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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約拿書 
 

因為預備藍田堂的網上「讀經計劃」，再有機會與大家分享到約拿書，這是很奇妙的書

卷。經文的表達手法很特別，作為舊約中的先知(神的代言人)，約拿竟然有如此表示-逃

往他施、向神求死！他是頑劣、反叛，或是另有苦衷？ 
 

要了解這西方教會稱為「小先知書」的約拿書，要假定以下的資料； 

1. 經文所描述的日期 

2. 經文的成書日期 
 

就可以更豐富地明白經文對當時讀者，與及今日讀者的訊息。 
 

對於經文所描述的日期，一般以列王紀下 14:25 所提及「迦特希弗人亞米太的兒子約拿

先知」作為跟據，即經文背景是耶羅波安二世作北國以色列王時期，公元前 8 世紀(主

前 780 年左右)。定了這日期，就可以假設經文是描述到當時亞述與北國以色列之間存

在的敵對關係，從而推敲不同人物的角色，及至約拿面對的人生抉擇。 
 

另一要假定的就是成書日期，傳統主張這書卷是由先知約拿所寫，當時北國以色列及亞

述都處於強盛時期，並強調神對尼尼微城的悔改，作出憐憫，表示神的拯救包括所有願

意相信的國家與人民。而且在主前 722-721 年，亞述入佔了北國以色列，摧毀了撒瑪利

亞，所以成書應該早於這時期，不然，書中不會強調神憐憫亞述的尼尼微城與王。 
 

有學者提出這書卷所用的語文是被擄後較晚期的希伯來文，所以成書的日期在被擄之後。

以色列人民經歷國破家亡，人民更需要在信仰上的反思，歸回神。所以有大量的舊約書

卷在這期間成書，成為他們的鼓勵，也是以色列另一段的宗教復興時期。行惡到達神面

前的尼尼微城，只要悔改，神也憐憫及寬恕；以色到南、北國竟然全完被滅，可以反映

到他們問題之嚴重，與及當如何悔改歸回神。了解到成書的日期，也就估計到對當時的

讀者作出了甚麼教導。 
 

今日我們閱讀約拿書，會否提醒自己天國福音的使命？這福音從舊約到新約都恩及地上

的各國，今日的信徒如何履行在生活中？如果約拿書成書於被擄之後，會否提醒今日的

信徒，在生活遇上的逆境，是否我們遠離神的教導而有的惡果？或在困難當中，我們如

何運用智慧去作出個人的籌算？又如何讓神改變自己的意念？在信靠神的同時，有力的

為前路作出安排及實行，履行聖經對信徒的使命。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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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三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28 篇 6-7 節 (舊約 782 頁) 眾立 

6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聽了我懇求的聲音。 
7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裏倚靠他就得幫助。 
 我心中歡樂，我要用詩歌稱謝他。 

3. 讚美：聖靈澆灌 (普天頌讚 300 首) 眾立 

1 喜樂歡欣年復一年，蒙福良辰今又再現， 
 耶穌恩主聖潔的靈注傾澆灌教會眾民。 
2 巨大震響，天來異象，發出響聲彷如風浪， 
 聖眾禱告和應共融，顯彰上主臨在此中。 
3 聖靈臨格通遍萬邦，如舌震動火焰光芒； 
 舌，讓天下聽祂呼召；火，讓主愛心壇燃燒。 
4 上主奇妙偉大作為，各方廣宣，不斷傳遞； 
 得知先見話語應驗，蒙神賜恩，依主意念。  (間奏) 
5 信眾虔禱冉冉上升，萬恩上主必定垂聽； 
 基督，懇把靈恩澆灌，常在眾身福蔭不斷。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聖靈作工 (普天頌讚 310 首) 眾坐 

1 真神聖靈永居高處─聖潔國度光明境， 
 不斷俯視黑暗世代，洞察人心多幽蔭， 
 受差提升卑微、軟弱，選召子民享尊位； 
 永活聖靈賞賜生命，當被高舉永讚美。 
2 真神聖靈永生權能，充滿教會生命泉， 
 激勵、感化心懷意念，助人奮戰誨不倦， 
 作工塑造上主教會，常以基督心為心； 
 稱頌聖靈不住寵愛，恩賜傾下果豐盈。    (間奏) 
3 真神聖靈時刻運行，教會事奉必興旺； 
 甦醒心靈，加添力量，罪囚奴僕得釋放； 
 連結心靈 ─ 古、今信徒 ─ 合一相交作肢體， 
 享受永遠聖潔團契：聖靈，我們讚美祢。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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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6 篇 (舊約 768 頁) 

啓：1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 

應：2 我曾對耶和華說： 

    「你是我的主，我的福氣惟獨從你而來。」 

啓：3 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是尊貴的人，是我最喜悅的。 

應：4 追逐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增加； 

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啓：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福分；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應：6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 

 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啓：7 我要稱頌那指引我的耶和華， 

在夜間我的心腸也指教我。 

應：8 我讓耶和華常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就不致動搖。 

啓：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應：10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 

也不讓你的聖者見地府。 

合：11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加拉太書 5 章 1、13-18、22-25 節 (新約 290 頁) 

1 基督釋放了我們，為使我們得自由。 

所以要站穩了，不要再被奴隸的軛挾制。 

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把這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侍。 

14 因為全部律法都包括在「愛鄰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15 你們要謹慎，你們若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消滅了。 

16 我說，你們要順著聖靈而行，絕不可滿足肉體的情慾。 

17 因為肉體的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肉體相爭， 

 這兩個彼此敵對，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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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聖靈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是已經把肉體與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25 我們若靠著聖靈而活，也要靠著聖靈行事。 

7. 詩班獻詩：O Let the Son of God Enfold You（美樂頌 45 首） 眾坐 

     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   

1 讓神的兒子以祂聖靈和祂愛來圍繞你， 

O let the Son of God enfold you with His Spirit and His love, 

 讓祂充滿你心，使你靈滿足。 

 Let Him fill your life and satisfy your soul. 

