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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以斯帖    11/25/18 

A.以斯帖記的背景 

以斯帖記是舊約中最吸引人的書卷之一，有時我們不知道應該先讀以斯拉記或是以斯帖記。從時

間上來看，以斯帖的故事是發生在以斯拉記的的中期，大約是以斯拉時代開始以後的六十年，就

是在以斯拉記第六章及第七章之間。   但是看起來分開來讀似乎比較容易。 就如但以理書﹐以

斯帖記讓我們看到以色列人被擄的生活情形。 為了能了解以斯帖記的背景，我們必須把一些發

生在列王記下及歷代志下最後一章及以斯拉6:22之間的重要事件節錄出來。這就是以斯帖時期的

開始，從歷史上看來以色列被擄的生活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1.被擄生活的三個時期 

a.第一段時期－猶大人被巴比倫帝國所統治 

巴比倫的五個君王：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606-562BC)－但以理書1-4章 

以未米羅達（Evil-Merodach）(562-559BC)－王下25:27 

尼甲沙利薛（Nergal-Sharezar）(559-555BC)－耶利米書39:3, 13 

Labashi-Marduk (555BC)－作王九個月－在聖經中沒有記載 

Nabonidus (553-536BC)－他的長子就是伯沙撒（但以理書５章）是巴比倫首都的總督 

。此時巴比倫帝國被瑪代人大利烏所滅（但以理書5:30），這新興的瑪代與波斯帝國最

終合併成為波斯帝國。他的帝王古列早在200年前就在以賽亞書中被提到（以賽亞書

45:1-5）。雖然古列已經擴張他們的領土從印度河一直到埃及的尼羅河，但巴比倫一直

保持獨立，因為巴比倫城被極堅固的城牆所圍繞，不能完全用武力，必定要有戰略才能

征服巴比倫。在但以理書第五章的時候，巴比倫王出缺，她的首都由伯沙撒來管理，當

他為大臣設擺盛筵時，他使用了從耶路撒冷擄來的金銀器皿來褻瀆神（但以理書5:1-

4）。  就在此時，一個神祕的指頭在皇宮的牆上寫字，伯沙撒請但以理來解釋，於是

但以理宣佈神對巴比倫帝國、人民、君王的懲罰立即來臨。  就在此時，波斯的軍隊已

經使以法蓮河的水改道，而使原來流過巴比倫城的交口成為進入巴比倫城的大門，當夜

佔領城市﹐殺了伯沙撒，從此以色列人就在對他們比較友善的波斯王統治之下。 

 

b.第二時期－在波斯帝國的統治之下（但以理書6-11章） 

可能是古列／塞魯士（Cyrus ）或是他的將領聽到但以理的預言，無論如何，但以理的

好名聲及屬神的個性已被眾人所知。  在非宗教的歷史上可以知道波斯王古列指派一個

總督來管理巴比倫城，那就是大烏利王（但以理書6:1, 9:1, 11:1）。古列與大烏利把

全國分成127省，分別由三個總裁來管理，但以理就是其中的一位（但以理書6:1-3）。

在古列的統治之下，但以理讀聖經中的預言，當他讀到以賽亞書45:1-4; 耶利米書

25:11-12, 29:16-21時，他知道這被擄七十年（但以理被逐－王下24:1-2; 但以理書

1:1-6）的日子快要滿了（但以理書9:2-3）。 因此，但以理求神施憐憫與以色列，成

就祂自己的應許，讓以色列人返回他們自己的土地。以斯拉1-6章記載神回應但以理的

禱告，並且成就了在耶利米書25章及以賽亞書45章中的預言。兩年以後，大烏利過逝，

古列統治瑪代及波斯。以色列人的大歷史學家約西法斯（Josephus）記載但以理把以賽

亞書44:24－45:6的預言給古列看，我們可以試著去想，當古列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

兩百年前的預言中，又看到他自己必打破巴比倫的“銅門”，又得到財富上的祝福，並

且被指派去重建耶路撒冷及聖殿（以賽亞書44:28）時的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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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三時期－第一批猶太人在古列的統治下回巴勒斯坦（以斯拉記1-6章） 

古列在536BC下了一道命令，允許每位願意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可以在所羅巴伯

