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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斯帖成为王后

亚哈随鲁王是波斯帝国的第五个王。他统治的波斯帝国幅员辽
阔，从印度一直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一共统管了一百二十七个省。
书珊城是波斯帝国冬季的首都。

一年以前，亚哈随鲁王率大军出征希腊，大胜而归。现在，他为
了夺取更多的财富和土地，决定再次出兵希腊。波斯王在出征以前，
都会摆设盛大的宴席，宴请众臣仆，各省的总督、贵族、军长，盛情
地款待他们。而这一次，亚哈随鲁王的宴席足足持续了六个月。他除
了向宾客们展示波斯帝国的巨大财富和辉煌，也策划攻打希腊的方
案。

六个月的宴席结束了，亚哈随鲁王又为所有住在书珊城的大小百
姓，在王宫的御花园里设摆宴席七天。书珊城的百姓们都来到装饰极
其奢华的御花园赴宴。亚哈随鲁王拿出上好的食物宴请百姓，并且准
备了大量的美酒，让百姓们用王宫中各种大小不同的金器皿饮用。亚
哈随鲁王还吩咐王宫里的臣仆，百姓们都要照着自己的意愿饮酒，不
准勉强。而王后瓦实提也在王宫园子的内院里，为妇女们设摆宴席。

到了宴席的第七天，亚哈随鲁王喝着酒，心情愉快，他趁着酒
兴，就吩咐他面前侍立的太监说：“快快快！米户幔，快去把王后请
来。让她戴上王后的冠冕。我要让大家都来看看，我的王后是多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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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

“是。”

太监米户幔回来报告亚哈随鲁王说：“王啊，王后不肯来。”

“嗯？不肯来？比斯他，你去。”

太监比斯他回报说：“王啊，王后不肯来。”

“哈波拿，你去。”

哈波拿也回报说：“王啊，王后不肯来。”

“亚拔他，你去。”

“王啊，王后不肯来。”

“比革他，你去。”

“王后不肯来。”

“西达，你去。”

“王后不肯来。”

“甲迦，你去。”

“王后不肯来。”

“哼！我派了七个太监，请她七次，她都不肯来！她居然不听我
的命令！她居然不听我的命令！让我在臣民面前丢脸！她居然敢这么
做！气死我啦！气死我啦！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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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哈随鲁王左右的七位大臣赶忙上前来：“请王息怒。”

亚哈随鲁王对他们说：“太监七次传我的命令要王后过来，王后
居然不遵行，按照法令，应当怎么办理？”

一位叫作米母干的大臣上前回答说：“王如果觉得好，可以下一
道谕旨，写在律例中，永不更改。不准瓦实提再到王面前来，把王后
的位分赐给比她还好的人。因为王后瓦实提这么做不但得罪了王，而
且还害了王在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做的这件事一定会传到所有妇女
的耳中，那么，她们也会像王后瓦实提那样，藐视自己的丈夫。她们
会说：‘亚哈随鲁王吩咐人，带王后瓦实提到王面前来，王后却不愿
意来。’而今天听到王后所做这件事的那些公主、贵妇，她们也会学
王后的样子，把这事做在王的大臣们的身上。这样一来，国中就会常
常出现藐视丈夫的事情，家庭也会常常有忿怒的事请发生。王颁布的
谕旨传遍全国，那么，不论丈夫尊卑贵贱，妇女们都一定会敬重她们
的丈夫了。”

亚哈随鲁王和其他的大臣们都赞成米母干的话。亚哈随鲁王就吩
咐发诏书，用各省、各族的文字和方言，送到全国各个省，要全国的
家庭都以丈夫为主。

亚哈随鲁王这次出征希腊，大败而归，令他十分郁闷。过了一段
时间，亚哈随鲁王又回到他在书珊城的冬季宫殿。这个时候，他对王
后瓦实提的怒气已经消了，就想念起这位被他废掉的王后。

