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課

以斯帖之宴
本月主題
經文
以斯帖記
第5－7章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王》
第492 頁

存心節
「在你一切
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3：6 ）

透過基督徒的生活被領至上帝面前。

故事大綱
以斯帖知道未經召見就冒然到王那裏，會導致殺身
之禍，但是王允許她的晉見，並且與哈曼一起赴筵席。
在那次筵席上，她邀請他們第二天再來赴另一個筵席。
那天晚上，王不能入睡。調閱宮廷記錄，發現末底
改揭露了一場暗殺陰謀卻未得著獎賞。王就問哈曼應該以
何種盛大禮儀來獎賞他。哈曼建議讓他穿著王的朝服，騎
著禦馬，走遍城中，禦馬被朝臣牽著宣告：「我所喜悅尊
榮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告訴哈曼如此禮遇末底改。哈
曼非常惱怒，甚至決意要殺害末底改和他的人民。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有些
侍奉的行動
需要有
上帝賜予的勇氣。
感受真實的對待
上帝的重要性。
回應透過祈求
上帝幫助
行正確的事。

信息
在上帝的
幫助下，
我有勇氣
做正確的事。

以斯帖侍奉她的人民和她的上帝，她未經王的召見
而勇敢無懼來到王的面前。末底改因為對王的侍奉而得
到殊榮獎賞。即是這樣，上帝呼召我們是要我們勇於講
出什麼是正確的，以及拒絕參與惡行。

教師補充材料
「以斯帖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美麗年輕女子，她的機
智和率真使她得到了王的寵愛…。亞哈隨魯（薛西）第
七年賜給她王后職位，大約是公元前478年一月….四年
後，即前474年四月，國王的寵臣──哈曼──處心積慮
並得到了在波斯帝國疆域內可以殺死所有猶太人和沒收他
們財產的授權禦詔…。最終勇敢的行動完全是由於她的機
智果敢，以斯帖以她民族的名義向王請求，顯然這是第一
次暴露她自己就是猶太人。在處死哈曼後，王把末底改的
地位提升到以前哈曼的職位，在六月時，一個由末底改預
備的法令簽署生效，這顛倒了哈曼的法令…。從那以後，
猶太人就開始遵守這個節日，以表示對以斯帖的敬仰和對
她勇敢獻身精神的紀念，這是上帝使用救贖祂百姓的方
法」（《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聖經字典》原文第341頁）。

教室布置
見第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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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1

2

時

間

活

動

歡 迎

持續

在門口歡迎學生， --無
聆聽他們開心或煩
惱的事。

預備活動

＜10分鐘

A.信心跳躍
B.信靠倒下

--兩個成人、眼罩、木板
--無

讚美和祈禱

＜10分鐘

--交誼
--頌讚
--聖工
--捐獻
--祈禱

--無
--歌本
--兒童聖工消息
--無
--第五課的布料、紙、鉛
筆、別針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聖經時代的服裝、金手
杖、披風
--聖經
--聖經、6個紙盤，透明膠
帶

-存心節
--聖經研究

3
4

所需材料

課程應用

＜15分鐘

--做正確的事

--無

分享

＜15分鐘

--鼓起勇氣

--紙條、透明膠帶、金/銀
薄片、鉛筆

*「讚美和祈禱」部分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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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教課
歡

1

迎

在門口歡迎學生，詢問他們過去一週開心或煩惱的
事。鼓勵他們分享在上一課所學到的體驗，以你所揀選的
預備活動開始。

預備活動
選擇最適合實際情況的活動。

A.信心跳躍
準備的木板寬度要讓孩子能站立在其上，並能承受孩子的體
重。尋找自願參與者，讓他們與一位成人一起在外面等候，然後一
個一個帶進來，同時蒙住孩子的眼睛，要他站在木板上。事先把木板
抬高距離地面六英呎（15公分），他們應把木板從一邊移動到另一
邊，好像被舉到天空。當這個孩子相信木板被舉在空中時，就叫他們
跳下來。大多數的孩子都不願跳，最後幫助他們掀開眼罩再下來。

