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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14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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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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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14 Warren Wang

讀經者的信念

我相信聖經

是神的話

語，是基督

徒生活與信

仰的最高準

則。


我相信神的

話語是活潑

常存的，神

會藉著聖經

向他的兒女

說話。


我相信一個

人若喜愛並

遵行神的話

語，這人便

為有福。



2/9/2014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君⼦協定

1. 上課之前讀完指定的經
文（每週十章） 

2. 有良好的學習態度，不
遲到早退，不無精打采 

3.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
（請勿看聖經）



11/3/2013 Warren Wang

讀經者的禱告

願主的道興旺


在我裡面！


在教會！


在社區！


願主賜福我讀經的日子！



以斯帖記
Esther



歷史書綜覽

卷數：


共十二卷


年代：


約主前1400多年

至主前400多年


結構：


1. 建立王國之前的歷史三卷（1400-1050 

B.C.）：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


2. 王國時代的歷史六卷（1050-586 

B.C.）：撒母耳記上、撒母耳記下、列王

紀上、列王紀下、歷代志上、歷代志下


3. 國家滅亡之後的歷史三卷（586-440 

B.C.）：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歷史書綜覽

建立國家之前的歷史

1. 約書亞記：
接受恩典（神賜給產業）

2. ⼠師記：
在恩典中墮落（選⺠陷入罪惡的循環）

3. 路得記：
在墮落中得拯救（神預備救贖者）



歷史書綜覽

國家歷史

1. 撒⺟耳記上：
偏離神的道路（從神主到君主）

2. 撒⺟耳記下：同上

3. 列王紀上：
在錯誤的道路上掙扎（列王的功與過）

4. 列王紀下：同上

5. 歷代志上：
犯錯時神的同在與審判（聖殿的故事）

6. 歷代志下：同上



歷史書綜覽

滅國被擄之後的歷史

1. 以斯拉記：
重建與復興（重建聖殿與律法）

2. 尼希米記：
重建與復興（重建聖城）

3. 以斯帖記：
神在歷史中掌權（籤在神⼿中）



以斯帖記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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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國⾸都 書
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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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必致 滅亡。焉知你得了
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

會嗎？」（以斯帖記 4:14）

主題：神掌權



亞哈隨魯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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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哈隨魯Ahasuerus”是希伯來⽂，
希臘⽂的翻譯是“Xerxes 薛⻄”。



亞哈隨魯作王

亞哈隨魯 Xerxes

亞達薛⻄ Artaxerxes

古列 Cyrus

雅多莎 Atossa ⽢比⻄斯 Cambyses  

⼤利烏 Darius

波斯帝國
Achaemenid Dynasty  

550 – 330 B.C.



波斯版圖

（印度直到古實）

書珊



亞哈隨魯⼤設筵宴

1:2 亞哈隨魯王在書珊城的宮登

基， 3 在位第三年，為他⼀切⾸

領、⾂僕設擺筵席，有波斯和瑪代

的權貴，就是各省的貴胄與⾸領在

他⾯前。 4 他把他榮耀之國的豐富

和他美好威嚴的尊貴給他們看了許

多⽇，就是⼀百八⼗⽇。 5 這⽇⼦

滿了，⼜為所有住書珊城的⼤⼩⼈

⺠，在御園的院⼦裡設擺筵席七

⽇。 6 有⽩⾊、綠⾊、藍⾊的帳

⼦，⽤細⿇繩、紫⾊繩從銀環內繫

在⽩⽟⽯柱上。有⾦銀的床榻，擺

在紅、⽩、黃、⿊⽟⽯鋪的⽯地

上。 7 ⽤⾦器⽫賜酒，器⽫各有不

同，御酒甚多，⾜顯王的厚意。 

8 喝酒有例，不准勉強⼈，因王吩

咐宮裡的⼀切⾂宰，讓⼈各隨⼰

意。

第三年



書珊城-以攔與波斯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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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居住此處。



