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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
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
後3:16-17）

•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2 Tim. 
3:16-17, NIV）

讀經班的金句



尼希米記8-13章



猶太人的三次歸回

• 1. 第一次歸回：

• 甲、時間：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元年）

• 乙、帶領者：所羅巴伯

• 丙、目的：重建聖殿

• 2. 第二次歸回：

• 甲、時間：主前458年（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7年）

• 乙、帶領者：以斯拉

• 丙、目的：重建律法

• 3. 第三次歸回

• 甲、時間：主前445年（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20年）

• 乙、帶領者：尼希米

• 丙、目的：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復興 Restoration

1. 重建聖殿（敬拜的復興），以斯拉記1-6章

2. 重建聖言（神話語的復興），以斯拉記7-10章

3. 重建聖城（生活的復興），尼希米記1-14章



像我這樣的人（6章）

 看重自己的身份：神的兒女要看重自己的身份。
有一個名叫示瑪雅的猶太人被敵人收買，叫尼
希米到聖殿躲藏，以求保命。尼希米一聽之下，
斷然拒絕，說：「像我這樣的人，豈要逃跑呢？
像我這樣的人，豈能進入殿裏保全生命呢？我
不進去！」

 有所為，有所不為：因為看重自己的身份，有
些事應該去做，有些事卻不能去做。



神話語的復興（8章）

1. 時間：城牆完工之後

2. 地點：水門前的寬闊處

3. 人物：文士以斯拉和利未人

4. 事件：召聚百姓，宣讀神的律法

5. 態度：眾百姓都說「阿們」，面伏於地，敬拜神。

6. 方法：百姓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和利未人分布於百
姓中間，向他們講解，使他們明白神的律法。

7. 結果：「眾民大大快樂，因為他們明白所教訓他們的
話。」



解經講道

1. 從神的話語開始：「他們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
法」

2. 讓經文的意思顯明：「講明意思」

3. 使聽的人明白：「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聖殿中一間奇異的屋子

1. 尼希米：波斯王的酒政，猶大省的省長，耶路
撒冷城牆的建造者，信仰的復興者

2. 多比雅（亞捫人）：尼希米的死對頭，有官方
的身份，勢力龐大，與許多猶太人結親、結盟

3. 以利亞實：猶太人的大祭司，與多比雅結親

• 先是蒙派管理我們神殿中庫房的祭司以利亞實與
多比雅結親，便為他預備一間大屋子…我來到耶
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亞實為多比雅在神殿的院內
預備屋子的那件惡事。我甚惱怒，就把多比雅的
一切家具從屋裡都拋出去…（尼13:4-9）



神使用不同性格的人

1. 同樣的問題：猶大人與外邦人通婚

2. 不同的人物：文士以斯拉，省長尼希米

3. 不同的處理：

以斯拉：悲傷，哭泣，祈禱，自責

尼希米：發怒，咒詛，責打，斥責

4. 相同的結果：百姓分別為聖



4/27/2014 Warren Wang

以斯帖記
1-4章



以斯帖記簡介

• 主題: 神掌權

• 作者: 不明. 應當是與以斯帖同時代的猶太人.

• 時間: 波斯王亞哈隨魯3-12年(483-474 B.C.)

• 地點: 波斯帝國的首都書珊城

• 特點一：聖經中唯一一本通篇沒有提到神的名字的書

• 特點二：聖經中以女性為書名的兩本書之一

• 特點三：高超的寫作技巧，故事的對稱性

• 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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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4:14)



以斯帖記大綱

一. 亞哈隨魯的兩個筵席（1-2章）
1. 第一個筵席：王后瓦實提被廢
2. 第二個筵席：以斯帖被立為后

二. 以斯帖的兩個筵席（3-7章）
1. 末底改揭發謀害波斯王的陰謀
2. 哈曼設下將以色列人滅族的計謀
3. 第一個筵席：以斯帖向王陳情
4. 波斯王的不眠夜
5. 第二個筵席：哈曼被處以吊刑

