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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書⽬目療法 3

約拿與我



約拿書  
JONAH

作者：Jonah 

⽇日期：793 B.C. - 753 B.C. 

背景：Jonah來來⾃自北國以⾊色列列之加利利利利的舊約先知，⽣生於離拿撒勒勒三哩處

的Gath Hepher。奉上帝呼召前往外邦⼈人之亞述國⾸首府尼尼微(Nineveh)⼤大

城，籲該城之⼈人悔悔改。然⽽而亞速⼈人向來來以殘暴暴⾼高壓統治著稱，⼜又長久為

以⾊色列列之敵國。當時北國係耶羅波安⼆二世(Jeroboam II)統治。

主題 
We can never successfully hide from God; he sees our every move.  
God many times does his greatest works through the least likely candidates. 
What we may consider as impossible, God may consider as a great opportunity 
given to us. 
Regardless of our patriotism, we must never put our country ahead of our God. 
Regardless of our reputation, nationality or race, God love us. 
Rejoicing in the salvation of others is an experience God wants us to share with him. 
God at times may use nature, animals, the weather or any other part of his creation 
to bring us to a closer union with him.
Source: Holman Rainbow Study Bibl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2015



Picture from Art and the Bible, ”The Prophet Jonah’,’ 
https://www.artbible.info/art/large/73.html

情節舉例例

約拿奉遣赴尼尼微，卻違命避往他施。逃船遇狂風，
⽔水⼿手各求其神，約拿⾃自承禍因，願被投海海平息。 耶和

華以巨⿂魚吞之。 

約拿⿂魚腹中作讚美感恩詩，感念念救恩。耶和華令巨⿂魚
吐之於旱地。 

約拿⼆二次奉遣終告履⾏行行。「尼尼微必傾覆」，尼尼微
⼈人信⽽而悔悔改，神轉意後悔悔，不降災禍。 

約拿不悅⽽而怒，禱告耶和華訴其慈愛，卻令約拿⾃自⼰己
痛恨⽽而求死。耶和華責備約拿，並藉機以蓖⿇麻與蟲啟

⽰示約拿，惜物過於惜⼈人，或另有隱因？

https://www.artbible.info/art/large/73.html
https://www.artbible.info/art/large/73.html






亞述

亞述⼈人：亞述⼈人在⻄西亞擁有近4000年年的悠久歷史。上古時代的亞述⼈人軍國主義盛⾏行行，戰爭頻繁，地跨

亞非的亞述帝國盛極⼀一時。後來來亞述⼈人在外族的入侵下逐漸失去獨立。⽬目前，全世界約有300多萬亞述

⼈人。亞述⼈人在⻄西亞地區的伊拉克北部、敘利利亞、伊朗⻄西部和黎黎巴嫩以及約旦仍有⼤大量量⼈人⼝口。當今的亞

述⼈人主要信仰基督教的東⽅方亞述教會、加⾊色丁禮天主教會和敘利利亞正教會。相當⼀一部分⼈人仍然使⽤用由

古阿拉米語演變⽽而來來的現代阿拉米語（Neo-Aramaic），他們稱為新亞述語（Neo-Assyrian）。現代亞

述⼈人仍然保留留了了⼀一些從古時候傳下來來的風俗習慣。 

也有⼀一部分亞述⼈人後裔信仰伊斯蘭蘭教，稱為穆哈拉米⼈人（Mhallami）。在敘利利亞和黎黎巴嫩⼀一帶，當
地仍有⼀一些古代阿拉米⼈人（⼜又譯為亞蘭蘭⼈人）的後裔，他們也信仰基督教。當今的亞蘭蘭⼈人後裔與當今
亞述⼈人是否可以看做同⼀一個⺠民族，這仍然存在爭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亚述⼈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8F%A4%E6%97%B6%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D%E5%9C%8B%E4%B8%BB%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8%BF%B0%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8B%89%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E%E5%B7%B4%E5%AB%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6%97%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6%B9%E4%BA%9E%E8%BF%B0%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8%89%B2%E4%B8%81%E7%A4%BC%E5%A4%A9%E4%B8%BB%E6%95%99%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8%E5%88%A9%E4%BA%9E%E6%AD%A3%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8B%89%E5%A7%86%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8B%89%E5%A7%86%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7%B1%B3%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8F%A4%E6%97%B6%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D%E5%9C%8B%E4%B8%BB%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8%BF%B0%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8B%89%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E%E5%B7%B4%E5%AB%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6%97%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6%B9%E4%BA%9E%E8%BF%B0%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8%89%B2%E4%B8%81%E7%A4%BC%E5%A4%A9%E4%B8%BB%E6%95%99%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8%E5%88%A9%E4%BA%9E%E6%AD%A3%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8B%89%E5%A7%86%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8B%89%E5%A7%86%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7%B1%B3%E4%BA%BA