書珊古蹟

波斯⼸箭⼿ Persian Archers 帶翼⼈⾯獅⾝ Winged sphinxes



王后瓦實提不遵命赴筵

1:9 王后瓦實提在亞哈隨魯王的宮內，也

為婦女設擺筵席。 10 第七⽇，亞哈隨魯

王飲酒，⼼中快樂，就吩咐在他⾯前侍

立的七個太監米⼾幔、比斯他、哈波

拿、比⾰他、亞拔他、⻄達、甲迦， 11 請

王后瓦實提頭戴王后的冠冕到王⾯前，

使各等⾂⺠看她的美貌，因為她容貌甚

美。 12 王后瓦實提卻不肯遵太監所傳的

王命⽽來，所以王甚發怒，⼼如火燒。



廢瓦實提后位
1:13  那時，在王左右常⾒王⾯，國中坐⾼

位的，有波斯和瑪代的七個⼤⾂，就是甲

⽰拿、⽰達、押瑪他、他施斯、米⼒、瑪

⻄拿、米⺟⼲， 14 都是達時務的明哲⼈。

按王的常規，辦事必先詢問知例明法的

⼈。王問他們說： 15 「王后瓦實提不遵太

監所傳的王命，照例應當怎樣辦理

呢？」 16 米⺟⼲在王和眾⾸領⾯前回答

說：「王后瓦實提這事不但得罪王，並且

有害於王各省的⾂⺠。 17 因為王后這事必

傳到眾婦⼈的耳中，說：『亞哈隨魯王吩

咐王后瓦實提到王⾯前，她卻不來。』她

們就藐視⾃⼰的丈夫。 18 今⽇波斯和瑪代

的眾夫⼈聽⾒王后這事，必向王的⼤⾂照

樣⾏，從此必⼤開藐視和憤怒之端。 19 王

若以為美，就降旨寫在波斯和瑪代⼈的例

中，永不更改，不准瓦實提再到王⾯前，

將她王后的位分賜給比她還好的⼈。 20 所

降的旨意傳遍通國（國度本來廣⼤），所

有的婦⼈，無論丈夫貴賤，都必尊敬

他。」 21 王和眾⾸領都以米⺟⼲的話為

美，王就照這話去⾏， 22 發詔書，⽤各省

的⽂字、各族的⽅⾔通知各省，使為丈夫

的在家中做主，各說本地的⽅⾔。



詔選美女為后

2:1 這事以後，亞哈隨魯王的憤怒⽌

息，就想念瓦實提和她所⾏的，並怎樣

降旨辦她。 2 於是王的侍⾂對王說：

「不如為王尋找美貌的處女。 3 王可以

派官在國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處女到書

珊城[a]的女院，交給掌管女⼦的太監希

該，給她們當⽤的香品。 4 王所喜愛的

女⼦可以立為王后，代替瓦實提。」王

以這事為美，就如此⾏。



末底改叔之女以斯帖入宮
2:5  書珊城有⼀個猶⼤⼈，名叫

末底改，是便雅憫⼈基⼠的曾

孫、⽰每的孫⼦、睚珥的兒⼦。 

6 從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將猶⼤

王耶哥尼雅和百姓從耶路撒冷擄

去，末底改也在其內。 7 末底改

撫養他叔叔的女兒哈⼤沙（後名

以斯帖），因為她沒有⽗⺟。這

女⼦⼜容貌俊美，她⽗⺟死了，

末底改就收她為⾃⼰的女兒。 

8 王的諭旨傳出，就招聚許多女⼦到書

珊城，交給掌管女⼦的希該。以斯帖也

送入王宮，交付希該。 9 希該喜悅以斯

帖，就恩待她，急忙給她需⽤的香品和

她所當得的份，⼜派所當得的七個宮女

服侍她，使她和她的宮女搬入女院上好

的房屋。 10 以斯帖未曾將籍貫、宗族告

訴⼈，因為末底改囑咐她不可叫⼈知

道。 11 末底改天天在女院前邊⾏走，要

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並後事如何。

主前
597年

約雅⽄

現約
主前
479年

哈大沙：希伯來名字；
以斯帖：波斯名字。

6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上來攻擊他，用銅鏈鎖著他（約雅敬），要將他帶到巴比倫去。…10 過了一年，尼布甲尼
撒差遣人將約雅斤和耶和華殿裡各樣寶貴的器皿帶到巴比倫，就立約雅斤的叔叔[a]西底家做猶大和耶路撒冷的
王。…20 凡脫離刀劍的，迦勒底王都擄到巴比倫去，做他和他子孫的僕婢，直到波斯國興起來。（歷代志下 36）



