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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大約在主前483年

• 波斯皇潮正當盛勢

• 希臘文化影響漸大

• 耶路撒冷聖殿已經重建

• 猶大民族為奴日久(122

年)，生活優裕安逸



生活安逸 ~
危機四伏

• 妒忌

• 陰險

• 凶惡



面對生死存亡的一刻

決擇



現今的機會

•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
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
脫、蒙拯救；你和你
父家必至滅亡。

•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
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現今的機會

• 焉知你得
了基督徒
的位分，
不是為現
今的機會
嗎？



以斯帖記
大綱

•以斯帖被封為后
(1：1－2：23)

•猶大人受滅族的威脅
(3：1－4：17)

•以斯帖代猶大人求情
(5：1－8：17)

•猶大人獲救
(9：1－10：3)



瓦實提被廢 Chapters  1&2
以斯帖被封為后
• 主題：一個人被貶低又
或被賞識

• 。是在乎天時，地利，
人和?

• 。那管世人機關算盡，
還是天意依歸，神駛用
忠心良善的僕人，按祂
時候成全美好。

• 今天你的光境又如何呢?

有否察覺到神在你生命
上的按排與掃造？



第一章簡介
一個好大喜功的年代

• 第一章歷述亞哈隨魯王大擺筵席，歡宴一百二十七省
的官員一百八十天，約半年之久；為書珊城的大小人
民設筵七日。後因王后瓦實提違命不允到王前而被廢
，這樣以斯帖才有機會被選入宮為後。

• 以斯帖不過是一個弱質的女子，但神用她作大事
。聖經記載這歷史，不是歸功給末底改，或是以斯帖
，乃是為榮耀神。閱讀本書，叫人知道神不但用人的
聰明智慧，甚至連人的糊塗、愚昧、錯誤，也在神所
掌管和使用之列，以成就祂的旨意，只要我們謙卑，
神必用我們來成全祂的計劃。──《新舊約輔讀》



第二章簡介
在人生旅途中遇上的機會

• 以斯帖被封為后──以斯帖之被選，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出於自然；但其
實在隱約之間，都看見神的一切美旨運行在其中。她是個被人輕視的希伯
來人。由於被擄而處於奴僕地位，不得自由。她是個孤女，無父母，只是
由她的堂兄末底改撫養成人。她雖容貌俊美，但品德與智慧卻遠勝過她的
美貌。故此令凡看見她的人都喜愛她。以斯帖是個奇女子，神真是把她從
灰塵中抬舉起來。一個本是位孤女兼被擄的希伯來奴婢，竟然作了亞哈隨
魯的王后。我們不能說她幸運，只能說她蒙恩，這個機會是神給她的，以
備日後拯救她的同胞。

• 末底改立功──亞哈隨魯王能統治一百二十七省臣民，卻不能保守自己的性
命。在親信的人中，竟有兩個太監要下手害他。可見人是何等不可靠，連
最親信的人也可能變為仇敵，末底改得知此事，即奏告於王，對王盡忠，
救王之命，確保一百二十七省的安全。雖然當時他被遺忘不得賞賜；但神
卻有美旨，為要日後在苦難時顯出其價值來。人會忘記，神卻不會忘記；
神是公義的，賞罰之權操在神手中。

• 以斯帖為后，末底改救王，這是兩個重要的機會；若非先有這兩次機會，
則日後他們拯救同胞就困難得多了。──《新舊約輔讀》



危機與轉機 Chapters  3&4

如何面對
• 主題：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
時；是禍是福，都在乎你的決擇和行動
、是否謙卑去面對。

•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
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

•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
機會嗎?－Esther 4:14』

•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
大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
吃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
樣禁食，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
。我若死就死吧！Esther 4:16』

• 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仍舊問這一句：
今天你的光境如何呢?有否察覺到神在
你生命上的按排與掃造？你的決擇和行
動又如何?

Opportunity & Action - what & how?



以斯帖記第三、四章的歷史背景
大災難如何產生、背後的動機和陰謀

• 哈曼自從獲高升以後就驕傲自大，目中無人，更出言令出入宮門的人必須下跪。末
底改是個典型的猶大人，他敬畏神，知道十誡中除耶和華以外，不可向別的神跪拜
。而且神曾吩咐要把亞瑪力人滅盡，他豈可屈膝於亞瑪力人哈曼之下。

• 哈曼以為殺害末底改還是小事，他更要把猶大民族滅盡呢！他所用的計謀手段異
常毒辣；他向王進言，謂有一種民散居各省，不知何處來，又無固定職業；他們既
對國家無助、無價值，同時又卑賤，實在不應存活；他們的律例與萬民不同，也不
守王的律例，容他們存活實在與王無益，所以建議王下旨滅絕他們，甚至自願捐一
百萬他連得銀子亦無妨。這無異捐錢行賄，王卻糊塗得毫不思索就摘下戒指，授權
予他。

