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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約拿—引進全城悔改 
 

讀經： 

約拿書一章 1-5 節丶 15-17 節，二章 9-10 節，三章 1-4 節。 
 

引 言 

我們來看傳揚基督第二位人物—約拿。我們之所以提起他，乃因

約拿預表基督。聖經中記載，當主耶穌在世時，曾於眾人聚集的時候

宣言舉證說：『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

在地裏頭。』（太十二 40) 同時約拿傳揚基督的特點是引進全城悔改，

被稱為歷代、古今中外最偉大的神蹟，故這重大的神蹟我們豈可略過

不提呢？ 

 

（一） 約拿的字義 

在未看約拿如何被神使用傳揚基督之前，我們先來看約拿的字義。

「約拿」之字義是鴿子；鴿子象徵和平。此根據記載於舊約創世記，

當洪水審判全地後，大水消退時，挪亞第二次把鴿子放出去；果然到

了晚上，鴿子回到他那裏，嘴裏叨着一片新擰下的橄欖葉子，表明審

判已過，平安來臨。因此鴿子常被用以象徵和平。 

古代的人也常用鴿子來傳遞書信，故約拿也是和平的使者，因此

神便把重大的使命託付他，差遣他向人傳揚基督和平之福音。由此說

明如果你我要成為傳揚基督的使者，有一屬靈原則，即我們的靈與神

和人之間，都必須和諧無間隔。 

感謝主的保守，使我蒙主帶領三十年來的事奉上，一直深覺向人

認罪並非羞恥，所以每當我發覺某弟兄或某姊妹在態度上，或言行上

好像和我有過不去的地方，我一定先趨前向他請罪；有時候他們實在

無理誤會曲解我，但我一向總是遷就他們，為要維持約拿之字義所說

明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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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尼尼微城的惡 

尼尼微城是亞述國的首都，居民約百萬，聖經特記尼尼微是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拿四 11)。可惜該城罪大惡極，

在三章 8 節說，他們所行的是惡道，手中滿了強暴，因此公義的神不

得不施行審判。但是我們的神也是滿了憐憫的神，祂不願一人沉淪，

於是耶和華的話便臨到先知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

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拿一 2)『惡達到我面

前』言明罪惡貫滿，已到天理不容之地步了，誠如昔日的所多瑪、蛾

摩拉二城之罪惡聲聞於耶和華，真可謂無獨有偶、無不畢肖。 

 

（三） 神差遣使者傳揚基督 

我們的神是聖潔慈愛的，祂不縱容罪，但祂的心卻是愛罪人。在

挪亞時代祂是如何以慈愛公義並行；到了約拿時代神的慈心向着罪人，

祂是何等迫切巴望尼尼微人能離開惡道，回轉蒙恩。於是耶和華的話

臨到約拿，要差遣他前往尼尼微傳揚福音，拯救這將亡的大城。 

 

（四） 約拿逃避傳福音的託付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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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約拿逃避傳福音的託付 

弟兄姊妹，當神聖的呼召臨到約拿時，約拿竟逃避；神要他到東

邊的尼尼微，約拿卻逃往西邊的他施。約拿為何逃避神的託付呢？因

他認為尼尼微人罪大惡極，是該死的。他認識的神是公義的，對罪惡

必定審判；但他也知道神有豐盛的慈愛，如果他到尼尼微傳褔音，一

旦有尼尼微人悔改，神就不降災禍了。同時約拿又是熱愛猶大國的先

知，他的私意是巴不得神降災，審判滅絕敵國尼尼微，如此地不體貼

神愛萬人得救，明白真道的心意。於是他就給了船價，上了船，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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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 

 

