有五個字：「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4節），竟沒有應驗。當尼尼微人

听見神藉著約拿所題出的警告，他們從君王到百姓都信神。接下去他們悔改，宣告禁食，披麻蒙灰。結果神察

看他們，就不把災禍降與他們。 

本章屬靈的教訓：(1) 神給悔改的約拿第二次事奉的機會，這是神對人的忍耐。亞伯拉罕，摩西在他們犯罪的

時候，神都一而再地給他們機會；大衛犯罪時，神也再給他機會，但最重要的，是人有悔改的心；彼得和猶大

頂撞主之後有不同的結果，也在於是否真正的悔改。(2) 尼尼微的悔改，有幾方面的因素，他們早已聽聞希伯

來人之神的偉大作為，以利亞和以利沙的神蹟也必傳到他們耳中；神用魚腹將約拿送到旱地上，成了他們的神

蹟（參路十一 30）。但這些都只是他們悔改歸正的預工，真正叫他們悔改的是神自己的工作。今日人的悔改也

是聖靈自己的工作，宣講和見證只是人得救的媒介。(3) 尼尼微的悔改是徹底的，由上至下，包括牲畜在內；



8 
 

又是謙卑和真實的，王也披上麻衣；更是有行動的，就是禁食的痛悔；他們的信心和盼望（三 9）表示悔改的積

極，這些都是真正悔改所應具備的因素。(4) 經文中兩次提到神的「後悔」，這並不表示神的改變，神待人的

原則永遠是賞善罰惡，只是當人改變惡行時，神必會回心轉意，由罰變賞，這樣做才是真正的不變。 

 

第四章，本章記載約拿發怒和不滿的態度（1～3節）與神諄諄的教導（4～11節）。約拿雖然依照神的囑咐，

去尼尼微傳達神的信息，但心態上並沒有改變。他眼看尼尼微城蒙神赦免，而逃過了一場災禍，感到很忿怒，

並諷刺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約拿理直氣壯地兩次求死（3、8

節），神亦兩次的反問他這樣做是否合理（4、9節）。第一次他不理睬神（5節），第二次更堅持自己有理（9

下節），使得神要用蓖麻、蟲子、日頭、熱風來教導他，使他認識神的主權和憐憫。當約拿出城要看城的結局

如何，神安排一棵蓖麻迅速長大遮蓋約拿的頭，除去其痛苦，蓖麻未幾因被蟲咬致枯槁，並使酷熱的東風臨到

約拿。在與約拿的對話中，神指出約拿痛惜蓖麻之情，豈不正是祂愛惜尼尼微城中十二萬不能分左右手的人及

牲畜。經過了神耐心教導之后，約拿才完全認識祂的美意。 

本章屬靈的教訓：（1）神就是愛（約壹四 8）—— 神愛世人（約三 29) ，祂願意萬人得救(提前二 4)，不願一

人沉淪（彼后三 9），祂何等願意看見人悔改並歸向祂；（2）神的憐憫、忍耐和智慧的教導，藉著祂奇妙的安

排引領，使人認識自己錯謬的成見和敗壞，並祂無限的主權和慈愛。 

默想 第一章，「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下到約帕，遇見一隻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給了船價，上了

船，要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拿一 3】。親愛的，約拿的意思是「鴿子」，應該有順從之意。但

當神要他往尼尼微去，他卻轉到反方向的他施（可能即西班牙）。因他刻意不順服神的命令，想「躲避耶和

華」(一 3) ，他的生命開始一步一步往「下」降，而且越陷越深。他先「下」到約帕(一 3)，後「下」到艙底

(一 3 原文)，再來「下」到海底，最後「下」到大魚的腹中 (一 17) ，在那他感覺下到深淵(二 3)、下到山根

(二 6)，最後感受到幾乎「下」入陰府的門，被永遠關住(二 6)。約拿為逃避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到他悔

改、順服，「上」到神要他去的地方。請記得，大衛說：「我到哪裡去逃避你的面，我飛到地極居住，你也在

那裡」（詩一三九）。你無論走到哪裡，你都不可能躲避神。所以，你是否要在祂的管教之中，才認識祂是輕

慢不得的呢？還是簡單的順服祂的旨意，經歷祂在你身上主宰的安排呢？ 

 

第二章，「約拿在魚腹中禱告耶和華他的神」【拿二 1】。親愛的，請仔細詳讀約拿在魚腹中的禱告，並思想其

中許多寶貴的啟示：(1) 在患難時的禱告（2 節）——不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神都願意垂聽你的禱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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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2) 認罪的禱告（3～4 上節）——你當認罪、悔改，求主開恩，將你從罪惡的深淵中救出來；(3) 仰望