总結
問：當我叫你們從木板跳下來時，你是怎麼想的呢？跳下來需
要勇氣嗎？當你看見木板距離地面這樣近時，是怎樣想的？如果你知
道實際情況，你會跳下來嗎？你曾經處於一個需要巨大勇氣的情形之
中嗎？我們的存心節說：「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
引你的路。」（箴言3：6）。這是什麼意思呢？今天我們將要談論
在各種情況下上帝如何給予行正確之事的勇氣。今天的信息是：

你需要：
*兩個成人
*眼罩
*木板

在上帝的幫助下，我有勇氣做正確的事。
和我一起說。

B.信靠倒下
找自願者，讓他們與幫助者一起在外面等候。一次帶一個進
來，要他們站在一個地方，然後數一，二，三，向後，腿不彎曲，直
接倒下，讓一個成人接住孩子。

总結
問：當我要你向後倒下時，你的感受如何？如果你能夠看見你
背後的人，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你曾經經歷過需要極大勇氣的情形
嗎？今天的故事中，以斯帖需要極大勇氣。我們的存心節說：「在
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
6）。這是什麼意思呢？無論何種情況下上帝將會給我們行正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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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氣。今天的信息是：
在上帝的幫助下，我有勇氣做正確的事。
和我一起說。

讚美和祈禱
交誼
分享剛才聽到孩子們開心或煩惱的事，複習上星期的存心節和教
訓。歡迎和介紹來賓，給予生日祝福或特別宣布。

頌讚
「我將使你得人如得魚」（為喜樂歌唱第135首）
「把眼睛轉向耶穌」（為喜樂歌唱第90首）
「與耶穌傾談」（為喜樂歌唱第98首）
「我的小光」（為喜樂歌唱第134首）
「耶穌要我們發光」（為喜樂歌唱第133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服務的主題，行正確
的事並不容易，但如果我們請求上帝幫助，祂會賜給我們勇氣去做。

捐獻
說：上帝要我們以很多不同的方式侍奉祂，其中
一種方式就是充滿信心，樂於奉獻。

祈禱
要孩子們寫或畫出他們害怕的東西或事物，或面
臨的問題。在寶座後面的布釘上禱告需求的三張紙，特
別為行正事的勇氣禱告。

你需要：
*布（見第
五課）
* 小方紙
* 鉛筆
* 別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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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需要：
*聖經時代的
服裝
*金手杖#
*披風
*桌子和三把
椅子
#金屬片包裹
的棍子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人物：以斯帖、末底改、
王、哈曼。其餘的孩子可輪流作
王的侍從和哈曼帶領末底改在街
上巡遊時的群眾，以及哈曼的家
人和朋友。

場景布置
提醒孩子們前情提要：以斯
帖是被選出來以取代瓦實提的王
后，她接受表哥末底改的忠告，
沒有將她是猶太人的事告訴任何
人。哈曼是僅次於王的二號人
物，他不喜歡末底改，因為末底
改拒絕跪拜他，哈曼就勸告王簽
署一項法令授權他去殺掉所有的
猶太人。末底改懇請以斯帖的幫
助，以斯帖就答應去見王。

說故事
經過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禁
食之後，以斯帖穿上她最漂亮的
服裝去見王。她走向寶殿的門，
並靜靜的站在那裏（讓以斯帖走
過去站在王的旁邊），當薛西王
看見她時，他微笑著伸出他的金
杖（王伸出金杖）。以斯帖走向
他，並摸著金杖（以斯帖走向他
並摸著金杖）。
王問：「以斯帖，我能為你
做什麼？就是將國的一半給你，
我也願意。」
以斯帖回答說：「我今天 已
為你和哈曼預備了筵席，你願意
來嗎？」