亚哈随鲁王的侍从就对他说：“王啊，当年废掉王后的谕旨是不
能改的。王可以派官员到国中各省，把所有美貌的少女都召到书珊城
的女院里，交在掌理女子的太监希该手下。王喜悦的女子，就可以作
王后，代替瓦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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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哈随鲁王听了非常高兴，就决定这样行。

在书珊的王宫中有一个来自犹大国的人，名字叫作末底改。他在
亚哈随鲁王的王宫正门当差。末底改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一百多年
前，巴比伦王灭了犹大国，把犹大国的国王和百姓都掳到了巴比伦。
从那个时候起，末底改的祖先就一直住在书珊城。后来，波斯又灭了
巴比伦，而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就都成了波斯帝国的臣民。

住在书珊城的犹大人末底改，收养了自己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哈
大沙是一个便雅悯人的名字，而哈大沙的波斯名字就是以斯帖。末底
改把以斯帖当作自己的女儿，因为以斯帖的父母都死了。

由于以斯帖的容貌非常漂亮，所以亚哈随鲁王的谕旨传出以后，
以斯帖就被送进了王宫，交在太监希该的手下。在以斯帖入宫以前，
末底改就嘱咐她，不要把自己是犹大国人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以斯帖
就按着末底改的嘱咐，没有对任何人说。

以斯帖进宫以后被太监希该看中。太监希该就恩待她，除了为她
送去香品和食物，还派七个宫女服侍她，并且还让以斯帖和服侍她的
宫女们搬进了女院里最好的房子。

凡是被召进王宫女院的女子，都要接受一年的打扮和美容。末底
改很担心以斯帖，就天天到女院外观望，想知道以斯帖是不是平安。

一年的时间到了，以斯帖被引到宫里去见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
王喜爱以斯帖超过其他的众女子，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她头上，立以
斯帖为王后，代替瓦实提。

亚哈随鲁王为立以斯帖为王后大肆庆祝，给他的臣仆和贵族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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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宴席，又给全国各省的臣民放假，还慷慨地给百姓赠送礼物。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以斯帖记：1章1节-2章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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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王后瓦实提为什么被废？

2 末底改是以斯帖的什么人？

3 以斯帖为什么被选入宫？

4 在以斯帖入宫前，末底改嘱咐她什么？

5 以斯帖入宫后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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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曼的诡计

亚哈随鲁王立以斯帖为王后以后，过了几年，亚哈随鲁王提升了
一个亚甲族的人，名叫哈曼，让他在波斯帝国中位列第二。

亚哈随鲁王不但高升了哈曼，还吩咐在王宫正门的一切臣仆，都
要跪拜哈曼。

臣仆们都按着亚哈随鲁王的吩咐做，只有末底改一个人站着，不
跪拜哈曼。

其他的臣仆就问末底改说：“你为什么要违背王的命令呢？为什
么！”

末底改回答他们说：“因为我是犹大人。”

臣仆们天天劝末底改，末底改就是不听。于是，他们就告诉哈曼
说，末底改说自己是犹大人，所以不会跪拜哈曼。

哈曼见末底改不向他屈身下拜，就非常愤怒。当他知道末底改是
犹大人的时候，就令他更加怒火中烧。

哈曼是亚甲族的人。亚甲族是亚玛力人的后代。亚玛力人曾经在
以色列人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抢夺击杀以色人。那时，耶和华上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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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摩西说，祂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并要把他们从地上除灭。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成立了以色列国。后来以色列国分裂
成两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而末底改所在的便雅悯支派
就在犹大国。因为亚玛立人是被耶和华上帝咒诅的民族，所以末底改
不向哈曼跪拜。

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几百年来都彼此为敌，亚玛力人的后代哈曼
自然也仇视犹大人。现在，末底改不跪拜哈曼。哈曼就认为只对付末
底改一个人还不够解恨，他要设法把波斯帝国中所有的犹大人全都除
灭。

