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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书1，2
坐在主脚前 8月



南北国
列王表



约拿=以色列北国先知 （加利利地）
#鸽子 （传达信息）

#亚米太的儿子 （亚米太=神的真理）

•以色列北国先知，迦特人亚米太的儿子。
•在耶罗波安二世作王期间作先知（B.C. 783-743)
•列王记下14：25-27
“他(耶罗波安二世）收复以色列的边境，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的话，就是借着他的仆人迦特希弗人亚米
太的儿子约拿先知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十分艰苦，无
论是自由的或为奴的都没有了，也没有帮助以色列的。 27耶和华
没有定命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所以借着约阿施的儿子耶罗
波安的手拯救他们。”



尼尼微城悔改

•真实发生 在 B.C. 772-B.C. 756 期间
•约拿的事件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儿童读物。而是真实
的历史事件。

#公元前（主前） B.C =before Christ
#公元后（主后）A.D. = Anno Domini ( Latin: “in the year of the Lord”)



北国耶罗波安
二世的版图



时代背景

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做王期间
以色列的势力兴起了

南国：犹大也暂时兴起。

亚述帝国出现内乱，亚述的国
力暂时衰退。



约拿书
大纲

第一章 约拿躲避神的呼召

第二章 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

第三章 尼尼微人通城悔改

第四章 对于神的恩典和慈爱，
约拿感到愤怒



约拿书
第一章



约拿书1 :1-3

1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
2「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
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3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
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
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去完成一个使命。
•约拿的使命是到尼尼微城，向他们宣讲审判的信息。

1 ：1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



2「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 “呼喊”：乃是向他們大聲的呼求，也就是宣告责备的信息。
• p/s这里没有说“传福音”



尼尼微城
• 尼尼微：亚述国的主要
城市，曾经是首都，但
因为亚述国的内乱，尼
尼微已经不是首都。

• 但尼尼微城当时算是亚
述国的大城市。尼尼微
是在耶路撒冷东北部的
地方

• 透过陆路去尼尼微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在创世纪18章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
声闻于我”
•后来上帝毁灭了所多玛和蛾摩拉。
•如果尼尼微人不悔改，就会像所多玛俄摩拉那样被上帝毁灭。
•如果尼尼微人悔改，上帝就不会降灾。

• 例子：牛奶煮沸==神的忿怒



约拿不愿意到尼尼微宣讲神的信息给亚述人（尼尼微人）
Why？

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不晓得为何约拿要躲避耶和华。
第四章会详细说明，为何约拿不愿意顺服耶和华。



亚述人的暴行
（约拿不顺服的表面原因）

•新兴世界霸主
•每占领一个城市，就会放火
烧城
•把人烧死也在所不惜。
•男人则被插在木桩上，或
是活活的剥皮，或被挖去双
眼，斩去手脚、斩首、斩双
耳和鼻子等。
•妇女也会贩卖作奴隶。



•3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
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
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
避耶和华。

• #一连串的“动作”躲避耶和华



•“他施”就是
今天非常靠近西
班牙海岸的一個
地方。
•當時的世界來
講，“他施”就
是世界的尽头。



•耶和华呼召他起来往东
边，走陆路去尼尼微。
•约拿却起来，逃往西边，
而且是上了船，走海路。
•约拿决意要离开神，彻
彻底底逃避神的面



约拿书1:4-6 （x）

4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
乎破坏。
5水手便惧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
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
睡。
6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
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
致灭亡。」

https://bible.prsi.org/zh-hant/player/presenter?playlist=2BCEACB3-A883-46CA-947D-66844FEB9305


耶和华使
海中起大
风



•水手们的惧怕：
• “惧怕”=“敬畏”（希伯来
文字）

•这一些水手是靠海吃飯
的，他們是非常懂得海
中風暴的人，他们竟然
惧怕，显示这风浪极具
危险性。



•当海起了风浪，水手
们就急着他們懼怕、
他們求告他們的神，
他們盡他們的力量想
要逃命；丢掉船中的
货物。

• #当时他们求告的神，是海神或风浪的神



•5。。。约拿已下到底
舱，躺卧沉睡。
•6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
「你这沉睡的人哪，
为何这样呢？起来，
求告你的神，或者神
顾念我们，使我们不
致灭亡。」



•船长敬畏的心远远
比约拿更甚



约拿书1:7-10
• 7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掣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
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掣签，掣出约拿来。 8众人对
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
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
人？」 9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
沧海旱地之天上的 神。」 10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
为他告诉了他们。



约拿书1:7
船上的人彼此说：
「来吧，我们掣签，
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
因谁的缘故。」于是
他们掣签，掣出约拿
来。



• 8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
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
一族的人？」
• 9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
地之天上的 神。」

#当时的外邦人相信，某些神明只管理某些地区和领空



• 10他们就大大惧怕，
对他说：「你做的是
什么事呢？」他们已
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
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水手们的意思：

既然你的神掌管天地海和万物，你怎么还敢“躲避耶和华”？



约拿 水手
自认敬畏神 拜别神

希伯来人 外邦人

耶和华是“那创造沧海旱地
之天上的 神。”

外邦的神是有区域限制的神

约拿坦荡荡说自己在是在“
躲避耶和华”

大大惧怕（敬畏）。对他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怎么敢做这件事—躲
避耶和华？）



约拿 vs水手

谁比较有敬畏之心？



约拿书1:11-17
11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
发翻腾。
12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
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
13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
腾。
14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
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
旨行事。」
15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16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17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约拿宁可自己死，也
要躲避耶和华
•水手们（外邦人）却
敬畏生命,敬畏神。
•当约拿要他们把他抛
入海中，他们还是不
肯这么做，尽力的划
船，最后没办法了，
只好求告耶和华