王笑著說：「當然！我們要
來。」
稍後，當哈曼和王在以斯帖
的筵席上時（圍著桌而坐），王
對以斯帖說：「以斯帖王后，我
能為你做什麼呢？記著，我會把
國的一半給你。」
以斯帖回答說：「明天與哈
曼再來赴筵席，然後我會回答你
的問題。」
哈曼回到家中非常高興，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被邀請參加王
和王后的筵席！接著他看見末底
改坐在門口（末底改坐在「門
口」）。末底改沒有拜他，甚至
看見哈曼時也沒有起身，哈曼氣
急敗壞，但什麼也沒說。
哈曼到家後，對他家人和朋
友誇誇其談（哈曼大搖大擺來回
踱步，非常得意的樣子），「我
有十個兒子，我有錢和權力。王
寵愛我，他賜我權位。除了王，
我是王宮中最重要的人物，我是
以斯帖王后邀請的唯一與王赴宴
的人，並且她邀請我明天再去。
然後他向他們抱怨末底改
（改變態度，表露出發怒的神
情）。「一切都如我願，除了那
個末底改！他总是坐在王的門
口，而且對我不敬」。他喊叫到
「為什麼不把他掛起來
呢？」有人建議。
哈曼採納了這個主意，所以
他就讓工人建了一個大家都能看
見的高木架。
那天晚上，王難以入睡，所
以叫一個僕人帶來宮廷記錄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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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他讀到兩個計劃殺害他的門
衛以及末底改報告這些計劃，把
他從死亡的威脅下解救出來。
「我們獎勵了末底改嗎？」
王問他的僕人。
「沒有，陛下，」僕人說，
「我們從來沒有獎勵過他。」
次日早上，哈曼來到院裏請
求得到掛末底改的許可（哈曼匆
匆進入）。還來不及講話，王就
問他，「應該如何敬重一個做了
好事的人呢？」
哈曼以為王在談論他，於
是就說：「讓他穿上王袍，戴上
王冠，騎著禦馬走遍街市，讓侍
從宣告，『這是王喜悅尊榮的
人』。
「我贊成，哈曼，」薛西王
回答道。「照你說的立刻向末底
改去行，缺一不可。」（王用一
個揮舞的手勢讓哈曼離開）
哈曼不得不按王的要求做，
但他覺得困窘不 已 ，並蒙受了恥
辱，到家後就告訴他的朋友和家
人所發生的事。
「你在末底改面前失去權
力了，」他們說道，「你不能勝
他，要在他面前敗落。」但哈曼
在王的僕人來催促他去赴以斯帖
預備的第二個筵席之前，還有時
間思考和回答（僕人們到來並催
促哈曼離開）。
下週我們將看到在筵席上所
發生的事。

总結
問：你如何理解以斯帖去
王宮見王時的感受？你如何理解
哈曼赴以斯帖的筵席時她的心情

呢？為什麼哈曼要建議獎賞王所
喜悅的那個人？你如何理解末底
改被一個要殺他的人帶領在街市
上巡遊時的心情？有時我們會面
臨非常困難的境況，但無論什麼
情形，如果我們祈求上帝，祂都
會賜給我們行正確之事的勇氣。
讓我們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在上帝的幫助下，我有勇
氣做正確的事。

存心節
讓孩子們重複經文，並表演
動作數次，直到他們能記住。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雙手交叉
於頭上，
形成一個
大圈
都要認定祂
向上指
祂必指引
手掌放在
一起
你的路
慢慢把手
往前推
箴言3：6
手掌合攏
然後打開
向兩邊放下手臂

聖經研究
把下列問題貼在紙盤底，每
個盤子一個問題。把孩子們分成
六個小組或兩人組，確定不能閱
讀的有人幫助。給每組發一個盤
子，如果時間足夠，讓盤子在各
組中傳遞。說：假設這些是來自
以斯帖王后的筵席的盤碟，每個
盤的底部是幫助我們明白更多這
個故事的問題，用你的聖經找出
答案，並在課堂上分享。

你需要：
*6個紙盤
*聖經
*透明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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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以斯帖要末底改和猶
太人與她和她的侍女同時禁食三
天三夜？以斯帖記4：16
為什麼對以斯帖王后來說去
見王是一件勇敢的事情？以斯帖
記4：11
找出兩件事顯示王很愛王后
以斯帖。以斯帖記5：2，3
王不能入睡的那一夜發生了
什麼？以斯帖記6：1-3
為什麼哈曼建議應該讓王要
給有尊榮的人穿上王袍和騎上禦
馬？以斯帖記6：6
哈曼帶領末底改騎在馬上，
經過書珊城時感覺如何呢？
安排課堂討論的時間。