亞蘭蘭 (ARAM) 

挪亞孫⼦子亞蘭蘭的後裔稱「亞蘭蘭⼈人」，亞蘭蘭⼈人居住之地稱「亞蘭蘭」或「亞蘭蘭地」。古代亞蘭蘭在以⾊色列列的

北部和東北部，其範圍⼤大約在伯拉⼤大河⻄西岸、奧郎特河上游、⼤大⾺馬⾊色城以南這⼀一區域。 

《聖經》中亞蘭蘭地與亞蘭蘭國常混⽤用，是敘利利亞南部各國的通稱，常特指以⼤大⾺馬⾊色為⾸首都的亞蘭蘭國。著

名巫師巴蘭蘭曾居住於此。以⾊色列列⼈人進軍迦南時，摩押王巴勒勒派⼈人以重⾦金金從亞蘭蘭請巴蘭蘭來來為⾃自⼰己祝福，

並詛咒以⾊色列列；巴蘭蘭卻遵從耶和華的旨意，祝福以⾊色列列⼈人。⼤大衛當以⾊色列列王時，⼀一度戰勝亞蘭蘭⼈人，在

⼤大⾺馬⾊色的亞蘭蘭地設防營，亞蘭蘭⼈人歸服他，向他進貢。⼤大衛長⼦子押沙龍為報仇，殺了了同⽗父異異⺟母弟暗嫩後

逃到亞蘭蘭地的基述，住了了三年年。所羅⾨門時，⽤用⾼高價從這裡購買⾞車車⾺馬。先知以利利沙治癒了了亞蘭蘭元帥乃縵

的⼤大⿇麻風。 

⻄西元前8世紀前後，亞蘭蘭、亞述、以⾊色列列等⺠民族經常互相征戰，各有勝負。亞蘭蘭王利利汛進攻耶路路撒

冷，圍困亞哈斯，奪回以拉他，將猶⼤大⼈人從那裡趕出。 

⻄西元前732年年亞蘭蘭的⼤大⾺馬⾊色亡國，亞述、巴比倫倫、波斯、希臘相繼統治該地。亞歷⼭山⼤大⼤大帝以後，該

地受希臘影響甚深。⻄西元前64年年，成為羅⾺馬的敘利利亞省，故《新約聖經》中稱該地為「敘利利亞」。 

(⺠民23:7；撒下8:3-8；15:8；王上10:29；王下5:1-14；16:5；代上18:5-6；等)

聖經地理理辭典。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E8%81%96%E7%B6%93%E5%9C%B0%E7%90%86%E8%BE%AD%E5%85%B8/%E4%BA%9E%E8%98%AD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E8%81%96%E7%B6%93%E5%9C%B0%E7%90%86%E8%BE%AD%E5%85%B8/%E4%BA%9E%E8%98%AD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E8%81%96%E7%B6%93%E5%9C%B0%E7%90%86%E8%BE%AD%E5%85%B8/%E4%BA%9E%E8%98%AD


