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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綜覽】 
【宗旨】本書的主要內容──藉約拿逃避神的經歷及神對他的教導，指出人心的狹窄，卻顯明神心的廣

大；祂對普天下的人都滿了憐憫和慈愛，因祂願萬國都得著祂的救恩，而救恩是出於耶和華(二 9，四 2，

11)。本書的主要事實──約拿的抗命、約拿的禱告、約拿的傳達、約拿的不滿。本書的主要作者──約

拿。 

（一）本書幫助我們明白神願萬人得救(提前二 4)，不願有一人沉淪(彼後三 9)。因祂的慈愛、憐憫和良

善，更願意在審判人之前給人機會悔改離罪。此外，神並不偏待人，祂不只作猶太人的神，也作外

邦人的神(羅三 29)。無論主差我們往何處去，願我們也作祂的使者，用言語和行動向世人宣揚祂

的愛，使人信而悔改，因而回轉得救。 

（二）本書幫助我們了解神是創造萬物的主宰，大自然與一切生物都聽命於祂。故萬物、萬事如暴風雨、

籤條、水手、大魚、尼尼微人、東風、蓖麻、蟲子等等，都順服神，其目的乃是教導約拿學習順服

神。願我們從四周大自然之中比我們低等的動物植物中好好學習順服神，也像約拿一樣受管教後，

照神的心意而行，而完成祂給我們的使命。 

（三）本書幫助我們看見約拿與神的關係，如他躲避耶和華(一 3)；敬畏耶和華(一 9)；禱告耶和華(二 1

～9)；想念耶和華(二 7)；傳耶和華警告的信息(三 5)；明白救恩出於耶和華(四 2) ；認識神為什

麼對尼尼微城的人的愛惜(四 11)。此外，雖然約拿逃跑，但神仍然願意給他機會事奉祂，並且親

自在祂僕人的身上做管教和調整的工作。在服事的道路上，但願我們認識神的心，而且不斷的被祂

擴大，像祂一樣對人有寬大的心，並且像祂那樣的憐憫人。 

【背景】《約拿書》Book Of Jonah 是舊約聖經十二小先知書的第五卷(何、珥、摩、俄、拿)。 

本書沒有清楚題及作者是誰，但最有可能是書中主角約拿，因為除了他以外，沒有其他人更熟悉整件事情

的經過，而且開頭有「耶和華的話臨到…約拿」的話，可說明以下的信息出於約拿。雖然本書題及約拿

時，除了第二章之外，都是用第三身的語氣，但這種寫法在但以理、何西亞、哈該等先知書都曾出現過。 

聖經中只有一個約拿，除了《約拿書》外，他的名字還在王下十四 25出現過。約拿的字義是「鴿子」，他

是西布倫地南部，離拿撒勒不遠的一個小鎮迦特希弗人，是亞米大的兒子。主耶穌在世的時候，西布倫地

是屬於加利利省，故此法利賽人所說「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約七 52)，乃是謊話。約拿在當代是一位

著名的先知。 

約拿寫作時間大約主前 8762年之間，他記載他作工的地點是從以色列國出發，到亞述國的首都尼尼微

城。當時約拿在以色列最強大的國王耶羅波安二世(公元前 793～753年；王下 14:23～25)時期事奉。亞

述是以色列的頭號敵人，於公元前 722年攻陷以色列。尼尼微於公元前 612年被毀，看來它的悔改是短暫

的。 

【本書的重要性】 

（一） 本書是以神的救恩為主題本，其主要信息是只要人肯悔改，神都給人蒙恩的機會。約拿的字義是

「鴿子」，他的使命是要像鴿子一般飛出去，向外邦城尼尼微傳揚神和平的福音。神差遣約拿往以

色列為仇為敵的亞述人的首都尼尼微城，去宣告審判的信息，目的是要他們悔改歸向神。雖然約拿

不願意去，甚至逃跑，神卻奇妙的安排，把他帶回原來要去的地方。透過約拿的呼喊和宣告，竟然

帶來全城的悔改，使得神的憐憫和赦免臨到他們。但願我們被神的憐憫和大愛所充滿，心甘情願地

向人們宣講我們主耶穌基督救恩的福音。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是何等的愛世人，祂是何等的

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就必須讀本書。 

（二）本書記載全能神的作為特別多，其目的乃是顯明神是創造萬物的主宰，故大自然與一切生物 (包括

風、海、魚、植物、日頭等等)都要聽命祂所有的「安排」，只有這位宣稱要跟隨神的約拿之外。

雖然約拿的狀態──背叛、頂撞、埋怨、沮喪、倔強、自憐、發怒、求死，但神不斷的「安排」了

許多的事物，為了調整、教導、訓練、造就約拿。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如何藉著所「安排」

