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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約拿書                  7/8/18 
 

前言： 

雖然約拿書在聖經中擺在小先知書中的第五卷書，但是由於與其他先知書不同，並且比較容易讀，

所以我們首先來讀這卷有趣並且輕鬆的小先知書。 

同時由於我們在上一季末了讀了耶羅波安二世(王下14)，先讀約拿書可以讓我們把王下14：25記

載的事與約拿書連貫起來，使我們能了解約拿書的背景。 

 

1.約拿書的真實性： 

約拿書是一個歷史的事實，還只是一個比喻？如果我們只認為這是先知所想像出來故事，為

了要警告世人，這會有什麼影響呢？我們現今的人們是否能接受這個歷史的事實呢？或者只

是把他看成“一條大魚”的故事呢？有許多人都有同樣疑問，當我們在查問究竟時，必須知

道一些事實。 

A. 先知約拿的歷史背景是不容懷疑的，約拿是一位歷史上的人物，在約拿書的一開始就說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在列王記下14：25說：“他收回以色列邊界之地，

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海，正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藉他僕人迦特希弗人亞米太的兒子先知約拿

所說的”。如果歷史記載證實耶羅波安二世確實存在，並成就了這預言，我們相信先知約拿

的存在也是合理的。約拿的出生地迦特希弗(Gath Hepher)是在拿撒勒(Nazareth)北面幾哩路

的地方。 

從列王記下這段經文也幫助我們推算先知約拿的事工，大約是在780BC到750BC。先知約拿可

能是以利沙在“先知學校”所訓練出來。 

從經文中，證明這位具有好名聲的先知確實存在，他的名字叫“亞米太的兒子約拿”，出生

在迦特希弗。通常大家認為這位約拿就是約拿書中所指的先知約拿，但是在約拿書中，先知

約拿的表現並不像是一位有好名聲的先知，所以如果這故事只是一個比喻而不是一個真實，

那麼使用一位有好名聲的先知的名字就很不公平。 

 

B. 在近代的記載中，也有與約拿相似的經歷。如果不是在這故事中，記載了不尋常的“超自

然”的事情，就不會有人懷疑這故事是事實或是比喻。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因為不相信有如

此的“大魚”可以吞進一個人而拒絕承認這故事的真實性，雖然約拿在被吞入三天以後被吐

出來是一個少有的事，但絕非是僅有的。根據英國的雜誌“Daily Mail”在1928年12月4日的

報導，G. H. Henn 與其他十一人去沖浪(Carcass)卻衝入了鯨魚的口中，而進入了一個像房

間一樣大的地方，它的喉嚨就像門一樣大，最令人驚訝的記載是在作者Sir Frances Fox在1891

年2月“Sixty-three Years of Engineering”故事中說到在Falkland Island附近，捕鯨船

“東方之星”號上的水手在三哩以外就看到了巨大的鯨魚，這故事中的鯨魚的尾巴打翻了其

中一條 harpooing boat，其中一人被淹死，另一名水手James Bartley失蹤，東方之星號的

其他水手終於捕殺了這巨鯨。他們花了整夜的時間把鯨魚切成段，在他們處理鯨魚的胃的時

候，他們找到了這位失蹤的水手，當時他已經昏迷不醒，雖然以海水清洗以後，使他活了過

來，但他的神智仍然不清，必須留在船長室中休養。直到三個星期以後才完全復原，開始工

作。Bartley承認，他可以在鯨魚的胃中生存直到他餓死或因為懼伯而失去知覺為止，而並不

是因為沒有足夠的空氣。Bartley說他被吸入一個黑暗的地方，那裡的溫度很高，當他想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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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時，他發現自己所在的地方而因驚怕而失去知覺，一直到被找到才醒來，如此的例子可在

