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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晨光院長

約拿書是一本很精彩的書，主角是
固執的約拿。當我們想到約拿的時
候，腦海中總會浮現一艘船和一條
大魚。釋經學強調要把經文的信息
講解清楚，舊約書卷有很多是以敘
事的形式記載，內涵豐富的信息；
中國人善於講故事，比較容易明白
敘述文體中的信息。敘述文中重要
的是對話、重複的字詞、句首和句
尾的呼應。比如：本書第一章最後
一節：「上帝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
拿」，其中「安排」這詞出現了四
次(一17，四6~8)。下面使用釋經
的原則，分享書卷中重要的信息。
一 順從當是全心跟隨主 (一1~3)
1. 當回應主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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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節)。經文提出約
拿應當回應主的呼召。過去講解這
本書的重點是約拿因亞述是敵國，
所以不肯往尼尼微大城去。現在我
要強調的是每位服事主的人都應該
回應主的呼召。如果我們不知道是
十字架的主在呼召，事奉就很容易
失望。在事奉主的行列中，有很多
人很愛主又肯付出犧牲，樂意為主
往前行；但也有人在覺得不被支持
時，就失望後退。
近年來華人很強調要回歸耶路撒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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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我和師母也曾到埃及去鼓勵
在那裡事奉的校友。幾年以後，有
些人失望，離開了。今日雖然還有
校友在埃及和約旦事奉，但是有離
婚的，也有想自殺的，為何會有這
些問題呢？前陣子我們為一位校友
按 牧 之前，還 有 人 在 批 評 他。誠
然，他不是聖人，就像我們都是蒙
上帝拯救的罪人。
上週我遇到一位在教會事奉多年的
愛主弟兄，他感到很失望，我就和
他喝咖啡談了一個多小時，我也把
心中曾遇到的難處與他分享。有時
候，倒過來對付我們的是同在事奉
的朋友、同工、同桌吃飯的人，假
如是主呼召我們，主必負責到底。
在教會歷史中，有些西方宗派強調
只要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必祝福，
反過來說，就變為：若沒有上帝的
祝福，就是上帝沒有使用你，他們
的這種強調誤導為成功的關鍵。
最近，我到土耳其去，保羅所傳道
的加拉太、以弗所和約翰所提的
七個教會，如今都不存 在了。我
到過哥林多，只見沙土一片，腓立
比也只剩下一些石頭，帖撒羅尼迦
還有一些溫州信徒在那裡敬拜主。
今日逼迫還是存在的，你願意為主
而活、回應主的呼召嗎？若是葡萄
園的主親自呼召你，祂必眷顧、

負責你到底！
每年新生入學時，我們都強調呼召
的信息。當你有繁重的功課壓力
時，可能會猶疑：我值得讀這麼多
書嗎？值得完成教授們的作業嗎？
有位同學作見證時說，他在大學時
不喜歡讀書，最高的分數是打籃球
的體育分數1.75，但是到了菲聖看
到這麼多人用功讀書，又看到老師
對他的期望，知道是為主而讀書，
因此盡力用功。
2.當要聽從主的命令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
和華……」(3節)。有人以為通往
某地的大門一開，就是上帝要他前
往的旨意。當美國和加拿大開放
時，有些傳道人就以為是上帝的旨
意要他到美加(美佳)之地，因為約
書亞記的迦南地就是佳美之地。然
而這節經文告訴我們約拿往他施去
是要躲避耶和華。從地圖上看，要
去尼尼微城應該往東方爬山越嶺過
去，可是約拿卻往西方海邊坐船。
西方就是今日的西班牙，約拿往他
施去，目的要躲避耶和華。
第五節說：「約拿已下到底艙，躺
臥沉睡」。希伯來文「睡覺」有兩
個詞，一個用於一般的睡覺，另一
詞就是約拿的打呼嚕熟睡。當海中
狂風大作，船幾乎被擊破時，船主
叫醒約拿，約拿順口背書，說：
「我是希伯來人，我敬畏耶和華，
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9
節)。如果我們細讀船主和約拿的
對話，並將兩人的經歷對比的話，
就會發現全船人驚慌失措時，約拿

