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約拿書系列
約拿書系列 4 –我豈能
我豈能不愛惜呢？
2019 年十⺝ 25、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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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7 美國回歸真神禱告會
- 10/31 River-Kid Festival
- 11/3 日光節約結束，將時鐘調慢一個鐘頭（如：12點改為11點）
- 11/17 聖誕樹點燈
- 11/23 小組長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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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豈能不愛惜呢？
本週主題：我豈能不愛惜呢？
經文：約拿書
經文：約拿書 4:1-11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

（拿 4:11）
11）

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

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

人對仇敵將要被滅亡大都是會暗自高興，何況是關係整個國
家的存亡呢？約拿身為以色列的先知，從違背神的呼召到順服神，
去敵國亞述的大城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審判。雖然，他深知神是有恩
典又有憐憫，但他仍然希望神真的毀滅該城，也正好除掉以色列的
仇敵。但凶悍的尼尼微人卻徹底地悔改，讓神轉意不毀滅他們。這
不是約拿所要看到的結局，所以，他對神生氣、埋怨、禱告求死。
當人無法體會神愛惜每一個靈魂時，他的眼裡就只看到惡人的惡及
他們應該得到神公義的審判，然而，神卻憐惜赦免真心悔改的罪人。
因神施憐憫而發怒（拿
一、 約拿因神施憐憫而發怒
（拿 4：1-4）：(請先讀 v. 1-4 再讀
下文)
下文)
約拿大大發怒求死
大大發怒求死（
A. 約拿
大大發怒求死
（1-3）： 約拿對神施恩典赦免尼尼
微人非常不喜悅，他就理直氣壯的向神大發雷霆，把自己
認為對的原因一股腦的向神發怒地說了出來。1. 約拿不
諒解神的用意
諒解神的用意（
的用意（2）：就如詩篇 85:15 及 103:8 裡說的，
神明明是有憐憫， 有恩典， 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
愛。神是為了要給尼尼微城悔改的機會，才差遣約拿去宣
告神的審判，約拿也是知道這點。但約拿對以色列人的敵
人卻沒有憐憫心，他表明他是為了要逃避神的呼召，才趕
緊地要往他施去。2. 約拿因神施
約拿因神施憐憫而求死（3
憐憫而求死（3）：後
來，約拿順服神去宣告神將要審判的信息，尼尼微人真的
悔改了，因而，神轉意沒有毀滅他們，約拿無法體會神這
麼的憐愛尼尼微人，他非常失望和生氣，所以，向神說，
他寧可死，他不要活了。
B. 神質問約拿（
神質問約拿（4）：神對約拿發怒和怨言沒有生氣，反而
質問約拿，你這樣子的生氣是合理嗎？神的意思是，約拿
你忘了你是誰嗎？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僕人，你怎麼
主僕不分呢？這件事是誰作主呢？你怎可這樣頂撞我呢？
討論問題 1： 你曾否因無法體會到別人的美意而非常生氣呢？結
果如何？請簡述之。(
果如何？請簡述之。(破冰題)
破冰題)
討論問題 2： 約拿為什麼那麼生氣而求死呢？神如何處理約拿的
發怒呢？（觀察題）
發怒呢？（觀察題）
二、 約拿再度發怒求死(
約拿再度發怒求死(拿 4：5-9)：(請先讀 v. 5-9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A. 神的主權顯在
神的主權顯在蓖麻樹（
蓖麻樹（5-8）：1.
）：1. 約拿等神毀滅
約拿等神毀滅尼尼微
毀滅尼尼微
（5）：約拿對神的質問沒有任何回應，竟自出了尼尼微

城，走到東邊的地方，要看看尼尼微城最終的結局。他搭
了一個棚子，並且坐在棚子的蔭影下，東邊是日出之地，
代表神所在之地(民 3:38)，並且東邊也是神審判出發的地
方（太 24），因為他無法想像神不對罪有應得的人施行審
判，所以，他下定決心要等著看到尼尼微被審判。他忘了
他曾違背過神，本應該受苦難而死去的，但神卻救他脫離
苦難讓他活著（參第 2 章）。2. 神用蓖麻為約拿遮陽
神用蓖麻為約拿遮陽