的禱告（4 下～6 節）——當你發昏時或失去盼望時，你仍可仰望祂，向祂呼求，求祂與你同在； (4) 許願和

感恩的禱告（7～9 節）——你當感謝讚美神已經為你所做的一切，也要感謝祂的慈愛和憐憫，使你從苦境轉

回。 

 

第三章，「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拿三 1】。親愛的，約拿第一次拒絕了神的話，結果在神所安排

的魚腹中，他經歷了神的管教和保守，而向神禱告。因此神的話再次臨到他，使他有了第二次事奉神的機會。

其實，有誰沒有軟弱、失敗、不順服的經歷呢？有誰不曾放棄事奉的權利呢？但憐憫的神仍一而再地給人機

會。今天，你是否願意重新出發，順服主的呼召嗎？ 

 

第四章，「耶和華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發生高過約拿，影兒遮蓋他的頭，救他脫離苦楚；約拿因這棵蓖麻，

大大喜樂。次日黎明，神卻安排一條蟲子，咬這蓖麻，以致枯槁。日頭出來的時候，神安排炎熱的東風，日頭

曝曬約拿的頭，使他發昏，他就為自己求死，說：我死了比活著還好」【拿四 6～8】。親愛的，為了調整、教

導、訓練、造就約拿，神「安排」了許多的事物：（1）一條大魚，將他帶回到神面前（拿一 17）；（2）一棵

蓖麻，使他認織神為他豫備的保護恩典（拿四 6）；（3）一條蟲子，使他看見他到底關懷的是甚麼（拿四

7）；（4）炎熱的東風，使他看見他自己的屬靈真相（拿四 8）。在你的生命中，所遭遇的每一切事，都是神主

宰的「安排」，為了使你能從其中，得著屬靈的益處(羅八 28) 。 

禱告 主啊，無論祢把我們放在那一個環境裏面，讓我們能從其中，得著屬靈的益處。 

詩歌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 (《聖徒詩歌》471首第 1節)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陳腐事物何必求？ 

難道我還疑祂愛情，畢生既由祂拯救？ 

神聖安慰、屬天生活，憑信我可從祂得； 

我深知道凡事臨我，祂有美意不必測。 

視聽――一路我蒙救主引領～Church In Marlboro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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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 主要的話──傳道 

預言的日期：耶羅波安(二) 

一 1 至 2          約拿第一次的任命 

一 3 至 17        約拿的逃脫 

二          約拿的祈禱 

三 1 至 2          約拿第二次的任命 

三 3 至四 11     約拿在尼尼微 

 

重要主題 

 

主題  解釋 重點 

神 的

主權 

儘管先知約拿試圖逃離

神，神仍掌握一切。透過

安排翻騰的大海和大魚，

神顯示了祂那絕對而慈愛

的引領。 

不要逃離神。不論是昔

日、今日或明日，都要相

信祂。向神說“不”，你

可能迅即會遭受災害；向

神說“是”，你就會對神

和祂在世上的旨意有新的

理解。 

神 對

世 人

的 信

息 

神給約拿一個使命，就是

向亞述大城尼尼微傳道。

約拿恨惡尼尼微，所以他

發怒，且對這工作不予理

會。但最後約拿認識到神

愛所有的人。通過約拿，

神提醒以色列人傳道的目

的。 

我們不要只關注自己人。

神要祂的百姓用言語和行

動向世人宣揚祂的愛。無

論我們在哪裡，無論祂差

我們往哪裡去，祂都要我

們作祂的使者。 

悔改 約拿向尼尼微傳的道雖不

情願，但他的信息卻帶來

神不要虛假或偽裝，祂要

每個人真誠地向祂委身。

極好的反應，百姓都悔改

並轉向神。以色列人認為

自己比外邦人好，卻拒絕

回應神的信息，尼尼微人

的悔改實在是神對以色列

的譴責。只要人離罪歸向

神，神都會赦免他。 

只享受作基督徒的好處是

不夠的，我們必須求神赦

免並除去自己的罪。事實

上拒絕悔改與熱愛罪惡並

沒有分別。 

神 的

憐憫 

神那慈愛和赦罪的信息並

不是只給猶太人的。神愛

所有的世人。亞述人本不

配得到救恩，但他們悔改

了，神就寬恕他們。神有

憐憫，祂沒有因約拿不接

受事工而拒絕他。慈愛的

神，耐心等候並願意赦免

所有悔改的人。 

神愛我們每一個人，即使

我們令祂失望，祂也愛我

們。祂同樣愛其他人，包

括那些不同種族或宗派、

跟我們有不同背景的人。

在接受祂的愛的同時，我

們也要接受祂所愛的人。

愛神使我們更容易去愛

人。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