卻下到最深的底艙沉沉地睡著了。
約拿怎能在船劇烈搖晃時熟睡，為
何要躲避耶和華呢？因為他心靈枯
乾，最終被人拋進海中。這個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重點是教導我們要
順從主全心全意跟從祂。
約拿熟悉聖經能背誦經文，以今日
的觀點來看，他應該懂得解經，但
是他卻未順從主，不願忠心跟隨
主：在「背書」之際，正是他逃避
上帝之時。上帝也很幽默，既然約
拿要逃，就任由他逃，並讓他親身
經歷到他信仰中的上帝是位創造滄
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上帝讓約拿
從海陸空全方位經歷到祂的全能。
在約拿逃避的行程裡，上帝從空中
吹起狂風，在海上興起大浪，並安
排一條大魚等候拯救約拿，彰顯出
祂的慈悲憐憫。盼望我們每位都要
聽從主的命令，樂意誠心事奉祂，
用生命見證口中所宣講的信息。
二 傳道當要等候聆聽主(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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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進城走了一
日，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
必傾覆了！」(1~4節)。聖經說當
約拿一傳講時，全城都信了主。我
們都很希望能像約拿一樣有傳道的
大能，也很期望能像唐崇榮牧師佈
道有效果。當我們仔細讀這段經
文，就會發現其中強調了約拿是傳
講上帝的吩咐。
約拿傳道的能力源於他傳講的是上
帝所吩咐的話。也許有人很有口
才，隨時可以談古論今，但演講和
講主的道差別很大，若能安靜在主
面前等候，讓上帝的話先託付、感
動我們，知道所預備的是上帝所吩
咐的信息，聽眾肯定會受感動。其
.

實約拿只講了很短的幾句話而已，
他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
傾覆了」。在希伯來經文中，這話
更短。但是他很有能力，不管聽眾
是誰，勇敢大聲地傳講。我們期望
上帝的僕人都能把祂的旨意不折不
扣、毫無保留地傳開。
當教會發生問題時，絕不能把講台
當砲台，乃要安靜等候上帝的吩
咐。當上帝要我們安靜，就要安靜
等候，要我們傳講，就要勇敢傳
講，學習用上帝的眼光來衡量一切
的事物。處理教會的事情並不容
易，無論哪個地方都一樣：有些人
在背後講的壞話，比在前面講的真
話還多；我們應該教導信徒用愛心
說誠實話，也可以讓年輕的向年長
的分享上帝的話。
近來我有機會到韓國去，韓國教會
有很多值得我們效法的優點，他們
會把最好的獻給主，不過也看到一
些負面的事情。有些較大的宗派，
因為有太多人想做高高在上的主任
牧師，而難以合作。甚至有傳道人
也很看重職位，致使信息傳不開，
連家人都說：你最好繼續站在講台
上，不要下台了。如果我們能安靜
在上帝面前，讓上帝用祂的話語光
照我們，使我們謙卑、忠心地把祂
的信息傳開。

三 事奉需要明白主心意
.

（四1~4、10~11）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
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
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
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啊，現
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
活著還好……」(四 1~4)。第二節，
約拿在控告上帝。他認為上帝不應
該向尼尼微城施憐憫，因為他遵行
上帝的吩咐，宣告：「再等四十日
二

尼尼微必傾覆了」，而上帝卻收回
懲罰，這讓約拿覺得很沒面子；約
拿對上帝說，「我早知祢有憐憫，
所以我才逃往他施去」，約拿覺得
他的逃亡是有理由的，因此直接質
問上帝。在我們事奉中有時會灰心
難過，認為向上帝說的話，上帝應
該要聽。舊約敘述文中的對話，讓
我們很清楚明白文中人物的心情。
今年在土耳其有個訓練班，教導如
何明白別人的情緒，我是講員之
一。中國男人大多數很不願意流露
心中的感情，中國俗話說：「男人
有淚不輕彈」。男人掩飾心中的憤
怒、憂傷被認為是一種修養，當他
們心裡有不滿時，就不知道如何把
情緒發洩出去。不過上帝願意傾聽
我們心中的憂傷，我們可以盡情地
向上帝傾心吐意，因為祂慈悲憐
憫。祂憐憫約拿，也憐憫尼尼微大
城。同時上帝也是公義的，當思考
上帝的義怒，我們就會更加了解上
帝的慈悲憐憫。

結語

從「固執的約拿」學習有效果的事
奉，神學生在學院受的訓練都是重
要的裝備。上帝是宣教的主，祂愛
惜尼尼微大城中十二萬多不能分辨
左手右手的人及牲畜。世界還有很
多人不認識主，或不願意將主接到
心中，我們需要繼續努力傳福音。
本院在今年應十八間教會的邀請主
持神學主日：描仁斗沃中華基督教
會、郇山堂、宿務基督教會、靈惠
堂、中華基督教會、華僑聖公會聖
司提芬堂、朗嗎倪地基督教會、巴
西中華基督教會、榮耀基督教會、
南古島中華基督教會、銀禧堂、伯
大尼堂、禧年堂、恩園浸信會、基
利心基督教會、基督團契教會、鑽
禧中華基督教會、靈惠基督教會。

泉水旁...