約拿書  
JONAH

情緒療癒效⽤用 回應記錄

認同 

淨化 

領悟 

評定「療效」星等：



原本較為單⼀一或⼀一般之理理解(體悟)， 

若若再經由神學釋經，乃⾄至靈意解經之後，則對「書⽬目療法」之效⽤用，

是否有不同 或 更更精進的體悟與收穫？



約拿  為何不情願⽽而逃跑？

不敢去尼尼微？怕亞述⼈人的殘暴暴？但為何⼜又情願被拋入海海中？ 

不了了解耶和華的⼼心意，⼼心中茫然？但是約拿卻⼜又是個先知？ 

不希望亞述尼尼微⼈人悔悔改蒙恩，恐未來來仍成以⾊色列列禍害？ 

對耶和華神的慈愛有深刻體會，知道祂終將原諒悔悔改的惡惡⼈人，因⽽而替神感到「義憤」？ 

真正答案，來來⾃自約拿⾃自⼰己的回答：因為....所以....。 
第四章1-3：(不悅、甚發怒)、原委(祢的慈愛)、⼼心境(死了了比活著還好）



約拿  的怒氣何在？

可能事由：約拿認為 神仍賜福給惡惡⼈人並擴張領地 

「猶⼤大王約阿施的兒⼦子亞瑪謝⼗十五年年，以⾊色列列王約阿施

的兒⼦子耶羅波安[⼆二世]在撒⾺馬利利亞登基，做王四⼗十⼀一年年。

他⾏行行耶和華眼中看為惡惡的是，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

安[北國第⼀一位王]使以⾊色列列⼈人陷在罪裡的⼀一切罪。他收回

以⾊色列列邊界之地，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海海，正如耶和華—

以⾊色列列的神藉他僕⼈人迦特希弗⼈人亞米太的兒⼦子先知約拿

所說的。因為耶和華看⾒見見以⾊色列列⼈人甚是艱苦，無論困住

的，⾃自由的都沒有了了，也無⼈人幫助以⾊色列列⼈人。耶和華並

沒有說要將以⾊色列列的名從天下塗抹，乃藉約阿施的兒⼦子

耶羅波安拯救他們。」(列列王記下 14: 23-27)

約拿⾃自忖：憐憫並不能讓惡惡⼈人改過，神似乎太⼼心軟了了，反倒被輕忽。



約拿 對 耶和華神 有怨氣，不願順服？ 

若若然，⼜又是怎樣的「怨氣」？

我們對 神也有怨氣嗎？ 

還是因為約拿是先知與神關係好？



爾怒宜乎？！

因尼尼微⼈人悔悔改，約拿⼤大⼤大不悅，⽽而說「因為我死了了比活著還好。」 

耶和華說：「你這樣發怒合乎理理嗎？」（拿4:3) 

約拿因蓖⿇麻枯槁，⽇日頭炙熱因⽽而⼜又說「我死了了比活著還好」。 

神對約拿說：「你因這棵蓖⿇麻發怒合乎理理嗎？」（拿4:7-9)



約拿的⼼心境轉變
消極與悶氣：耶和華的話臨臨到....起來來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惡達到

我⾯面前。約拿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約拿搭船並無視翻船，下到底艙躺臥沈沈睡。(拿1:1-5） 

冷靜(強作)與無所謂：約拿說：「我是希伯來來⼈人。我敬畏耶和華那創造滄海海旱地之天上的
神」；「你們將我抬起來來，拋在海海中，海海就平靜了了，我知道你們遭這⼤大風是因我的緣故」(拿1:9-12） 
恐慌與讚美感恩：約拿在⿂魚腹中禱告耶和華他的 神，說：我遭遇患難求告耶和華，你就應允

我；從陰間的深處呼求，你就俯聽我的聲⾳音。... 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獻祭與你。我所許的願，我必

償還。救恩出於耶和華。」(拿2:1-9) 

順服與剛強壯膽：往尼尼微警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了！」(拿3:1-4) 

發怒、賭氣、喜樂與發怒：從 神後悔悔⽽而不降災，到約拿禱告：「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

豈豈不是這樣說嗎? 我知道你有恩典....現在求你取我的命....。」以及蓖⿇麻事件。(拿4:1-8)



約拿的情緒

耶和華安排⼀一顆蓖⿇麻...，約拿因這棵蓖⿇麻⼤大⼤大喜悅。（拿4:６) 

約拿因蓖⿇麻枯槁，⽇日頭炙熱⽽而說「我死了了比活著還好」。（拿4:8) 

神對約拿說：「你因這棵蓖⿇麻發怒合乎理理嗎？」，[約拿] 他說： 

「我發怒以⾄至於死，都合乎理理！」（拿4:-9)



約拿 vs. ⽔水⼿手們 ? 

我們敬畏 神，但哪⼀一種的「敬畏」關係？

海海風⼤大起⼈人驚懼各籲其神。船主對底艙約拿說：「你這沉睡的⼈人哪，為何這樣呢？起來來，求告你的神，或者

神顧念念我們，使我們不致滅亡。」(拿1:6)。 當⽔水⼿手知悉是耶和華之故，便便⼤大⼤大懼怕，對他說：「你做的是甚

麼事呢？」(拿˙1:10)   他們問他說：「我們搭向你怎麼⾏行行，使海海浪平靜呢？」這話是因海海浪越發翻騰。(拿1:11).... 

