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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书系列 4 –我岂能不爱惜呢？
2019 年十月 25、26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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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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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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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事工
美国回归真神祷告会
日光节约结束，将时钟调慢一个钟头（如： 点改为 点）
圣诞树点灯
小组长双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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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祷告 感谢赞美神！祂带领我们经历祂的信实，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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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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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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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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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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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仇敌将要被灭亡大都是会暗自高兴，何况是关系整个国
家的存亡呢？乔纳身为以色列的先知，从违背神的呼召到顺服神，
去敌国亚述的大城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虽然，他深知神是有恩
典又有怜悯，但他仍然希望神真的毁灭该城，也正好除掉以色列的
仇敌。但凶悍的尼尼微人却彻底地悔改，让神转意不毁灭他们。这
不是乔纳所要看到的结局，所以，他对神生气、埋怨、祷告求死。
当人无法体会神爱惜每一个灵魂时，他的眼里就只看到恶人的恶及
他们应该得到神公义的审判，然而，神却怜惜赦免真心悔改的罪人。

一、 乔纳因神施怜悯
因神施怜悯而发怒（拿
而发怒（拿 4：1-4）：(请先读 v. 1-4 再读下
文)
A. 乔纳大大发怒求死
乔纳大大发怒求死（
大大发怒求死（1-3）： 乔纳对神施恩典赦免尼尼微
人非常不喜悦，他就理直气壮的向神大发雷霆，把自己认
为对的原因一股脑的向神发怒地说了出来。1. 乔纳不
乔纳不谅
解神的用意
及
里说的，神
解神的用意（
的用意（2）：就如诗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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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我岂能不爱
能不爱惜呢？
经文：约
经文：约拿书 4:1-11
背诵经文：
经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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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4:11）

明明是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
爱。神是为了要给尼尼微城悔改的机会，才差遣乔纳去宣
告神的审判，乔纳也是知道这点。但乔纳对以色列人的敌
人却没有怜悯心，他表明他是为了要逃避神的呼召，才赶
紧地要往他施去。 乔纳因神
乔纳因神施
因神施怜悯而求死（ ）：后
）：
来，乔纳顺服神去宣告神将要审判的信息，尼尼微人真的
悔改了，因而，神转意没有毁灭他们，乔纳无法体会神这
么的怜爱尼尼微人，他非常失望和生气，所以，向神说，
他宁可死，他不要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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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质问乔纳（
质问乔纳（ ）：神对乔纳发怒和怨言没有生气，反而
）：
质问乔纳，你这样子的生气是合理吗？神的意思是，乔纳
你忘了你是谁吗？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你怎么
主仆不分呢？这件事是谁作主呢？你怎可这样顶撞我呢？

1
( )
讨论问题 2： 乔纳为什么那么生气而求死呢？
乔纳为什么那么生气而求死呢？神如何处理
什么那么生气而求死呢？神如何处理乔纳
神如何处理乔纳的
乔纳的
讨论问题 ： 你曾否因无法体会到别
曾否因无法体会到别人的美意而非常生气呢？结
人的美意而非常生气呢？结
果如何？请简
果如何？请简述之。
请简述之。 破冰题
破冰题
发怒呢？
发怒呢？（
呢？（观察题）

二、 乔纳再度发怒求死
乔纳再度发怒求死(拿 4：5-9)：(请先读 v. 5-9 再读下文)
A. 神的主权显
神的主权显在
权显在蓖麻树
蓖麻树（5-8）：1. 乔纳等神
乔纳等神毁
等神毁灭尼尼微
（5）：乔纳对神的质问没有任何回应，竟自出了尼尼微
）：