冊立以斯帖為后

2:15  末底改叔叔亞比孩的女兒，就是末底改

收為⾃⼰女兒的以斯帖，按次序當進去⾒王

的時候，除了掌管女⼦的太監希該所派定給

她的，她別無所求。凡看⾒以斯帖的都喜悅

她。16 亞哈隨魯王第七年⼗⽉，就是提別

⽉，以斯帖被引入宮⾒王。 17 王愛以斯帖過

於愛眾女，她在王眼前蒙寵愛比眾處女更

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她頭上，立她為

王后，代替瓦實提。 18 王因以斯帖的緣故給

眾⾸領和⾂僕設擺⼤筵席，⼜豁免各省的租

稅，並照王的厚意⼤頒賞賜。

第七年



亞哈隨魯王的兩個筵席

第⼀個筵席

時間：亞哈隨魯王三年

事件：瓦實提被廢

第⼆個筵席

時間：亞哈隨魯王七年

事件：以斯帖被立



⼆豎謀逆末底改⾸告之

2:19  19 第⼆次招聚處女的時候，末底改坐在朝

⾨。 20 以斯帖照著末底改所囑咐的，還沒有

將籍貫、宗族告訴⼈，因為以斯帖遵末底改

的命，如撫養她的時候⼀樣。 21 當那時候，

末底改坐在朝⾨，王的太監中有兩個守⾨的

辟探和提列惱恨亞哈隨魯王，想要下⼿害

他。 22 末底改知道了，就告訴王后以斯帖，

以斯帖奉末底改的名報告於王。 23 究察這

事，果然是實，就把⼆⼈掛在⽊頭上，將這

事在王⾯前寫於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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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曼舉⾼位怒末底改不敬之
3:1  這事以後，亞哈隨魯王抬舉亞甲族哈米⼤他的

兒⼦哈曼，使他⾼升，叫他的爵位超過與他同事的

⼀切⾂宰。 2 在朝⾨的⼀切⾂僕都跪拜哈曼，因為

王如此吩咐，唯獨末底改不跪不拜。 3 在朝⾨的⾂

僕問末底改說：「你為何違背王的命令呢？」 4 他

們天天勸他，他還是不聽，他們就告訴哈曼，要看

末底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經告訴他們⾃⼰

是猶⼤⼈。 5 哈曼⾒末底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氣填

胸。 6 他們已將末底改的本族告訴哈曼，他以為下

⼿害末底改⼀⼈是⼩事，就要滅絕亞哈隨魯王通國

所有的猶⼤⼈，就是末底改的本族。

掃羅擊打亞瑪力人，從哈腓拉直
到埃及前的書珥， 8 生擒了亞瑪
力王亞甲，用刀殺盡亞瑪力的眾
民。（撒母耳記上15:7-8）

亞甲族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全然塗抹了…又說：「耶和華已經起了誓，必世世代代
和亞瑪力人爭戰。」（出埃及記 17：14、16）



世代戰爭

事由：亞瑪⼒⼈與猶太⼈
征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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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職