的事物，來訓練祂的僕人，就必須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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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本書中特別提到各人自己的神，虛無之神(一 5；二 8)；以及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耶和華

我的神，有恩典與憐憫的神(一 9；二 6；四 2) 。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與人的關係，就必須

讀本書。 

【如何讀《約拿書》？】 

（一）讀本書之先，須查考約拿其人其事(一 1；王下十四 25)和神的安排如一條大船、一條大魚(一 3，

17)，一座大城、一個王的寶座(三 3，6)，一座棚、一棵菎麻樹、一條蟲(四 5，5，7)等，必能領

受和明白書中啟示的內涵。 

（二）留心思想本書描寫約拿陷魚腹的神蹟故事，其中頗具屬靈的預表──約拿身三日三夜在魚腹中是基

督受死、埋葬和復活的預表(太十二 40)。約拿的神蹟是唯一被耶穌引證和自己比較的先知(太十二

38～41；路十一 29～32)。 

（三）在讀本書時，同時研讀查考其他如《那鴻書》和與《西番雅書》的關係，及重要預表，必可從中領

會本書教訓的精華。 

【本書鑰節】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區，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

到我面前。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下到約帕，遇見一隻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給了船價，

上了船，要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拿一 1～3)約拿是神的僕人，也是當時一位著名的先

知，但他違背神的命令，不肯去尼尼微城(即巴勒斯坦東北面五百英里之地)傳道，卻往西走了二千英里，

而做了一次逃跑的先知。由於愛國心的驅使，他寧願看見神因尼尼微城人的罪而立施審判，以致毀滅；而

不願意看到他們有悔改離罪的機會，以致回轉得救。所以，他沒有順服神，反而「躲避」神的面，企圖逃

離祂的同在和祂的大能。 

「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話。約拿便照

耶和華的話起來，往尼尼微去。這尼尼微是極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約拿進城走了一日，宣告說：再等

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拿三 1～4)約拿這位逃跑的先知，在魚腹中經歷了死而復活的生命(二章)；

並且神的話第二次臨到他，要他前往尼尼微傳達信息。雖然他不是出於甘心樂意，但他「起來」、「去」

了那大城，便「宣告」四十天後這城要被傾覆，而完成神所託付他的使命。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幹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

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拿四 10～11)本卷

書是以問話作為結束的。神使用蓖麻作實物教材，教導他神向祂親手創造的尼尼微人並有許多牲畜，表示

祂的愛與憐憫，難道是不合理的嗎？ 

【本書鑰字】「耶和華安排」(一 17，四 6，7，8)──本書可見神主宰的權柄，祂統管萬有，約拿一切的

遭遇都是出乎神(詩一零三 19；林後五 18)： 

分章 神的安排 

一章 神召約拿往尼尼微傳道(一 1)；神使海中起大風(一 4)；神使船中的人掣簽，掣出約拿(一 7)；神

使風浪越發翻騰(一 13)；神使狂浪平息(一 15)；神安排大魚吞了約拿(一 17)。 

二章 神迫使約拿在魚腹中悔改、求告神(二 1)；神吩咐大魚把約拿吐在旱地上(二 10)。 

三章 神再次授命與約拿(三 1)；神使尼尼微人悔改(三 5)；神不把所說的災降與尼尼微(三 10)。 

四章 神安排一棵蓖麻為約拿遮蔭(四 6)；神安排一條蟲咬蓖麻(四 7)；神安排烈日曝曬約拿(四 8)；神

安排炎熱的東風使約拿發昏(四 8)。 

神的作為何等希奇，大自然(包括風、海、魚、植物、日頭等等)對神所有的安排都順服，只有約拿不順服

神(拿一 3)，並向神發怒(拿四 9)。這實在是人的光景。自從伊甸園中人受了撒但的引誘開始，他的天性

就是背向神。所以，神安排了許多的事物，為了調整、教導、訓練、造就約拿，使他認識神的主權和憐

憫。 

【本書簡介】書中記述約拿奉神差遣，往以色列的強敵亞述傳達拯救的使命。但約拿違背神卻乘船逃往他

而施(今之西班牙)。不過神安排一場風暴(將約拿投入海中)和一條大魚(將約拿送回陸地)，以及迫使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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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腹中悔改、求告神，並且將他帶到尼尼徵城。神再次授命與約拿傳達信息。當這座城披麻蒙灰悔改時，

