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課

以斯帖的營救
本月主題
經文
以斯帖記
第7－8章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王》
第491－494頁

存心節
「焉知你得了
王后的位分
不是為現今的
機會嗎？」
（以斯帖記4：14）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我們可以
是上帝拯救
計劃中的一部分。
感受屬靈恩賜，
並為他人服務。
回應上帝賜給
我們的恩賜，
把他人引向耶穌。

信息
上帝引領我們
獲得侍奉祂和
祂子民的機會。

透過基督徒的生活被領至上帝面前。

故事大綱
在以斯帖的第二次筵席，她向王顯露了自己是猶
太人背景的身份，並為猶太人的存活而懇求。她認識到
哈曼就是唆使者，於是王就把哈曼弄出去，掛在他為末
底改所建的絞架上。儘管王不能再撤回所頒佈將猶太人
處死的詔書，但王可以另外發行一項詔書，給猶太人自
我保護的權利。全國的猶太人都被拯救了，至今猶太人
仍然為此慶祝，稱此為普珥節的兩天節日。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以斯帖和末底改在侍奉上帝和在服務他們的王及
他們的民的事上顯示出極大的勇氣。他們在正確的時間
做了正確的事，我們也一樣可以透過在合適的時候做正
確的事來侍奉上帝。

教師補充材料
「亞哈隨魯王受惑誤信哈曼的誣告，同意降旨屠
殺所有「散居在王國各省的民中」的猶大人。…王並沒
有想到徹底執行這道諭旨時，會有何等深遠的後果隨之
發生。那幕後的煽動者撒但，正親自試圖借此將凡保存
有關真神上帝之知識的人從地上滅盡。」（《先知與君
王》第491頁）
「末底改得到了以前為哈曼所占有的尊貴地
位。…他也致力于促進以色列的福利。」（《先知與君
王》第492－493頁）。
「那終必頒布出來攻擊上帝餘民的命令，必和亞
哈隨魯王所頒布攻擊猶大人的十分相似。」（《先知與
君王》493頁）。

教室布置
見第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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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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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印章

B.我能幫助
讚美和祈禱

2

聖經課程

＜10分鐘

＜20分鐘

--蠟、泥土或紙黏土、紙、
蠟筆或白板筆、有印章的
文件
--圍巾

--交誼
--頌讚
--聖工
--捐獻
--祈禱

--無
--歌本
--兒童聖工消息

--體驗故事

--聖經時代的服裝、披風、
印章、矮桌，三條被單
--聖經、豆袋
--聖經、金杯

-存心節
--聖經研究

3
4

所需材料

--第五課的布料、紙、鉛
筆、別針

課程應用

＜15分鐘

--上帝的腿和臂

--聖經

分享

＜15分鐘

--優待券

--優待券（見141頁）、鉛
筆、黑板、大張紙，白板
筆

*「讚美和祈禱」部分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79

�7-9���.indd 79

21/10/2010 10:09:15

開始教課
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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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備活動
選擇最適合實際情況的活動。

你需要：
*蠟、泥土或
紙黏土
*紙
*蠟筆或白板
筆
*有印章的
文 件 （ 護
照、公正印
章、蓋章的
證明、轉學
證…等等）

A.做印章
說：過去有些人不能寫字，就只能使用印章。有時使用動物圖
案或姓名的印章，他們在寄信時用印章把信封封上，以便收信的人知
道信的內容沒有被別人看到。使用這些材料，來製作你自己的印章。
給予時間完成印章，並讓小朋友解釋他們的設計。

总結
問：在以斯帖時代時，印章的用途是什麼？（制定法律）你認
為今天印章的用途是什麼呢？（出生證明、轉學證明、遺囑、執照和
其它重要文件）對於擁有自己的印章你有何看法？你會如何使用這個
印章呢？
說：在以斯帖時代，王把印章用於法律和法令，並且不能更
改。在今天的故事中講述，由於國王用戒指蓋印的聖旨，使得猶太人
面對嚴重的困難。但感謝對上帝充滿信心的兩個人，使王另外頒布法
令幫助上帝的子民。我們的信息說：
上帝引領我們獲得侍奉祂和祂子民的機會。
和我一起說。

你需要：
*圍巾

B．我能幫助
把孩子們分成兩個組，在教室兩邊排隊，把圍巾放在中間，給
每個孩子一個號碼，從相對角的兩邊開始數。
說：我要叫出一個號碼及特性。例如：愛、幫助、良善、分
享、順從、真理、禱告、聆聽、照顧。若被叫到有此號碼的人，則要
跑到中間並嘗試抓住圍巾。第一個拿起圍巾的人，要示範出其特征的
例子。如果你想不出來，就將圍巾傳給另一隊，每個人都要有一次機
會得到圍巾。

总結
問： 有如此多樣的服務他人的方式，你感到驚喜嗎？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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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嗎？（有的時候是不容易的）以斯帖在她的百姓陷於困難中時
幫助他們。她把握了上帝賜給她的機會。如果我們對上帝有信心，
祂也會賜給我們幫助他人的機會。今天的信息說：
上帝引領我們獲得侍奉祂和祂子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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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祂的手」（為喜樂歌唱第129首）
「跨過那條路」（為喜樂歌唱第131首）
「耶穌要我們發光」（為喜樂歌唱第133首）
「我是真實的」（為喜樂歌唱第117首）
「我的這小光」（為喜樂歌唱第134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故事中服務的主題，
說：如果我們願意請求上帝，祂就將賜給我們侍奉祂的機會。