（大衛的後代）的領導之下回去，當然這包括了南國與北國（以斯帖記1, 2章）。以斯

拉的記錄中，告訴我們只有五萬人願意利用這機會回去，這是以色列人一直不變的羞

恥，大多數的人情願留在舒適的波斯人統治下而不願回到困苦，常受攻擊卻是神所賜的

家鄉。以斯拉記1-4章列出回耶路撒冷先遣部隊（50000人）的家族，他們先要去定聖殿

的根基及維修耶路撒冷城（以斯拉記3章）。以斯拉也記載了他們如何受到撒瑪利亞人

的反對與攻擊，如此的反對很有果效，使得繼承古列波斯王命令回去的猶大人停了工

（以斯拉記4:1-24），從此，我們進入以斯帖的時期。 

在聖經中提到的波斯王 

古列（Cyrus）(539-529BC)－以斯拉記-4章; 但以理書10:1; 以賽亞書44-45章 

亞哈隨魯（Ahasuerus）(529-521BC)－以斯拉4:6 

亞達薛西（Artaxerxes）(7 mo)－以斯拉4:7 

大烏利一世（Darus I）(521-486BC)－以斯拉5, 6章 

亞哈隨魯（Xerxes I）(485-465BC)  -- 以斯帖記的亞哈隨魯 

亞達薛西（Artaxerxes）(465-424BC)－以斯拉7:1; 尼希米記2:1, 5:14 

大烏利二世（Darus II）(424-404BC)－尼希米記12:22 

 

2. 以斯帖的時期是在猶大人第一次與第二次回巴勒斯坦之間，在 50,000以色列人回耶路撒

冷以後(以斯拉記6:14-15），與以斯帖結婚的波斯王，大概是亞哈隨魯王，所以很可能亞達

薛西是以斯帖的兒子（以斯拉記7:1, 6-8, 11-12; 8:1-36; 尼希米記2章）。 

 

B. 以斯帖記在歷史上及屬靈上的價值 

1.歷史上的價值 

這本書的作者很可能是末底改自己，以斯帖記讓我們了解猶太人在波斯帝國的處境，無論是

來自北國或南國，我們都稱他們為“猶太人”（以斯帖記2:5）。 他們被分散在龐大的127

省之中，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失去他們的獨特性。無論他們安頓在那裡，他們都仍然按照神的

律法及神的話過日子。 就如何西阿先前的預言，他們厭棄當時在他們本地時所過的異教徒

的生活，他們不再稱呼真神為巴力（何西阿書2:17）。 以色列人已經學到了他們的功課，

他們不再拜那用木頭或石頭所造的偶像（以斯帖記3:8）。 在他們被擄的日子，有許多改變

了他們對神的信心（以斯帖記8:17），雖然他們過著被擄的生活，但是由於神的護祐，許多

猶大人擔任有影響力的高官，例如但以理及他的朋友、以斯拉及尼希米。   這本書中的以

斯帖成為波斯皇后，這是神所安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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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佑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以斯帖記

4:4）。以斯帖的親人末底改也成了全國最高的宰相，如此他就可以幫助他的同胞（以斯帖

記10章）。 

 

2.屬靈上的價值 

這本書中沒有提到神。  以斯帖記暗示神在反猶大人的壓力下保護祂的選民。從以斯帖記 

，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反猶大人的人不是因為種族的歧視，而是因為猶大人敬拜真神而不願意

妥協（以斯帖記3章）。今天我們一定會把記載在以斯帖記 1:19（因為此事而導至2:16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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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使全族得救－以斯帖記7:1-5; 8:5-14; 9）的事看為“恰巧”或是現今所說的“好運”。

但是神的子民知道，沒有“運氣”這回事，神是權管歷史的主，我們看到神的手在一切我們

看起來像“碰巧”的事，就如以斯帖2:21-23; 6:1-3，“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

向祂心存誠實的人”（歷代志下16:9）。 

 

3. 今日的價值 

以斯帖記是神掌管我們一切週遭的環境、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舉動，去成就祂的旨意的代表

作。我們也像末底改、以斯帖及耶穌基督，神要我們知道“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

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約翰一書3:16）。祂也要我們先求神的國及神的義（馬太

福音6:32-33）。當我們按照這個原則去生活時，我們也會經歷到當攻擊臨到我們身上時，

屬神的人是不被破壞的（以永恆的眼光來看）（馬太福音16:18），神主掌每一件在歷史上

的事件，目的是要使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 

 

你是否有信心之眼看到神藉著你今日的處境所彰顯的作為？ 
 

C. 以斯帖記的大綱 

這本書的主題必定是“神對祂子民的護祐”，全書可以分成四段： 

I.   神預備拯救猶太人的工具（以斯帖記1, 2 章） 

II.  哈曼消滅猶太人的計謀（以斯帖記3章） 

III. 神的安排與以斯帖的禱告（以斯帖4-7章） 

IV.  神對猶太人的保護並提升他們的地位（以斯帖8-10章） 

 