要滅絕所有的猶太⼈



謀滅末底改及其同族

3:7 亞哈隨魯王⼗⼆年正⽉，就是尼散⽉，⼈

在哈曼⾯前按⽇⽇⽉⽉掣普珥，就是掣籤，

要定何⽉何⽇為吉。擇定了⼗⼆⽉，就是亞

達⽉。 8 哈曼對亞哈隨魯王說：「有⼀種⺠散

居在王國各省的⺠中，他們的律例與萬⺠的

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們

與王無益。 9 王若以為美，請下旨意滅絕他

們，我就捐⼀萬他連得銀⼦，交給掌管國帑

的⼈，納入王的府庫。」 10 於是王從⾃⼰⼿上

摘下戒指，給猶⼤⼈的仇敵亞甲族哈米⼤他

的兒⼦哈曼。 11 王對哈曼說：「這銀⼦仍賜給

你，這⺠也交給你，你可以隨意待他們。」 

12 正⽉⼗三⽇，就召了王的書記來，照著哈

曼⼀切所吩咐的，⽤各省的⽂字、各族的

⽅⾔奉亞哈隨魯王的名寫旨意，傳於總督

和各省的省長並各族的⾸領，⼜⽤王的戒

指蓋印， 13 交給驛卒傳到王的各省，吩咐

將猶⼤⼈，無論老少、婦女孩⼦，在⼀⽇

之間，⼗⼆⽉，就是亞達⽉⼗三⽇，全然

剪除，殺戮滅絕，並奪他們的財為掠物。 

14 抄錄這旨意，頒⾏各省，宣告各族，使他

們預備等候那⽇。 15 驛卒奉王命急忙起⾏，

旨意也傳遍書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飲酒，

書珊城的⺠卻都慌亂。

掣普珥

they cast Pur (that is, the lots)。NIV 

亞甲族



末底改與猶⼤⼈禁食哭泣

4:1 末底改知道所做的這⼀切事，就撕裂

衣服，穿⿇衣，蒙灰塵，在城中⾏走，

痛哭哀號。 2 到了朝⾨前停住腳步，因為

穿⿇衣的不可進朝⾨。 3 王的諭旨所到的

各省各處，猶⼤⼈⼤⼤悲哀，禁食、哭

泣、哀號，穿⿇衣躺在灰中的甚多。 

4 王后以斯帖的宮女和太監來把這事告訴

以斯帖，她甚是憂愁，就送衣服給末底

改穿，要他脫下⿇衣，他卻不受。  

5 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她的⼀個太監，

名叫哈他⾰召來，吩咐他去⾒末底改，

要知道這是什麼事，是什麼緣故。 6 於是

哈他⾰出到朝⾨前的寬闊處⾒末底改。 

7 末底改將⾃⼰所遇的事，並哈曼為滅絕

猶⼤⼈應許捐入王庫的銀數都告訴了

他。 8 ⼜將所抄寫傳遍書珊城，要滅絕猶

⼤⼈的旨意交給哈他⾰，要給以斯帖

看，⼜要給她說明，並囑咐她進去⾒

王，為本族的⼈在王⾯前懇切祈求。



求以斯帖向王乞恩

4:9 哈他⾰回來，將末底改的話告

訴以斯帖。 10 以斯帖就吩咐哈他⾰

去⾒末底改，說： 11 「王的⼀切⾂

僕和各省的⼈⺠都知道有⼀個定

例：若不蒙召，擅入內院⾒王的，

無論男女，必被治死，除非王向他

伸出⾦杖，不得存活。現在我沒有

蒙召進去⾒王已經三⼗⽇了。」 

12 ⼈就把以斯帖這話告訴末底改。 

13 末底改託⼈回覆以斯帖說：「你莫想在王

宮裡強過⼀切猶⼤⼈，得免這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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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15 以斯帖

就吩咐⼈回報末底改說：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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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於是

末底改照以斯帖⼀切所吩咐的去⾏。



位份與機會

位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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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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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以斯帖請王率哈曼赴筵

5:1 第三⽇，以斯帖穿上朝服，進王宮

的內院，對殿站立。王在殿裡坐在寶

座上，對著殿⾨。 2 王⾒王后以斯帖站

在院內，就施恩於她，向她伸出⼿中

的⾦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頭。 3 王對

她說：「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麼？

你求什麼？就是國的⼀半，也必賜給

你。」 4 以斯帖說：「王若以為美，就

請王帶著哈曼今⽇赴我所預備的筵

席。」 

5 王說：「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話去

⾏。」於是，王帶著哈曼赴以斯帖所

預備的筵席。 6 在酒席筵前，王⼜問以

斯帖說：「你要什麼，我必賜給你；

你求什麼，就是國的⼀半，也必為你

成就。」 7 以斯帖回答說：「我有所

要，我有所求。 8 我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願意賜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

就請王帶著哈曼再赴我所要預備的筵

席，明⽇我必照王所問的說明。」
…（希律）王就對女子（希羅底的女兒）說：「你隨意向我
求什麼，我必給你。」又對她起誓說：「隨你向我求什麼，
就是我國的一半，我也必給你！」（馬可福音6:22-23）



