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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记第四章 13 - 17

13 末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 切犹大人 得免这祸「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

14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 家 致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以斯帖 末底改15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改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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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于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历史背景 ‧上帝隐藏了‧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上帝仍然在主导

这本书总共有 167 节，一1 亚哈随鲁王，准备去打希腊，
他的父亲大利乌王两次波希战争失败，他要去报仇

战争之前犒赏三军，请王后瓦实提出来跳舞，

没有想到瓦实提不上来，因此废了她，

然后下诏找另外一个人，以斯帖才进宫

亚哈随鲁王败在温泉关，

就是斯巴达三百壮士挡住那个隘口

他回去之后变成软趴趴的、享乐，

在王后以斯帖的怀里

这样的背景 ─ 准备出去打仗 以斯帖被诏出来这样的背景 ─ 准备出去打仗，以斯帖被诏出来，
波斯王出现 190 次、波斯 26 次、

亚哈随鲁王 29 次亚哈随鲁王 29 次，

上帝的名字一次没有出现！

‧历史背景‧上帝隐藏了 ‧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上帝仍然在主导

歌八6 ─ 耶和华的爱、耶和华的烈火，有上帝的名字；
圣经只有这一卷书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

这本书多次可以提到上帝的名字的 ─
四13 ─ 末底改号召以斯帖…

可以提到上帝名字 求上帝怜悯！

四16 你去招聚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

可以提到上帝名字，求上帝怜悯！

四3 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

禁食哭泣哀号 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禁食哭泣哀号，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

当然是对上帝

四14a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当然指着上帝



‧历史背景‧上帝隐藏了 ‧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上帝仍然在主导

应当提到上帝感动他 找出没有恩待

六1 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

应当提到上帝感动他，找出没有恩待
末底改这个功臣，为什么不提上帝？

臣仆说 「哈曼站在院内 」六5-6 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
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

所喜悦尊荣的人「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是上帝要让哈曼下去、末底改上来，为什么不记载上帝呢？

哈曼回去的路上看到末底改，末底改不跪不拜，

六12-13 哈曼忧忧闷闷地蒙着头回家去了，六12 13 哈曼忧忧闷闷地蒙着头回家去了，
将所遇的一切事说给他的妻和他的众朋友听。

智慧人和他的妻说：「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智慧人和他的妻说：「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

却没有记载「因为他们的神」。

‧历史背景‧上帝隐藏了 ‧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上帝仍然在主导

上帝的名字可以提上帝的名字 ─
 但以理狮子坑也跳下去

 尼希米提告上帝的名、在王面前祷告禁食禁食

上帝永远当然是保护以色列的百姓…
恐怕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在外邦有点世俗化，

恐怕记载外邦的犹太人，为了自己的官位、生存，

隐藏了女儿的名字、甚至隐藏他们的信仰。

学者对这本书争议很大 ─
没 神这一本书没有神学，因为没有神！

你我如果被掳到外邦 ─ 多元 世俗 堕落 败坏的文化败坏的文化你我如果被掳到外邦  多元、世俗、堕落、败坏的文化，败坏的文化，
会不会不好意思提到上帝的名字？

没有勇气在朋友面前提到上帝的名字？没有勇气在朋友面前提到上帝的名字？

上帝在你身上到底是不是隐藏？

‧历史背景 ‧上帝隐藏了‧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 ‧上帝仍然在主导

不拜整个事件是因为末底改不拜，因此哈曼想杀他，

末底改在皇宫门口外面，怕以斯帖在皇宫里面有状况。

她不是犹太人吗？
如果他不把女儿送进去，就不会碰到哈曼，

不会惹毛哈曼，要把他杀了、把他全族杀了。

整个问题有一点他太隐藏自己、隐藏以斯帖的名字，整 问题有 他 隐藏 帖的名字，

甚至教导以斯帖在皇宫里面不要求任何东西…
有学者认为 ─以斯帖在敌对文化当中，

但如果留意申命记 ─ 不可以跟外邦的异族通婚

有学者认为 斯帖在 对 化 中，

上帝要让她有智慧的隐藏自己的身分。

但如果留意申命记 ─ 不可以跟外邦的异族通婚，
士师记跟异族通婚，产生很多堕落
所罗门王跟异族通婚 国家分成两半所罗门王跟异族通婚，国家分成两半
现在以斯帖怎么跟异族通婚呢？

