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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以斯帖記5–10章
註釋：《先知與君王》第49章

以斯帖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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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王對她說：‘王后以斯

聚光燈

帖啊，你要甚麼？你求甚

“那在以斯帖時代臨到上帝子民的苦難經驗，決不是

麼？就是國的一半也必賜

只限於那個時代的。……那在古時慫恿人去逼迫真教會的

給你。’”

同一精神，將要導致人對於堅持效忠上帝的人採取同樣的

（斯5:3）

手段。甚至現今就在為這最後的大爭鬥從事準備了。……
我們對於這場爭鬥的結果毋須懷疑。今日正如以斯帖和
末底改的日子一樣，主必維護祂的真理和祂的子民。”
（《先知與君王》第49章，第15，17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以 斯 帖 說 ： ‘擅
敢起意如此行的是誰？這人
在哪裡呢？’以斯帖說：‘仇人
敵人就是這惡人哈曼。’哈曼在

當一件我夢寐以求的事情真的出現時，我會：
真不敢相信，它竟然發生了！
感謝上帝並所有幫助我實現夢想的人。
真為自己感到驕傲。
通常會不小心把這件事給搞砸了。

嗎？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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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王后面前就甚驚惶。
“王便大怒，起來離開酒席

走進
故事

往禦園去了。哈曼見王定意要加
罪與他，就起來，求王后以斯帖
救命。

“王從禦園回到酒席之處，
“王帶著哈曼來赴王 見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
后以斯帖的筵席。這第二 王說：‘他竟敢在宮內，在我面
次在酒席筵前，王又問以斯 前，淩辱王后嗎？’
帖說：‘王后以斯帖啊，你
“這話一出王口，人就蒙了
要甚麼？我必賜給你；你求

你可知道，在古代的時候，戰
甚麼？就是國的一半，也必
敗的俘虜通常會遭受非常悲慘
為你成就。’
的命運。通常來說，戰俘只有
兩種命運：要麼被殺，要麼被
賣為奴隸。當然還有一種例
“王 后 以 斯 帖 回 答 說 ：
外，如果戰俘非常富有，那麼
‘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
他可以用金錢和土地把自己贖
出來，返回故土。但是能這樣
為美，我所願的，是願王將
幸運的人卻是少之又少。根據
我的性命賜給我；我所求
戰勝一方的習慣和傳統，戰敗
的俘虜通常會遭受酷刑，有的被
的，是求王將我的本族賜給
燒死，有的被釘在十字架上，有
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賣
的被斬首，都是非常殘酷。
了，要剪除殺戮滅絕我
聖經上告訴我們說，當以斯帖告訴
國王自己即將成為哈曼陰謀的犧牲
們。我們若被賣為奴為
品時，國王下令將哈曼吊死在他為
婢，我也閉口不言，
末底改預備的木頭架子
上。後來以斯帖要求將
但王的損失，敵人
哈曼的十個兒子也一
萬不能補足。’
起吊死。在古代的時
候，戰勝的一方通常會
將對方的家族斬草除根，
“亞 哈
免得將來對方的後代
隨魯王問
起來報仇。
王后
作為基督徒，聖經
上吩咐我們要愛自己
的仇敵。那麼，我們如何
將在仇敵身上報仇的觀念和耶
穌所吩咐“饒恕”的觀念結合起來
呢？上帝應許我們將來獲得怎樣的勝利
呢？

哈曼的臉。伺候王的一個太監名
叫哈波拿，說：‘哈曼為那救
王有功的末底改作了五丈高的
木架，現今立在哈曼家裡！’
“王 說 ： ‘把 哈 曼 掛 在 其
上。’於是人將哈曼掛在他為末
底改所預備的木架上。王的忿怒
這才止息。”
（以斯帖記七章）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感謝上帝，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林前15:57）

你想以斯帖為甚麼不在第一次見王或第一
次宴會時就把事情告訴國王，她為甚麼要等
到第二次宴會時才說呢？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
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
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
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羅8:37-39）
“我們倚靠上帝，才得施展大能，因
為踐踏我們敵人的就是他。”
（詩60:12）

你想以斯帖為甚麼非要等到哈曼在場時才向王申訴呢，
這對她有何重要意義？

“因為凡從上帝生的，就勝過世
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
們的信心。”（約壹5:4）

根據亞哈隨魯王聽到以斯帖申訴後的反應，你認為他是個甚麼
類型的人？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
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
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
般。”（啟3:21）