2. 基督徒逃避福音的託付 

哦！約拿本是神所選召的，但他為逃避傳福音的託付，離開神僕

人的地位，如今與眾人沒有分別了。求主憐憫，今日在我們的教會中

真有太多約拿型的基督徒。當主日上午教會報告下主日晚上有傳褔音

聚會，請弟兄姊妹踴躍邀請親友來聽褔音。結果到了主日晚上，這班

約拿型的基督徒有的趁機在家休閒，有的花錢去遊樂場所或遊山玩水，

甚至放縱情慾去了，願主藉此賜予光照！ 

不僅如此，進一步第 5 節說：約拿上船後，他就『下到底艙』。

可憐的約拿為逃避傳福音之託付，今竟下到底艙，殊不知耶和華從天

上觀看，祂的眼目遍察全地。難怪認識神的大衛曾寫詩說：『我坐下，

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

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

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這樣的知識奇妙，

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裏去躲避你的靈？我往

哪裏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裏；我若在陰間下榻，

你也在那裏。』（詩一卅九 2-8) 意即神對我們的認識是透澈的，在神

的光中，我們的心思、行為，是正或誤，祂都細察；日光下沒有一人

能逃過祂的眼目，甚至世上也沒有一件事能夠向祂隱瞞，因祂是無所

不在，無所不知的一位神。無知的約拿竟以為下到底艙就能躲避耶和

華的面。誠如不少的基督徒一有傳褔音聚會就私下盤算，最好能到郊

外遠一點的地方去，以免撞見弟兄姊妹。 

言及於此，使我想起一則故事，說到有一種鳥叫鴕鳥，牠的脖頸

高長，體形碩大，生活於沙漠地，這種大動物很奇妙地一碰見人就閃

避躲藏起來，如果有人追逐牠，牠就快腿速跑地把頭鑽進沙堆內。殊

不知牠龐大的身體突露於沙堆外，很快地就被人看見，便輕易地捕捉

到牠了！ 

求主恩憐，今天有太多鴕鳥式的基督徒佈散於教會中，豈不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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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能逃避傳褔音之託付，卻逃不過坐在天上寶座掌管宇宙一切的基

督，願主賜予光照！ 

孰不料，船航行至海中，聖經記說：『然而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

海就狂風大作，甚至船幾乎破壞。水手便懼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

他們將船上的貨物拋在海中，為要使船輕些。約拿已下到底艙，躺臥

沉睡。』（拿一 4-5) 哦！當船被大風狂浪猛擊得幾乎翻沉，約拿仍在

底艙呼呼大睡。『躺臥沉睡』屬靈意即良心麻木。弟兄姊妹，個逃避

傳褔音的人，他的靈必定是沉睡，失去屬靈感覺，看見世人沉淪於罪

惡中，心靈卻無動於衷。 

十九世紀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J. Hudson Taylor)，當他坐船來到中

國，親眼目睹一個人沉溺於水中，其時周圍的漁民都袖手旁觀，戴德

生心急如焚地說：「趕快搶救他吧！」想不到周圍的人竟悠哉地問他

說：「你肯付多少錢？」當時戴德生真是莫名中國人的良心為何如此

麻木不仁！願主藉此光照我們，當你看到同學或親友們未聽見褔音，

或家人無知地跪拜信奉假神時，是憂心如焚？抑或無動於衷？ 

 

（五） 神的挽回 

感謝神，祂不僅憐憫尼尼微大城約百萬條的靈魂，祂更愛惜曾受

徵召為福音使者的先知約拿，『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羅十一 29) 約拿轉背向神一步步往下走，神卻緊緊步步追尋他、

管教他，來挽回這背道的先知。即當約拿還在躺臥沉睡中，船主發現

約拿在船艙底，其時船上的人彼此說：「來吧，我們掣籤，看看這災

難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結果他們掣籤，掣出約拿來。約拿自知

這翻騰的風浪，是因他違命所導致的，於是對船上的眾人說：「你們

將我抬起來，拋在海中，海就會平靜了。」眾人為保全性命，也只得

將約拿投在海中，果然風浪立時便告平息。 

 

1. 神的管教—約拿進魚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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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約拿被投在海中，馬上『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