 讓祂擔負你一切掛慮，賞賜平安的聖靈， 

 O let Him have the things that hold you, And His Spirit like a dove 

 降臨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 

Will descend upon your life and make you whole.  ** 

2 哦揚聲歡呼歌唱讚美，讓你心充滿喜樂， 

O come and sing this song with gladness,  

As your hearts are filled with joy. 

 舉起雙手甘願順服祂的名。 

 Lift your hands in sweet surrender to His name. 

 將你的憂傷破碎心靈，痛苦歲月交給祂， 

 O give Him all your tears and sadness,  

 Give Him all your years of pain. 

 你將靠著祂的名，進入永生。 

 And you'll enter into life in Jesus' name.   ** 

 

** 耶穌，主耶穌，求充滿我們， 

 Jesus, O Jesus, Come and fill Your lambs, 

 耶穌，主耶穌，求充滿我們。 

 Jesus, O Jesus, Come and fill Your lambs. 

8. 奉獻：教會的主 (普天頌讚 548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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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5 章 2-13 節 (新約 146 頁) 眾坐 

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 
 希伯來話叫畢士大，旁邊有五個柱廊； 
3 裏面躺著許多病人，有失明的、瘸腿的、癱瘓的。 
5 在那裏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 
6 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很久，就問他：「你要痊癒嗎？」
7 病人回答他：「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裏； 
 我正要去的時候，別人比我先下去了。」 
8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起你的褥子走吧！」 
9 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自己的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 
10 所以猶太人對那被治好了的人說： 
 「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合法的。」 
11 他卻回答他們：「那使我痊癒的人對我說： 
 『拿起你的褥子走吧！』」 
12 他們問他：「對你說『拿起褥子走』的是甚麼人？」 
13 那治好了的人不知道那人是誰，因為那裏人很多， 
 耶穌已經躲開了。 

10. 信息：跳出牢籠的自由 眾坐 

11. 回應：榮耀釋放 (生命聖詩 181 首) 眾立 

1 我曾像奴隸，被罪鏈捆綁，屢次欲掙脫，但總失望； 
 當耶穌斷開我一切鎖鏈，重新得自由，榮耀釋放。 ** 
2 脫離了肉體邪情和私慾，脫離了仇恨，紛爭，嫉妒， 
 脫離了塵世虛空之幻想，脫離了一切苦惱憂傷。  **(間奏) 
3 脫離了一切驕傲和愚蒙，脫離了貪愛金錢迷夢， 
 脫離了惱怒暴躁之性情，榮耀的釋放，喜樂無窮。 ** 
 
** 榮耀之釋放，奇妙之釋放，不再被罪鏈束縛捆綁； 
 榮耀釋放者，是救主耶穌，從今到永遠，我得釋放。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虛心的人有福了 (普天頌讚 801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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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方早晞姊妹 陳迪麟弟兄 方早晞姊妹 繆迺頌姊妹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　諾弟兄 蔡小鳳 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招待: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張慧清姊妹 李淑蓮姊妹 鄭倩雲姊妹 梁銘章弟兄 古惠月姊妹 黃嘉康弟兄

司事: 袁麗嬋姊妹 辛列卿姊妹 李敏池弟兄 黃曉媚姊妹 廖文華弟兄 張滿嬌姊妹 何美蘭姊妹 謝月芬姊妹

當值: 王炳生弟兄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陳惠霞姊妹 曾偉珩弟兄 甄志賢弟兄 鄧民亮弟兄 林志剛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林秋霞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慧芝執事 待　定 待　定 待　定 待　定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呂君達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劉卓曈姊妹 劉卓曈姊妹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梁穎心小朋友 黃樂恩姊妹

司事: 蔡紫晴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陳頌妍小朋友 陳沛翹小朋友

信實: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林溢敏姊妹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寶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四主日（綠）(7月3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三主日（綠）(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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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

與本堂聚會。 

2)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牧同工有效

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網上讀經計劃《約拿書》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載

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生

活中實踐。 

4) 7 月 1 日(五)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福蔭團契於 7 月 9 日(六)下午 2:00-4:00 聚會，由張鼎堅醫生

主講：讓腸胃好起來：腸胃及消化系統健康，歡迎弟兄姊妹出

席。 

6) 2022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 8 月 15 至 17 日舉行，主題：「Big 

Big Hero 大作戰」名額 36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

地點：藍田堂及出外探索之旅，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參加（2022 

年 9 月升讀年級），請各位家長密切留意宣傳及報名詳情。如

有查詢可致電教會朱姑娘聯絡。 

7) 會友黃李秀英姊妹(黃翠芳母親)於 6 月 21 日(二)安息主懷，安

息禮定於 7 月 4 日(一)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思堂舉

行，7 月 5 日(二)早上 10:00 前往鑽石山火葬場進行火葬禮。

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