他不但沒有讚美神，反而大為不悅，使得神要用一陣風、一株菎麻和一條蟲來教導他認識神的主權，與恩

待外邦人的慈愛憐憫。 

【本書大綱】本書可以按約拿蒙神二次呼召的經歷，分為兩段： 

(一)第一次呼召(一至二章)：(1)約拿的違命——離神躲避(一章)；(2)約拿的悔改——向神禱告(二章)。 

(二)第二次呼召(三至四章)：(1)約拿的順服——遵神起來(三章)；(2)約拿的不滿——對神發怒(四章)。 

【本書內容摘要】本書可以約拿蒙神呼召的經歷為分段界線，即分為兩段： 

（一） 第一次呼召(一至二章)——神呼召約拿到尼尼微去宣告審判的信息，他卻違命並乘船往他施去躲避

耶和華；神使海中起大風，他被拋到海裏，被神安排的大魚吞下(一章)；在魚腹的三日三夜中，約

拿向神禱告、懊悔、許願，於是神吩咐魚把他吐在旱地上(二章)。 

（二） 第二次呼召(三至四章)——神二次呼召他往尼尼微去，他便起來進城宣告。結果尼尼微城從君王到

百姓都披麻蒙灰悔改，於是神不降災與他們(三章)；約拿見狀大大不悅，且向神發怒，甚至求死。

神則以約拿愛惜那棵被蟲咬死的蓖麻來比喻自己對尼尼微人的愛惜(四章)。 

【本書特點】 

（一）《約拿書》並非一卷預言書，乃是一卷記事書，可算是約拿的工作日記，其他先知書多論及以色列

國的事，或是說到以色列光明的前途，但《約拿書》只記錄神向外邦城尼尼微所施的憐憫，這正與

別的先知書，尤其是那鴻書說到尼尼微受神審判，截然不同。不過先知的主要任務是傳達神的話，

並不一定說預言，像以利亞、以利沙等傳說神的話多，純傳預言少。約拿就只說了一句預言：「再

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三 4) 無論如何本書還是與其他先知書的觀點一致，神因尼尼微

城的人惡貫滿盈而要施行審判，但在審判之前，還給他們悔改的機會。 

（二）本書為不少人所批評攻擊，他們不信本書的記載是事實，只看作是比喻、寓言、異象或是異夢而

已。他們認為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中並非神蹟，是不合科學的。可是毫無疑問地，本書所記的是史

實，因為主耶穌在世時曾為約拿作見證，明說約拿是先知，曾經歷三日三夜在大魚中的神蹟，亦曾

在尼尼微城中傳信息(太十二 39～41)。人的話語和見解盡可能有錯誤，但主耶穌是神子，祂的話

絕對沒有錯。再者，本書中主要人物約拿，確有其人，有他的籍貫身分，並有他父親的名字，絕非

虛構；而且本書從頭到末了，沒有一處明說或暗示其內容是比喻、寓言或異夢等。故此本書的真實

性是無可置疑的。 

（三）本書其他小先知書書的關係，確有不同與獨到之論點。如本書論到尼尼微蒙神的憐憫，《那鴻書》

卻論到尼尼微受神的審判，其他如與《西番雅書》論到亞述尼尼微的受罰(番二 12～15)，與《詩

篇論到禱告的呼聲(拿二 1～9；詩廿七 4～5；四二 7；六九 1；五十 14；一一六 17；一二○1)。又

如論到預表主唯一受死復活的事，預言救恩賜給外邦人的事，在新約中得到應驗(徒十 1～十一

18；十三 46～48；十四 27；羅三 29；九～十一；太十二 39～41)，可知本書與這些舊約書卷及新

約關係，是較特殊而明顯的。 

（四）神的話臨到北國的先知約拿，要他起來往尼尼微城去傳講審判的信息，但約拿卻起來逃往另一方向

極遠之地他施去。他為何違命?他並非膽怯，貪生怕死，惟恐在那城傳了不中聽的話而遭遇不測(比

較一 12)，也不是怕同胞怪他不留在本國而去外邦人中工作，更不是因為他嫉妒救恩臨到外邦；因

他逃往他施時，還向船上的人作了見證(一 9)，他的違命乃由於狹隘的愛國思想所驅使。他事奉期

間，亞述正值興盛時期，且隱隱然已成為當代世界的霸主。亞述不時出擊四圍國家，並以極殘忍可

怕的手段對付那些被征服的人，甚至徹底屠城，男女老幼無一倖免。約拿清楚知道亞述是以色列的

死敵，亞述大軍隨時侵入，現在神要他去亞述的首都尼尼微城指出因他們的罪狀，滅亡將臨，這對

愛國的約拿來說，真是高興不已。但約拿知道神是滿有恩典、憐憫的(四 2)，倘若尼尼微城的人聽

見他審判的話而向神悔改，神可能會恩待他們，免去滅城之災，如此一來，以色列仍舊受亞述的威

脅。因此約拿冒著大險，違背神的命令，放棄其先知的職責，遠遠逃往他施，好叫尼尼微城不知就

裡，於沒有機會回轉下而滅亡。 



4 
 

（五）約拿不從神的命令，想「躲避耶和華」，走向與神旨意相背的路就是墮落。人的墮落不是一下子的

事，乃是一步一步，越陷越深。約拿先下到約帕(一 3)，跟著下船(一 3原文)，再接著是下海(一

15)、進魚腹(一 17)、下深淵(二 3)，下到山根(二 6)，最後幾乎下入陰府的門，永遠被關住(二

6)。約拿為逃避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到他悔改、順服，「上」到神要他去的地方。 