以斯帖請王率哈曼赴筵

5:9 那⽇哈曼⼼中快樂，歡歡喜喜地

出來，但⾒末底改在朝⾨不站起

來，連⾝也不動，就滿⼼惱怒末底

改。 10 哈曼暫且忍耐回家，叫⼈請他

朋友和他妻⼦細利斯來。 11 哈曼將他

富厚的榮耀、眾多的兒女和王抬舉

他使他超乎⾸領⾂僕之上，都述說

給他們聽。 12 哈曼⼜說：「王后以斯

帖預備筵席，除了我之外不許別⼈

隨王赴席，明⽇王后⼜請我隨王赴

席。 13 只是我⾒猶⼤⼈末底改坐在朝

⾨，雖有這⼀切榮耀，也與我無

益！」 14 他的妻細利斯和他⼀切的朋

友對他說：「不如立⼀個五丈⾼的

⽊架，明早求王將末底改掛在其

上，然後你可以歡歡喜喜地隨王赴

席。」哈曼以這話為美，就叫⼈做

了⽊架。
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孫子、猶大人仇敵哈曼的兒
子。…（9:10）



以斯帖請王率哈曼赴筵

6:1 那夜王睡不著覺，就吩咐⼈取歷史來

念給他聽。 2 正遇⾒書上寫著說：王的太

監中有兩個守⾨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害

亞哈隨魯王，末底改將這事告訴王后。 

3 王說：「末底改⾏了這事，賜他什麼尊

榮爵位沒有？」伺候王的⾂僕回答說：

「沒有賜他什麼。」 4 王說：「誰在院⼦

裡？」那時哈曼正進王宮的外院，要求王

將末底改掛在他所預備的⽊架上。



波斯王不眠夜

那⼀夜，王睡不著覺。

於是，王就叫⼈讀歷史給他聽。

沒想到，所讀的恰好是末底改立功的
那段歷史。

“咦，我獎賞了末底改沒有？”

真巧，這時哈曼正好走進來…

“哈曼，王所喜悅尊榮的⼈應該如何待
他？”

哈曼⼼想：“王所喜悅尊榮的⼈不是我
是誰呢？”

哈曼回答：將王常穿的朝服給王所喜
悅尊榮的⼈穿上，使他騎上戴冠的御
⾺，走遍城裡的街市，王極尊貴的⼤
⾂在他⾯前宣告說：『王所喜悅尊榮
的⼈，就如此待他。』”

