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約拿書系列
約拿書系列 3 –尼尼微人信而悔改
尼尼微人信而悔改
2019 年十⺝ 11、
11、12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離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面、
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項禱
告。（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1. 宣教單位: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請洽教會。）
2. 教會事工:
- 10/19 弟兄禱告會 8：30am
- 10/20 宣教⺝聯合主日聚會
- 10/27 美國回歸真神禱告會
- 11/3 日光節約結束，將時鐘調慢一個鐘頭（如：12 點改為 11 點）
3. 新來賓: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病痛組員或親朋: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4. 為 Shekinah Glory 禱告:
！祂帶領我們經歷祂的信實，
使 SG 的工程建造完滿結束。求神使用我們和這場地，帶領我們與祂
同工，傳揚祂的美德和信實，領人信耶穌，一起來敬拜祂。
第三時段: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45
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1. 回應主日信息—聚會前，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麼？哪一句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請分享本週你的生活見證，如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實踐神的話語
等等。（請盡量保持在 10 分鐘之內）
感謝讚美神

2.

本週主題： 尼尼微人信而悔改
經文：約拿書
經文：約拿書 3:1-10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

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

不把所說的災禍降於他們了。

（拿 3:10）

第三章我們將看到悔改後的約拿，不再頑強地反抗神的呼召，
他順服神的吩咐，走遍尼尼微城，宣告神對他們的惡行將要施行審
判。尼尼微城的居民聽到約拿的宣告，不但沒有抗拒，反而採取悔
改的行動。甚至當尼尼微城王聽聞了此事，他自己降卑下來，並命
令居民要徹底悔改和禱告祈求神的憐憫，他期望神轉意不降災給居
民。我們的神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祂查看人的所行，當祂看到
尼尼微城居民在憂傷痛悔中所作的一切，祂施憐憫於他們，不再毀
滅他們了。
約拿順服
順服神第二次的吩咐
神第二次的吩咐（
一、 約拿
順服
神第二次的吩咐
（拿 3:1-4）：(請先讀 v. 1-4 再讀
下文)
下文)
的憐憫（
A. 神的憐憫
（1-2）：對於尼尼微城人的惡行，神本可直接
毀滅他們，根本就不須要大費周章地吩咐先知約拿去宣告
祂的審判將臨到，但祂憐憫他們，祂給他們悔改的機會。
所以，在約拿被大魚吐在陸地上後，神要約拿起來，去尼
尼微城去宣告之前祂吩咐約拿的話，也就是第一章說過
的，尼尼微城居民的惡達到神面前，神將施行審判在他們
中間。
B. 約拿的宣告（
約拿的宣告（3-4）：1.
）：1. 約拿順服神（3
約拿順服神（3）：既然，約拿
已經悔改也向神說他要完成他所許的願。所以，當神再度
吩咐他，他不再逃避，他順服地去尼尼微城了。2. 約拿宣
告神的審判（4
告神的審判（4）：尼尼微城是一個極大的城，需要三天
才能走遍的。約拿到達尼尼微之後，在第一天就向他們宣
告神的審判將在四十天後來到，尼尼微城會被神毀滅。
討論問題 1： 你曾否為某
你曾否為某一件
變心意呢？為什麼你會改變
為某一件事
一件事而改變心意呢？
心意呢？
呢？請簡述之。
破冰題))
心意
呢？
請簡述之。 (破冰題
討論問題 2： 從第一節到第四節如何看出神是充滿憐憫和恩慈的
的呢？（觀察題）
二、 尼尼微人信服神而徹底悔改
尼尼微人信服神而徹底悔改(
人信服神而徹底悔改(拿 3:5-9)：(請先讀 v. 5-9 再讀
下文)
下文)
A. 尼尼微人信服神
尼尼微人信服神（
人信服神（5）：尼尼微城居民對約拿的宣告非常
懼怕，據解經家說，尼尼微人所尊崇的偶像就是大魚，而
尼尼微的意思就是大魚。當他們知道約拿在魚腹三天三夜
沒死，而且被大魚從魚腹裡吐出來，他們更是懼怕，他們
相信神的審判是真的，他們不能再持著自己的強悍了，他