（6）：顯然的，約拿搭的棚子無法為他遮陽，神就使一
棵蓖麻樹長得比約拿高大，可以完全遮蓋他，讓他脫離烈
日爆曬之苦，約拿得到肉體的舒適後就非常歡喜。3. 神使

蓖麻樹
蓖麻樹枯乾（
枯乾（7）：第二天天剛亮的時候，神用了一條蟲
咬蓖麻，蓖麻樹馬上枯乾。3. 約拿再度求死（8
約拿再度求死（8）：當太
陽一出來，神更安排了灼熱的東風吹向約拿，約拿不只受
到烈日爆曬，也受到灼熱的東風吹，他整個人非常的不舒
服，幾乎要昏死過去。神對萬物有絕對的主權，神藉著蓖
麻樹、蟲子、和風向約拿顯明祂的主權，然而，約拿只在
意自己關心的事。蓖麻樹活著的時候，約拿得到身體上的
舒適而歡喜，現在沒了遮陽的蓖麻樹，加上灼熱的東風吹
向他，他的身體受苦，就再對神生氣，他又向神說，他寧
可死也不願意活著！

B. 神再一次質問約拿（
再一次質問約拿（9
質問約拿（9）：神再次問約拿，他的生氣是合
理的嗎？但約拿還是頑梗地回答，他對蓖麻樹枯死乾了的
事生氣和求死都是合理的！

討論問題 3： 神用什麼方法讓約拿明白神救贖的心意？這對你有
何提醒或啟發呢？（觀察題）
何提醒或啟發呢？（觀察題）
三、 神要約拿體會祂愛惜每一個靈魂(
神要約拿體會祂愛惜每一個靈魂(拿 4：1010-11)：
11)：(請先讀 v.
1010-11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神藉著祂赦免尼尼微人與祂毀壞倚靠小小的蓖麻樹之間的對
比，要讓約拿知道他對尼尼微人缺乏憐惜，但卻憐惜對自己
有益處的蓖麻樹，約拿是何等的自私。
神也要約拿看到他無權對尼尼微蒙神赦免或蓖麻樹枯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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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尼尼微人，城裡面有許多居民，其中有 12 萬連左右手都
無法分辨的小孩，還有許多牲畜，難道神不愛惜他們嗎？
在約拿書裡，我們可以看到，神透過約拿要來教訓以色列
人，神不但是拯救和祝福祂的選民，祂也要拯救世上的每一
個人。這對我們來說，我們是神君尊的祭司，是屬神的子
民，應當將未信主的人帶到神面前，使他們認識神，領受神
的救恩及豐富的祝福。
討論問題 4：神如何用蓖麻
神如何用蓖麻樹
蓖麻樹和尼尼微人的對比，來教訓約拿
和尼尼微人的對比，來教訓約拿
呢？這對你有何啟示？（觀察應用題）
呢？這對你有何啟示？（觀察應用題）
討論問題 5：讀完約拿書後，你是否想到一個你很不願意傳福音
：讀完約拿書後，你是否想到一個你很不願意傳福音
給他的人或是不願意神祝福的人？你會採取什麼行
動來回應神的心意呢？（應用題）
動來回應神的心意呢？（應用題）
禱告: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謝謝祢藉著約拿書教導我
們，祢愛惜每一個靈魂的心意，也教導我們不要自私地只關注我們
個人或自己國家的需要，乃要關注到祢國度的需要。因此，主啊！
我們願意放下自己，遵從祢的話語到底，並宣揚祢救贖世人的恩
典，引領人來到祢面前，領受祢的救恩和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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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腓立比書 1:1-11
11/08 腓立比書 1:12-30
11/15 腓立比書 2:1-13
11/22 生活查經
11/29 感恩節：慶祝與聯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