不同的報導中看到。 

 

c.耶穌利用約拿的經歷來使人了解祂的復活。有很多人拒絕相信約拿的故事，這些人也不相

信耶穌基督的復活，不相信耶穌基督的復活，就是願意停留在罪中，而不願接受神的原諒(參

閱路加福音16：31；羅馬書1：4；10：9；林前15：3-4)。實際上，耶穌基督本身相信尼尼微

的悔改是確有其事(比較約拿書3：5及馬太福音12：41)，如果約拿的故事只是寓言，我們無

法相信耶穌在那麼多舊約的神蹟中，偏偏選擇約拿的故事來比較祂的復活。 

 

2.約拿書的作者及時代背景 

雖然從整本書中，我們看不出來約拿自己本身是作者，但是在第二章中，他以第一人稱來禱

告，在猶太人的傳統上，大家一致認為約拿本身是約拿書的作者。 

約拿住在北國以色列，在加利利湖附近(約書亞記19：13；王下14：25)，他的預言主要是針

對北國的十個支派，開始的時候，約拿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先知，因為他的預言都是百姓們喜

歡聽的，北國的勝利與擴張(王下14：25)，也許就是因為如此，以一個忠心愛國的人，他不

願意順從神的命令去警告尼尼微，這樣會使亞述有機會悔改而得到神的憐憫與祝福，而以色

列卻邁向被毀的危機。 

約拿大概與阿摩司是同一年代，但是與阿摩司及其他先知書不同的地方，約拿書中沒有任何

“預言”。這故事所傳遞的是一個信息，與以西結書一樣，先知以自己親身的經歷，將神所

賜的信息給以色列人及我們現今的人。神為了所有人類的緣故向先知們啟示，神也選擇我們

成為祂信息的使者，甚至向我們的敵人傳講，就好像神差約拿去向以色列最大的敵人亞述提

出警告。 

 

I.  神的指示與約拿的違背－約拿書第一章 

A.神的指示－約拿書1：1-2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 . .”(約拿書1：1)。在聖經中“耶和華的話”有許多

意思，廣義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以賽亞書4：4；提後3：16-17；希伯來書4：2；彼前1：

23)。現今的世人，擁有全本聖經，神完全的啟示，約拿書中所提的“耶和華的話”使約拿清

楚知道他應該怎麼做。約拿對神第一次給他的指示非常高興，他順從並得到好處(王下14：25)，

神給他的第二個命令，卻不一樣，使約拿不高興，甚至有生命的危險，神要約拿從約帕跋踄

700哩，到尼尼微去祝福以色列的敵人。當時尼尼微是殘忍的亞述的首都，約拿想要避免，神

要約拿往東走，約拿卻往西行去他施(西班牙的最西南角)，也就是說，約拿儘量的往神所指

示的相反方向而行。 

 

生活應用 

當我們參加主日學，參加查經小組，我們無法不對神的話更加了解，就好像神

向我們的說話，我們愈讀，愈了解神話語的權威，我們也清楚知道神在我們個

人身上的心意，也了解如何運用到每日的生活中(馬太福音16：24-26；約翰福

音3：36；5：23-24；羅馬書6：12-13；10：9-10；12：2；以弗所書4：31-32

歌羅西書3：8；希伯來書12：13；雅各書4：10-11)。選擇的權利在我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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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選擇往相反的方向走，我們選擇不相信耶穌基督是與神合好唯一的途

徑(約翰福音14：6；使徒行傳4：12及提前2：4-6)，我們可以拒絕神以耶穌基

督的寶血來成就祂的救贖，我們可以拒絕讀經來避免了解神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我們也可以以太忙為藉口而不去讀神的話(詩篇1：2-3)，我們可以拒絕原諒別

人甚至自己，我們可以攻擊按照神的話語生活的人，我們可以因為自己的利益

而去相信其他的宗教，或者放棄一切的宗教，拒絕的方式包括不去追求了解神

的話，或是知道了卻不去遵行，這就跟約拿明明知道神要他去尼尼微，他卻逃

往他施的表現相同。 
 

B.約拿的不順服－約拿書1：3-12 

1.約拿的遭遇似乎肯定他逃走的決定是對的 

約拿在逃離的過程中非常順利，使他很舒服的去違背神給他的命令，例如，他立即找到

船，又有錢買船票，又順風，好像這些細節都肯定他逃離的決定。 

 