亞哈隨魯王赴王后以斯帖筵席的前⼀天晚上…



命哈曼尊榮之

6:10 王對哈曼說：「你速速將這衣服

和⾺，照你所說的，向坐在朝⾨的

猶⼤⼈末底改去⾏。凡你所說的⼀

樣不可缺。」 11 於是哈曼將朝服給末

底改穿上，使他騎上⾺，走遍城裡

的街市，在他⾯前宣告說：「王所

喜悅尊榮的⼈，就如此待他。」 12 末

底改仍回到朝⾨。哈曼卻憂憂悶悶

地蒙著頭，急忙回家去了， 13 將所遇

的⼀切事，詳細說給他的妻細利斯

和他的眾朋友聽。他的智慧⼈和他

的妻細利斯對他說：「你在末底改

⾯前始⽽敗落，他如果是猶⼤⼈，

你必不能勝他，終必在他⾯前敗

落。」 14 他們還與哈曼說話的時候，

王的太監來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

預備的筵席。

猶⼤⼈



The Triumph of Mordecai
1736 by Jean François de Troy



巧合？神的安排？

正好是那天晚上

正好是那段歷史

正好是那⼈走進來



以斯帖述哈曼之惡於王

7:1 王帶著哈曼來赴王后以斯帖的筵

席。 2 這第⼆次在酒席筵前，王⼜問

以斯帖說：「王后以斯帖啊，你要

什麼，我必賜給你；你求什麼，就

是國的⼀半，也必為你成就。」 3 王

后以斯帖回答說：「我若在王眼前

蒙恩，王若以為美，我所願的是願

王將我的性命賜給我，我所求的是

求王將我的本族賜給我。 4 因我和我

的本族被賣了，要剪除、殺戮、滅

絕我們。我們若被賣為奴為婢，我

也閉⼝不⾔，但王的損失，敵⼈萬

不能補⾜。」 5 亞哈隨魯王問王后以

斯帖說：「擅敢起意如此⾏的是

誰？這⼈在哪裡呢？」 6 以斯帖說：

「仇⼈敵⼈，就是這惡⼈哈曼！」

哈曼在王和王后⾯前就甚驚惶。



哈曼懸於⾃備之⽊

7:7 王便⼤怒，起來離開酒席往御園去了。

哈曼⾒王定意要加罪於他，就起來求王后

以斯帖救命。 8 王從御園回到酒席之處，⾒

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說：「他

竟敢在宮內，在我⾯前凌辱王后嗎？」這

話⼀出王⼝，⼈就蒙了哈曼的臉。 9 伺候王

的⼀個太監名叫哈波拿，說：「哈曼為那

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做了五丈⾼的⽊架，現

今立在哈曼家裡。」王說：「把哈曼掛在

其上！」 10 於是⼈將哈曼掛在他為末底改

所預備的⽊架上。王的憤怒這才⽌息。



以斯帖的兩個筵席

第⼀個筵席

沒說⾃⼰想要什麼

第⼆個筵席

指認哈曼要除掉猶太⼈

哈曼被處死



以斯帖求廢哈曼惡謀

8:3 以斯帖⼜俯伏在王腳前，流淚哀

告，求他除掉亞甲族哈曼害猶⼤⼈

的惡謀。 4 王向以斯帖伸出⾦杖，以

斯帖就起來，站在王前， 5 說：「亞

甲族哈米⼤他的兒⼦哈曼設謀傳

旨，要殺滅在王各省的猶⼤⼈。現

今王若願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以為美，若喜悅我，請王另下

旨意，廢除哈曼所傳的那旨意。 6 我

何忍⾒我本族的⼈受害，何忍⾒我

同宗的⼈被滅呢？」 7 亞哈隨魯王對

王后以斯帖和猶⼤⼈末底改說：

「因哈曼要下⼿害猶⼤⼈，我已將

他的家產賜給以斯帖，⼈也將哈曼

掛在⽊架上。 8 現在你們可以隨意奉

王的名寫諭旨給猶⼤⼈，⽤王的戒

指蓋印。因為奉王名所寫，⽤王戒

指蓋印的諭旨，⼈都不能廢除。」



以斯帖求廢哈曼惡謀

8:9 三⽉，就是⻄彎⽉⼆⼗三⽇，將王

的書記召來，按著末底改所吩咐

的，… 10 末底改奉亞哈隨魯王的名寫

諭旨，⽤王的戒指蓋印，交給騎御⾺

圈快⾺的驛卒，傳到各處。 11 諭旨

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猶⼤⼈在⼀⽇之

間，⼗⼆⽉，就是亞達⽉⼗三⽇，聚

集保護性命， 12 剪除、殺戮、滅絕那要

攻擊猶⼤⼈的⼀切仇敵和他們的妻

⼦、兒女，奪取他們的財為掠物。 13 抄

錄這諭旨，頒⾏各省，宣告各族，使

猶⼤⼈預備等候那⽇，在仇敵⾝上報

仇。 14 於是騎快⾺的驛卒被王命催促，

急忙起⾏，諭旨也傳遍書珊城。… 

16 猶⼤⼈有光榮，歡喜快樂⽽得尊

貴。 17 王的諭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猶⼤

⼈都歡喜快樂，設擺筵宴，以那⽇為

吉⽇。那國的⼈⺠有許多因懼怕猶⼤

⼈，就入了猶⼤籍。

將猶大人，無論老少、婦女孩子，
在一日之間，十二月，就是亞達月
十三日，全然剪除，殺戮滅絕，並
奪他們的財為掠物。（3:13）

…王啊，當知道瑪代人和波斯人
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
不可更改。」（但以理書6:15）