于是，哈曼找人来抽签，要选出除灭犹大人的日子，结果抽出的
日子是，十二月十三日。

接着，哈曼就去见亚哈随鲁王，和亚哈随鲁王一起喝酒。哈曼一
边喝酒，一边对亚哈随鲁王说：“王啊！有一个种族，散居在王的各
省各族中。他们的律例和各族的律例不同，他们也不守王的法例。所
以，留下他们，对王实在没有好处。如果王赞成，请降旨除灭他们。
那么，我愿意捐出三万四千公斤银子，交给管理国库的人，纳入王的
府库。”

亚哈随鲁王听了以后，就从自己的手上取下盖印的戒指，交给哈
曼，对他说：“你要捐的这银子，我赐还给你。你说的这个种族，我
也把它交给你。你愿意怎么对待他们，就怎样对待他们吧！”

于是，哈曼就马上召来了亚哈随鲁王的书记，照着哈曼自己的意
思，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语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下旨。又用亚哈
随鲁王的戒指盖上印，颁发给总督、各省的省长和各族的领袖。吩咐
他们在十二月十三日，要把所有的犹大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杀

11



尽，并且抢夺他们的财产。

传令的御使奉命急忙出发，把御旨从书珊城送出。亚哈随鲁王就
和哈曼继续坐下来喝酒。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以斯帖记：3章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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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末底改为什么不跪拜哈曼？

2 哈曼是什么种族的人？与犹大人有什么关系？

3 哈曼要怎么对付犹大人？

4 哈曼如何实施他的计谋？

5 末底改没有遵守王的命令，跪拜哈曼，但圣经告诉我们要服从
那些统治我们的人。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服从，什么时候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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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斯帖冒死见王

哈曼的除灭犹大人的谕旨传遍了整个书珊城，城里的居民都慌乱
了。谕旨所到之处，犹大人都禁食、哀号，穿上丧礼的麻衣，躺在灰
中。末底改听见所发生的事，也撕裂自己的衣服，披上丧礼穿的麻
衣，头蒙灰尘，走在城里，大声痛哭。

末底改到了王宫的正门前，就停下了，因为身上穿的是丧礼的麻
衣，不可以进宫。

王后以斯帖身边的宫女和太监，把末底改在王宫正门外穿着丧礼
麻衣的事告诉了以斯帖。以斯帖就很担忧，马上派人送衣服给末底
改，要他换下丧礼的麻衣。但是，末底改却不接受。

以斯帖就打发一个伺候她的太监哈他革，去见末底改，要知道究
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哈他革来到王宫正门外的广场，见到末底改。末底改就把自己所
遭遇的事，和哈曼为了要除灭犹大人，答应捐钱给亚哈随鲁王府库的
数目，都告诉了哈他革。末底改还把哈曼仗着亚哈随鲁王颁布的，除
灭犹大人的谕旨抄本交给了哈他革，要他给以斯帖看，并且嘱咐哈他
革，要以斯帖进宫见亚哈随鲁王，为本族的人在亚哈随鲁王面前恳切
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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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他革回到宫里，把末底改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以斯帖。

这个时候，以斯帖作王后已经五年了。因为亚哈随鲁王有整整一
个月没有召见以斯帖了，所以，以斯帖要进到王宫里见亚哈随鲁王，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斯帖就对哈他革说：“你赶快再去见末底改，告诉他，我没有
被王召见已经三十天了。 王所有的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
条法令：无论男女，如果没有奉召就进内院去见王，除非王向他伸出
金杖，赐他不死。否则，无论男女都是要被处死的。”

哈他革把以斯帖的话告诉了末底改，并且解释说：“王后担心，
如果王已经有了更喜欢的女子，不再宠爱王后。这样，王后在不被召
见的情况下，自己贸然去见王，王很有可能就趁机杀了王后。”

末底改找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以为，你在王宫里就比所有
的犹大人都安全。现在如果你不开口，犹大人也一定会从别的地方得
着解救。到时，你和你的父家就必灭亡。你怎么知道，你得了王后的
位分，不就是为了现在拯救犹大人的这个机会吗？”