生活應用 

相同的，我們時常也以同樣的方式來作決定，例如一位相信耶穌基督的姊妹

為自己的婚姻禱告，次日，有位尚未信主的男孩子要與她約會，這姊妹就立

刻認為這是神的安排，根據林前6：14，如此的婚姻絕對不在神的旨意內。

以後當我們心裡不平安，知道我們所作的事是不合乎 神的心意，卻又想自

圓其說“以外在的環境來看，如此的順利，這一定是對的”時，請記住約拿

的警告，違背神的旨意，必定會帶來大災難。 

 
2.不順服神，就是“逃離神” 

經上說約拿的不順服就是“躲避耶和華”(約拿書1：3，10)，我們今日也有相同的表現，

例如：拒絕耶穌基督的救贖就是拒絕去經歷神的同在(啟示錄3：20)。一位藉著聖靈的內

住而經歷神同在的基督徒也會因不順服神而使聖靈憂傷，因此失去與神同在親密關係(羅

馬書8：9；約翰一書5：12)。 

¨ 

3.約拿內心的遲鈍－約拿書1：5 

約拿為了避免內心的責備(使徒行傳9：5)而去睡覺。當一個人不順服神時，他已經不在

乎內心的鋼硬了。 

 

4.不順服神會影響別人 

約拿的不順服，使那些與他同船的人遭害(約拿書1：6)。 

 

5. 約拿的不順服使他失去為神作見證的機會 

不信神的外邦水手們發現所遇到的困難都是因為這位神的僕人違背神的結果(約拿書1：

7-10；馬太福音5：13-16；腓立比書2：14-16)，這實在是神僕人的羞辱，他不但沒有成

為別人的祝福，反而成為別人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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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向神認罪是與神親密關係的表現 

約拿在水手們面前快速的、誠實的、並且謙卑的承認自己的罪，表現出他與神之間的關

係。我們也看到他沒有怪別人，怪環境，也沒有找藉口，他怪自己，也願意為自己的行

為負責，甚至願意受苦而使其他的人得到解脫(約拿書1：11-12)。約拿如此誠實的認罪，

把這些不相信神的人帶到神面前來(約拿書1：16)。 

 

