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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以斯帖记5–10章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49章

以斯帖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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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王 对 她 说 ： ‘ 王 后 以 斯 帖

聚光灯

啊，你要什么？你求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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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古时怂恿人去逼迫真教会的同
一精神，将要导致人对于坚持效忠上帝的人采取同样的手

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
赐给你。’”
（斯5:3）

段。甚至现今就在为这最后的大争斗从事准备了。……我
们对于这场争斗的结果毋须怀疑。今日正如以斯帖和末底
改的日子一样，主必维护祂的真理和祂的子民。”（《先
知与君王》第49章，第15，17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以 斯 帖 说 ： ‘擅 敢
起意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
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
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

当一件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真的出现时，我会：
真不敢相信，它竟然发生了！
感谢上帝并所有帮助我实现梦想的人。
真为自己感到骄傲。
通常会不小心把这件事给搞砸了。

吗？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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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后面前就甚惊惶。
“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

走进
故事

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意要加
罪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
救命。

“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
“王 带 着 哈 曼 来 赴 王 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
后以斯帖的筵席。这第二 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

次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 前，凌辱王后吗？’
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
“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
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

你可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战
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
败的俘虏通常会遭受非常悲惨
你成就。’
的命运。通常来说，战俘只有
两种命运：要么被杀，要么被
卖为奴隶。当然还有一种例
“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
外，如果战俘非常富有，那么
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
他可以用金钱和土地把自己赎
出来，返回故土。但是能这样
美 ， 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
幸运的人却是少之又少。根据
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
战胜一方的习惯和传统，战败
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
的俘虏通常会遭受酷刑，有的被
烧死，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
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
的被斩首，都是非常残酷。
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以斯帖告诉
国王自己即将成为哈曼阴谋的牺牲
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
品时，国王下令将哈曼吊死在他为
也闭口不言，但王的
末底改预备的木头架子
上。后来以斯帖要求将
损失，敌人万不能
哈曼的十个儿子也一
补足。’
起吊死。在古代的时
候，战胜的一方通常会
“亚 哈 随
将对方的家族斩草除根，
免得将来对方的后代
鲁王问王
起来报仇。
后
作为基督徒，圣经
上吩咐我们要爱自己
的仇敌。那么，我们如何
将在仇敌身上报仇的观念和耶
稣所吩咐“饶恕”的观念结合起来
呢？上帝应许我们将来获得怎样的胜利
呢？

哈曼的脸。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

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
有功的末底改作了五丈高的木
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
“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
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末底改所
预备的木架上。王的忿怒这才止
息。”
（以斯帖记七章）

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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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连珠
“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林前15:57）

你想以斯帖为什么不在第一次见王或第一
次宴会时就把事情告诉国王，她为什么要等
到第二次宴会时才说呢？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
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
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
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罗8:37-39）

你想以斯帖为什么非要等到哈曼在场时才向王申诉呢，
这对她有何重要意义？

“我们倚靠上帝，才得施展大能，因
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
（诗60:12）
“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
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
们的信心。”（约壹5:4）

根据亚哈随鲁王听到以斯帖申诉后的反应，你认为他是个什么
类型的人？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
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
般。”（启3:21）