（六）同時《約拿書》也說明神如何按祂的智慧和忍耐訓練祂的僕人。神一開始就把重大的使命交託給不

順服的僕人約拿，一方面暗中管教，另一面卻又暗中拯救他，讓他深深體會到偏行己路的痛苦而深

切懊悔。當約拿回轉，神重新使用，他最後更藉著奇妙的安排引領約拿更深認識自己錯謬的成見和

敗壞，並神無限的慈愛。神的慈愛實在是人無法明瞭(所以約拿違命)，祂的憐憫心腸、忍耐和智慧

(顯於對約拿的教導)，也是超過我們所能領會的，讓我們頌讚祂各方面的偉大和榮耀，切實體驗神

的大愛和作為，且將祂這愛流露見證，作傳福音的「鴿子」。 

（七）《約拿書》說明神愛世人的心意。祂的救恩不只賜給以色列人，也要臨到萬邦；祂不單作猶太人的

神，也作外邦人的神(羅三 29)；祂不願人滅亡，乃願意萬人得救(提前二 4)。所以就是罪惡滔天將

要滅亡之尼尼微城，神還差遣先知前往呼喊，使之有機會悔改。從神最後向約拿解釋的話中(四

10，11)，我們實在看見神是愛，雖然神是絕對公義的，必審判作惡的人，但審判不是神的本意，

祂在審判之先，總是給人悔改的機會。 

（八）約拿在兩方面預表基督： 

(1)預表基督的死——「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太十二

40) 。 

(2)預表基督的傳道職事——「看哪，在這裡有一人比約拿更大」(太十二 41) 。約拿受差遣往尼

尼微去傳神的道，尼尼微人因此而悔改；可是主耶穌受差遣往以色列家去傳神的道，以色列人

大體卻不悔改。所以「當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太十二 41)。 

（九）約拿也預表神的選民以色列： 

(1) 約拿是神所揀選的僕人；以色列也是神所揀選的僕人(賽四四 1)。 

(2) 約拿被召往外邦作見證；以色列也受神的使命在列邦中作見證，使萬民得福(創二八 14)。 

(3) 約拿先是違背神，沒有完成神的使命；以色列亦然，沒有滿足神的願望。 

(4) 約拿受神的懲戒，被投在海裡；以色列也受神的管教，被投在列國的海裡。 

(5) 約拿的生命在大魚的腹中被神保守；以色列在列國中也得神的保守。 

(6) 約拿悔改；將來以色列也要悔改。 

(7) 約拿從大魚腹中出來；以色列也要從列國歸回。 

(8) 約拿順服，在外邦人中完成神的使命；以色列在國度時代中也要見證神，完成當初神的使命。 

【默想】 

 「這書的獨特之處在於談論先知本人過於他的預言。先知的心靈狀態和神對他呵護備至的管教，能

指導讀者學習謙卑。」──威廉斯 

 「約拿的不順服與失敗，雖然不是出於神的計畫或定意，但在神的先見與主宰的權柄之下，約拿的

不順服與失敗，卻成了神蹟的背景與基礎。由這個神蹟所傳達的資訊與託付，其重要性遠超過任何

其他方法，重要何止千萬倍！深哉，神的道路，何其難測！神的先見，何其深遠！」──史百克 

 「但願今日的教會能有神的心；但願我們被神的憐憫所充滿，正像他對這個世界是有憐憫有恩慈

的。願我們不要像約拿一樣，好像一個不情願的先知。但願我們能像我們主耶穌一樣，甘心情願向

人們宣講我們主耶穌基督救恩的福音。」──江守道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將《約拿書》賜給我們，使我們明白萬事都互相效力，為了調整、教

導、訓練、造就我們。願我們約拿一樣受管教後，被祢的憐憫和大愛所充滿，心甘情願的向人傳福音。奉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詩歌】【一路我蒙救主引領】 (《聖徒詩歌》471 首第 1節)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陳腐事物何必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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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我還疑祂愛情，畢生既由祂拯救？ 

神聖安慰、屬天生活，憑信我可從祂得； 

我深知道凡事臨我，祂有美意不必測。 

視聽──一路我蒙救主引領～Church In Marlboro 

 

【參考大綱】 

第一次呼召 第二次呼召 

1～2 3～4 

違 
命 
︱ 
離 
神 
躲 
避 

悔 
改 
︱ 
向 
神 
禱 
告 

順 
服 
︱ 
遵 
神 
起 
來 

成 
見 
︱ 
對 
神 
發 
怒 

1 2 3 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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