拿……』（拿一 17) 讚美我神，祂充滿了憐憫和慈愛，先知哈巴谷說：

『耶和華……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哈三 2) 可不是嗎？如

果神審判的手管教我們，有誰能站立得住呢？誠然地神滿了憐憫，但

祂也是公義審判的神；然而當審判與憐憫相遇時，神總以祂豐盛的憐

憫結束祂的審判。所以雅各書二章 13 節提到：『因為那不憐憫人的，

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即言明神管教的手背

後帶着祂的慈愛和拯救。 

回頭再來看頑梗的約拿，自以為被拋在大海中死了就算了。神看

到他非但執迷不悟，反而自暴自棄，所以就安排大魚把約拿活吞了。

一則保全約拿的性命，另一面藉此管教約拿，賜予回頭的機會。當約

拿被大魚吞到肚腹裏，他發覺四圍漆黑暗無天日，且腥味嗆鼻難聞，

尤其在大魚腹中飽嘗翻來覆去、暈眩折騰之苦楚，這不是一、兩小時，

聖經特記說：『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

（拿一 17) 
 

2. 約拿悔改答應還願 

哦！三日三夜在魚腹中歷盡痛苦煎熬，約拿終於降服下來，於是

痛悔前非並向神禱告：『我下到山根，地的門將我永遠關住。耶和華

我的神啊，你卻將我的性命從坑中救出來。……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

獻祭與你。我所許的願，我必償還。救恩出於耶和華。』（拿二 6-9)
耶和華看見約拿回轉了，立時收回管教的手，於是吩咐魚把約拿吐在

旱地上。從這位背道先知約拿之經歷中，使我們看到，如果我們推卻

傳揚基督之託付，主會伸出管教的手來，直至將我們挽回，祂才放手 。 

 

（六） 約拿受差遣成就福音的神蹟 

當約拿被大魚吐在旱地上時，耶和華的話再次臨到約拿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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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三 2) 這回約拿不敢再躊躇，奉命束裝前往尼尼微去；進城走了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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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挨巷『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拿三 3) 奇
妙的事隨即發生，尼尼微人聽見此信息後便信服神，宣告禁食，從最

大到至小的都穿麻衣。不但如此，這信息傳達於尼尼微王的耳中，王

就下寶座，脫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且通令全城的人，任何

人都不可嚐甚麼，甚至牲畜也不可吃草，不可喝水。人與牲畜都當披

上麻布，切切求告神。這次福音的大復興堪稱為有史以來，空前絕後

的大復興，也真是福音的大神蹟！ 

 

1. 約拿改變形像成奇蹟 

弟兄姊妹，為甚麼約拿這一次傳道立刻引進全城悔改之奇蹟呢？

因約拿本人就是神蹟。雖然聖經並無詳細的記載，但我們可推想而知；

由於約拿三日三夜在魚腹裏，魚的內臟有消化作用，故當魚的內臟在

蠕動時，約拿的臉丶手、腳及全身的皮膚必被磨擦而改變了。當他一

出魚腹，便進城傳揚尼尼微將於四十日後傾覆時，深信人看到他怪模

醜相時，必有人好奇向約拿發問，你是如何搞成這樣子呢？那時約拿

勢必向他們見證，當初是如何固執不順服神，不體貼神而逃避耶和華

往他施去；是耶和華永不放棄的大愛，興起大風巨浪來挽回他。其時

他仍硬着頸項，甚至自暴自棄。但耶和華仍顧惜他，以神蹟來拯救他；

於是安排大魚把他吞了，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似落在深淵黑暗裏。

令他蒙光照追想自己違命之罪，他回頭聽命接受傳福音之託付；即到

尼尼微城中宣告，若不悔改全城必遭傾滅。此時神才吩咐大魚把他吐

在旱地。尼尼微城的居民聞見約拿之神蹟，便猛然悔悟向神認罪，回

頭離開惡道。 

由此可見一個福音使者，必須要有約拿改變成神蹟之經歷。就如

當我們未信耶穌之前，是性情乖僻，與同學格格不入或考試時常作弊；

但一接受耶穌基督後，性情改變，與同學再沒有間隔，且能和睦相處；

考試時寧肯不會，也不願作弊。有的雖沒有甚麼惡行，但是裏頭驕傲

自大，看不起人家或自私自利，但現在因接受了福音，奇妙地裏面能

夠謙卑，且自甘卑微屈就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同時變成很能顧念別

人……等。這人的改變成了褔音的神蹟，如詩云：自基督來住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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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變……。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們，使我們

