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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个容貌俊美的女孩子 
名叫以斯帖。她的父母都去世了， 
因此以斯帖被堂兄末底改抚养她长大，
以斯帖像好女儿般服从他。 



虽然以斯帖和末底改居住在波斯， 
他们却是犹大人。原来从前巴比伦王 
将犹大人从耶路撒冷掳去作奴隶， 
因此有许多犹大人居住在波斯。  



有一天波斯
王亚哈随鲁
为他一切首
领臣仆设摆
筵席，就是
各省的贵胄
与首领。 



王后瓦实提
在宫内，也
为妇女设摆
筵席。亚哈
随鲁王饮酒
心中快
乐，... 



...就请瓦实
提头戴王后
的冠冕到王
面前，使各
等臣民看她
的美貌。但
是瓦实提不
肯遵照王所
吩咐的去行。 



亚哈随鲁 
王就甚发怒。 
他便降旨写在 
波斯人的例中， 
所有的妇人， 
无论丈夫贵贱都 
必尊敬他。又将 
瓦实提王后的位 
分赐给比她还 
好的人。 



过后亚哈随鲁 
王的谕旨传出， 
要招聚许多女子 
到宫里，好让他 
为自己选一个王 
后来代替瓦实提，
他便立以斯帖为 
王后，把冠冕 
戴在她的头上。 



以斯帖未曾 
将她的籍贯 
宗族告诉人， 
因为末底改嘱 
咐她不可叫 
人知道。 



有一回当末底改
坐在朝门外时，
他听见王的太监
中有两个守门的
臣仆，想要下手
杀害亚哈随鲁王。 



末底改知道了，
就告诉以斯帖。
以斯帖奉末底改
的名，向王报告。 



王究察这事， 
果然是实， 
就把这两人 
挂在木头上， 
将这事在王 
面前记录在 
历史书上。 



哈曼是王的大臣仆， 
他的爵位超过一切的臣宰。 



在朝里所有的臣仆，都跪 
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 
惟独末底改不跪不拜。 
因为末底改是犹大人， 
他信奉以色列的真神。 



哈曼见末底改不向他跪拜， 
他就怒气填胸。他于是 
要下手杀害末底改， 
并居住在波斯所 
有的犹大人。 



哈曼狡猾的对王说：“那些散居在 
各省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律法 
与我们的律法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例， 
请下旨意灭 
绝他们。” 



于是王就给哈曼权 
力随意待他们。 



以斯帖王后 
既是犹大人， 

神会帮助她脱离 
这个极坏的处境吗？ 
她会冒着自己的性命 
危险来救那些居住在 

波斯的犹大人吗？ 



神就给了以斯帖一个计划，她邀 
请王带着哈曼出席她所预备的宴席。 
宴席期间，王答应满足她任何要求。 
以斯帖回答:“请王和哈曼明天来宴
席。”那时，她会告诉王她 
想要什么。 



同时，哈曼忙着建 
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 
是要把末底改挂在其上。 



当夜王睡不着觉， 
就吩咐人取历史书
来，念给他听， 
正遇见书上写着说
末底改救了王的命。 



到了早晨，王问哈曼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当如何待他呢？”哈曼 

心里极其的欢喜， 
          因为他以为 

王指的是他。  



哈曼就对王说：“王所喜
悦尊荣的人，当穿上王的
朝服和骑上戴冠的御马， 
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
前宣告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当如此待他。’” 



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 
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 
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末底改
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也 
  不可缺。”  



于是哈曼照着王所吩咐的去 
行，在末底改的面前宣告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当如此待 

他。” 



可是哈曼心里更加的憎恨末
底改，他可能想到末底改不
久后会和其他犹大人一同死 

去。 



过了不久，亚哈随鲁
王带着哈曼来赴以斯
帖王后的筵席，王问
她说:“你求什么， 
就是国的一半也 
必为你成就。” 



以斯帖对王说: 
“我若在王的眼前蒙恩， 
我所愿的，是愿王将 
我和我本族的性命 
赐给我。因为哈曼 
出卖了我的人民， 
他要剪除杀戮灭绝我 
们。” 王听了后说： 
“来人！把哈曼挂 
在木架上！” 



亚哈随鲁王随后写谕旨， 
允许犹大人攻击那些要消灭他们的人。 



王又立末底改为他的大臣仆， 
全犹大人都欢喜快乐， 
他们设筵席大庆祝，彼此馈送礼物。 
直到今日， 
犹大人都没 
有忘记神怎 
样的使用 
以斯帖王 
后来拯 
救他们。 



漂亮的以斯帖王后 
 

这故事是取自于圣经，那就是上帝的话语 
 

以斯帖记第一章至第十章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节 



终止 



神知道我们每人都做错事， 
神称这为罪。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工价乃是死。 
 

  然而神却非常爱你， 
他甚至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了你，

使他担当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担当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才能得救。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 
你可以作这样的祷告： 

“神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替我死
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为我流血、受死、 

埋葬和复活。我现在愿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赐给我救恩和永生。 

阿们。”你只有藉着对神话语和救恩 
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为了使你灵性长进， 

你每天应当  
（1）祷告 --- 你对神说话。 

   （2）读 圣经 --- 神向你说话。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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