I.神預備拯救猶太人的工具－以斯帖記1, 2 章 

A. 神的預知-以斯帖記1章 

神的 ”護祐（Providence）”表示在因祂全知所採取的行動。在以斯帖記，神採取的行動

非常特殊，猶太人在波斯王亞哈隨魯的統治下，已經習慣了被擄的生活，甚至高興地生活在

如此的景況之下。  只有神知道敵人對猶太人的仇恨，只有神知道撒但把計謀擺在哈曼的心

中，去滅絕全地的以色列。在哈曼還沒有心懷陰謀時，神已經預備以斯帖成為祂拯救以色列

出危機的工具。 以斯帖記第一章及第二章充滿神預先安排的證據，雖然沒有特別的“奇

蹟”，但是有那一連串的“碰巧”。 

1.在富麗堂皇的宮中所舉行的宴席－以斯帖記1:1-8 

亞哈隨魯王當政時，波斯帝國已經過了她們最強盛的時期。 她們正打算進攻希臘，亞

哈隨魯王之所以準備這長時間的大宴席，很可能是要把127省的省長們聯合起來，讓他

們看到帝王的權威，並建立他們之間忠心的關係（以斯帖記1章）。 位於書珊城的皇宮

是極其富麗堂皇，考古學家從挖出來的古跡中可以找到343尺長，244尺寬的城牆以及高

大的柱子，每一根柱子都有精心的雕刻，如此的大廳可能就是在以斯帖記1:6-9節中所

描述的。 

2.瓦實提拒絕王的邀請－以斯帖記1:9-22 

瓦實提拒絕在這些半醉的君主們前出現是合理的，亞哈隨魯王如此的要求是違反了波斯

帝國單純的禮節，如此奢侈、富足的生活腐化了原本的根基。亞哈隨魯王的態度顯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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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浮躁、善變及道德的敗壞，把全國帶入了墮落的狀況，雖然如此，由於瓦實提使亞哈

隨魯出醜，他那想討他喜悅的幕僚們就鼓勵王除去瓦實提皇后的地位。 

 

B.神預備祂的工具－以斯帖2章 

瓦實提除去皇后地位以後四年，以斯帖被選為皇后（以斯帖記1:3-4; 2:12, 16），這段時

間，波斯被希臘打敗，他想利用新的皇后來解除他心中的煩悶與失望，猶太人的傳統記載認

為末底改在這段時間把以斯帖藏了起來。 

1. 以斯帖被選上是神的心意 

末底改要隱藏以斯帖的猶太人身份，完全是因為保護她的緣故（以斯帖記2:10, 20）。

這是毫無懷疑的，這也是神要完成祂旨意的計劃之一。以斯帖不但貌美，她的個性更討

人喜悅（以斯帖記2:9），她的舉止溫柔（以斯帖記2:16），使她成為王眼中的寶玉。 

 

2.神使末底改聽到反叛的計謀 

就如約瑟的例子（創世記40:23; 1:9），如此的好行為無人記得，一直到神的時間成熟

時﹐才被記念了（以斯帖記2:21-23; 6:1-3）。 

 

II.哈曼消滅猶太人的計謀（以斯帖記3章） 

五年以後（以斯帖記3:7），恨惡猶大人的哈曼當了宰相，與專橫的亞哈隨魯王一樣。   哈曼過

著一個空洞的虛榮生活，他無法忍受任何不對他諂媚的人。末底改一定知道他的弱點，他可以妥

協，向哈曼低頭就好像對假神一樣，但是他沒有。末底改的信心及愛神的心，使他願意付上一切

的代價（以斯帖記記3:3, 5及馬太福音10:32），但是如此的表現卻給全猶大人帶極大的危機。

今日我們也常常因為耽心別人或自己受害而妥協、而忘記了尊重神的，神也必尊重他。 這陰謀

可以分成三部份 

A.哈曼窮兇惡極的謀 

哈曼陰謀的背後是撒旦的作為，他要毀滅一切神的子民，這是撒旦典型的行為，無論在那一

個世代，他都在打擊人類及神的兒子。 

 

B.這陰謀涉及全猶大人－以斯帖記3:13 

哈曼的陰謀不只對末底改而是對在每一省中的全猶太人，這包括了在巴勒斯坦的五十萬猶太

人。在歷史中，撒旦多次的嚐試，最後一次將在哈米吉多頓大戰中發生（啟示錄16:16）。 

 

