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约拿书系列 1–约拿难以
约拿难以逃避神的呼召
2019 年九月 27、
27、28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欢迎你来
迎你来 (15 分钟)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
念，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敬拜赞
敬拜赞美 (20 分钟)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
荣面、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
下列事项祷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1.宣教单位: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请洽教会。）
2. 教会事工:
- 10/4-5 年度计划会议 SPAR
- 10/19 弟兄祷告会 8:30am
- 10/20 宣教月联合主日聚会
- 10/27 美国回归真神祷告会
3. 新来宾:_________________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___________________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4. 为 Shekinah Glory 祷告: 感谢赞美神！祂带领我们经历祂的信
实，使 SG 的工程建造完满结束。求神使用我们和这场地，带领
我们与祂同工，传扬祂的美德和信实，领人信耶稣，一起来敬
拜祂。
第三时
第三时段: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45
分享(45 分钟)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1. 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
中心思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
的话语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10 分钟之内）
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约拿难以
约拿难以逃避神的呼召
经文：约
经文：约拿书 1：1-17
背诵经文：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
经文：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
愿。
约拿书 1：16

约拿的事迹是基督徒最耳熟能详的圣经记载，约拿并不是一个
虚构的人物，而是真有其人；其所经历的事迹也不是虚构的故事，
而是他真实的经历，就连耶稣也都亲自为约拿作了见证(参太 12：
38；路 11：29)。 约拿曾预言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将会收
复以色列边界的土地，后来果然应验了，故大有名声。 (参王下
14：23-25)
神呼召约拿去向以色列的仇敌尼尼微(亚述的首都)传神将要审
判的信息。尼尼微人的恶在神的面前虽如此的大，但假如他们愿意
真心悔改的话，神就向他们显明祂的慈爱、怜悯和宽恕。如果神对
那不认识神的人都能如此行的话，那对属神的人岂不更是如此吗？
约拿虽是神所重用的先知，但他却不愿意照着神的呼召去做，
反而要逃离神的命令。神在约拿的身上不断的工作，好让约拿及所
有属神的人都能看见、都能体会神那不离不弃的爱与恩典。
一、神呼召约拿
一、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宣告神的
约拿去尼尼微宣告神的审
去尼尼微宣告神的审判（拿 1：1-2）：(
）：(请先读 v.
1-2 再读下文)
下文)
A. 神 对约拿的呼召
对约拿 的呼召(1)
的呼召(1)：
(1) ： 神的话临到约拿，可见约拿是神所
拣选、所使用的先知仆人。约拿是亚米太的儿子，而亚米
太是迦特希弗人(参王下 14：25)。所以，约拿是南国犹大
人，却在北国以色列作先知，他是一位很有名、很有地
位、很受人尊敬的先知。
B. 约拿受神差遣去尼尼微
约拿受神差遣去尼尼微传审
受神差遣去尼尼微 传审判的信息
传审 判的信息(2)
判的信息(2)：
(2) ： 尼尼微城是亚
述帝国的首都，而亚述也是以色列的敌国。这城的人行神
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不仅崇拜偶像、行邪淫、道德沦
丧，更是充斥着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参那鸿书 3 章)。神
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大声的斥责他们的恶行，因为他们
的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
讨论问题 1： 你曾否奉命去做一件你很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当时
你曾否奉命去做一件你很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当时你
当时你
的心情如何？后
的心情如何？后来 的事情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的事情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破冰
题)
讨论问题 2： 神差遣约拿
神差遣 约拿去
约拿 去 哪里？做甚么事？为
哪里？做甚么事？ 为 何神要差遣约拿
何神要差遣 约拿
呢？ (观察题)
二、约拿
二、约拿逃避神的呼召
约拿逃避神的呼召 (拿 1：3)：
3)：(请先读 v. 3 再读下文)
下文)