猶⼤⼈殺戮諸敵

9:1 ⼗⼆⽉，乃亞達⽉⼗三⽇，王的諭旨將要

舉⾏，就是猶⼤⼈的仇敵盼望轄制他們的⽇

⼦，猶⼤⼈反倒轄制恨他們的⼈。 2 猶⼤⼈在

亞哈隨魯王各省的城裡聚集，下⼿擊殺那要

害他們的⼈。無⼈能抵擋他們，因為各族都

懼怕他們。 3 各省的⾸領、總督、省長和辦理

王事的⼈，因懼怕末底改，就都幫助猶⼤

⼈。 4 末底改在朝中為⼤，名聲傳遍各省，⽇

漸昌盛。 5 猶⼤⼈⽤⼑擊殺⼀切仇敵，任意殺

滅恨他們的⼈。 6 在書珊城，猶⼤⼈殺滅了五

百⼈； 7 ⼜殺巴珊⼤他、達分、亞斯帕他、 

8 破拉他、亞⼤利雅、亞利⼤他、 9 帕瑪斯

他、亞利賽、亞利代、瓦耶撒他， 10 這⼗⼈

都是哈米⼤他的孫⼦、猶⼤⼈仇敵哈曼的兒

⼦。猶⼤⼈卻沒有下⼿奪取財物。 

…13 以斯帖說：「王若以為美，求你准書珊

的猶⼤⼈明⽇也照今⽇的旨意⾏，並將哈曼

⼗個兒⼦的屍⾸掛在⽊架上。」 14 王便允准

如此⾏。旨意傳在書珊，⼈就把哈曼⼗個兒

⼦的屍⾸掛起來了。 15 亞達⽉⼗四⽇，書珊

的猶⼤⼈⼜聚集在書珊，殺了三百⼈，卻沒

有下⼿奪取財物。 16 在王各省其餘的猶⼤⼈

也都聚集保護性命，殺了恨他們的⼈七萬五

千，卻沒有下⼿奪取財物。這樣，就脫離仇

敵，得享平安。



定普珥⽇

9:17 亞達⽉⼗三⽇⾏了這事，⼗四⽇安息，

以這⽇為設筵歡樂的⽇⼦。 18 但書珊的猶⼤

⼈，這⼗三、⼗四⽇聚集殺戮仇敵，⼗五

⽇安息，以這⽇為設筵歡樂的⽇⼦。 19 所以

住無城牆鄉村的猶⼤⼈如今都以亞達⽉⼗

四⽇為設筵歡樂的吉⽇，彼此饋送禮物。 

…21 囑咐他們每年守亞達⽉⼗四、⼗五兩

⽇， 22 以這⽉的兩⽇為猶⼤⼈脫離仇敵得平

安，轉憂為喜，轉悲為樂的吉⽇。在這兩

⽇設筵歡樂，彼此饋送禮物，賙濟窮

⼈。… 

26 照著普珥的名字，猶⼤⼈就稱這兩⽇為

普珥⽇。他們因這信上的話，⼜因所看

⾒所遇⾒的事， … 

29 亞比孩的女兒王后以斯帖和猶⼤⼈末底

改以全權寫第⼆封信，堅囑猶⼤⼈守這

普珥⽇。 30 ⽤和平誠實話寫信給亞哈隨魯

王國中⼀百⼆⼗七省所有的猶⼤⼈， 31 勸

他們按時守這普珥⽇，禁食、呼求，是

照猶⼤⼈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囑咐

的，也照猶⼤⼈為⾃⼰與後裔所應承

的。



猶⼤⼈的兩個筵席

第⼀個筵席

猶太⼈聽到諭旨⼤擺宴席（三⽉）

第⼆個筵席

猶太⼈報仇之後擺設筵席（⼗⼆⽉）



耶路撒冷街頭 食物

普珥節禮物 普珥節表演

普珥節
PURIM



以斯帖記⼤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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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斯帖的兩個筵席（2-7章）
1) 末底改揭發謀害波斯王的陰
謀（2章）

2) 哈曼設下將以⾊列⼈滅族的
計謀 （3章）

3) 第⼀個筵席：以斯帖向王陳
情 （5章）

4) 波斯王的不眠夜 （6章）

5) 第⼆個筵席：哈曼被處以吊
刑 （7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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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原名哈⼤沙（希伯來
⽂Hadassah，意思是Myrtle桃

⾦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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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斯帖記⼈物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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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哈隨魯：波斯王，⼤利
烏之⼦，主前485-465年在
位

末底改：猶太⼈，以斯帖
的堂兄和義⽗，不肯向哈
曼屈服

哈曼：亞甲⼈，曾做到波
斯的 ⾼官位，圖謀將以
⾊列⼈滅族



以斯帖記⼈物簡介

瓦實提：亞哈隨魯的原任王后，
因拒絕服從王的命令⽽被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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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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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他⾰：伺候王後的太監，在關
鍵的時候為以斯帖和末底改傳遞
消息

哈波拿：伺候波斯王的太監，在
關鍵的時候建議將哈曼處死

希該：掌管女院的太監，曾經善
待以斯帖



–Michael Chao

“恭喜各位！歷史書讀完了！”



經⽂背誦表

⼀.你當剛強壯膽，約書亞記 1:6-9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
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只要剛強，⼤⼤壯膽，謹守遵
⾏我僕⼈摩⻄所吩咐你的⼀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
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總要晝夜
思想，好使你謹守遵⾏這書上所寫的⼀切話。如此，你的道路
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
必與你同在。



經⽂背誦表

⼀.你當剛強壯膽，約書亞記 1:6-9 

⼆.我的⼼快樂，撒⺟耳記上2:1-3 

哈拿禱告說：「我的⼼因耶和華快樂，我的⾓因耶和華
⾼舉。我的⼝向仇敵張開，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只
有耶和華為聖，除他以外沒有可比的，也沒有磐⽯像我
們的神。⼈不要誇⼝說驕傲的話，也不要出狂妄的⾔
語，因耶和華是⼤有知識的神，⼈的⾏為被他衡量。」



經⽂背誦表

⼀.你當剛強壯膽，約書亞記 1:6-9 

⼆.我的⼼快樂，撒⺟耳記上2:1-3 

三.聽命勝於獻祭，撒⺟耳記上 15:22-23a 

撒⺟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聽
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的脂油。悖
逆的罪與⾏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
罪相同。」