C.看起來完美無缺的計謀－以斯帖記3:12 

宰相哈曼有十足的信心，命令已經波斯王核淮。當他坐下來與亞哈隨魯王飲酒時，他認為這

陰謀已經成功了（以斯帖記3:15）。  並且看起來如此的不公平。   當我們看到神的子民

要完全被毀滅時，我們要有信心不要沮喪，神的智慧及大能是無限的，是超過任何撒旦的計

劃（羅馬書8:28）。 

 

III.神的安排與以斯帖的禱告－以斯帖4章 

A.猶太人知道這道命令會帶來全族的滅亡，他們只有最多十一個月的生命（以斯帖3:7）。

但是末底改相信神的應許，知道祂必定保守祂的子民（以斯帖4:14），神的應許必須在祂的

子民的禱告之下才能享受應許的結果，就好像存在銀行中的錢，必須要有所有者的簽名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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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  末底改特意放下其他的方法而專心的去禱告，因為他知道只有神的大能才能拯救猶

太人（以斯帖記4:1-3）。神藉著末底改去呼求以斯帖，並告訴她四個事實 

 

1.神把她擺在目前的地位，是要她能對抗撒旦的作為（以斯帖記4:14）。 

2.如果以斯帖順服神，她可能會失去生命。  

3.如果她不順服神，她也會被消滅。 

4.既使她不順服，神也會利用其他的方法去解救祂的子民（以斯帖記4:14）。 

以斯帖完全相信這四個事實，她禱告神賜給她能力去作這個會使她失去生命，而能拯救她同

族的決定。以斯帖因為已經有一個月沒見到亞哈隨魯王，這使她所冒的危險更大。 

當你面對耶穌“失去”的羊時，你是否相信末底改所說的四個事實

呢？神讓我們仍然存留在世上，在我們目前的崗位上，有祂的目

的，你願意付上代價嗎？ 

B. 以斯帖的計劃 

以斯帖邀請了王及宰相來參加她擺設的宴席，毫無疑問，她在尋找機會。當哈曼在場時，在

王面前陳述她的祈求，所以哈曼不會誤解王的心意。她為了這個計劃禁食禱告了三天，很明

顯的，神要她在控告哈曼前有一個等待的心，此時，神使哈曼為敵人挖了一個更深的洞（詩

篇7:15），這以為一切都能按照他的計謀進行的哈曼，並不知道以斯帖是猶太人，並且選了

二十五尺的樹作成吊架，為了要殺害末底改。 

 

C.神更完美的安排－以斯帖6章 

一個偉大的計劃依靠一個小事件去完成！“那夜王睡不著覺，就吩咐人取歷史來，念給他

聽”（以斯帖記6:1）。亞哈隨魯因睡不著而決定去讀書，神一直保存著末底改救王的記

載，就在以斯帖要向亞哈隨魯請求以前，王看到了這記載，神的安排是多麼完美，當王想知

道如何去獎勵末底改時，哈曼又正好在皇宮中，神美妙的安排使哈曼落入陷井，落入他為末

底改所挖的深坑，哈曼原來是要求王允許他吊死末底改，相反的，他卻使末底改享受了最榮

耀的待遇（以斯帖記6:7-11）。哈曼差一點連與他妻子交談的機會都沒有，就又被王的管家

所召回去，享用他最後一餐宴席（以斯帖記6:12, 14），再一次讓我們看到神所安排的時刻

是最完美的。哈曼吃驚到一個程度，連話都講不出來，此時，亞哈隨魯王極度感激過去末底

改救他的善行，以斯帖察覺到這是最好的時刻來提出她的祈求（以斯帖7:1-6）。當亞哈隨

魯走過皇宮的花園時，他極度地發怒，當哈曼在以斯帖面前求情時，亞哈隨魯正好回來，一

切的安排是如此的完美。   哈曼被吊在他為末底改所準備的高架上，於是末底改被提升到

哈曼原有的地位。 

 

IV.神對猶太人的保護並提升他們的地位－以斯帖8-10章 

根據瑪代波斯的律法，原來下的命令無法被取消，但是第二道命令允許猶太人可以自衛（以斯帖

8:10-13）。下面幾點我們必須特別注意 

1.猶太人是神所保守及護祐的。 

2.他們的敵人被消滅，尤其是在宮內的－以斯帖記9:15 

3.猶太人並沒奪取財物－以斯帖記9:10, 15, 16 

4.猶太人在神面前極其歡喜－以斯帖記9: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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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猶太人一直到今日仍然慶祝普珥節－以斯帖記9:20-32 