生活應用 

我們也要學習，如果我們得罪人或絆倒人，讓我們不要為自己辯護或隱藏起

來，我們要謙卑的說“很對不起，我發脾氣了，一個神的僕人，我實在不應

該如此，我很羞愧，我雖然宣稱按照神的話而生活，但我沒有每日讀經，也

沒有鼓勵我的孩子去讀經。但是我願意改變。”這是能被接受的，因為這是

誠實的，也能吸引未信者到神面前來。 
 

II. 約拿嚐試了死又復活的滋味－約拿書1-2 

A.約拿的“雖活如死”經歷－約拿書1：12-2：9 

1.  約拿的經歷 

當約拿被“神所預備的大魚”吞食時，他嚐試到死的滋味，相信他一定感覺到這是生命

的終點，這三天三夜就好像在墳墓裡，這必定是最令人害怕的經歷，這不但教導當時

的人也教導世世代代的人，違背神的人必遭到懲罰，祂向祂的子民啟示自己，也賜給

祂的子民認識祂的亮光。如此的特權是有要求的，祂的子民有責任去完全的順服，就

好像你要求你的孩子順服你的指示一樣。當神向約拿啟示時，祂不僅僅為了約拿、以

色列人、也為了全人類，甚至在尼尼微的人，因為這都是祂所創造的。祂也要求祂的

子民必須順服，這不順服神的先知受到嚴厲的懲罰，使他以後不再違背神(希伯來書

12：7-10)。約拿確實嚐到這滋味，就好像“罪的工價就是死”(羅馬書6：23)的教導。

結果，約拿向神禱告、認罪，並且願意順服神的指示。 

基督徒生活上的應用 

神是否向你啟示了呢？神是否在基督裡接納你為祂的子民呢？神的話是否

臨到你呢？你是否願意以神託付你的信息去告訴你的親人、鄰居、或是那

些以你原本不會去接觸的人呢？沒有人能忽視或違背神的命令而不自食其

果，而這後果必定會影響一個人的生活及在永恆裡的生命(林前3：15)。神

愛世人是不分國籍的，不分政治背景的，祂愛少數民族也愛離婚夫妻的子

女。你在神的愛中扮演什麼角色呢？祂為你所準備的崗位上，你是否“躲

避耶和華”呢？如果是這樣，當你因此而受到像約拿一樣的苦難時，不要

驚訝。 

B.  約拿在無助時的禱告及他的信心－約拿書2 

   約拿的禱告說他因為罪而受的苦難與煩惱，當他向別人及神認罪時，約拿知道神會把他從

這可怕的谷底救出來(比較詩篇40：1-3及約拿書2：2-8)。於是他真誠向神悔改，並且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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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順服神(約拿書2：9)，當約拿因為神的救贖而以信心來讚美神時，神命令這大魚把約拿

吐在乾地上。 

C.  約拿的“復活” 

   當他發現自己躺在沙灘上，他知道神把他從死亡的門前救回來，知道他的罪被赦免，並且

恢復他先知的地位。他要除去那已死的老我，並且得到完全順服神去警告尼尼微的鼓勵。 

D.耶穌基督使用約拿的死及復活的故事 

1.耶穌基督的死 

耶穌基督利用約拿的經歷來描述祂自己的死(與復活)，根據馬太福音12：38-41；羅馬書

6：23說“罪的工價就是死”，也就是說，耶穌基督承擔了全人類的罪，祂接受了全人類

因為罪所必須承擔的後果而死在十字架上。 

2.耶穌基督的復活  

耶穌基督利用約拿的經歷來描述祂自己的復活，因為在耶穌基督死後三天復活，在地上

傳福音40天，神使耶穌從死在罪中的身體復活，證明神接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全人

類的罪付上死的代價(林前15：17-20)。從我們相信、接受，並且把自己委身給神的那一

日起，就知道那因罪所應得的咒詛已經從我們身上挪去，耶穌基督已經把我們從“死”

中救贖出來。因此，保羅在羅馬書8：1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耶穌基督移去我們所應得的咒詛(羅馬書5：9)。因此，真正的信，使我們不再輕意犯罪，

真正對耶穌的死及拯救大能的信心，使我們不再被罪所束縛、責備、或引誘。我們因為

相信耶穌復活的大能，使我們有能力遠離罪的試探。 

III.約拿公然譴責尼尼微 

約拿的“復活”改變了他的態度，他不但發現了神拯救的大能，也知道神對不順服的人的憤怒，

因此，他願意去完成神派他去尼尼微的工作。 

A.給尼尼微的信息 

約拿以三天路程在尼尼微向他們宣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孤單的、無懼怕的、

單純的約拿向那驕傲的敵人宣告，他斥責他們過這邪惡的生活，並且預言神的審判必定來臨。

尼尼微位於Tigris River的東岸，首先為寧錄所造(創10：8-11)。尼尼微的居民以強暴、殘

忍、自大、拜偶像(約拿書3:8)著名。我們不能不相信，當約拿斥責尼尼微人，宣告懲罰必定

來臨時，他必定也告訴他們神如何對付他自己，又使他“復活”，以使尼尼微人知道神的大

能，最令約拿料想不到的是，尼尼微人因此而信服神，並願意悔改(約拿書3：5)。 

B.料想不到的悔改 

尼尼微人相信神必定會說到做到，最令人無法相信的是尼尼微人願意禁食，這表示他們停止

一切工作來面對神。從他們邪惡的生活方式轉變過來，開始一個新生活(約拿書3：9)。以謙

卑的心及完全的信心轉向神，尋求神憐憫與原諒。 

C.料想不到的原諒 

神應允了尼尼微人的祈求，神是“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祂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

