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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以斯帖记1–4章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49章

信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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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

聚光灯

改说：‘你当去招聚书珊城

“那在以斯帖时代临到上帝子民的苦难经验，决不是只限
于那个时代的。启示录的著者展望直到末日的各时代，曾宣
称：“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
守上帝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启12：17）有一些今日仍
存活在世上的人，必亲眼看到这番话的应验。”（《先知与君
王》第49章，第15段）

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
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
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
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
死吧！’”
（斯4:15,16）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枪出现在你们学校，眼睛直
勾勾地盯着你说，“今天这里的所有基督徒都
要死。你是基督徒吗？”随后又说，“如果
你告诉我别的基督徒在哪，我就不杀你。”
如果你面临这种情况，你会有什么反应？
一、是的，我是基督徒，但我不会
告诉你别的基督徒都在哪。
二、不，我不是基督徒，我告诉
你谁是基督徒。
三、是的，我是基督徒，这是我
一些作基督徒朋友的名字。
四、不，我不是基督徒。
五、天父啊，赦免他们，因
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
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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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于是王从自己手
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
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
曼 。 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
给你，这民也交给你，你可以随
意待他们。’”

走进
故事

“这 事 以 后 ， 亚 哈 随
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
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
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
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
仆 ， 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
此吩咐；惟独末底改不跪不
拜。……

“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
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
愁……
“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她
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革召来，
吩咐他去见末底改，要知道这是
什么事，是什么缘故。……

“哈曼见末底改不跪不拜，
“末底改将自己所遇的事，
他就怒气填胸。……
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
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
基督教殉道者是指那些情愿放
“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
弃自己性命也不否定自己信仰
‘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
的一群人。如今许多基督教的殉
道者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 改说：‘你当去招聚书珊城所有
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圣经中找出许
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 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
多古代殉道者的名字。在以斯帖的
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 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
故事中，我们将学到她是如何坚定
信赖上帝并将她的信仰放在祂手
无益。王若以为美，请 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
中 ， 即便面临死亡也在所
下旨意灭绝他们，我 我若死就死吧！’
不惜。为了保护自己的
就捐一万他连得银
同胞和他们的信仰免
“于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
于毁灭，她知道自己
子，交给掌管国帑
必须将信仰放在造她的
的人，纳入王 所吩咐的去行。”
主手中。上帝与以斯帖同
的府库。’
在，赐给她力量，使
（斯3:1,2,5,8-11;4:1,2,4,5,7,15-17）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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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底改知道所作的这一切
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
尘，在城中行走，痛痛哀号。到
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
的不可进朝门。……

她有勇气进到王的面前。
以斯帖是冒死来到
国王面前的。也正是
这种信心鼓舞了历史上千
百万面临死亡仍要坚持自己信
仰的人。

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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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连珠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箴3:5）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9:23）

以斯帖以何种方式彰显了她对耶稣基督的
信仰？

“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
大丈夫，要刚强。”（林前16:13）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
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雅2:18）

当哈曼发现末底改不向他跪拜时，他的反应如何？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
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
你们开门。”（路11:9）

是什么力量使以斯帖有勇气将生命置之度外？

“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
小 。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
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
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
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
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太17:20）

你想是什么促使哈曼这样急切地去迫害犹太人？
亚哈随鲁王为什么要听从哈曼的话并准许他的心愿？

请列举一些以斯帖可以作我们榜样的地方，说说我们今天如何将
自己的信仰交托在上帝手中。

如果人不信赖上帝而又处于以斯帖那样的位置，你想他们会有
什么反应？

如果你处于以斯帖的位置，你会怎么做？

言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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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心 就 是 相 信 你 眼 所 未
曾看见的；这种信心的报偿
就是你将来必看到你所相信
的。” ——圣奥古斯丁，公元四、
五世纪罗马教父，希坡主教。

“你需要在信心上迈出第一步，虽
然你还不曾看见全部路程，但只要
迈出这一步。”——马丁•路德•金，二十
世纪美国律师，民权运动领袖。

“我不求成功，只求有信。”——特里萨修女，
二十世纪阿尔巴尼亚罗马天主教修女，以其在印度的
人道主义善行而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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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我们中许多人都会惊叹于以斯帖
那信心上的飞跃，并在心里思考，
如果我们处于她那样的位置，我
们会怎么做。我们处于类似的情
况会有何种反应，这全有赖我们
对于上帝的信靠。如果我们将自
己的人生放在祂手中并完全向祂
交托，上帝必赐我们力量坚稳站
立并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对上帝的
信靠。我们一定不能倚靠今生的
事物，而是完全将自己交托在主
耶稣基督手中，祂必引导我们度
过试炼，忧伤和患难，用祂坚强
稳固的手带领我们行走一生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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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列出五件你在自己生活中表现
出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事情：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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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期日

无论你是否能感觉到，上帝一直
都在你身边。有时我们被自己生
活中的烦恼与琐事困扰，便忘记
了我们应当倚靠上帝，而不是倚
靠自己。有时我们会觉得上帝已
经抛弃了我们，把我们撇弃在这
个荒凉罪恶的世界上，当你有这
种感受时，马上停下来，为什么
我们不想想，其实不是上帝抛弃
了我们，而是我们离开了上帝呢？
你能回忆起自己人生中类似这样
的时刻吗？你什么时候会发现其
实不是上帝离开了你，而是你离
开了上帝。如果我们将自己全然
交托给上帝并完全地信靠祂，祂
决不会不让我们寻找到祂。

星期一

我们在以斯帖记中看到她说了这
样一段话：“你当去招聚书珊城所
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
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这种信心才是我
们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
以斯帖知道不论她是生还是死，
上帝都会在她身边。正是这种信
心促使她进去见王。正是通过这
种信心，上帝帮助以斯帖将自己
的同胞从毁灭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你或许不会面临和以斯帖完全一
样的困局，但你同样需要在自己
人生大大小小各样事情上学习如
何信赖上帝。

找出其中三点可以应用到自己生
活中的例子。
1、
2、
3、

星期四

无论大小，想想在自己以往的生
活中，你完全倚靠上帝的帮助应
对过哪些试炼呢？

星期五
星期二

本周课程“聚光灯”中的怀著提醒我
们，将来某一天，我们要因自己
的信仰面临或生或死的抉择。我们
要受到逼迫，被人藐视厌弃。我们
会被人搜寻追捕。但是，有时我
们为了获得生命，就必须先放弃
生命。为基督而死就是为基督而
活。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或许
能杀害折磨我们的肉体，但因着
我们在耶稣里头的信仰，我们将
来会获得永生，这是无人能够从
我们这里夺去的。

如果你的性命因维护自己或别人
的信仰而岌岌可危，你将对那逼
迫你的人说些什么呢？试着写出
三点来。
1、
2、
3、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
事的确据。”（来11：1）

星期三

我们一定不能倚靠自己的判断，
而要坚定信赖上帝和祂的圣言。
我们经常觉得自己问题的答案，
或者我们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但
是上帝看的是全域，而我们只能
看到眼前一点点。上帝知道将来
会发生何事，祂也知道我们应当
怎样做。祂所看出的道路比我们
自己想出来的要好的多，合适的
多。
通读以斯帖记这卷书，努力从中
找出更多有关信心和信靠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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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阅读*

《先知与君王》第49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坚持这
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完
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