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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記第四章 13 - 17

13 末底改託人回覆以斯帖說：

「 莫想在 宮 強 猶大 得免這禍「你莫想在王宮裡強過一切猶大人，得免這禍。

14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

家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15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報末底改說：

16「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

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

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吧！」

17於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歷史背景‧上帝隱藏了 ‧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 ‧上帝仍然在主導

這本書總共有 167節，一1 亞哈隨魯王，準備去打希臘，

他的父親大利烏王兩次波希戰爭失敗，他要去報仇

戰爭之前犒賞三軍，請王后瓦實提出來跳舞，

沒有想到瓦實提不上來，因此廢了她，

然後下詔找另外一個人，以斯帖才進宮

亞哈隨魯王敗在溫泉關，

就是斯巴達三百壯士擋住那個隘口

他回去之後變成軟趴趴的、享樂，

在王后以斯帖的懷裡

這樣的背景 ─ 準備出去打仗，以斯帖被詔出來，這樣的背景 ─ 準備出去打仗，以斯帖被詔出來，

波斯王出現 190次、波斯 26次、
亞哈隨魯王 29次，亞哈隨魯王 29次，

上帝的名字一次沒有出現！

‧歷史背景‧上帝隱藏了‧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 ‧上帝仍然在主導

歌八6 ─ 耶和華的愛、耶和華的烈火，有上帝的名字；

聖經只有這一卷書沒有提到上帝的名字，

這本書多次可以提到上帝的名字的 ─
四13 ─ 末底改號召以斯帖…

可以提到上帝名字 求上帝憐憫！

四16 你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

可以提到上帝名字，求上帝憐憫！

四3 王的諭旨所到的各省各處，猶大人大大悲哀，

禁食哭泣哀號，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禁食哭泣哀號，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