邵莊秀美博士

聖誕節在商人眼中是
謀利良機，大減價拍
賣，到處佈滿各種有創意風格的聖誕佈置，
各形各樣聖誕標誌滿街都是，有：聖誕樹、
聖 誕 花、聖 誕 燈、聖 誕 鏡、聖 誕 星、聖 誕
卡、聖誕歌、聖誕蠟燭、聖誕老人、聖誕聖
經故事人物及佈景等等。
在世俗家庭中長大的我，每逢聖誕佳節臨
近，只能欣賞週圍鄰舍窗前掛起閃閃的聖誕
彩燈，夜裡顯得閃爍悅目。到了除夕，家父
就會把預備好掛在靠近廚房門扇的那條大火
腿拿下來，用小火烘乾，然後切成一片片，
夾在新鮮面包中，算是我們年尾家人過年節
的團聚飯，迎接新年來到。因此，小時候，
吃火腿成了我心中聖誕佳節的重要標誌。
年紀大了，不僅接觸主降生節的好消息，更
是親自接受了慈悲天父為我們預備的救世寶
貴禮物，即主耶穌道成肉身的奇妙恩賜。雙
親也在主帶領下都相繼各自接受天父這份救
贖的禮物。
今年我心目中的聖誕標誌是取自於天使向牧
羊人群報佳音中的話說：「你們要看見一個嬰
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
( 路二12)。
(一)馬槽卑微卻被選上成尊貴。 在當時農
業社會中，馬槽是一個用來放牛馬飼料的槽
子，是人看不起眼的日常用具，每天有上百

頭又髒又臭的牛馬來此吃喝。果然這不體
面，被放在暗淡的一角，更不被人注意或喜
歡靠近的地方，竟然被選上，成為主降生大
事的場地，其尊貴地位被虔誠信徒所認同。
信徒們在他們家或在教堂都會安置聖誕馬槽
為聖誕裝飾，這具傳統氣息的馬槽佈置好，
經常是放在最注目的地點，並有其他聖誕人
物圍繞著它，成了一幅動人的畫面，發出一
股尊貴又溫馨平靜的氣氛，好像指出：「祂
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賽九6)。
( 二 )馬 槽 簡 陋 卻 被 點 出 成 實 用。 兒童故
事書《平絨兔子》主要的信息是指出真正有
用，而且實用的東西是要經常被拿出來用
的。好比玩具若不拿出來使用、遊玩，就失
去其存在的真實性，因意味著不屬於的。簡
陋平凡的馬槽是包著布的那與眾不同的嬰孩
所躺臥的地方，就像徵著聖嬰的來臨，與人
同在同住。從此以後，這聖嬰無論在哪裡，
馬槽也必隨著祂的腳蹤，出現在聖誕畫面
上。馬槽果然真實的被使用，更帶出「以馬
內利」的真理！馬槽證實了先知以賽亞的話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祂起名叫以馬內
利(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的意思)」(賽七14b)。
馬槽一夜之間轉為尊貴又真實，主要是因這
位嬰孩誕生在其中！是的，馬槽的嬰孩是為
你、我而來！請問，你的心是否如馬槽期待
被選上，得用上，你的心是否已迎接這馬槽
的聖嬰耶穌，讓祂以馬內利，永不離開？

陳秋瑩博士於十一月十至十五日往泰國清邁
參加SIM東南亞理事年度會議，和東亞區的
董事年會報告及培訓，她在其間帶領一次早
晨的靈修。
 本院副行政院長張勝吉博士和師母李素芬老
師於十二月八日離職回美國，菲聖大家庭為
他們舉行了歡送會，謝謝他們與我們搭配事

奉四年半的時間，求主繼續帶領他們前面事
奉的道路。
 菲聖大家庭於十二月十二日晚上舉行慶祝聖
誕節活動，有學生會主席朱宗明短簡的福音
信息，有豐盛的菜肴，有教職員工及同學的
綜藝節目(包括大合唱、小組演唱、
小品、舞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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