以斯帖听了末底改的话，就派人回复末底改说：“你去告诉书珊
城所有的犹大人，一起为我禁食祷告三天。这三天内，必须不吃不
喝。我和我的宫女也照样禁食祷告。然后，我就违背王的法令，直接
去见王。如果我因此会死，那就死吧。”

末底改听到以斯帖所的回复，就告诉书珊城里所有的犹大人，一
起为以斯帖禁食祷告。

到了第三天，以斯帖穿上王后的礼服，走进王宫的内院，站在殿
前。亚哈随鲁王坐在殿里，他的王位正面对着内院。亚哈随鲁王看见
王后以斯帖站在内院，就向以斯帖施恩，对她伸出手中的金杖，赐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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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以斯帖就上前来，摸了金杖的头。

亚哈随鲁王对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来有什么事吗？你
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哪怕是要我国的一半江山，我也一定会赐给
你。”

以斯帖回答说：“王如果觉得好，就请王带着哈曼今天来赴我为
王预备的宴席。”

亚哈随鲁王吩咐说：“快把哈曼给召来，和我一起赴王后以斯帖
的宴席。”

亚哈随鲁王带着哈曼去赴以斯帖预备的宴席。

在宴席中，亚哈随鲁王又问以斯帖：“无论你要什么，就是我的
国一半的江山，我也一定会赐给你。”

以斯帖回答说：“我所要所求的是，如果在王面前蒙恩宠，如果
王愿意赐给我所要的，成全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明天再来赴我
为你们预备的宴席。明天我一定答复王所问的。”

亚哈随鲁王很高兴地答应了王后以斯帖的要求。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以斯帖记：4章1节-5章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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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末底改和其他的犹太人听到王的命令后有什么反应？

2 末底改要以斯帖去求亚哈随鲁王来拯救犹大人，以斯帖开始的
回应是什么？

3 末底改如何回应以斯帖？

4 以斯帖决定如何做？结果如何？

5 末底改对以斯帖的回应在告诉我们是谁在保护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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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亚哈随鲁王夜读史书

亚哈随鲁王和哈曼在王后以斯帖那里吃完宴席，哈曼兴高采烈地
从王宫出来回家。他经过王宫正门口的时候，看见末底改坐在那里。
哈曼经过的时候，末底改既不站起来，也不退让，好像没有看见哈曼
一样。

哈曼心里对末底改充满了忿怒，他想：“哼！这个可恶的末底
改，凭我在王宫的地位，我早晚会好好地收拾你。现在，不但亚哈随
鲁王看重我，就连王后也对我另眼相看。还是别让这个犹大人败了我
的兴致 。哈哈，能和美丽的王后一起吃宴席，在波斯帝国中，谁还
能有这种荣耀呢！”哈曼想着想着，就高兴起来。

哈曼一到家，就派人去请他的谋士们，又把妻子细利斯也叫来。
他急着要把王后以斯帖请他赴宴席的事告诉他们。

哈曼在妻子和谋士们的面前，得意洋洋地对他们说：“亚哈随鲁
王提拔我，让我在波斯帝国中位列第二。王还吩咐在王宫正门的一切
臣仆，都要跪拜我。现在，我的财富不尽其数，三四万公斤的银子对
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我的妻子细利斯让我有十个儿子。我真是享
尽了荣华和富贵！”

说到这里，哈曼脸上堆满了笑容。接着，他又故弄玄虚地对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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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妻子说：“你们知道我今天赴了谁的宴席吗？我是赴了王后以斯
帖的宴席。你们要知道，除我以外，王后没有邀请任何人和王一起去
赴她预备的宴席呀！这还没有完呢，王后又邀请我明天到她那里去赴
宴。又是除了王和我以外，没有别的人啊！哈哈哈！王提拔我，王后
也对我另眼相看哪！”

