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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先知书卷，都是用先知的名字来命名的，
先知书卷 不只是先知口中所说的信息先知书卷 不只是先知口中所说的信息

先知本身的生命，也就是一篇信息了

约拿书 这个状况就更加明显约拿书，这个状况就更加明显。

拿一1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儿子约拿。
王下十四23b-25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撒马利亚登基…

耶和华藉他仆人迦特希弗人亚米太的儿子先知约拿…

家乡在西布伦境内的迦特希弗，距离拿撒勒东北五公里

当时亚述帝国雄霸整个亚洲、欧洲，当时亚述帝国雄霸整个亚洲、欧洲，

撒缦以色三世做王之后八十年，国势衰落，

邻近的巴比伦、以色列、犹大、叙利亚，邻近的巴比伦、以色列、犹大、叙利亚，

开始崛起、不再受亚述的挟制

所以约拿被上帝选召 向尼尼微 亚述的京城所以约拿被上帝选召，向尼尼微 ─ 亚述的京城，

传递神的信息、话语，约拿并不那么乐意…

约拿的书卷了解历史背景，才能够体会 ─
先知也是 个有血有肉的真人先知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

做为上帝的代言人，

须放 自 的喜 为对 少的事情必须放下自己的喜好、认为对、不可少的事情。

在四章约拿书当中 上帝得两次选召约拿在四章约拿书当中，上帝得两次选召约拿，

 第一章 约拿受差遣的时候，反应是逃跑 ─
 上帝叫他往东 去尼尼微传递神的信息 上帝叫他往东，去尼尼微传递神的信息，

他却偏偏往西，往大海去跑

 约拿是上帝选民的代表 约拿是上帝选民的代表，

能承担这样的使命吗？

当约拿逃跑，上帝没有放过约拿，
仍然由这一位先知，

去传递神的信息跟话语

约拿书的信息里，有约拿做为主角，

外有些 角 外邦 水手 海另外有些配角 ─ 外邦人水手、海、

海上有大风、海里面还有大鱼，

所有的配角都听命于神，独独约拿背道而驰

当尼尼微城的人听见约拿所传的信息，听从而且悔改，

先知始终如一的 ─ 对上帝的心意采取不赞成的态度

所以整卷书要传递的信息所以整卷书要传递的信息，
是从约拿个人对神的话、神的心意的回应，

建构起约拿书建构起约拿书。

从这一卷书的修词体会 ─从这 卷书的修词体会
上帝真是一位说故事的高手，

他跟约拿之间的互动他跟约拿之间的互动，

带出这卷书的信息。



上帝对约拿的差遣有两次 ─ 第一章 一次、第三章 一次，
两次的差遣跟任命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两次的差遣跟任命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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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3a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

这个大字，会反复出现 ─
尼尼微是大城、海上会起大风、上帝差遣大鱼，帝 ，

也让我们去思想到底谁比较大…
大跟小，不停的让我们去做选择 ─大跟小，不停的让我们去做选择

在生命当中优先次序、那个是最重要的

约拿很看重他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约拿很看重他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
如果尼尼微大城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遭到毁灭、刑罚…

岂不是一件好事吗？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所以约拿抵死不从 ─ 不要去传福音…往反方向逃跑了！

耶和华就使海中起了大风，
约拿逃到的这艘船上 外邦水手都起来 哀求自己的神约拿逃到的这艘船上，外邦水手都起来、哀求自己的神

约拿是一个对比的 ─他没有任何祷告的动作…
船主人说 你起来求告你的神船主人说：你起来求告你的神

之后船上的人掣签，看这灾殃临到，

是 缘 抽出来是约拿是为谁的缘故？抽出来是约拿，

一9 他开始宣称 ─ 我所认识的上帝

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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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反讽的 ─ 他所认识 所宣告的 跟他的行为是两回事很反讽的 ─ 他所认识、所宣告的，跟他的行为是两回事…
他真的认识上帝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神吗？

他如果认识 他为什么会逃跑呢？他如果认识，他为什么会逃跑呢？

所以他口中的宣称，真正讽刺了自己的心态。

一10a 他们就大大惧怕。 对比约拿…是小小的惧怕。

当水手们不得不要把约拿抛在海里的时候，

一14 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他们便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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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拿是非常期望尼尼微城 要被上帝刑罚约拿是非常期望尼尼微城 要被上帝刑罚