三. 猶大人的兩個筵席（8-10章）
1. 波斯王下詔恩待以色列人
2. 以色列人兩次設筵慶祝
3. 普珥日的設立
4. 末底改的高升



以斯帖記人物簡介

1. 以斯帖：猶太人，末底改的堂妹及義女，被亞
哈隨魯王選為王后

2. 亞哈隨魯：波斯王，大利烏之子，主前486-
465年在位

3. 末底改：猶太人，以斯帖的堂兄和養父，不肯
向哈曼屈服

4. 哈曼：亞甲人，曾做到波斯的最高官位，圖謀
將以色列人滅族



5. 瓦實提：亞哈隨魯的原任王后，因拒絕服從王
的命令而被廢

6. 細利斯：哈曼的妻子，建議哈曼設一個五丈的
高架來掛末底改

7. 七個大臣：波斯官制中親近國王的七位重臣
（類似清朝的大學士和軍機大臣）

8. 哈他革：伺候王后的太監，在關鍵的時候為以
斯帖和末底改傳遞消息

9. 哈波拿：伺候波斯王的太監，在關鍵的時候建
議將哈曼處死

10. 希該：掌管女院的太監，曾經善待以斯帖



以斯帖

• 名字:原名哈大沙(希伯來文Hadassah, 意思是
myrtle桃金孃), 改名以斯帖(波斯文Esther, 意思是
“星辰”)

• 身份:孤兒

• 種族:猶太人

• 親屬:年長的堂兄末底改, 收養以斯帖為女

• 住處:書珊城

• 際遇:被波斯王亞哈隨魯選為王后

• 事蹟:向波斯王進言, 解救猶太人滅族之禍



亞哈隨魯王的兩個筵席（1-2章）

1. 第一個筵席

• 時間:亞哈隨魯王三年

• 事件:瓦實提被廢

2. 第二個筵席

• 時間:亞哈隨魯王七年

• 事件:以斯帖被立



亞哈隨魯作王（486-465 BC）

1.古列*
Cyrus

2.甘比西斯
Cambyses

雅多莎
Atossa

3.大利烏
Darius

4.亞哈隨魯
Xerxes

5.亞達薛西*
Artaxerxes

波斯帝國
Achaemenid Dynasty

550-330 BC

波斯巴利 Persepolis     
的亞哈隨魯石雕

*具有 “諸王
之王 king of 
kings”（拉
7:12）頭銜
的波斯列王



• 亞哈隨魯*作王，從印度直到古實，統管一
百二十七省。（帖1:1）Now it took place in 
the days of Ahasuerus*, the Ahasuerus who 
reigned from India to Ethiopia over 127 
provinces. Esther 1:1

• “雅哈隨魯 Ahasuerus” 是希伯來文，希臘
文的翻譯是 “Xerxes 薛西.” 



從印度直到古實

4/27/2014 Warren Wang

波斯四都：書珊 Susa，波斯巴利斯 Persepolis，
巴比倫 Babylon，亞馬他 Ecbatama



書珊城，以攔與波斯的首都

4/27/2014 Warren Wang

六千年前書珊就有了人蹟，四千年前成為以攔的首都。主前
645年，亞述征服以攔，毀滅書珊城。波斯王大利烏（522-
486 B.C.）重建書珊，長年居住此處。



4/27/2014 Warren Wang

書珊古蹟

波斯弓箭手（左），帶翼人面獅
身（下）。原在書珊城的皇宮，
現存於法國羅浮宮博物館。



被遺忘的功臣

• 功臣:末底改

• 功勞:末底改聽到太監辟探和提列計劃要謀害亞
哈隨魯王, 就告訴王后以斯帖. 以斯帖以末底改的
名義告發此事, 經查究屬實, 將二人處死, 並將此
事記載於波斯的宮廷歷史中.

• 結果:亞哈隨魯王忘了獎賞末底改



世代戰爭 Battle of Ages

• 事由：亞瑪力人與猶太人爭戰

• 末底改:

• 猶太人, 便雅憫支派

• 不向哈曼屈膝

• 竭力拯救猶太人

• 哈曼:

• 亞甲人 (可能是亞瑪力王亞甲的後裔)

• 做到波斯最高官職

• 要滅絕所有的猶太人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麼?

• 位分:一個人所處的地位

• 機會:被神所使用的時機

• 教訓:

1.每一個人所處的地位, 都有服事神的機會

2.若是你不肯服事, 神也會使用別人來完成他的工作

3.若是錯過了服事的機會, 你自己會受到虧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