• 16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那些人”===指水手

“敬畏耶和华”===“惧怕”耶和华

“许愿”===旧约和古代世界中，许愿通常与献祭有关。水手可能许

愿要在此事的每週年纪念日向耶和华献某种纪念祭。



约拿 vs水手

谁比较敬畏之心？



第一章结论

1:1-3约拿决心躲避耶和华

1:4-16水手们大大敬畏之心



上帝透过大鱼拯救约拿

17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 #现实生活中，人可以在鱼腹中生存吗？



约拿书
第二章



约拿书2:1-10 （x）

1 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 神，

2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3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

4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5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

6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 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
救出来。

7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
前。

8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9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10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希伯来诗歌对称结构 (2: 2-7) Chiasm
2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
就俯听我的声音。
3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
过我身。
4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5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
6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 神啊，你却将
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7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
殿，达到你的面前。



对称结构诗歌的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
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第4节）

#约拿完全晓得自己在得罪神，他在罪恶深渊，他也知道自己被神管教。



8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9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10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第#节结论：约拿他比较自己和外邦人，他觉得他自己不像外邦人，外邦人时信奉虚无
之神的人，而他是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神的人。他也说他许的愿，他必偿还。
其实这是很讽刺啊，那些水手在船上比他早献祭，也早就许愿了。约拿现在也献祭和许愿。



第二章结论

•约拿的生命看起来没有什么改变，第二章结尾显示出他对外邦人仍
很存偏见的。
•但约拿的信仰是有底线的，鱼腹中的约拿，他开始改变了，开始于
“仰望圣殿”。
•约拿在鱼腹中的诗歌重点是“仰望圣殿”--那就是约拿悔改的开始
•纵然他的内心对外邦人有偏见，对上帝的呼召愤怒，但对于上帝，
他愿意呼求他，愿意仰望圣殿。



1.约拿知不知罪？
2.约拿有没有生命的改变？



最大的神迹

现代意义



a）神迹在未信主的生命

• 水手们：大大惧怕，大大敬畏（1:10，1:13，1:14，1:15）

• 当他们发现风浪太大，他们马上求告“他们的神”
• 当他们发现约拿躲避耶和华，并知道约拿的神，是创造海和旱地的神，他们马上问他，
“你怎么敢躲避耶和华呢？”

• 当约拿正在鄙视这些外邦水手的时候，这些水手已经经历很大的神迹，并愿意敬拜耶和
华向他许愿。(1:16)

• #你所认识的哪些非信徒，那一些你认为很难信主的？

• #你愿不愿意相信当你为未信的人祷告的时候，神迹已经发生在他生命里？
• #家公的见证 /拜偶像、疾病、信主受洗、教会忠心的服事



b）神迹在软弱信徒的生命

•在约拿如此躲避耶和华和悖逆的过程中，他还是宣告了
他的信仰，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
地之天上的 神。”
•当时的约拿并没有活出敬畏神的生命，他也很坦白告诉
水手们他在躲避耶和华（1:10）。
•上帝定意透过约拿作福音的见证人，挽救这些外邦水手。

• #不要认为自己很软弱，就无法为主做见证。



c) 神迹在 回转仰望神！

•约拿在鱼腹中回转了，虽然他没有变得很完美，他的生
命也没有完全改变
（#他仍然愤怒，不了解上帝的怜悯的心肠，他也看不起外邦人）

•约拿的信仰是有底线，就是“仰望圣殿”，呼求耶和华
和感谢耶和华。圣殿是神的所在。
•生命改变的开始不表示他已经做到很完美，生命的改变
始于约拿回转仰望神



马太福音12:39-40
•文士法利赛人要求耶稣实行神迹，耶稣就回答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
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约拿先知的神迹--从罪恶死亡当中被拯救的神迹。
•耶稣也是在地里头三日三夜后，耶稣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
他把人从罪而当中拯救出来。



约拿在鱼腹

三天三夜

在濒临死亡
中回转

约拿被赐予第
二次机会

人子在地里头
三天三夜

为罪人死

赐予世人新的
生命



•世人在寻求神迹。（#全球疫情为例 ）
•最大神迹是约拿在鱼腹里回转仰望神
〜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把人从罪恶中
拯救出来。



•改变的开始 行为马上达到完美的标准

•改变的开始 仰望神

#要如何突破困境，从黑暗的鱼腹中出来呢？
#姐妹的感情为例子

你是否遭遇某种困境？
内在困境：骄傲、暴戾、偏见、苦毒、仇恨、性成瘾，网际网路成瘾，黄色

影片，惯性的负面思想等等等等

外在的困境：个人情绪、个人偏见、工作、家庭、人际关系、财务问题等等等等



最大的神迹
总结约拿书1，2章

现代意义

A）在未信主的生命

B）在软弱信徒的生命

C）在于回转仰望神



抬起我的头
#生命河灵粮堂诗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iR1n4VXLA



思考问题

• 1.从刚才研讨的约拿书1，2章，那一段经文带给你鼓励的？
• 2.这两章经文中，有哪一些经文让你对上帝有重新的认识？
• 3.有哪些时候时当你经历人生低潮，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上帝却
使用你去祝福别人？
• 4.在惯性罪的漩涡中（或人生困境），你认为要如何具体操练
“仰望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