個個都是傳福音的神蹟，那麼基督的福音將快速普及全地。 

我在某地事奉的時候，曾有一位婦人，她的外型長相有點兒男性

化，同時性情又暴躁，時常與丈夫吵鬧，一兇起來就亂砸東西，甚至

與丈夫大打出手，鄰居有時來勸和，也拿她沒辦法。感謝主！有一天

某姊妹請她去聽福音，她在福音聚會中蒙聖靈光照，痛哭流涕，悔改

接受耶穌；她因得到救恩起了大改變，便到處傳福音。由於家中的人

看見她身上福音的神蹟，全家陸續都歸向主。後來在她家附近有一位

老闆，脾氣很壞，她就去傳福音給他，並作她生命改變的見證，這老

闆受了感動也來聽福音。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2. 約拿按著神的吩咐傳揚基督 

先知約拿這次受神差遣成為福音之神蹟，還有一特點就是「照耶

和華所吩咐的話」（拿三 3)去傳揚。且看三章 1-4 節的記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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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由此簡短的史實記載，使我們看到約拿傳揚基督是照

耶和華所吩咐的話，他並不傳深奧的道理。言及於此，使我想起有一

天無意中看到某雜誌記載，今世紀被喻為名佈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

博士的經歷如下： 

有一日葛氏受邀到英國劍橋大學佈道，由於獲悉聽眾有數千位都

是名教授和高才生，所以他事先費了許多的心思和時間預備講章。到

了講道那晚，他穿上博士袍，且戴上博士帽，之後徐步而上講台。在

講台上，他開口引用很多哲學名詞，遂又舉提許多科學證明；孰料信

息結束呼召時，竟無一人表示要信主。經過這次的失敗，他再不敢用

人的智慧與深奧的道理去傳揚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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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那次失敗的隔天晚上，他再上講台時，只說在禱告

仰望主時，主所賜給他靈感的話語（亦即照神所吩咐的話），結果聖

靈大大作工，據報導該晚計有六百人悔改信主。難怪使徒保羅說：『我

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林前二 4-5) 
 

（七） 福音的果效 

末了我們還要提起福音的果效。前文我們已提述，當約拿進城宣

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要傾覆；全尼尼微城的人從最大的到至小，

無不披上麻衣，悔改信服神。同時這消息一傳到尼尼微王耳中，王便

下寶座，脫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切切求告神。這真是有史

以來空前絕後的福音大奇蹟！ 

但是非常微妙的，約拿並不因此靈裏受鼓舞，反而『約拿大大不

悅，且甚發怒。』（拿四 1) 於是出城坐在城的東邊，在那裏為自己搭

一座棚，然後在棚的蔭下要靜看那城究竟如何？ 

由此史實，使我們看見尼尼微全城悔改，乃因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並非約拿的功勞，他不過是作聖靈的出口而已。他的原意乃盼望公義

的神來審判這惡貫滿盈的尼尼微城，想不到尼尼微全城竟然悔改信服

神，而使神怒氣轉消，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有時候教會晚上剛好有佈道會，但該晚你

或者因瑣事而動血氣，或與家人抑或同學過意不去，就以為自己不能

再作福音出口了。誠然地，與人有間隔是絕不能作福音出口；但只要

你我肯認罪求寶血潔淨，靠主的恩典，還是可以傳揚基督。因為屬靈

生命功課並非三、五個月，亦非三、五年就可學成功，乃需用一輩子

的時間認真學習才行。 

但願主藉傳揚基督的約拿鼓舞並提示我們，你我敗壞的肉體，不

過像在船艙底下的約拿，只要回轉降服神旨意的帶領，盡託付傳揚基

督，也能成為神的使者被主使用。因為福音的果效是神的大能，你我

只管向主忠誠，其福音果效全是神的作為。我們要因信接受傳揚基督

的託付，主必差遣，主必使用。  

第二篇：約拿—引進全城悔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