总結
問：為什麼以斯帖需要禁
食禱告三天？這裏告訴我們在困
難中應該做什麼？（我們需要花
時間禱告）王獎賞末底改保護了
他。我們應該 总 是做了對的事情
就期待被獎賞嗎？（不）為什
麼？我們做正確的事，就是侍奉
上帝，無論何種情形，我們 总 是
可以請求上帝賜給我們做正確事
情的勇氣。不在乎我們是否能得
到獎賞，而應該在乎我們透過行
正確的事而侍奉上帝。讓我們說
出今天的信息：
在上帝的幫助下，我有勇氣
做正確的事。
和我一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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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應用

做正確的事
把孩子們分成幾組，要求他
們討論在以下幾種情況下，他們
會怎麼做，並向小組其餘的人報
告，然後小組其它人可以分享他
們是否贊同所提出的解決方法。
1.你看到有人在欺負一個小
孩，你如何站出來維持公
道？為什麼需要拿出勇
氣？上帝會幫助你擁有你
所需要的勇氣嗎？
2.你和一些朋友在一個商店，
他們要你去偷店裏的糖
果，你會怎麼做？你如何
為正確的行事而站出來？

4

分享

鼓起勇氣
幫助每個孩子製作一個手
杖，將硬紙板捲成一根細長的棒
子，用透明膠帶粘貼，再用金或
銀薄片裹在上面，手杖可以用鉛
筆畫線來裝飾。
把孩子分成2個一組，說：
與對方分享一次你曾懼怕的事情
或曾經很難做出決定的事情。當
你分享後，你父母可以以這個信
息來回應：在上帝的幫助下，我
有勇氣做正確的事。給予時間輪
流分享。

為什麼這需要在朋友面前
拿出勇氣？誰會幫助你？
3.你正路過一位老婦人的房
屋，你的一個朋友建議你
向屋裏扔石頭，你會這樣
做嗎？為什麼需要勇氣堅
持做對的事？

总結
問：哪一種情形是最難的？
為什麼做正確的事需要拿出勇
氣？我們要如何確定我們做了正
確的選擇？（請求上帝與我們同
在並幫助我們）讓我們一起說出
信息：
在上帝的幫助下，我有勇氣
做正確的事。

总結
問：有人遇到過覺得上帝不
願意幫助你的情形嗎？我們可以
確信無論什麼情況下，上帝都會
幫助我們。把你的手杖放在家裏
能看見的地方，並告訴家人有關
以斯帖的故事。當你不知道應該
怎麼做的時候，記住以斯帖，並
請求上帝的幫助。讓我們一起說
出今天的信息：

你需要：
*紙條—6英
吋×9英吋
（15公分
×20公分
*透明膠帶
*金/銀薄片
*鉛筆

在上帝的幫助下，我有勇氣
做正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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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學生本

以斯帖之宴
經文
以斯帖記
5－7章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
王》第492頁

存心節
「在你一切
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祂，
祂必指引
你的路」
（箴言3：
6）

信息
在上帝的
幫助下，
我有勇氣行
正確的事。

你曾參加過盛裝打扮的特別
筵席嗎？以斯帖就曾為王和哈曼
預備了特別的筵席。
經過三天三夜的禁食以後，
以斯帖穿上她最漂亮的服裝去見
王，她走向寶殿，靜靜的站在那
裏。當薛西王看見她時，他微笑
著伸出金杖，以斯帖走向他，並
摸著金杖。
王問：「以斯帖，我能為你
做什麼？」
以斯帖回答說：「我今天 已
為你和哈曼預備了筵席，你願意
來嗎？」
王笑著說：「當然！我們一
定會去。」
稍後，當哈曼和王在筵席上
時，王對以斯帖說：「王后，我
能為你做什麼呢？記著，我願與
你共享天下。」
以斯帖回答說：「明天與哈
曼再來赴宴，我再回答。」
哈 曼 回 到 家 中 非 常高
興，不是每個人都被邀
請參加王和王后的筵
席！他看見末底改坐
在門口。沒有對他行
禮，甚至沒有起身。
哈曼氣急敗壞不發一
語。
哈曼到家後，
對家人和朋友誇誇
其談，「我有十個兒
子，錢和權力。王寵
愛我，他賜我權位。我是
王宮裏在王之下最重要的人，我
是以斯帖王后邀請的唯一與王赴
宴的人，她還邀請我明天再去一
次。」