• 末底改始終不肯向哈曼下跪，這給信徒留下美好的榜樣；信徒無論如何都不應向
肉體屈服，順從情慾。末底改是屬靈英雄，心志堅定，決不向哈曼下跪。官可不做
，命可不要，但決不向哈曼屈膝。

• 屬靈方面，歷代以來，信徒心中最激烈的交戰，就是靈與慾。保羅在羅馬書七章曾
經歷過。他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每個人心中都有
兩個律經常在交戰，若不順從聖靈，而順從肉體，就必失敗！──《新舊約輔讀》



第三章簡介
掌權者－利益與權力腐敗下的惡行

• 1．哈曼與末底改起衝突 (三：1-6)

• 哈曼，一個(非波斯族)亞瑪力裔甲王後人的升遷

• 末底改，一個猶太裔掃羅王後人拒絕跪拜哈曼

• 2．一個心思熟慮的陰謀 (三：7-12)

• 日期：尼散月(第一月)十一個月後，卽亞逹月(第十二月)。給哈曼充足時間準備
(按排、金錢)殺戮猶太全族。

• 費用：一萬他連得銀子，equal to 2/3 of Persia's annual revenue

• 受權：王從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給哈曼隨意行動

• 下旨：正月十三日，剛好是逾越節前的一天。

• 3．唯恐天下不亂的安排 (三：12-15)

• 王同哈曼坐下飲酒，書珊城的民卻都慌亂



第四章簡介
危難中孤注一擲尋出路

• 1．末底改得知陰謀後，毫不隱藏，站出來哀號
痛哭；這是明智還是愚笨之舉?(四：1-3)

• 2．面對養父的要求，以斯帖當下的反應，儘管
想息事寧人，始终選擇了以忠孝為先 (四：4-9) 

• 3．神的兒女在危難當前如何能突破障礙，許下
忠心的承諾 (四：10-17)



危機背後：
仇恨深遠 ,衝突一觸
即發

• 末底改與哈曼

• 兩人的家族背景

• 哈曼為何怒氣填胸

• 個人的衝突為何演變成滅絕全族之
災

• 一個是掃羅王(猶太人)的後人，

• 一個是亞甲王(亞馬力人)的子孫

• 猶太人和亞馬力人世代為仇。(Gen 36, 
Ex 17, Deut 25) 神曾下旨要掃羅王趕
盡殺絕亞馬力人。可惜掃羅沒有服從神
的旨意，放走亜甲，種下禍根。
1Samuel 15



感言

• 讀完以斯帖一至四章令我明白到在神的國度𥚃，一切事情的發展都
在神的奇妙計劃之下。

• 神從來沒有落空祂的承諾：『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
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耶
利米書29：11』

• 基督徒的人生每遇危機與轉機。其中的成功或失敗都在乎是否服從
(神)。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 值得一提逾越節，希伯來月曆尼散月的十五至廿二日。紀念當年神
用羔羊的血救贖以色列民，讓他們離開埃及奴隸的生活。時至以斯
帖，哈曼掣籖求問吉時要殺戮猶太人的當兒，又巧妙的選上逾越節
的時間下旨。更念及我主耶稣，在逾越節的期間，為世人的罪背負
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復活，成就了永恆的救贖。這一再一
再若不是見證著憑信，危機變成轉機，成全主的美意，真的無話可
說了。



第五至八章⋯⋯ 神掌管生命
選民結合神的旨意，彰顯生命的主權

背景：禁食三曰三夜後以斯帖鼓起勇氣去見王為猶
大人求請脱禍

主題：行動－單知道神掌管萬有並不足夠，要甘願
犠牲，秉持信心勇氣跟隨神的帶領，成就和見證神
大能的拯



第五至八章簡介
第五章－以斯帖採取行動，面見亞哈隨魯王，兩度請王率哈曼赴
筵。末底改不怕哈曼，共然不跪拜他，速駛哈曼自高自大兇惡的
面貌達到極點，表露無遺 (要殺死末底改、立木架、致於其上)