哈曼的妻子细利斯就说：“那是肯定的！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
有谁比得上您的荣耀啊！”

一个谋士也附和着说：“是啊，是啊！所以啊，没有人敢不敬仰
你啊！”

哈曼这时皱起了眉头，他说：“但是有一个人，他不听王命，他
不跪拜我，他就是末底改！刚才我出王宫的时候，末底改坐在王宫正
门口。他居然既不站起来，也不退让，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只要这
个末底改仍然在王宫，所有的荣耀对我来说，都没有多大的意思
啦。”

“啊？末底改？就是那个不跪拜你的犹大人？”哈曼的妻子细利
斯问道。

哈曼咬牙切齿地说：“就是他！”

哈曼的谋士就说：“王不是已经发出了谕旨，要除灭犹大国的人
吗？”

另一位谋士就出主意，说：“啊，那就好办啦！叫人立一个二十
二米高的木架子。明天，你一早去求王，把末底改挂在上面。然后，
你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跟王一起，同赴王后的宴席了。”

“哦！好主意呀！好主意呀！”一位谋士附和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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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真是个好主意！好主意！” 哈曼的妻子细利斯也附和
着说。

哈曼高兴地说：“好，就这么办！我马上叫人去做木架！末底
改，末底改，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哈哈哈哈！”

就在那天夜里，亚哈随鲁王怎么也睡不着觉。

他就把臣仆们叫来，“你们把帝国的史书拿来，读给我听。”

伺候亚哈随鲁王的臣仆就轮流为他读波斯帝国的史书，一直到黎
明。

臣仆停下来，问亚哈随鲁王：“王啊，天亮了，你不睡一会儿
吗？”

亚哈随鲁王回答：“帝国的辉煌历史，我越听越高兴。继续
读！”

臣仆就继续往下读，“一天，末底改坐在王宫正门，守门的太监
辟探和提列恼恨王，想下手谋害王。末底改知道了，报告王后以斯
帖。以斯帖奉末底改的名，报告王。经查究，果真如此。王将太监辟
探与提列处死，挂在木头上，并记入史书。”

亚哈随鲁王听到这里，就抬起头来问：“末底改做了这事，赐他
什么尊荣爵位没有？”

臣仆回答说：“王啊，什么也没有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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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院子里？”亚哈随鲁王突然问。

臣仆回答：“王啊，是哈曼站在院子里。”

原来是哈曼走进了王宫的外院，他正要来求亚哈随鲁王，把末底
改挂在他准备好的木架上。

亚哈随鲁王对臣仆说：“叫他进来。”

哈曼就来到亚哈随鲁王的面前。

亚哈随鲁王问他：“哈曼，对我喜悦，并且想要赐给他尊荣的
人，应该怎么做？”

哈曼心里就想：“王所喜悦，要赐给他尊荣的人，除了我，还有
谁呢？”

于是，哈曼回答说：“王啊！王所喜悦，要赐给他尊荣的人，应
该把王经常穿的上朝礼服，和王经常骑的，戴有王冠的骏马，都交给
王最尊贵的大臣。命令这位大臣把王的上朝的礼服，给王所喜悦，要
赐给他尊荣的人穿上。让他在城里的广场上，骑上王经常骑的，戴有
王冠的骏马。并且，要有人在他前面高声地宣告说：‘看哪！王所喜
悦，要赐给他尊荣的人，王会这样对待他。’”

亚哈随鲁王就对哈曼说：“好！你马上把这礼服和骏马准备好。
就照你所说的，都做在那坐在王宫正门的末底改身上。要照你所说
的，一样也不可以少。”

哈曼脸上得意的笑容凝固了。他只好把亚哈随鲁王的上朝礼服和
俊马送到王宫的正门，让末底改穿上礼服，又把骏马牵过来，让末底
改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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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底改骑着俊马，走在城里的广场。