‧历史背景 ‧上帝隐藏了‧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 ‧上帝仍然在主导

末底改为什么把女儿送进去？

如果送进去，早点暴露你是犹太女子，

或许哈曼就不敢公开说 ─我要杀所有犹太人，

杀犹太人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还有很难过去的地方，

九16 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 杀了恨他们的人七万五千九16 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杀了恨他们的人七万五千。

这跟新约是有冲突的，马太福音 ─ 虚心谦卑、赦免别人

马丁路德对这本书的定位非常有问题 ─ 不应当为正典

为什么摆在那里？可能要让我们有一些人 ─为什么摆在那里？可能要让我们有 些人

会不会像以斯帖、末底改，把名字隐藏了，

在世俗化的世界为了自己的生存、一官半职在世俗化的世界为了自己的生存、 官半职，

因此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分。



‧历史背景 ‧上帝隐藏了‧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 ‧上帝仍然在主导

不跪不拜一个神学问题 ─ 什么叫不跪不拜？

1. 政治跟种族的骄傲 ─ 犹太人怎么可以对外邦人下拜。种族
但是现在已经是次等公民、已经被掳，谈不上骄傲

2 独一真神 为信仰缘故不跪不拜2. 独一真神 ─ 为信仰缘故不跪不拜。

 圣经里像提哥亚妇人，被约押找去对大卫讲话，讲话，

在大卫王面前跪拜 是指着尊敬在大卫王面前跪拜，是指着尊敬
 波斯王并没有要人家来跪拜他为神

犹太人在这本书里 犹太人在这本书里，

没有看到他们跪拜上帝，信仰松松的，

拿这个理由不对哈曼跪拜，说不过去

3. 不是因为人的尊严 ─ 跪拜你表示我次等。人的尊严
连以斯帖都伏在王面前，又是次等公民

‧历史背景 ‧上帝隐藏了‧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 ‧上帝仍然在主导

不跪不拜一个神学问题 ─ 什么叫不跪不拜？

4 世仇 ─ 哈曼是亚甲族人 扫罗跟亚甲族五百年的世仇。4. 世仇  哈曼是亚甲族人，扫罗跟亚甲族五百年的世仇。

二5 书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末底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
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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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 流泪哀告 求他除掉八3.5 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
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在王面前说：

「哈曼设谋传旨 要杀灭在 各省的犹大 」「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

末底改把女儿送进去皇宫，违背摩西的律法末底改把女儿送进去皇宫，违背摩西的律法

又因为世仇，五百年前，那么长的时间又不能原谅

自己女儿成为皇后 又对王有功自己女儿成为皇后，又对王有功…
末底改 恐怕不是华人教会以为他是如何伟大的英雄！

‧历史背景 ‧上帝隐藏了‧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 ‧上帝仍然在主导

这样的读法是把末底改还原 他是软弱这样的读法是把末底改还原，他是软弱 ─
在外邦堕落、为了自己的机会、仇恨，世俗化妥协的信徒；

最明显的就是杀了七万五千个人，这么残忍残忍。。

一些学者 ─ 这本书有属世的报复行为

马丁路德 ─ 强调狭窄的民族主义

最重要是完全不提上帝的名字 ─

十1-2 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
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末底改使他高升为宰相…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末底改使他高升为宰相…

十3 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完全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完全没有归荣耀给上帝，