們謙卑痛悔自己犯罪得罪神，所以，從大人到小孩都禁食
和穿上麻衣，禱告求神憐憫他們，不要毀滅他們。（註：
約珥書 1 章 13-14 節禁食披麻祈求神免除災。）

B. 尼尼微王
尼尼微王的悔改（6）

：尼尼微城居民禁食披麻的事傳到

王那裡 ，這裡 的王 應 該是亞 述王， 亞述 是 一個蠻 狠的國
家，欺辱鄰近的國家，強奪他們的財務，但亞述王一聽到
神要施行審判的事，他沒有坐視不管人民的死活因為他愛
人民， 所以， 他降 卑 自己從 他的寶 座下 來 ，脫下 王的衣
裳，謙卑順服地穿上麻衣坐在灰塵中，為他們所犯的罪極
其憂傷痛悔。

C. 王下令全城人民從上到下都要悔改（7
下令全城人民從上到下都要悔改（7-9）：
：1. 人和牲畜都要禁食
（7）：
2.
人和牲畜都要披麻布（8
和牲畜都要披麻布（8）：
3. 切切祈求神（8
切切祈求神（8）：
4.轉離
4.轉離惡行（
轉離惡行（8
惡行（8）：
王認為居民

的悔改行動要更徹底，所以，他和他的大臣們都同心合意
的命令居民採取下列悔改的行為

不只是人要禁食連牲畜牛羊都不可吃草喝水。

除了禁食以外，他還命令人

要穿麻布，牲畜也要被披上麻布。

對他來說耶和華神跟他和居民是毫無關係，但他還是要居
民祈求耶和華神來憐憫他們。

除了禁

食披麻禱告祈求以外，他還要居民離開罪惡，不要再犯，
也要馬上斷除無理欺壓、暴力迫害等事。

亞述王是一個外邦人的王，他雖然不清楚耶和華神如何看
待他們所有悔改的行為，但他期望這些具體的悔改會讓神
轉意，不降災於尼尼微人。事實上，他們所有悔改行為正
合乎神在歷代誌下 7 章 14 節應許所羅門王說的“這稱為我
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
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
地。”

討論問題 3：尼尼微城人對
尼尼微城人對神的話
人對神的話作出
神的話作出什麼反應
作出什麼反應？
什麼反應？如何知道他們
是徹底的悔改呢？
是徹底的悔改呢？（觀察題)
（觀察題)
討論問題 4：你認為尼尼微王是怎樣的一個王？他最令你
你認為尼尼微王是怎樣的一個王？他最令你感動的
是什麼？（觀察應用題
是什麼？（觀察應用題)
（觀察應用題)
三、 神因尼尼微人的悔改
因尼尼微人的悔改而不降災
悔改而不降災（
而不降災（拿 3：10）
10）(請先讀 v. 10 再
讀下文)
讀下文)
神看到尼尼微城的居民和王對審判的反應，是憂傷痛悔的，是
離棄罪行的，是禱告祈求憐憫的，神就憐憫他們，改變了祂審

判尼尼微城的心意，不將他們除滅。這正如神如何憐憫悔改的
約拿，祂也照樣憐憫悔改的尼尼微人。（註：中文裡的“他就
後悔”NIV 英文版是“He had compassion”意思是神憐憫他
們，並不是神就後悔了。）
神轉意不滅尼尼微城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討論問題 5： 神轉意不滅尼尼微城的主要原因是什
麼？請默想
歷代誌下 7:1
7:14 和本章第 10 節（3:
節（3:10
10）
3:10）後，分享
你心中的感動。
你心中的感動。（應用題）
禱告: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謝謝祢讓我們清楚明白，
祢是滿有恩典和慈愛的神，凡謙卑悔改、轉離惡行的罪人，祈求祢
的憐憫和赦免，祢就憐憫他們，赦免他們，並免除他們應受的責
罰。因此，求祢的靈來光照我，看看在我裡面的有什麼惡行，使我
能知罪、悔罪、離罪，也祈求祢來赦免我，引領我走回正路，使我
的一生能見證祢榮耀的名。我們如此禱告乃是奉主耶穌得勝的名
求。阿們！
第四時段: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禱告服事（10 分鐘）
可以兩三個人成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10/18 生活查經
10/25 約拿書 4:1-11
11/01 腓立比書 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