哈曼走在末底改的前面，高声地宣告说：“看哪！王所喜悦，要
赐给他尊荣的人，王会这样对待他。看哪！王所喜悦，要赐给他尊荣
的人，王会这样对待他。”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以斯帖记：5章9节-6章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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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哈曼被邀请去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他感觉如何？

2 哈曼想怎样对付末底改？

3 亚哈随鲁王夜里听到史书上记载的什么事件？

4 亚哈随鲁王吩咐哈曼做什么？

5 在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使你知道神在帮助你和你的家人渡
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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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哈曼自食其果

哈曼照着亚哈随鲁王的吩咐，把亚哈随鲁王的上朝礼服和骏马送
到王宫的正门，让末底改穿上礼服，又把骏马牵过来，让末底改骑
上。

末底改骑着俊马，走在城里的广场。哈曼走在末底改的前面，高
声地宣告说：“看哪！王所喜悦，要赐给他尊荣的人，王会这样对待
他。看哪！王所喜悦，要赐给他尊荣的人，王会这样对待他。”

然后，末底改就回到了王宫正门。

哈曼憋了一肚子气，心中忧闷。他急急忙忙地回到家。

妻子细利斯马上迎上来，问他说：“怎么样？王答应把末底改挂
在木头架子上了吧？”

哈曼沮丧地说：“唉呀！别提了，事情变成这样了……”

接着，哈曼就把所发生的事，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

妻子细利斯听到了以后，一下瘫倒了，“啊？怎么，怎么会这
样？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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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谋士说：“王这么看重末底改，这下麻烦了。”

另一位谋士也说：“这不是好兆头啊！没想到，事情在一天之内
完全变样了。”

妻子细利斯拉着一位谋士，大声地叫着：“我们，我们该怎么
办？该怎么办？”

那位谋士说：“哎呀，这些犹大人真难对付啊！我觉得，我们可
能要失败了。 ”

细利斯不断地说着：“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呢？你们想
想办法呀！”

谋士说：“完了！我们可能要败在末底改手下啰！”

细利斯发疯一样地大声叫着：“你们想想办法呀！你们没有办法
了吗？你们想想办法呀！”

另一位谋士上前来，对细利斯说：“很难啦！谁会想到会变成这
样。事到如今，真的很难了。我们完了！”

哈曼的谋士们已经预感到，哈曼除灭末底改和犹大人的计谋就要
失败了。

“请哈曼马上进宫。请哈曼马上进宫 。”

就在哈曼还和他的妻子、谋士们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
进宫赴王后以斯帖预备的宴席。哈曼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随着太监
进了王宫。

亚哈随鲁王带着哈曼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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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宴席中，亚哈随鲁王又问以斯帖：“王后以斯帖啊，你想要的
是什么？想求的是什么？你就是要国的一半，我也一定会赐给你。”

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如果在王眼前蒙恩，如果王喜欢，我要
的是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求的是王把我的族人赐给我。因为我和
我的族人被人出卖了，快要被剪除、灭绝了。如果我们只是被卖为奴
为婢，我都会闭口不说话。但是除灭我们给王带来的损失，是那个仇
敌不能补偿给王的。”

亚哈随鲁王问以斯帖，说：“嗯？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人胆敢这
样做？他在哪里？”

以斯帖回答说：“这仇敌就是这恶人哈曼！”

“哼！”亚哈随鲁王生气地摔下酒杯，起身离开宴席，往御花园
去了。

哈曼看见亚哈随鲁王对他变了脸色，就知道亚哈随鲁王决心要定
他的罪。他就赶快起身，来到王后以斯帖的身边，伏在以斯帖坐的躺
椅上，哀求以斯帖饶他一命。

这时，亚哈随鲁王刚好又从御花园回来，看见哈曼趴在以斯帖坐
的躺椅上。

亚哈随鲁王顿时勃然大怒，“他竟敢在王宫里，当着我的面污辱
王后。来人哪！”

