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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

舊約聖經中，被擄以後：

•共有三卷歷史書：《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另有五卷先知書：《以西結書》、《但以理書》、《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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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書—亡國之後

書名 主題 主要經文

以斯拉記 聖殿 1:3 在你們中間凡作祂子民的, 可以上猶大
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
列上帝的殿,願上帝與這人同在。

尼希米記 耶路撒冷
城牆

6:15-16 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 共修
了五十二天。我們一切仇敵, 四圍的外邦
人, 聽見了便懼怕, 愁眉不展, 因為見這
工作完成, 是出乎我們的上帝。

以斯帖記 上帝的
奇妙拯救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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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 



以斯帖记简介

• 以斯帖记是旧约历史书的末一卷，与以斯拉、尼希米同记被掳后
的历史，此两卷是记选民在犹大地的历史，本书则是记选民在外
邦的历史

• 本書的事情發生在以斯帖記第六和七章之間，就是在波斯王亞哈
隨魯（薛西）統治期間

• 本书作者可能是末底改（斯9：20-23、32），以斯拉是收集入典
者，并不一定是本书作者。本书列在尼希米之后，但事情发生乃
在尼希米记之前卅年



以斯帖记简介

事件大概：

• 猶太人被擄到異國，得到釋放，自由回歸故土，但有數以百萬
的猶太人留在波斯，面臨了一次滅族的危機。亞哈隨魯王手下
寵臣哈曼憎恨猶太人，陰謀滅絕全國猶太人

• 當時，哈曼用骰子掣簽，決定在亞達月十三日行事。籍籍無名
的末底改和被選為后不久的以斯帖，不願屈服在這命運下。二
人禁食、禱告、爭取，終扭轉形勢，哈曼和他的黨羽反成為自
己陰謀的犧牲者。當日掣簽（普珥一字的意思）所定的日子，
反成了猶太人歡慶勝利的吉曰



以斯帖记简介
主旨：

• 本书特记神在外邦如何拯救、保守他的选民。虽然本书未提神的名字，
因写时可能有特殊历史背景，然而却在书中处处可见有神在背后掌管
运行，以成就神的旨意和命定

• 本书放在历史书的末卷，可表明以色列民族经过重大的艰难与危险，
得到神的拯救和保守，最终以欢乐庆祝胜利作为结束，如同摩西所见
的异象一样，荆棘虽在火中被烧，却不被烧毁，以色列民族存到今天，
也的确是神的奇迹和见证

• 以斯帖记虽然是本历史书，却有很深刻丰富的属灵预表和教训。书中
的人物、情节，前后相接，因果互应，奇特遭遇，都显出神奇妙的作
为，也包括极厉害的属灵战争，虽未明题祷告，却显明如何恳切的祷
告来与那掌管万有的主同工

• 本书另一中心思想是顺服，以斯帖以顺服得为王后（2：17），又因
顺服神而得拯救全族（4：16）



以斯帖大綱

I．瓦实提被废和以斯帖被立为王后（1-2）

II.哈曼被贬败亡和末底改被立高位（3-8：2）

1. 哈曼的阴谋（3）

2.末底改的陈情（4: l-14)

3.以斯帖的决志（4:15-5:8）

4.哈曼的梦幻（5:9-6:14）

5.赴席的结果（7-8:2）
III.犹大人诏准被灭和犹大人复仇得胜（8：3 – 10)