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沈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3：9)。有些人因為愛而接受神，

有些人像尼尼微人，是因為有了“智慧的開端”，也就是因為“敬畏神”(箴言9：10；馬太

福音12：40-41)而接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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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約拿不高興－ 約拿書第四章 

當約拿經歷了神那奇妙的“拯救”以後，他不應該再犯罪，至少在他的生命、態度上與他被救以

前，應有所不同。但是我們要記得，當亞當墯落以後，人就有犯罪的傾向。一位初信者接待耶穌

成為他個人的救主以後，他經歷到神救贖的大能及一個新生命，但他必須記得，那“老我”仍然

在身上。但是一位基督徒，當他把“老我”帶到十字架前時，他就經歷到那拯救的大能及聖靈給

他的新願望及新勝利，這些都是在沒有新生命之前所不可能的事。約拿出生在耶穌以前，他並沒

有經歷到使人改變的“聖靈”，因為“聖靈”只有在耶穌復活升天以後才來到世上(林後5：17；

希伯來書10：16-17)。 

A.  約拿不高興的原因 

當約拿經歷到如此偉大的拯救及祝福以後，那自私的心再次浮現出來。我們相信約拿必定非

常疑惑，他心裡想“神說要毀滅尼尼微，祂所說的話必定成就”。現在看起來，神好像並沒

有要如此行，約拿也怕失去“先知”的信譽。約拿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到尼尼微，相信神會成

就祂所說，他冒這生命的危險來尼尼微宣告神的懲罰，現在看來神並不成就這預言。如此一

來誰還會相信他呢？約拿問神說“你為什麼要我從那麼老遠來呢？”( 約拿書4：3)。約拿與

以利亞一樣，由於心中的困惑，甚至想求一死。他很憤怒的看到以色列最大的敵人，因悔改

而受到祝福，而以色列本身卻生活在罪惡之中，等待神的懲罰。約拿想用神的懲罰成為復仇

的工具。我們是否也有同樣的心態，希望神去懲罰那些拒絕神的人呢？這就是浪子的哥哥的

態度，這也是當時希伯來人對外邦人的態度。有時這也是教會裡一些人的心態，“為什麼要

把福音傳給那與我作對的人呢？” 

 

B.神對約拿的解釋 

神以比喻的方式來向約拿解釋(約拿書4：5-11)。當神使篦麻樹枯乾時，約拿向神埋怨 (約拿

書4：10-11)。這信息是一個傳福音的信息，耶穌基督要我們把祂的一切話傳到地極(馬太福

音28：19)。如果你自己無法親自去，你每天花多少時間為宣教士禱告呢？你對差傳的奉獻有

多少呢？你是否鼓勵你的子女成為宣教士呢？無論一個人的罪有多深，神要每一個人都有悔

改的機會。 

 

C.  約拿的態度改變了 

約拿的態度常常被與他有相同態度的人所批評，但是我們知道，如果不是約拿把這故事講出

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他的不順服或是他那鋼硬的心，約拿終於為他那不順服的態度產生了

悔改的心，也改變了過去苦毒的心，他謙卑的把他的罪告訴我們，為了讓我們不要犯同樣的

錯。 

結論： 

這個故事傳達了三個信息： 

1. 讓我們認識神的主權，我們無法因為不順服，蔑視 神而不受到處罰，祂的旨意必定成全。 

 

2. 從祂原諒那些悔改的不信者，赦免不順服的先知，及耐心的解開那充滿苦毒、自私的人的困惑，

我們可以看到神的慈悲、憐憫。 

 