话一落音，侍卫就上来蒙住了哈曼的脸。

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哈波拿，就说：“王啊，我知道，哈曼为那位
救王有功的末底改，立了一个二十二米高的木架，现在正立在哈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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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呢！”

亚哈随鲁王就下命令说：“哈曼要加害犹大人的阴谋，应加在他
自己头上! 把哈曼挂在他立的木架上面！”

于是，人们就把哈曼挂在他自己为末底改预备的木架上。亚哈随
鲁王的怒气才平息。

当天，亚哈随鲁王又把哈曼的家产全部都赐给了王后以斯帖。以
斯帖告诉亚哈随鲁王，末底是她的亲人。亚哈随鲁王就把末底改叫
来，把从哈曼那里取回来的盖印的戒指，交给了末底改。末底改就取
代了哈曼，成为波斯帝国的宰相，在亚哈随鲁王的国中位列第二。以
斯帖也把哈曼的家产交给末底改管理。

刚开始的时候，是亚哈随鲁王同意了哈曼的要求，下谕旨，要除
灭末底改和所有的犹大人。但是，事情在一天之内，就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亚哈随鲁王把哈曼挂在他自己为末底改预备的木架上。耶
和华上帝改变亚哈随鲁王的心，就像圣经所说的：“君王的心在耶和

华上帝的手中，好像水沟的水，任意流转。”1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以斯帖记：7章1节-8章2节

1箴言：21章1节

27



问题

1 哈曼和他的谋士预感到什么？

2 以斯帖在宴席上向王求了什么？

3 亚哈随鲁王发怒后，哈曼做出什么反应？

4 亚哈随鲁王怎样处置哈曼？

5 事情在一天之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认为谁在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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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情并没有结束

哈曼自己被挂在他为末底改预备的木架上。哈曼虽然死了，但是
灭绝犹大人的谕旨仍然是有效的，因为灭绝犹大人的谕旨是以亚哈随
鲁王的名义下达的。谕旨一发出，就成为了法律。波斯帝国的法律是
永远不能改变的，所以犹大国的人仍然危在旦夕。到了哈曼所定的日
期，犹大国的人还是都要被杀。

以斯帖含泪俯伏在亚哈随鲁王的脚前。亚哈随鲁王向以斯帖伸出
了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亚哈随鲁王的面前，哀求说：“哈曼设
计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我如果是在王面前蒙恩宠，王
如果喜欢，就请王另下一道谕旨，废除哈曼所传的谕旨。王啊，我怎
么忍心见我本族人被除灭呢？”

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末底改说：“哈曼要下手害犹
大人，我已经把哈曼的家产赐给了以斯帖，也派人把哈曼挂在木架上
了。现在你们可以照着你们的意思，奉本王的名义，为保护犹大人写
一道谕旨，用我的印戒盖上。凡是奉我的名所写，并且用我的印戒盖
上印的谕旨，是没有人可以废除的。”

末底改就召了亚哈随鲁王的书记们来。他就奉亚哈随鲁王的名，
让书记们写下自己口授的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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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谕旨是这样写的：“王准许在各城的犹大人，在十二月十三
日，可以聚集起来，保护自己的性命，并且在任何省，杀灭那些要攻
击犹大人的所有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抢夺他们的财物。”

末底改用亚哈随鲁王的戒指盖了印，交给传令的御使，传给从印
度直到非洲的一百二十七个省的省长、总督和各族的领袖。于是，御
使就骑上快马火速出发。谕旨也马上传遍了整个书珊城。

末底改穿着蓝紫色、白色的上朝礼服，头戴大金的冠冕，披着紫
红色细麻布的外袍，拜别了亚哈随鲁王出来。书珊城的人都快乐地对
他欢呼。

而谕旨所到的城镇，犹大人也都欢喜快乐，欢庆所得的尊荣。波
斯帝国中有很多人因为惧怕犹大人，就加入了犹大籍。

到了十二月十三日，本来是仇敌要灭绝犹大人的日子，反而就成
了犹大人击杀仇敌的日子。他们在各城里聚集起来，攻击那些想要谋
害他们的人，没有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的人都惧怕他们。各省的
总督、省长和官长，因为惧怕末底改，也都支持犹大人。因为他们都
知道：现在末底改在王宫掌了大权，而且他的权势还在扩大。