1.犹大人的得救（8:3-9）

2.末底改的得荣（10）



以斯帖大綱 – 续

•这俩俩相对中，瓦实提是因不顺服被废，以斯帖是因个人顺

服而被立；哈曼是因仇视选民败亡，末底改是因敬畏而被高

举；犹大人被准予灭绝是仇敌陷害，而犹大人复仇得胜是因

神而胜。由以斯帖为后而导致末底改为相，从而使犹大民能

复仇得胜

•三段内容由个人而引向家族，以至全民族，这也暗示我们，

个人信仰如何，其结果影响家族，以致有关全民族



以斯帖记大綱 – 续

三个部分中有四个筵席：

•第一部分中有俩个：
o人的筵席 - 导致不幸，瓦实提被废立
o婚娶筵席 - 以斯帖得为王后

•第二部分，以斯帖的筵席（审判筵席）
o哈曼被审，判决处死

•第三部分，普珥节的筵席（欢乐筵席）
o犹大人因得胜仇敌而喜乐



瓦实提被废和以斯帖被立为王后

1.瓦实提的被弃(1)

• 亚哈随鲁摆设筵席是为庆祝对埃及作战胜利，同时为远征希腊作
准备

• 王吩咐太监请王后瓦实提来到王前，以显示她的美貌，但她却不
肯遵旨前来.王后瓦实提因不顺服被废

• 人间的筵席无论多么豪华富贵，终有尽时，还可能乐极生悲



瓦实提被废和以斯帖被立为王后

2. 以斯帖的被选(2)

• 以斯帖乃一出身寒微、父母均亡、被末底改收养的女子

• 以斯帖被选入宫，得蒙总管希该的喜悦. 王爱以斯帖过于其他女子，
故立她为后.以斯帖被立为王后，优点当然很多，其中的顺从，尤当
效法.
a. 她顺从末底改吩咐（2：10）

b. 她顺从宫中对她的安排，不别有所求（2：15）

c. 即使成为王后，仍遵命顺服末底改（2：20）

• 末底改告发阴谋
a. 末底改发现阴谋而告发（2：20-22）

b. 末底改因此被记名于历史上（2：23）



哈曼被贬败亡和末底改被立高位

1. 哈曼的阴谋（3）
• 此后亚哈随鲁抬举亚甲族的哈曼将他升高为首相。这哈曼为亚甲族，是
亚玛力人，代表属肉体、情欲，为神所憎恶、咒诅的（出17:14-16；撒
上15:2-3、9、33）.

• 末底改当然不能跪拜，为此末底改说明自己是犹大人（3：4）.哈曼在
王面前进谗言要毁灭所有犹大人，且定在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
将犹大人全然剪除，杀尽灭绝

2.末底改的陈情（4: l-14)
• 末底改得知恶谋，先在神面前披麻蒙灰表示悔改，哭泣禁食祷告，在神
面前等候神恩典. 然后才嘱咐以斯帖去见王求恩典

•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么”（4：14）。
• 神给各人的恩惠、祝福、安排、预备并不是只为各人自己，绝不可只为自己享受、
得福，乃是要使别人也能蒙思得益

• 人若拒绝作神旨意的出口，神会找到其他的出路，而本人将受其祸，被神弃绝
• 我们在主里、在世上的一切职份，都是为着一个机会事奉神，服事肢体



哈曼被贬败亡和末底改被立高位

3.以斯帖的决志（4:15-5:8）
• 以斯帖虽怕违例见王，但因祷告而有力量. 以斯帖不仅自己禁食
（暗示祷告），而且要人禁食为她代祷
• 为成就神的旨意，不能凭自己的势力、才能，须要恒切祷告，并与
众人同心的祷告（太26:38,40-41）

• 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罢”（4：16）。完全放下自己生死方能为神
成就大事。而且只有完全顺服神的安排，方能为神成就大事

• 以斯帖冒死见王.以斯帖见王是冒生命危险，但生死在神手中，神
使她在王前蒙恩, 蒙王向她伸出金杖.君王的心在神手中流转（箴
21：1）

• 以斯帖并不立刻提出心中所求，而是提出请王带着哈曼赴筵，筵中
王再问有何求，并说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她成就。这时以斯帕回答
说有所求、有所要，并说明日再赴筵席必将说明