當然是對上帝

四14a 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

當然指著上帝



‧歷史背景‧上帝隱藏了‧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 ‧上帝仍然在主導

應當提到上帝感動他，找出沒有恩待

六1 那夜王睡不著覺，就吩咐人取歷史來，念給他聽。

應當提到上帝感動他，找出沒有恩待

末底改這個功臣，為什麼不提上帝？

臣僕說 「哈曼站在院內六5-6 臣僕說：「哈曼站在院內。」

王說：「叫他進來。」哈曼就進去。王問他說：

「王所喜悅尊榮的人 當如何待他呢？「王所喜悅尊榮的人，當如何待他呢？」

是上帝要讓哈曼下去、末底改上來，為什麼不記載上帝呢？

哈曼回去的路上看到末底改，末底改不跪不拜，

六12-13 哈曼憂憂悶悶地蒙著頭回家去了，六 哈曼憂憂悶悶地蒙著頭回家去了

將所遇的一切事說給他的妻和他的眾朋友聽。

智慧人和他的妻說：「他如果是猶大人，你必不能勝他。」智慧 和 的妻 果是猶大人 你 不能勝 」

卻沒有記載「因為他們的神」。

‧歷史背景‧上帝隱藏了‧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 ‧上帝仍然在主導

可以提上帝的名字 ─
但以理獅子坑也跳下去

尼希米提告上帝的名、在王面前禱告禁食禁食

上帝永遠當然是保護以色列的百姓…
恐怕他們為了自己的好處，在外邦有點世俗化，

恐怕記載外邦的猶太人，為了自己的官位、生存，

隱藏了女兒的名字、甚至隱藏他們的信仰。

學者對這本書爭議很大 ─
這一本書沒有神學，因為沒有神！

你我如果被擄到外邦 ─多元、世俗、墮落、敗壞的文化，敗壞的文化，你我如果被擄到外邦  多元、世俗、墮落、敗壞的文化，敗壞的文化，

會不會不好意思提到上帝的名字？

沒有勇氣在朋友面前提到上帝的名字？沒有勇氣在朋友面前提到上帝的名字？

上帝在你身上到底是不是隱藏？

‧歷史背景 ‧上帝隱藏了‧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上帝仍然在主導

不拜整個事件是因為末底改不拜，因此哈曼想殺他，

末底改在皇宮門口外面，怕以斯帖在皇宮裡面有狀況。

她不是猶太人嗎？

如果他不把女兒送進去，就不會碰到哈曼，

不會惹毛哈曼，要把他殺了、把他全族殺了。

整個問題有一點他太隱藏自己、隱藏以斯帖的名字，整個問題有 點他太隱藏自己 隱藏以斯帖的名字

甚至教導以斯帖在皇宮裡面不要求任何東西…
有學者認為 ─ 以斯帖在敵對文化當中，

但如果留意申命記 ─ 不可以跟外邦的異族通婚，

有學者認為 斯帖在敵對文化當中

上帝要讓她有智慧的隱藏自己的身分。

但如果留意申命記 ─ 不可以跟外邦的異族通婚，
士師記跟異族通婚，產生很多墮落

所羅門王跟異族通婚，國家分成兩半所羅門王跟異族通婚，國家分成兩半

現在以斯帖怎麼跟異族通婚呢？

‧歷史背景 ‧上帝隱藏了‧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上帝仍然在主導

末底改為什麼把女兒送進去？

如果送進去，早點暴露你是猶太女子，

或許哈曼就不敢公開說 ─ 我要殺所有猶太人，

殺猶太人的悲劇就不會發生…
還有很難過去的地方，

九16 在王各省其餘的猶大人，殺了恨他們的人七萬五千。九16 在王各省其餘的猶大人，殺了恨他們的人七萬五千。

這跟新約是有衝突的，馬太福音 ─ 虛心謙卑、赦免別人

馬丁路德對這本書的定位非常有問題 ─ 不應當為正典

為什麼擺在那裡？可能要讓我們有一些人 ─為什麼擺在那裡？可能要讓我們有 些人

會不會像以斯帖、末底改，把名字隱藏了，

在世俗化的世界為了自己的生存、一官半職，在 俗 的 界為了自己的生存 官半職

因此不願意透露自己的身分。



‧歷史背景 ‧上帝隱藏了‧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上帝仍然在主導

不跪不拜一個神學問題 ─ 什麼叫不跪不拜？

1. 政治跟種族的驕傲 ─ 猶太人怎麼可以對外邦人下拜。政治跟種族的驕傲 猶太人 麼可以對外邦人下拜

但是現在已經是次等公民、已經被擄，談不上驕傲

2 獨一真神 為信仰緣故不跪不拜。2. 獨一真神 ─ 為信仰緣故不跪不拜。

 聖經裡像提哥亞婦人，被約押找去對大衛講話，講話，

在大衛王面前跪拜 是指著尊敬在大衛王面前跪拜，是指著尊敬

 波斯王並沒有要人家來跪拜他為神

 猶太人在這本書裡，

沒有看到他們跪拜上帝，信仰鬆鬆的，

拿這個理由不對哈曼跪拜，說不過去

3. 不是因為人的尊嚴 ─ 跪拜你表示我次等。不是因為人的尊嚴 跪拜你表示我次等

連以斯帖都伏在王面前，又是次等公民

‧歷史背景 ‧上帝隱藏了‧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上帝仍然在主導

不跪不拜一個神學問題 ─ 什麼叫不跪不拜？

4 世仇 ─ 哈曼是亞甲族人，掃羅跟亞甲族五百年的世仇。4. 世仇  哈曼是亞甲族人，掃羅跟亞甲族五百年的世仇

二5 書珊城有一個猶大人名叫末底改，是便雅憫人基士的曾孫。

於是王從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給猶大人的仇敵三10 於是王從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給猶大人的仇敵─
亞甲族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

以斯帖 俯伏在 前 流淚哀告 求他除掉八3.5 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腳前，流淚哀告，求他除掉