当王发怒而离席，把以斯帖和哈曼单独留在那里时，你想以斯帖
此时是怎么想的？

以斯帖和末底改对待哈曼并他家族的方式方法，对于我们今天
对待仇敌有何启示？

言锦囊

名

“欢呼之后便是沉寂，胜利过
去还要生活，奖杯无法代表一
切，激情总是眨眼消逝。生活
中最重要的不是获得成功，而是
如何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更加美
好。”——维斯•罗姆巴笛，二十世纪美
国足球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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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请重新再看一遍本周课程“你的看
法”这部分的内容，以及“妙语连
珠”中的经文。上帝在圣经中从头
到尾都在应许赐给我们胜利。在
某些圣经故事中，比如说以斯帖
的故事，这意味着她和她的同胞
胜过一个属世的仇敌。你有和以
斯帖类似的仇敌吗？
对于今天的许多基督徒来说，上
帝应许的胜利意味着帮助我们胜
过生活中的试探、罪恶和试炼。
今天，在你的生活领域中你想获
得哪些胜利呢？
想想在自己以往的生活中，上帝
什么时候在你经历艰难时帮助你
获得胜利呢？你当时的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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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请阅读“走进故事”中的经文并回答
“走出故事”中的问题。当你阅读这
个故事时，想象一下当自己处于
其中三个主要人物的位置时你是
什么感受：以斯帖，哈曼和国王。
在以斯帖的宴会上，你觉得当时
会有什么景象，你会听到什么声
音，宴会的菜品是什么味道，请
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一下。
选择以上三个人物中的一个，写
一段话描述一下，当以斯帖向亚
哈随鲁王控告哈曼要阴谋杀害自
己同胞的时候，这三个人当时内
心的感受如何？

星期一

如果一个国王向你承诺，即便你
求他国的一半他也给你，你会有
何感受。亚哈随鲁王对以斯帖说
的这句话是在夸口，目的在于显
示自己的慷慨与大方。
但是天上的君王，我们的天父却
也做出了比这更大的应许。请阅

读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关于上
帝的应许，你从这节经文中有何
感悟？
如果你走进天城，进入上帝的宫
殿，祂要赐你超过你所思所想的
东西，你要求些什么呢？

星期二

本周课程“聚光灯”中的怀着告诉我
们，在末世，那些笃信圣经的基
督徒将要遭遇当年以斯帖和末底
改类似的困局和挑战。但正如对
他们的应许一样，上帝同样应许
要拯救祂的百姓，也就是我们。
上帝有许多方法可以赐给我们胜
利，但祂通常会使用像以斯帖这
样的忠心之人，在世人面前维护
正义。列举三件你从以斯帖皇后
身上学到的榜样，就是将来能在
你面临类似环境中可以给你带来
鼓励，让你为自己认为正确之事
坚定站立的品格。

星期三

请阅读本周课程“妙语连珠”中的经
文。这些经文都是胜利的应许。
从这些经文中选择一个自己最喜
欢的（或者在此之外从圣经中选择
有关上帝赐给我们胜利的章节），
把它写在一张纸上，贴在自己房
间里，可以是在电脑旁边，也可
以在任何你能够经常看到的地方。
用它来提醒自己，无论你面临什
么样的敌人，上帝都有足够的能
力赐给你胜利。

星期四

我们的“仇敌”可能是具体的一个人
——比如说以强凌弱的流氓恶霸，
比如说拦阻我们从事正义之举的
人。但在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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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争战的仇敌是属灵方面的，
他们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扎根，也
就是那些我们需要胜过的试探和
试炼。请阅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一
到三十九节和以弗所书六章十到
十二节，看看作为基督徒我们都
要经历哪些战斗，以及上帝要赐
给我们怎样的胜利。
想想自己目前正在经历什么属灵
方面的战斗。上帝虽已应许胜利，
但祂通常会要求我们采取勇敢的
行动，正如祂要求以斯帖一样。
今天你能够做些什么，朝着上帝
为你预备的胜利勇敢迈进呢？

星期五

有时候，当你处于危机的情况—
—比如说像以斯帖面临的那样—
—你很难对上帝有信心，相信祂
会赐给你胜利。回想圣经上的故
事以及其它上帝得胜的经历可以
建立我们的信心。当你思考自己
以往人生中“战斗”的情形时（看看
昨天的课程），有哪些信心的故
事，可以是圣经中的，可以是你
认识的人，或者是你自己的经历，
给你以鼓励并激发你的斗志呢？
请思考这些故事，并请你记得，
上帝虽然会耽搁片刻，但祂所应
许的胜利终必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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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