哈曼被贬败亡和末底改被立高位

4.哈曼的梦幻（5:9-6:14）
• 赴宴完畢，哈曼快樂，見末底改仍不向他跪拜，甚至連身子也不動，
惱恨之餘，立木架，隔天要求王將末底改掛在其上

• 人算不如神算, 赴宴完畢那晚，王睡不著，吩咐人取歷史來讀，正
好聽到末底改救他一命而未獲獎賞的那一段

• 这时哈曼正要进宫请王将末底改挂在他所预备的十架上，但王却先
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 自負的哈曼以為，
“王所喜悅尊崇的人”是他自己。因著誤會，他乘機為自己圖謀，
提出所貪愛的重酬.结果王按照他的建议赏赐末底改，令哈曼执行。
哈曼恶谋初次失败

• “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16：18）



哈曼被贬败亡和末底改被立高位

5.赴席的结果（7-8:2）

• 第二次赴王后筵席时，王再次应许以斯帖，无论求什么都必赐给。
以斯帖筵席上为选民伸冤

• 王在筵席上怒哈曼设恶谋要害王后一族（7：7）；王在筵席上再怒
哈曼凌辱王后（7：8）；王三怒哈曼要害救王有功的末底改（7：
9）；哈曼身亡木架上，止息了王怒。 而末底改被立高位

• 这个筵席真可预表审判的筵席，神的大筵席（启19：17），在这筵
席上，仇敌身亡，神的怒气发尽，而选民的冤得以伸屈



犹大人诏准被灭和犹大人复仇得胜
1.犹大人的得救（8:3 - 9）

• 以斯帖废止哈曼恶谋（8）。原来诏准除灭犹大人，现更改为诏准
灭绝攻击犹大人的仇敌

• 就在原先諭旨里所說，可怕的集体殺戮的日子來到了，猶太人迅速
作好反攻准備，執行第二次諭旨，聚集、保衛、戰斗

• 定下亞達月十四和十五這兩日為普珥日，以作記念。這一切的遭遇，
只因為他們倚靠上帝，並有像以末底改和以斯帖這些猶太人，勇於
冒死擔當神僕人的角色

• 神使用普珥作為媒介，轉危為安，扭轉了局勢，普珥也成為一個被
記念和慶祝的主題，不是因為普珥本身，而是因為神怎樣改變了普
珥對猶太的意義

• 對以斯帖和末底改來說，信心的經歷帶來感恩的回應，设定普珥日，
是唯一在摩西五經之後所增加的民族節期。普珥节深远意义，保存
了犹大全族



犹大人诏准被灭和犹大人复仇得胜

2.末底改的得荣（10）

• 短短3 節經文的總結，記下末底改的形像品格，指出他並非利
用權力，為個人利益打點，而是純粹出于愛護同胞百姓，為他
們的福利著想

• 神給与恩賜的原則，乃為百姓群體的好處著想，末底改就是服
侍的模范，忠心回應召命，倚靠神所給予的力量。



以斯帖记 - 总结

• 這是救恩歷史的一個環節。作者要透過這個故事，告訴世世代代的
猶太人，普珥日的由來和意義，作為建立猶太民族的認同和歸屬。

• 作者要猶太人讀者知道，不管他們身在何處，在哪一個世代，也不
管他們看到耶和華上帝沒有，耶和華上帝仍然會記得他‘與亞伯拉
罕所立的約，向以撒所起的誓’，‘向我的仆人大衛起了誓’（詩
105：8-9，89：3）；‘照他丰盛的慈愛后悔’，‘使他們在凡擄
掠他們的人面前蒙憐恤’（詩106：45-46）把他們從水深火熱，受
敵人逼迫的環境中拯救出來

• 本书再次告訴我們上帝奇妙地保守自己的選民，免遭被屠殺的厄運，
避免斷絕了彌賽亞出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創49：10，啟5：5），
耶西的根（賽11：10，羅15：12）和大衛的后裔（約7：42，徒2：
30，提后2：8，啟22：16）的應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