这些外邦水手，是恳求上帝怜悯

约拿对比起来，没有这样怜悯的心肠，约拿对比起来，没有这样怜悯的心肠，

是随自己的意旨，不是按上帝的意旨行事。

一15 16 他们遂将约拿抬起 抛在海中 海的狂浪就平息了15-16 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这些外邦人对上帝的敬畏 都在先知约拿之先这些外邦人对上帝的敬畏，都在先知约拿之先，
经文明显的铺排，产生衬托的效果。

上帝是创造沧海旱地的神，安排大风、大鱼，吞了约拿，约拿，
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约拿才开始祷告上帝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才开始祷告上帝。

主耶稣提到 ─ 约拿的神迹，描述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降在阴间的神迹，是上帝的作为
 约拿的不顺服，对比主耶稣基督 ─ 真正顺命的仆人

约拿的祷告，是在上帝跟前不得不的祷告，
没有提到悔改 因为他的不顺服 只是提到说没有提到悔改，因为他的不顺服，只是提到说…

二8-9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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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对外邦人，早就在上帝的面前献祭、许愿，
而救恩就是出于耶和华，，

不是只有给上帝的选民而已，是要临到外邦人的。



第三章 终于把这个不顺服的先知约拿给折服了，
他开始转向尼尼微大城去他开始转向尼尼微大城去…

三3b-4a 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

他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脚程，他只走了三分之 的脚程，
他不想这么尽心尽力的…
他讲的信息非常的短 ─他讲的信息非常的短

三4 约拿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似乎他深怕听到他所传讲信息的人，
听见了就悔改了！听见了就悔改了！

比对起来 ─
 约拿的心路历程，这么长的篇幅 约拿的心路历程，这么长的篇幅

所讲的道，是这么短

三5-8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
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 脱下朝服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

披上麻布，坐在灰中。
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

「人不可尝甚么，
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牛羊不可 草，也不可喝水。」

外邦人面对神话语的回应，是这么的彻底！

三10 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这是尼尼微城听见约拿传道的回应，

约拿应该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传道人，约拿应该是 个相 成功的传道 ，

可是这位讲员、仆人，却非常生气。

四1-2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

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

他知道神是这样的神，
约拿很不希望 上帝有丰盛的慈爱约拿很不希望 ─ 上帝有丰盛的慈爱

去对待外邦人、对待以色列人的仇敌，

所以他逃跑 不要去传道所以他逃跑、不要去传道。

四4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对比于 ─ 上帝没生气，约拿生气了…
上帝是随自己的意旨行事 ─上帝是随自己的意旨行事

第一章 外邦水手们对上帝的认识，约拿认识吗？

四5-8 于是约拿出城，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他希望上帝要降罚 等着看好戏他希望上帝要降罚、等着看好戏…

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
使其发生高过约拿 影儿遮盖他的头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

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
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次日黎明，神却安排 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

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
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

上帝真是创造沧海旱地的神，他安排一切的大自然 ─
包含船上的水手 尼尼微城中的外邦人

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

包含船上的水手、尼尼微城中的外邦人，

都听神的话、顺服神

这一位先知 是上帝选民以色列的代表这 位先知，是上帝选民以色列的代表，
始终没有听神的话，就算被上帝折服 ─

丢在鱼肚子里 不得不去传道丢在鱼肚子里、不得不去传道，

仍然是不能够顺服上帝的意旨



四10-11 耶和华说：「这蓖麻…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

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在这个对话里面没有写到约拿的回应，
 上帝所爱惜的、约拿并不爱惜

在 听 神的话 读 主的话在我们听见神的话、读了主的话，

我们有否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呢？

约拿书当中并没有提到 ─ 后来这位先知悔改了没有？
以约拿做为全部以色列选民的代表，

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选民始终是在不顺服当中 ─
知道神的心意、却不顺服，听见、却不照着去行。

这真是做为我们的警惕 ─
当我们认识神 读神的话语 让我们

神的心意、却 ，听见、却 着 。

当我们认识神、读神的话语，让我们

始终都愿意回转，按照神的心意而行。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真的看见，你随自己的意旨行事，

而你的旨意就是那一切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 ─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

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意思，比你的意思好；

但是帮助我们 能够透过读你的话 听你的话但是帮助我们，能够透过读你的话、听你的话，

让我们真正愿意在你的面光当中，

我们的自 为是 自 为† 放下我们的自以为是、自以为义

† 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活、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从心里面能够顺服你、能够认识你。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