6.以斯帖與末底改提升到全地中最高的地位。  毫無疑問地因他們對猶太人的好感﹐他們也

影響了後來的波斯王（請讀以斯拉記7章及尼希米記2章，有關亞達薛西王的記載，他可能是

以斯帖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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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課  以斯拉  討論日期：12/2 & 12/9 

第一天：讀上一課的講義 

1.講義中，那些有關以斯帖的歷史背景引起你的興趣？為什麼？ 

 

2.請分享神在你的生活中的眷顧。 

 

3.以斯帖的故事對你有什麼意義。 

 

第二天及第三天： 讀以斯拉1-3及撒迦利亞3, 4 

4.從列王記下25章(猶大最後的歷史記載)到以斯帖1﹕1中間相距多少年。(參閱耶利米書 

25:12) 

 

5. a. 在希西家統治之下的那一個先知的預言提到古列，這古列就是在以斯拉1:2說“...我 

     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祂建造殿宇”的波斯王。(參閱以賽亞44:28; 45:1~4) 

 

    b. 那一個從猶大被擄的人對古列有很大的影響﹖(參閱但以理書10:1) 

 

6.誰是這遠征隊的首領﹖誰又是幫助他的大祭司﹖(利用以斯拉書第二，三章中的經文來 

証明你的回答。) 

 

7. a. 從撒迦利亞書第三章中，舉出一段描述祭司的經文。 

  

 

  b.從撒迦利亞書第四章中，舉出一段描述首領的經文。 

 

 

  c. 在這兩章中舉出一段能幫助你的經文。 

 

 

8. a. 多少人願意放下奢侈的波斯生活而回到被破坏的耶路撒冷去建聖殿﹖ 

 

    b. 在以斯拉3:8中，如何稱呼這些人﹖ 

 

9. a. 為什麼他們先蓋祭壇然後才建聖殿﹖(參閱以斯拉記3及希伯來書9:22) 

 

 

    b. 祭壇及其上的祭物在今日代表什麼意義﹖(參閱希伯來書9:28) 

 

 

10. 從以斯拉1-3中舉出對你今天的景況最有幫助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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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讀以斯拉4-6及哈該書1,2 

11. 如何以如此的關連來解釋為什麼猶大人痛恨撒瑪利亞人(約翰福音4:9)，同時也說明為什麼   

   撒瑪利亞人拜多神(約翰福音4:22) 

 

12. a.從以斯拉記中，神的仇敵以那四種方法來阻止神的子民去建殿﹖ 

 

      b. 那種方法最奸詐﹖ 

 

      c. 撒旦如何使用同樣的方法來利用人﹖ 

 

13. a. 那些反對猶大重建聖殿的敵人向亞哈隨魯王的控告有沒有事實的根據﹖ 

 

      b. 由於如此的控告使重建聖殿延遲了十五年，這是神的旨意嗎﹖ 

  

      c.哈該認為百姓如此輕意地放棄有另外的原因嗎﹖現在的人犯何樣的罪似超過當時人的   

                罪﹖ 

 

14.  哈該如何教導百姓，使他們受挫折時不會輕易放棄﹖(參閱以斯拉5及哈該1) 

 

15. a. 分享你如何建立神的殿？ 

 

   b. 你是否熱心事奉神？ 

 

   c. 你為神的殿立下多少寶石了呢？ 

 

第五天：讀以斯拉7, 8 (第七章開始記載以斯拉個人的故事) 

16. a.從第七章中找出兩段經文記載以斯拉在被擄時準備自己以便為神所用。 

 

   b. 那一段經文記載以斯拉如何的去改變薛西王使王命令他去以同樣的方式教導百姓？ 

 

17. 舉出你從第八章所學到的四個功課？ 

 

第六天：讀以斯拉9, 10 

18. a. 以斯拉9: 1 中記載百姓的什麼罪源與哥林多後書6: 17, 18 相吻合？ 

 

   b. 以斯拉9: 2 告訴我們百姓犯罪的後果如何﹖這與哥林多後6: 14相吻合。 

 

19.  由於禱告及教導的力量使百姓改變了 

    a.舉出第十章中記載以斯拉變成大有能力的經文 

 

    b. 這大有能力的結果是否在你家中，教會中，主日學或鄰居中產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