亞甲族哈曼害猶大人的惡謀。在王面前說：

「 曼 謀傳「哈曼設謀傳旨，要殺滅在王各省的猶大人。」

末底改把女兒送進去皇宮，違背摩西的律法末底改把女兒送進去皇宮 違背摩西的律法

又因為世仇，五百年前，那麼長的時間又不能原諒

自己女兒成為皇后，又對王有功自己女兒成為皇后，又對王有功…
末底改 恐怕不是華人教會以為他是如何偉大的英雄！

‧歷史背景 ‧上帝隱藏了‧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上帝仍然在主導

軟弱這樣的讀法是把末底改還原，他是軟弱 ─
在外邦墮落、為了自己的機會、仇恨，世俗化妥協的信徒；

最明顯的就是殺了七萬五千個人，這麼殘忍殘忍。。

一些學者 ─ 這本書有屬世的報復行為

馬丁路德 ─ 強調狹窄的民族主義

最重要是完全不提上帝的名字 ─

十1-2 亞哈隨魯王使旱地和海島的人民都進貢。

他以權柄能力所行的，並他抬舉末底改使他高升為宰相…他以權柄能力所行的 並他抬舉末底改使他高升為宰相…
十3 為本族的人求好處，向他們說和平的話。

完全沒有歸榮耀給上帝完全沒有歸榮耀給上帝，

前面還有理由可能會被殺，現在是宰相了…
整本書沒有禱告 沒有讚美 沒有仰望 沒有獻祭整本書沒有禱告、沒有讚美、沒有仰望、沒有獻祭，

只看到最後被高抬的是人

‧歷史背景 ‧上帝隱藏了‧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上帝仍然在主導

從這本書你會發覺上帝隱藏了，

隱藏在不看重祂的世界觀裡 ─ 不懂得仰望祂！隱藏在不看 祂的世界觀裡 不懂得仰 祂

生活每一個層次說 ─ 主啊，我的婚姻、家庭，上帝你能來用，

工作不是為自己的位置，是希望我的位置能夠被上帝用；

被擄歸回的都不是救主 都是預表後面的耶穌

作不是為自己的位置 是希望我的位置能夠被上帝用

怕不能爬上去，一爬上去就忘了上帝，沒把榮耀歸給上帝。

被擄歸回的都不是救主，都是預表後面的耶穌，
三批歸回的人愈來愈少、愈來愈墮落

以斯拉跟尼希米是異族通婚結束的 簽約 才差十三年以斯拉跟尼希米是異族通婚結束的，簽約，才差十三年

外邦的以斯帖，會不會是希望女兒過得好、送進皇宮…

提醒你跟我 ─ 會不會為自己的打算超過為上帝？

會不會以上帝的家為事、超過關心我自己？

上帝不是不見了，是你不看重祂！



‧歷史背景 ‧上帝隱藏了 ‧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上帝仍然在主導

祂雖然隱藏、其實是明顯的，在你孤單的轉角的地方。

1 第一章 ─ 瓦實提下台跟以斯帖上台，有上帝的恩慈慈，，1. 第一章 ─ 瓦實提下台跟以斯帖上台，有上帝的恩慈慈，，
希伯來文 Hesed，在二9、15、17、五2、八4-5，

上帝的手在調兵遣將上帝的手在調兵遣將…

2. 第二章 ─ 末底改聽到王的仇敵對話，對王說：

這兩個想害你的計謀。王把他們兩個殺了，留下伏筆；

一到十章的劇情在第六章平反 ─
王睡不著覺，上帝透過你過去所作的事，

讓王去找史書所記載的 ― 王沒有幫助他，

覺得很後悔，因此讓末底改進來、哈曼幫他牽馬。

上帝在你過去當中留下痕跡、放了伏筆，帝在你過 當中留下痕跡 放了伏筆

是你沒有看到而已，上帝是在的。

‧歷史背景 ‧上帝隱藏了 ‧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上帝仍然在主導

3. 亞哈隨魯王跟哈曼，在一月擇定十二月要滅掉猶太人，

讓猶太人將近有一整年的時間來回應 ─
禁食禱告、反省，是不是世俗化了，是上帝的手在幫助

4. 以斯帖違例去見王，本來會惹來殺身之禍，

5 整本書有太多巧合 ─

卻因王施恩給她，才有第五章、第七章的喜筵…

5. 整本書有太多巧合
 第三章 ─ 猶大人即將遭滅族的時候，

正好也是王后以斯帖當皇后的時候、也正好 ，，正好也是王后以斯帖當皇后的時候、也正好……，，

因此正好把哈曼殺下去的時候

 哈曼為末底改造了木架卻成為自己的刑具 哈曼為末底改造了木架卻成為自己的刑具…
 第九章 ─ 仇敵想要滅猶大人的時候，

猶大人反而殺了他們的仇敵猶大人反而殺了他們的仇敵

 第十章 ─ 先前哈曼想要害末底改，末底改反而變成宰相

‧歷史背景 ‧上帝隱藏了 ‧上帝隱藏在軟弱的人背後‧上帝仍然在主導

祂在掌權你不能否定有一個神 ─ 祂在掌權，

在我們軟弱當中，仍然用慈愛、憐憫、信實來托住我們

這個神是雖然看不到，祂仍然用慈愛憐憫說 ─
這是我的百姓，即使有軟弱、我仍然愛他、堅固他

二次大戰太平洋戰役，一個陸戰隊員落單了，

躲到山洞裡面禱告 ─ 主啊，我怎麼辦？躲到山洞裡面禱告  主啊，我怎麼辦？

一隻蜘蛛在織網，上帝，你搞錯了…
日本軍靠近洞，一看蜘蛛網 ─ 裡面一定沒有人人，，日本軍靠近洞， 看蜘蛛網  裡面一定沒有人人，，

上帝藉著蜘蛛網來救他！

隱藏的手背後有神，藉著蜘蛛網救你跟我。

上帝要用你成為被上帝用的人，就要懂得 ─

上帝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神，把自己交給神來用。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 ─

禱告禱告
幫助我們

對世界當中、墮落當中不妥協，

生命更多彰顯主的榮美、生命更多彰顯主的榮美、

不以福音為恥，

即使要付代價 仍然知道你是全能的神即使要付代價，仍然知道你是全能的神。

幫助我們信靠、仰望、等候，

讓你的主權，透過我們的軟弱生命被翻轉，

榮耀歸給天上的神。榮耀歸給天上的神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