當王發怒而離席，把以斯帖和哈曼單獨留在那裡時，你想以斯帖
此時是怎麼想的？

以斯帖和末底改對待哈曼並他家族的方式方法，對於我們今天
對待仇敵有何啟示？

言錦囊

名

“歡呼之後便是沉寂，勝利
過去還要生活，獎盃無法代表
一切，激情總是眨眼消逝。生
活中最重要的不是獲得成功，而
是如何讓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更加
美好。”——維斯•羅姆巴笛，二十世
紀美國足球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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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請重新再看一遍本週課程“你的
看法”這部分的內容，以及“妙
語連珠”中的經文。上帝在聖經
中從頭到尾都在應許賜給我們勝
利。在某些聖經故事中，比如說
以斯帖的故事，這意味著她和她
的同胞勝過一個屬世的仇敵。你
有和以斯帖類似的仇敵嗎？
對於今天的許多基督徒來說，上
帝應許的勝利意味著幫助我們勝
過生活中的試探、罪惡和試煉。
今天，在你的生活領域中你想獲
得哪些勝利呢？
想想在自己以往的生活中，上帝
甚麼時候在你經歷艱難時幫助你
獲得勝利呢？你當時的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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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請閱讀“走進故事”中的經文並
回答“走出故事”中的問題。當
你閱讀這個故事時，想像一下當
自己處於其中三個主要人物的位
置時你是甚麼感受：以斯帖，哈
曼和國王。在以斯帖的宴會上，
你覺得當時會有甚麼景象，你會
聽到甚麼聲音，宴會的菜品是甚
麼味道，請在自己的頭腦中想像
一下。
選擇以上三個人物中的一個，寫
一段話描述一下，當以斯帖向亞
哈隨魯王控告哈曼要陰謀殺害自
己同胞的時候，這三個人當時內
心的感受如何？

星期一
如果一個國王向你承諾，即便你
求他國的一半他也給你，你會有
何感受。亞哈隨魯王對以斯帖說
的這句話是在誇口，目的在於顯
示自己的慷慨與大方。
但是天上的君王，我們的天父卻

也做出了比這更大的應許。請閱
讀以弗所書三章二十節。關於上
帝的應許，你從這節經文中有何
感悟？

如果你走進天城，進入上帝的宮
殿，祂要賜你超過你所思所想的
東西，你要求些甚麼呢？

星期二
本週課程“聚光燈”中的懷著告
訴我們，在末世，那些篤信聖經
的基督徒將要遭遇當年以斯帖和
末底改類似的困局和挑戰。但正
如對他們的應許一樣，上帝同樣
應許要拯救祂的百姓，也就是我
們。
上帝有許多方法可以賜給我們勝
利，但祂通常會使用像以斯帖這
樣的忠心之人，在世人面前維護
正義。列舉三件你從以斯帖皇后
身上學到的榜樣，就是將來能在
你面臨類似環境中可以給你帶來
鼓勵，讓你為自己認為正確之事
堅定站立的品格。

星期三
請閱讀本週課程“妙語連珠”中
的經文。這些經文都是勝利的應
許。從這些經文中選擇一個自己
最喜歡的（或者在此之外從聖經
中選擇有關上帝賜給我們勝利的
章節），把它寫在一張紙上，貼
在自己房間裡，可以是在電腦旁
邊，也可以在任何你能夠經常看
到的地方。用它來提醒自己，無
論你面臨甚麼樣的敵人，上帝都
有足夠的能力賜給你勝利。

星期四
我們的“仇敵”可能是具體的一
個人——比如說以強淩弱的流氓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惡霸，比如說攔阻我們從事正義
之舉的人。但在更多的時候，我
們需要與之爭戰的仇敵是屬靈方
面的，他們會在我們的生活中紮
根，也就是那些我們需要勝過的
試探和試煉。請閱讀羅馬書八章
三十一到三十九節和以弗所書六
章十到十二節，看看作為基督徒
我們都要經歷哪些戰鬥，以及上
帝要賜給我們怎樣的勝利。
想想自己目前正在經歷甚麼屬靈
方面的戰鬥。上帝雖已應許勝利，
但祂通常會要求我們採取勇敢的
行動，正如祂要求以斯帖一樣。
今天你能夠做些甚麼，朝著上帝
為你預備的勝利勇敢邁進呢？

星期五
有時候，當你處於危機的情況—
—比如說像以斯帖面臨的那樣—
—你很難對上帝有信心，相信祂
會賜給你勝利。回想聖經上的故
事以及其它上帝得勝的經歷可以
建立我們的信心。當你思考自己
以往人生中“戰鬥”的情形時（看
看昨天的課程），有哪些信心的
故事，可以是聖經中的，可以是
你認識的人，或者是你自己的經
歷，給你以鼓勵並激發你的鬥志
呢？請思考這些故事，並請你記
得，上帝雖然會耽擱片刻，但祂
所應許的勝利終必會到來。

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49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堅
持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
讀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