城，走到东边的地方，要看看尼尼微城最终的结局。他搭
了一个棚子，并且坐在棚子的荫影下，东边是日出之地，
代表神所在之地(民 3:38)，并且东边也是神审判出发的地
方（太 24），因为他无法想象神不对罪有应得的人施行审
判，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等着看到尼尼微被审判。他忘了
他曾违背过神，本应该受苦难而死去的，但神却救他脱离
苦难让他活着（参第 2 章）。2. 神用蓖麻为
神用蓖麻为乔纳遮阳
乔纳遮阳
（6）：显然的，乔纳搭的棚子无法为他遮阳，神就使一
）：
棵蓖麻树长得比乔纳高大，可以完全遮盖他，让他脱离烈
日爆晒之苦，乔纳得到肉体的舒适后就非常欢喜。3. 神使
蓖麻树
蓖麻树枯干（
枯干（7）：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神用了一条虫
）：
咬蓖麻，蓖麻树马上枯干。3. 乔纳再度求死（
乔纳再度求死（8）：当太
阳一出来，神更安排了灼热的东风吹向乔纳，乔纳不只受
到烈日爆晒，也受到灼热的东风吹，他整个人非常的不舒
服，几乎要昏死过去。神对万物有绝对的主权，神借着蓖
麻树、虫子、和风向乔纳显明祂的主权，然而，乔纳只在
意自己关心的事。蓖麻树活着的时候，乔纳得到身体上的
舒适而欢喜，现在没了遮阳的蓖麻树，加上灼热的东风吹
向他，他的身体受苦，就再对神生气，他又向神说，他宁
可死也不愿意活着！
B.

神再一次质问乔纳
再一次质问乔纳（
质问乔纳（9）：神再次问乔纳，他的生气是合
）：
理的吗？但乔纳还是顽梗地回答，他对蓖麻树枯死干了的
事生气和求死都是合理的！
！

讨论问题 3： 神用什么方法
神用什么方法让乔纳
让乔纳明白神救
让乔纳明白神救赎
明白神救赎 的心意？这对
的心意？这对你有
这对 你有
何提醒或启发呢？（
何提醒或启发呢？（观察题）
三、 神要乔纳
神要乔纳体会祂
乔纳体会祂爱
体会祂爱惜每一个灵魂(拿 4： 1010-11) ： (请先 读 v.
1010-11

再读下文)

神借着祂赦免尼尼微人与祂毁坏倚靠小小的蓖麻树之间的对
比，要让乔纳知道他对尼尼微人缺乏怜惜，但却怜惜对自己
有益处的蓖麻树，乔纳是何等的自私。
神也要乔纳看到他无权对尼尼微蒙神赦免或蓖麻树枯萎生
气，因为乔纳没有给任何人生命或维续他们的生命。他对它
们没有主权，他无法控制人的成长或树的枯萎。蓖麻的生命
是相当短暂的，它一夜间长大，但隔天夜里就枯死了，乔纳
也没有栽种这蓖麻树，但乔纳爱惜它，为它的死悲痛。神创

造了尼尼微人，城里面有许多居民，其中有 12 万连左右手都
无法分辨的小孩，还有许多牲畜，难道神不爱惜他们吗？
在约拿书里，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乔纳要来教训以色列
人，神不但是拯救和祝福祂的选民，祂也要拯救世上的每一
个人。这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神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
民，应当将未信主的人带到神面前，使他们认识神，领受神
的救恩及丰富的祝福。
讨论问题 4： 神如何用蓖麻
神如何用蓖麻树
和尼尼微人的对比，来教训乔纳呢？
训乔纳呢？
蓖麻树和尼尼微人的对
这对你有何启示？
这对你有何启示？（
你有何启示？（观察应用题）
讨论问题 5：读完约拿书后，你是否想到一个你很不愿意传
，你是否想到一个你很不愿意传福音给
福音给
他的人或是不愿意神祝福的人？你会采取什么行动
他的人或是不愿意神祝福的人？你会采取什么行动来
你会采取什么行动来
响应神的心意呢？（
神的心意呢？（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谢谢祢借着约拿书教导我
们，祢爱惜每一个灵魂的心意，也教导我们不要自私地只关注我们
个人或自己国家的需要，乃要关注到祢国度的需要。因此，主啊！
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遵从祢的话语到底，并宣扬祢救赎世人的恩
典，引领人来到祢面前，领受祢的救恩和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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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11/01
11/08
11/15
11/22
11/29

腓立比书 1:1-11
腓立比书 1:12-30
腓立比书 2:1-13
生活查经
感恩节：庆祝与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