3.讓我們記住，耶穌選擇這個故事讓我們了解祂自己的死及復活，也警告一切知道祂卻不願悔改

的人所必經歷的後果(馬太福音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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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課何西阿書    討論日期：7/15/18 

 
第一天 請讀上週所發的重點摘要 

1. a. 請分享你講義中所領受的心得 

 

 

  b. 從約拿書及講義中，請舉出神的屬性 

 

第二天及第三天讀列王記下15﹕8-31﹔列王記下17及何西阿書1-3 

4. a. 利用列王記下所讀到以色列王的歷史來填滿以下的空格 

 王的名字   好/壞    如何得到王位    作王多久    如何死 

 

 

 

 

  b. 請描述當何西阿作先知時， 北國以色列的情形﹖ 

 

 

5.  何西阿對他妻子的不忠並沒有苦毒及自憐，反而因此看到神因以色列的背逆而受苦。請從何

西阿書中找出何西阿利用自己的經歷去 

a. 描述神所經歷的以色列 

   

    b. 描述神如何的愛護及關心以色列。 

 

6.  歌篾的孩子的名字象徵神對以色列的懲罰﹕耶斯列﹕“神必粉碎”。羅路哈瑪﹕“不蒙憐

憫”，羅阿米﹕“非我民”請利用列王記下17章中的記載以你自己的口語來解釋 

    a. 耶斯列﹕ 

    b. 羅路哈瑪﹕ 

    c. 羅阿米 

7.  當歌蔑的孩子名字改變，表示在以色列人悔改以後，神的原諒及復興。阿米表示“我民”。

路哈瑪表示“蒙憐憫”，從何西阿書1:10-2:1中舉出神對以色列的應許。 

 

 

8. a. 何西阿書中一直強調歌蔑的什麼罪，同時也是以色列的罪。 

 

  b. 如何從何西阿描述以色列的罪知道神與他的子民的親密關係﹖ 

 

  c. 如何從何西阿描述以色列的罪知道以色列拜偶象及忽略神的罪是多麼深重﹖ 

 

  d. 比較何西阿當時不道德的社會風氣與我們目前的社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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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及第五天   細讀何西阿書第二章 

9.  何西阿描述神在舊約中與以色列的關係就好像基督在新約中與所有接納祂為救主的信徒一樣。

請從以弗所書5:23,25,26,30,31,32節舉出我們現在所享受的特權。 

 

 

10. a. 何西阿書2:5,7,8,9告訴我們以色列所愛的是什麼﹖ 

 

   b. 我們基督徒是否也犯同樣的罪呢﹖請舉例。 

 

11.  從列王記下17章所記載的以色列歷史(在何西阿以後)中，說明神如何實現了何西阿的預言   

   。注意﹕以法蓮與撒瑪利亞指同一個國家。 

    a. 荊棘堵塞她的道(何西阿2:6)﹕ 

 

    b. 將所賜的奪回(何西阿2:8,9)﹕ 

 

    c. 顯露以色列的醜態(何西阿2:10)﹕ 

 

    d. 奪去他們以前所享受的(何西阿2:11-13)﹕ 

 

    e. 勸導她進入曠野(何西阿2:14)﹕ 

 

12.  你是否經歷到神“勸導”你進入憂愁，孤單的景象，為了要叫你聽到祂安慰的言語並知 道祂

的愛。  

 

13. a. 從何西阿書2:15-20中舉出神賜福以色列的象徵。 

     1. 富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希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喜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解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公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得到神的救贖，原諒及復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你如何利用上一題來敘述神所賜給今日信徒的禮物(參閱約翰福音15:1-16) 

 

第六天 細讀何西阿書第三章 

14.  從何西阿書第三章中那一段經文描述何西阿以無止息的愛對待他的淫妻就好像神對我們   

    的愛。 

 

 

15. 在何西阿書第三章中那一段經文告訴我們與神重建關係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