經⽂背誦表

⼀.你當剛強壯膽，約書亞記 1:6-9 

⼆.我的⼼快樂，撒⺟耳記上2:1-3 

三.聽命勝於獻祭，撒⺟耳記上 15:22-23a 

四.求主賜福我的家，撒⺟耳記下7:28-29 

主耶和華啊！惟有你是神。你的話是真實的，你也應許將這福
氣賜給僕⼈。現在求你賜福與僕⼈的家，可以永存在你⾯前。
主耶和華啊！這是你所應許的，願你永遠賜福與僕⼈的家。



經⽂背誦表
⼀.你當剛強壯膽，約書亞記 1:6-9 

⼆.我的⼼快樂，撒⺟耳記上2:1-3 

三.聽命勝於獻祭，撒⺟耳記上 15:22-23a 

四.求主賜福我的家，撒⺟耳記下7:28-29 

五.禱告的殿，列王記上8:27-30 

神果真住在地上嗎？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你居住的，何況
我所建的這殿呢？惟求耶和華我的神垂顧僕⼈的禱告祈求，俯聽僕⼈
今⽇在你⾯前的祈禱呼籲。願你晝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
的居所；求你垂聽僕⼈向此處禱告的話。你僕⼈和你⺠以⾊列向此處
祈禱的時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垂聽⽽赦免。



⼆.我的⼼快樂，撒⺟耳記上2:1-3 

三.聽命勝於獻祭，撒⺟耳記上 15:22-23a 

四.求主賜福我的家，撒⺟耳記下7:28-29 

五.禱告的殿，列王記上8:27-30 

六.向耶和華歌唱，歷代志上16:23-29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天天傳揚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中述說他的奇事。 

因耶和華為⼤，當受極⼤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屬虛無，惟獨耶和華創造諸天。 

有尊榮和威嚴在他⾯前，有能⼒和喜樂在他聖所。 

⺠中的萬族啊，你們要將榮耀能⼒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 

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拿供物來奉到他⾯前；當以聖潔的妝飾敬拜
耶和華。



三.聽命勝於獻祭，撒⺟耳記上 15:22-23a 

四.求主賜福我的家，撒⺟耳記下7:28-29 

五.禱告的殿，列王記上8:27-30 

六.向耶和華歌唱，歷代志上16:23-29 

七.萬福之源，歷代志上29:10-14 

⼤衛在會眾⾯前稱頌耶和華說：「耶和華我們的⽗，以⾊列的神，是
應當稱頌，直到永永遠遠的！耶和華啊，尊⼤、能⼒、榮耀、強勝、
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也是你的；並且你為⾄
⾼，為萬有之⾸。豐富尊榮都從你⽽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裡有
⼤能⼤⼒，使⼈尊⼤強盛都出於你。我們的神啊，現在我們稱謝你，
讚美你榮耀之名！我算甚麼，我的⺠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
為萬物都從你⽽來，我們把從你⽽得的獻給你！」



經⽂背誦表

四.求主賜福我的家，撒⺟耳記下7:28-29 

五.禱告的殿，列王記上8:27-30 

六.向耶和華歌唱，歷代志上16:23-29 

七.萬福之源，歷代志上29:10-14 

八.醫治這地，歷代志下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若是⾃卑、禱告，尋求我的⾯，轉離他
們的惡⾏，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經⽂背誦表

五.禱告的殿，列王記上8:27-30 

六.向耶和華歌唱，歷代志上16:23-29 

七.萬福之源，歷代志上29:10-14 

八.醫治這地，歷代志下7:14 

九.無不亨通，歷代志下31:20-21 

希⻄家在猶⼤遍地這樣辦理，⾏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為善、為
正、為忠的事。凡他所⾏的，無論是辦神殿的事，是遵律法
守誡命的，是尋求他的神，都是盡⼼去⾏，無不亨通。



經⽂背誦表
六.向耶和華歌唱，歷代志上16:23-29 

七.萬福之源，歷代志上29:10-14

八.醫治這地，歷代志下7:14

九.無不亨通，歷代志下31:20-21

⼗.稱頌上主永世無盡，尼希米記9:5b-6

你們要站起來稱頌耶和華你們的神，永世無盡。耶和華啊，你榮
耀之名是應當稱頌的，超乎⼀切稱頌和讚美！你，惟獨你是耶和
華！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並天上的萬象，地和地上的萬物，海
和海中所有的，這⼀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軍也都敬拜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