將我抬起拋入海海中，海海就平靜了了，...這⼤大風是因我緣故。然⽽而那些⼈人竭⼒力力盪槳，要把船攏岸，卻是不能...。他

們便便求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們懇求你，不要因這⼈人的性命使我們死亡，不要使留留無辜⾎血的 歸與我

們；因為你耶和華是隨⾃自⼰己得意旨⾏行行事。」。他們遂將約拿抬起，拋在海海中，海海的狂浪就平息了了。那些⼈人便便

⼤大⼤大敬畏耶和華，向耶和華獻祭，並且許願。(拿：1:14-16)



我們敬畏 神，但哪⼀一種的「敬畏」關係？

尼尼微⼈人 vs. 北國以⾊色列列⼈人？

信⽽而悔悔改，直⾄至再犯。 

信⽽而有徵，惡惡⾏行行依舊。

上帝的⼦子⺠民不求悔悔改，⽽而尼尼微卻潘然悔悔改？！



蟲與蓖⿇麻事件後，約拿有無悔悔改？

約拿成為⼀一個常被下標題為「不情願的使者與先知」，傳悔悔改的福⾳音，但⾃自⼰己可有

真正的悔悔改？他究竟是： 

有體悟，有悔悔改？還是 有體悟，但無悔悔改？ 

答案的前提是：   

約拿的「怒氣」徹底消了了嗎？以及 

約拿與  神的關係 (被上帝責備後 ，⽽而非責備前) 



⾏行行神蹟的約拿，仍終究被 耶穌基督作為比喻：

在「⼀一個邪惡惡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除了了先知約

拿的神蹟以外，再也沒有神蹟給他們看。....當審

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起來來定這世代的 ，因為

尼尼微⼈人聽了了約拿所傳的就悔悔改了了。.... 」

⾺馬太12: 39-41

Q＆A: 為什什麼⼀一定要「神蹟」才能悔悔改？縱有再多的「神蹟」，不悔悔改的⼈人⼜又有多少？

picture from Art and the Bible,  https://www.artbible.info/art/large/810.html

https://www.artbible.info/art/large/810.html
https://www.artbible.info/art/large/810.html


神的「後悔悔」
經⽂文： 

[尼尼微王認為：] 或者 神轉意後悔悔，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致滅亡，也未可知。 

[因尼尼微⼈人信⽽而悔悔改]。於是 神察看他們的⾏行行為，⾒見見他們離開惡惡道，他就後悔悔，不把所說的

災禍降與他們了了。(拿3:10)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豈豈不是這樣

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不輕易易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悔不降所說的

災，所以我極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了比活著還好。」

(拿4:1-3)

補充
說明



神的「後悔悔」
神的Repentance? 上帝的屬性：上帝絕不後悔悔。 

「神非⼈人，必不致說謊，也非⼈人⼦子，必不致後悔悔。他說話豈豈不照著⾏行行呢？他發⾔言豈豈不要成就呢？」 
（⺠民23：19） 

「以⾊色列列的⼤大能者必不致說謊，也不致後悔悔；因為他迥非世⼈人，決不後悔悔」（撒上15：29） 

「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後悔悔，也不轉意不做」（耶4：28） 

「我耶和華說過的必定成就，必照話⽽而⾏行行，必不返回，必不顧惜，也不後悔悔」（結24：14）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列列祖惹我發怒的時候，我怎樣定意降禍，並不後悔悔」（撒迦利利亞8：14） 

「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悔的」（羅11：29）

補充
說明



神的「後悔悔」
上帝的屬性：上帝絕不後悔悔。那為什什麼⼜又「後悔悔了了」？ 

經⽂文中「後悔悔」(repentance)，並非我們慣常理理解的⽤用詞意義，精確的意義從<創世紀>開始即

在於「嘆息、憂傷、轉意」所蘊藏的意義。聖經裡，上帝的預定是明確的。但是，就如同約拿

⾃自⼰己說的：「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神，不輕易易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悔不降所