前面还有理由可能会被杀，现在是宰相了…
整本书没有祷告 没有赞美 没有仰望 没有献祭整本书没有祷告、没有赞美、没有仰望、没有献祭，

只看到最后被高抬的是人

‧历史背景 ‧上帝隐藏了‧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 ‧上帝仍然在主导

上帝隐藏从这本书你会发觉上帝隐藏了，

隐藏在不看重他的世界观里 ─ 不懂得仰望他！

生活每一个层次说 ─ 主啊，我的婚姻、家庭，上帝你能来用，

工作不是为自己的位置，是希望我的位置能够被上帝用；

被掳归回的都不是救主 都是预表后面的耶稣

作 是为 ，是希 我 够 帝 ；

怕不能爬上去，一爬上去就忘了上帝，没把荣耀归给上帝。

被掳归回的都不是救主，都是预表后面的耶稣，

三批归回的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堕落

以斯拉跟尼希米是异族通婚结束的 签约 才差十三年以斯拉跟尼希米是异族通婚结束的，签约，才差十三年

外邦的以斯帖，会不会是希望女儿过得好、送进皇宫…

提醒你跟我 ─ 会不会为自己的打算超过为上帝？
会不会以上帝的家为事、超过关心我自己？以 帝的家为事 超过关心我自己

上帝不是不见了，是你不看重他！



‧历史背景 ‧上帝隐藏了‧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上帝仍然在主导

隐藏他虽然隐藏、其实是明显的，在你孤单的转角的地方。

1 第一章 ─ 瓦实提下台跟以斯帖上台 有上帝的恩慈1. 第一章 ─ 瓦实提下台跟以斯帖上台，有上帝的恩慈，
希伯来文 Hesed，在 二9、15、17、五2、八4-5，

上帝的手在调兵遣将上帝的手在调兵遣将…
2. 第二章 ─ 末底改听到王的仇敌对话，对王说：

这两个想害你的计谋 王把他们两个杀了 留下伏笔这两个想害你的计谋。王把他们两个杀了，留下伏笔；

一到十章的剧情在 第六章平反 ─
王睡不着觉，上帝透过你过去所作的事，

让王去找史书所记载的 ─ 王没有帮助他，
觉得很后悔，因此让末底改进来、哈曼帮他牵马。

上帝在你过去当中留下痕迹、放了伏笔，

是你没有看到而已，上帝是在的。

‧历史背景 ‧上帝隐藏了‧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上帝仍然在主导

3 亚哈随鲁王跟哈曼 在 月择定十二月要灭掉犹太人3. 亚哈随鲁王跟哈曼，在一月择定十二月要灭掉犹太人，

让犹太人将近有一整年的时间来回应 ─
禁食祷告 反省 是 是 俗 是上帝的手在帮助禁食祷告、反省，是不是世俗化了，是上帝的手在帮助

4. 以斯帖违例去见王，本来会惹来杀身之祸，

5 整本书有太多巧合 ─

却因王施恩给她，才有 第五章、第七章的喜筵…

5. 整本书有太多巧合
 第三章 ─ 犹大人即将遭灭族的时候，

正好也是王后以斯帖当皇后的时候 也正好正好也是王后以斯帖当皇后的时候、也正好……，，

因此正好把哈曼杀下去的时候

 哈曼为末底改造了木架却成为自己的刑具 哈曼为末底改造了木架却成为自己的刑具…
 第九章 ─ 仇敌想要灭犹大人的时候，

犹大人反而杀了他们的仇敌犹大人反而杀了他们的仇敌
 第十章 ─ 先前哈曼想要害末底改，末底改反而变成宰相

‧历史背景 ‧上帝隐藏了‧上帝隐藏在软弱的人背后‧上帝仍然在主导

他在掌权你不能否定有一个神 ─ 他在掌权，

在我们软弱当中，仍然用慈爱、怜悯、信实来托住我们

这个神是虽然看不到，他仍然用慈爱怜悯说 ─
这是我的百姓，即使有软弱、我仍然爱他、坚固他

二次大战太平洋战役，一个陆战队员落单了，
躲到山洞里面祷告 ─ 主啊 我怎么办？躲到山洞里面祷告  主啊，我怎么办？

一只蜘蛛在织网，上帝，你搞错了…
日本军靠近洞 一看蜘蛛网 ─ 里面一定没有人人日本军靠近洞， 看蜘蛛网  里面 定没有人人，，

上帝借着蜘蛛网来救他！

隐藏的手背后有神，借着蜘蛛网救你跟我。
上帝要用你成为被上帝用的人，就要懂得 ─

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把自己交给神来用。

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 ─

祷告祷告

对世界当中、堕落当中不妥协，

生命更多彰显主的荣美生命更多彰显主的荣美、

不以福音为耻，

即使要付代价 仍然知道你是全能的神即使要付代价，仍然知道你是全能的神。

帮助我们信靠、仰望、等候，

让你的主权，透过我们的软弱生命被翻转，

荣耀归给天上的神。荣耀归给天 的神。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