哈曼又向他們抱怨，「一
切都如我願，除了末底改！他 总
是坐在王的門口，而且對我不
敬。」他喊道。
「為什麼不把他掛起來
呢？」有人建議道。
哈曼採納了這提議命工人建
一個引人注目的高木架。
那晚，王難以入睡，所以差
一個僕人調閱宮廷記錄，他讀到有
關計劃殺害他的門衛以及末底改把
他從死亡的威脅下救出來的事。
「我們獎勵末底改了嗎？」
王問他的僕人。
「沒有，陛下，」僕人說，
「我們從來沒有獎勵過他。」
次日早上，哈曼到院裏申請
抓末底改的許可。還來不及說，王
就問他：「應如何敬重做好事的
人？」
哈曼以為王在說他，就答：
「讓他穿上王袍，戴上王冠，騎
禦馬走遍街市，讓侍從宣告：
『這是王喜悅尊榮的人。』
「我贊成，哈曼，」薛西王
回答道。「照你說的立刻向末底改
去行，缺一不可。」哈曼不得不執
行，但他感到困窘，蒙受恥辱，到
家後就告訴朋友和家人這一切。
「你在末底改面前失去權
力，」他們說，「你不能勝他，
在他面前敗落。」但哈曼在王的
僕人來催促他赴以斯帖預備的第
二個筵席之前，還有一些時間思
考。
會發生什麼事呢？以斯帖會
說什麼？上帝與她同在，上帝也
會與你同在，祂要成為你最好的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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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與你家人一起閱讀學課故事，並談
論聖經中有關勇敢的故事。用英
文字「BRAVE」來依照字母順
序想出有關形容以斯帖的單字，
例：B-Beautiful、Brains、
Banquet、R-Ready、Right…
etc.
•感謝上帝幫助我們做出正確選擇。
星期日
•製作一個手杖，將硬紙板捲成一根
細長的棒子，用透明膠帶粘貼，再
用金或銀薄片裹在上面。在手杖上
寫上存心節，教導家人存心節。
•家庭禮拜聚會時，請人幫你在地圖
中測量兩個地方間的直線距離，再
測量沿著道路走的距離，哪一條
長？請求上帝幫助你沿著直路行。
星期一
•與家人一起，閱讀和討論以斯帖記
5：1-8。
•問問家人是否可以在星期五設計晚
宴，幫忙準備食物，製作名單卡。
•嘗試用你認為與「勇敢」有關意思
的字來創作一首詩，在禮拜聚會時
與你的家人分享。

確的事情。
•請求上帝幫助你成為真正的英雄。
星期三
•在今天的聚會中，閱讀和討論以斯帖
3：1-11。在字典中找出「偏見」之
意，並在這裏寫出其解釋：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學課故事中，誰有偏見？想出克服
偏見的三種方法。
•回顧存心節，然後為你能對人消除偏
見而禱告。
星期四
•禮拜聚會前，製作一個以斯帖王后的
獎狀，在家庭聚會時，頒獎給為堅持
做正確事挺身而出的人。
•複習存心節，並請求上帝能修直你的
道路。
星期五
•幫你媽媽預備和張羅星期一所計劃的
筵席，用餐後，一起把學課故事表演
出來。
•要求每個人講述上帝幫助他們做的正
確選擇。
•唱一首讚美歌曲，然後為面臨困難的
人禱告。

星期二
•以斯帖王后是一個民族英雄。畫一個
笑臉，說出真正英雄的有關陳述：
—身體強壯的人就是英雄。
—英雄也有懼怕的時候，但他用勇氣
堅持做正確的事。
—英雄從不懼怕一切。
—英雄总是祈求上帝幫助他/她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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