第六章－神按祂時候獎賞有功的子民。在暗中改動王心，憶末底
改功勞，賜給他哈曼(魔鬼)所嫉妒的尊榮，使哈曼不能自拔⋯⋯
「你在末底改面前始而敗落⋯⋯6：7」

第七章－以斯帖述說哈曼惡行，求王賜救贖生命(不單是自己，
以及她所愛而受苦的民族⋯⋯7：3)。亦即使哈曼惡行表露無遺，
吊在自備的木架上。

第八章－永恆公義的主，再下諭旨把本來死亡滅絕的訊息變為猶
大人的光榮。因為奉王名所寫，用王戒指蓋印的諭旨，人都不能
廢除⋯⋯8：8) 新舊兩約的合一。



第九、十章

• 背景：猶大人得救贖，
末底改得平反被王受
予最高權力。猶大人
奉王諭旨殺戮那要害
他們的人(仇敵)的日
子到了

• 主題：基督徒如何
(為何)執行神的命令，
如何回應(紀念)神救
贖的恩惠；神如何看
待義人(末底改)和他
的結局。



第九章簡介
殺戮有時⋯⋯十二月十三日(亞達月) 9：1－19

猶大人用刀擊殺一切仇敵(那些恨他們的人)。在127省共75000人。
在書珊城殺滅500人及哈曼10個兒子。以斯帖要求下在十四日在
書珊城再度殺了300人，並將哈曼10個兒子掛在木架上。

這一切事上卻沒有下手奪取財物！

笑有時、跳舞有時⋯⋯定普珥日(亜達月14，15日)9：20－32

兩封信⋯⋯第一封乃末底改給亞哈隨魯王各省所有的猶大人，紀
錄這事在書上，為要世世代代紀念這轉憂為喜，轉悲為樂的吉
日。。猶大人又因所看見所遇見的事，就應承自己與後裔並歸附
他們的人，每年按時必守這兩日，永遠不廢。 第二封乃以斯帖及
末底改用和平誠實話堅囑：勸他們按時守這普珥日，禁食、呼求。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
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20：31)



第十章簡介

末底改被立為宰相⋯⋯10：1－3

For Mordecai the Jew was second in rank to 

King Ahasuerus 為本族的人求好處，向他們說
和平的話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
上的名(腓2：9)



以斯帖忠心愛主
找緊改寫歷史的機會

• 舊約有兩卷書都以女子的名字為書名，就是
路得記和以斯帖記，她們當中一個是外邦女
子，一個是猶大女子；一個是貧窮的，一個
是尊貴的；一個從外邦到猶大，一個從猶大
到外邦。相同的是她們二人都蒙神所器重而
成為我們學習的對象。──《新舊約輔讀》



掃羅 vs.末底改
TRUST & OBEY

掃羅為王時曾受命滅絕亞瑪力人及他們的一
切，無奈掃羅卻愛惜上好的牛羊和亞瑪力王
的生命，故被神廢棄。(1 Samuel 15:1-9) 

掃羅是基士的兒子，末底改是基士的曾孫；
兩人之待亞瑪力人卻有天淵之別，我們應引
以為鑒！──《新舊約輔讀》



從以斯帖記 – 看神救恩的預表

亞哈隨魯－(意王)，預表父神。

瓦實提－(意美麗)，預表猶太人。

末底改－(意微小之人)，預表基。

以斯帖一(意明星)，預表教會－基督徒。

重點：神的約是永恆恆不變，救恩是創始承終，新
舊兩約原為一体 (羅馬書1：20、太5：18)，神造萬
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傳道書3：11)



反思

 你有否遇上如亞哈隨魯這類的上司或當權者?

 你有否遇上如以斯帖般突然而來的機會?

 你有否感覺到神在你生命中給你一些特別的
機會? 

o那機會有何目的？

o結果(對你或別人)又如何?



反思

• 在基督的生命裏 (教會，家庭，鄰里，工作)：

• 你遇上過危難嗎?  你如何轉『危』為『机』呢?

• 末底改 (以斯帖) 的行事為人：

• 那些地方最另你敬佩?  面對你的人生，從他們身上得到甚麼面對危機，和
處理危機的啟示？

• 以斯帖的『服從』成就了『神』歷史性救贖的奧祕：

• 請分享這位賢德婦女的品行，有何特別之處？

結論：基督徒有了信心，要有決心，聆聽聖靈，赴出行
動，再要持之以恆



反思

• 今天的你和我認識到神那些特性?

• 看到掃羅和末底改不同的反應，我們又會如何執行神的旨意?

• 從以斯帖記𥚃你學習到那些人生道理呢？

• 今天的你是否要面對一些人生的轉變，末底改和以斯帖有否
給你一些啟示？

金句：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3：5)

結論：基督徒有了信心，要有決心，聆聽聖靈，赴出行
動，再要持之以恆



主耶穌 的交託

•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

•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
釋放，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
由，

•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

• (路加福音4：18，19)



主的應許–求則得之

主耶穌説：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
給他石頭呢？⋯⋯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

的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