于是，犹大人击杀了所有攻击他们的仇敌，但是没有下手抢夺财
物。

当天，就有人呈报了书珊城被杀的人数。亚哈随鲁王就对王后以
斯帖说：“犹大人在书珊城杀了五百人，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不
知道其他省怎么样。王后以斯帖，现在你还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
还求什么，也必给你成全。”

以斯帖回答说：“王如果许可，求王恩准书珊城的犹大人，明天
也照今天的谕旨行，并且把哈曼的十个儿子挂在木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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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哈随鲁王就把王后以斯帖所求的成为谕旨，传遍书珊城。

第二天，就是十四日，哈曼的十个儿子被挂在木架上。书珊城的
犹大人又集结起来，杀了三百仇敌。但是，仍然没有夺取财物。

而在波斯帝国其他各省的犹大人，在十三日，击杀了七万五千攻
击他们的仇敌，也没有下手抢夺财物。

到了十四日，各省的犹大人就设宴欢庆他们得享平安。

由于，书珊城的犹大人十四日仍在按亚哈随鲁王的谕旨，杀灭攻
击他们的仇敌。所以，他们是在十五日才设宴席，欢庆得享平安。

末底改把这些事都记录了下来，并且写信给波斯帝国各省的犹大
人，嘱咐他们每年都要把十二月十四、十五两天当作节日。叫他们在
这两天设宴欢乐，大家互相赠送礼物，也周济穷人。因为这两天是犹
大人摆脱仇敌，得享平安，从绝望中转为喜乐的日子。

由于哈曼当天是用抽签的方法，挑选除灭犹大人的日子。
而“签”在希伯来语中读“普珥”，所以犹大人也就称，十二月十
四、十五两天为“普珥日”。

以斯帖和末底改又写了第二封信，传给全国各省的犹大人，嘱咐
他们每年要按时守这普珥日。

一直到现在，今天的犹太人仍然会在犹太历，亚阿达尔月的第十
四、十五两天庆祝普珥节。

犹太人在庆祝普珥节的时候，首先要在普珥节开始的当晚和早
晨，用传统的吟唱方式，或者用朗诵书信的形式读出，圣经《以斯帖
记》整卷书的内容。接着，他们就会举办宴会和赠送食物，以及周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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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

耶和华上帝藉着王后以斯帖，拯救了波斯帝国中的犹大人。这些
犹大人在波斯帝国中，只不过是一群亡国奴，地位低下。但是，耶和
华上帝没有忘记这些被掳到异国他乡的犹大国百姓。就在他们面临绝
境，走投无路，几乎要灭绝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出手了。

于是，波斯帝国的王宫里，发生了一连串看起来是“巧合”的事
件：王后瓦实提被废，使以斯帖有机会成为王后；亚哈随鲁王突然睡
不着，夜读史书；亚哈随鲁王刚好看见哈曼趴在以斯帖的躺椅上；哈
曼被挂在自己为末底改立的木架上……。

耶和华上帝使用这一连串的事，不但让被祂咒诅的亚玛力人的后
裔哈曼得到报应，也使生活在波斯帝国中的犹大人可以脱离危险，得
以存活。所有的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
宰，君王、国家、世界历史都是掌握在耶和华上帝的手中。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以斯帖记：8章3节-9章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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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哈曼被处死了，为什么犹大人还在危难中呢？

2 末底改帮助制定了什么法律来保护犹大人免受攻击?

3 普珥是什么意思？普珥节庆祝什么？

4 今天以色列人如何庆祝普珥节？

5 以斯帖的故事里发生了哪些巧合？你的生活中经历过这样的巧
合吗？它们告诉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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