說的災」(For I knew that thou art a gracious God, and merciful, slow to anger, and of great 

kindness, and repentant thee of the evil)。(拿4:2) 

即使現在，聖經仍提醒我們「不要叫 神的聖靈擔憂」(弗4:30)；[必忍耐等候]「況且，我們的軟

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來的歎息替我們禱告」(羅

8:26)。然⽽而，我們也知道上帝對⼈人所犯的罪，是會後悔悔的，轉⽽而興起降災⾏行行罰。

補充
說明



約拿 內⼼心的掙扎與怒氣 無助於事情的改善，

但這個故事卻有助於我們的反省：

我們究竟像他幾分？我們⼜又該如何解決⾃自⾝身問的題？

還有.....

何不思考另⼀一個更更 深刻 的問題，也就是：



GOD  IS  GO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Q5Jl4wGNG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Q5Jl4wGNG4


我相信預言 (先知講道) 

有些人見著那不是人可見著的 
偶爾地，他們將那隱密之事，傳給你和我 

我也相信神蹟 
神聖之物燃燒在每一樹叢林木中 
我們盡可學會天使所唱之歌 

是的，我信上帝，單單上帝，沒有我 

我走遍這個世界 
站在雄偉高山並凝視整個曠野 
從未發現沙中之線或塵中鑽石 (界限永不復返、待琢之鑽) 

且當展開我們的命定時 
每一天，都讓我能知曉的，又稍微少了一些 
甚至我的財富也持續地訴說：我需要信靠的就是上帝 

且說我信上帝，僅僅上帝，不是我們 

在我渺小的悟性中，上帝，不在乎我喚作什麼名字 
不論我所信如何，這都不會影響祂 

我領受那賜福 
而能再次於世上的每日機遇，得以不出錯 
且讓我這微小的亮光，在黑夜中照亮並迅速地蔓開。 

這只是另一種學習經驗 
或許有人觀看和不解我得到什麼 
或許這就是我在這世上的原因，也或許不是 

然而，我相信上帝，上帝就是上帝。

I believe in prophecy 
Some folks see things not everybody can see 
And, once in a while, they pass the secret along to you and me 
 
And I believe in miracles 
Something sacred burning in every bush and tree  
We can all learn to sing the songs the angels sing 
 
Yeah, I believe in God, and God ain't me  
 
I've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Stood on mighty mountains and gazed across the wilderness 
Never seen a line in the sand or a diamond in the dust 
 
And as our fate unfurls 
Every day that passes I'm sure about a little bit less 
Even my money keeps telling me it's God I need to trust 
 
And I believe in God, but God ain't us 
 
God, in my little understanding, don't care what name I call 
Whether or not I believe doesn't matter at all 
 
I receive the blessings 
That every day on Earth's another chance to get it right 
Let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shine and rage against the night 

Just another lesson 
Maybe someone's watching and wondering what I got 
Maybe this is why I'm here on Earth, and maybe not 

But I believe in God, and God is God

GOD IS GOD

Chinese trans. by Joyo



Joan Baez ⽤用歲⽉月唱出了了⽣生命的告⽩白，似乎呼應著 約拿 的⼼心聲，

這⾸首歌提醒著我們該以更更謙順的⼼心，改變並接受祝福。

該是這⼀一講曲終的時刻了了，讓我們禱告。



附件與其他





 R ealize your mistakes: Recognize that you’ve committed a sin against God himself.  Feel true sorrow for what you’ve 
done. Feel sorrow for any pain you may have caused to others 

E xpress yourself to God: Pray to God and tell him your sins on a REGULAR basis. This step also includes confession of 
your sins to a priest 

P ray for forgiveness:  Ask God to forgive you your sins.  Forgive others.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God will forgive you when you repent with an honest heart 

E nd problems that were caused:  Fix any problems caused by your sin.  Show a change of heart 
N ever go back:  Make a promise to yourself and to God that you will try your best to not repeat the same sin.  Continue 

to repent and confess if you sin again.  QUIT doing what did not honour God 
T each Yourself:  Don’t hold onto your sin and any sorrow that you felt. Let it go by forgiving yourself and learn from 

your mistakes 

Verse of the Lesson “‘Now, therefore,’ says the LORD, ‘Turn to Me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fasting, with weeping, and 
with mourning.’” (Joel 2:12). a call to repentance

6 STEPS OF REPENTANCE R-E-P-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