约拿心里很不愿意去尼尼微宣告神的审判，因为约拿心里极痛
恨他们，要约拿去传神审判的信息给以色列的仇敌，万一他们
悔改了，神不审判他们，那以色列人岂不是要继续受他们的欺
压呢？因此，约拿就想逃避神的呼召，神要约拿往东北边的尼
尼微去，约拿就想往反方向走。于是，约拿就下到约帕(是位
于埃及与迦密山之间地中海沿岸的海港)，非常顺利的就刚好
有一条正要开往他施(可能是现在的西班牙)的船，他就立刻付
了船价，而搭同一条船的人是一群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外邦人。
讨论问题 3： 约拿为什
约拿为什么要逃避神的差遣？（观
么要逃避神的差遣？（观察题)
三、神伸手拦
三、神伸手拦阻约拿 (拿 1：4-17) ：(请先读 v. 44-17 再读下文)
下文)
A. 神使海中起了大风(4
神使海中起了大风(4(4-6)：
6)：起初，约拿非常顺利的逃避神，
上了往他施的船，他就下到船的底舱沉睡了。但神却兴起
狂风巨浪，甚至整艘船都快要解体了，连这些极有海事经
验的船员都吓得惊慌失措，无能为力，只好纷纷求告他们
自己的神，但狂风依然大作。他们只好把船上的货物丢到
海里以减轻船身的重量，他们到了船舱的最底层才发现约
拿竟然在沉睡(很可能约拿知道是神的作为，故意沉睡)，
船主要约拿起来求告他的神，盼望这大风大浪可以尽快地
平息下来。
B. 神使他们
神使他们 掣 签 并掣出约拿来
并掣出约拿来(7
约拿来 (7(7-10)：
10) ： 船上的人看到这极不
寻常的风浪，就猜想一定是甚么人惹到他所信神，因此才
会遭致这样的刑罚。于是，他们就掣签，并掣出约拿来。
接着众人就逼问约拿，想要知道他到底是如此得罪他的神。
于是，他们就问了约拿很多的问题。约拿坦承他是希伯来
人，是神所分别出来属祂的人，他所敬拜的神并不是哪一
个地方的神，而是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全天下之天上的神。
这些船员听到之后就更加的惧怕，因他竟然惹了全天底下
最大的神。
C. 神使船员
神使船员把约拿抛在海中
约拿抛在海中(11
在海中(11(11-16)：
16)：船员虽知道是约拿惹怒
了他的神，但要如何才能使翻腾的海浪平息呢？约拿知道
此事是因他逃避耶和华所引起的。所以，他就告诉船员说，
只要把我抛入海中，风浪就可以平息。但船员并不想因此
就杀了约拿，因此，他们就竭力的想要把船筏到岸边，但
风浪却是越加的翻腾。他们无奈就向耶和华神求告，求神

不要因约拿而使他们死亡，并求神的怜悯与赦免，他们绝
无意杀人流血。接着，他们就把约拿抛在海中，狂风巨浪
果然如约拿所说的就平息下来了。耶和华果然是创造宇宙
万物，并掌管万有的主宰，他们就对耶和华神产生敬畏的
心，并真诚的向耶和华神献祭、许愿。
D. 神安排大鱼吞了约拿
神安排大鱼吞了约拿(1
约拿(1：
(1：17)：约拿被抛在狂风巨浪中，风
17)
浪果然就平息了，整船的人都得了平安。就在这个时刻，
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约拿竟然在鱼腹中活了三
日三夜。约拿想要逃离神的呼召，但神却伸出管教的手来
拦阻约拿，在过程中我们看到神仆人的不顺服，却看到神
掌管大自然的大能，以及这条大鱼的顺服，这鱼是如何的
顺服神，在甚么时间、在甚么地点等待约拿被抛下海中，
而且这条大鱼只能吞，却不能咬。没有人能逃避神的面 (诗
139 篇)，神却用环境来熬炼祂的仆人，也让祂的仆人能认
识神是满有公义、怜悯和慈爱的，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讨论问题 4：神为
：神为了约拿的逃避施行了哪些神迹
约拿的逃避施行了哪些神迹？
的逃避施行了哪些神迹？为何神要如此费
何神要如此费
事呢？这对
事呢？这对你
这对你认识神有何帮助
认识神有何帮助？（
神有何帮助？（观
？（观察、应
察、应用题）
讨论问题 5：从约拿
：从约拿的经
约拿的经历
的经历中，你学习
中，你学习到哪些属灵的功课
到哪些属灵的功课？这对你
这对你
以后的服事有何帮助？(
以后的服事有何帮助？(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因为祢借着先知约拿的事
迹让们更认识祢的怜悯、恩典与慈爱。祢怜恤世人，祢乐意差遣祢
的仆人广传福音，好使人能得听福音，悔改归向祢。这本是祢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甚愿所有属于祢的人都体会祢爱世人的
心肠，愿意奉祢的差遣出去传扬祢的福音。谢谢主的恩典，我们如
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10/04 约拿书 2：1-10
10/11 约拿书 3：1-10
10/18 生活查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