捐獻
說：當我們捐獻時，就是侍奉上帝，也幫助他人能侍奉上帝。

祈禱
鼓勵孩子們寫或畫出一些他們願意侍奉上帝和
服務他人的方式，在禱告中祈求上帝帶給每一個孩
子侍奉的機會。

你需要：
*第五課的
布
*小方紙
*別針
*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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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需要：
*聖經時代的
服裝
*披風
*印章
*矮桌
*三條被單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人物：以斯帖，末底改，
王，哈曼，哈波拿，其它孩子可
以輪流當朝臣和士兵。

場景布置
在王宮前面擺設筵席桌，折
疊被單以便以斯帖、王和哈曼能
夠靠在桌邊。提醒孩子們所發生
的故事，鼓勵他們仔細聽並演出
故事。
說：上週我們瞭解到以斯
帖在沒有被邀請的情況下，勇敢
到了王的面前，王伸出金仗，並
且接受了他與哈曼赴宴的邀請。
王問她想要什麼，她請求王第二
天帶哈曼來參加另一個宴會。那
天晚上王不能入睡，但透過閱讀
宮廷記錄，他才知道末底改救了
他的性命，還沒有得到獎賞。王
就問哈曼他應該如何獎賞對他有
巨大貢獻的人，哈曼建議說這個
人應穿上王袍並被高官領著，騎
著禦馬在街市巡遊。王就叫哈曼
對末底改這樣做，哈曼非常的惱
怒。現在是第二次筵席的時候。

說故事
薛西王和哈曼正在享用以斯
帖的第二次筵席。（三個人都靠
在桌子周圍）王十分好奇，他想
知道以斯帖想要什麼，並且為什
麼這麼久才告訴他。
「以斯帖王后，」 他說。
「你想要什麼呢？要知道你可以

擁有國的一半。」
「王啊，如果你在乎我喜歡
我，就請讓我存活，也讓我的民
存活吧！」她懇求道（以斯帖在
王面前懇求）。「聽說我們都要
被殺，我們若被賣為奴婢，我也
閉口不言，但如今我們是要被滅
絕。」
「什麼？這是誰指使的？
這個人在哪裏？」王憤怒的叫道
（王跳起來）。
「就是這個人──哈曼。」
以斯帖指著哈曼說道。（以斯帖
指哈曼）
哈曼停止用宴，驚惶不定，
他沒有料到以斯帖會知道這些
事。王便大怒，摔掉手中的杯
子，憤然離開筵席桌（王走出
去），哈曼知道王要殺他。就跪
在王后面前祈求饒恕（哈曼跪在
以斯帖腳下），就在這時，王又
回到了筵席之處（王進來）。
王怒吼道：「哈曼！我還在
這裏，在我面前，你竟敢凌辱王
后嗎？」（王做憤怒的手勢）
王一說完這話，侍從就蒙了
哈曼的臉把他帶走了。（兩個侍
從過來把哈曼帶走）
王的一個太監叫哈波拿，
他告訴王說：「哈曼為那救王有
功的末底改做了木架，現今在院
裏。」（走到王的面前告訴他）
於是，王下命令把哈曼掛在
上面。
薛西王就把哈曼擁有的一切
都賜給了以斯帖，後來以斯帖就
告訴王，末底改是她的表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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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就派人把末底改帶到他的
面前。（派人去接末底改，僕人
與末底改一起回來）。王賜給末
底改從哈曼收回的戒指，讓末底
改管理哈曼的家產和土地。
但這些並未結束，她回到
王宮後，就跪在王的面前（在王
面前跪下），她祈求王除掉哈曼
的陰謀計劃。王向以斯帖伸出金
杖，以斯帖就站起來。
她哭說：「請我王，可否
另下旨意，廢掉哈曼所傳的那旨
意？」
王說：「我不能除掉那個命
令，因為它 已 被我用戒指蓋印，
不過現在你們可以讓末底改告訴
我的文書，寫諭旨給猶太人，寫
好之後，他可以用我賜給他的戒
指蓋印。」
末底改就讓文書寫諭旨，授
命猶太人可以反抗試圖加害於他
們的人，而且可以奪取他們的財
產。諭旨寫好以後，王的特別傳
令官迅速將此諭旨傳送到全國各
地。末底改穿著朝服披著禦袍，
戴著冠冕離開了王宮。
書珊城所有的猶太人都為新
的諭旨歡呼快樂，所到之處人們
奔相走告，猶大人民設宴慶祝。
（人們露出高興喜悅的神情）甚
至一些其它的民也入了猶大籍。
從此以後，猶太人就開始慶
祝普珥節，兩天的慶祝以紀念以
斯帖和末底改將他們從死亡的威
脅下解救出來。

总結
問：你如何理解以斯帖在沒
有被王召見的情況下，來到王面

前時的感受？以及她向王做出這
樣一個大膽要求？你的感受如何
呢？為什麼法令不能改變？王制
定的第二項法令的區別是什麼？
如果我們願意，上帝就會賜給我
們侍奉祂和祂的百姓的機會。讓
我們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上帝引領我們獲得侍奉祂
和祂子民的機會。

存心節
把存心節寫在明顯的地方，
然後大聲朗讀經文：「焉知你得
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
會嗎？」（以斯帖記4：14）
投擲沙包，讓孩子接住，
說出存心節的下一個字，保持有
節奏的持續進行，不要停頓。每
輪一次，就擦掉存心節的頭三個
字，並重複此活動，持續進行直
到孩子們能背誦這節經文。

你需要：
*聖經
*沙包（或
小豆袋）

聖經研究
預先，將每個問題寫在不同
紙片上，把紙片放入筵席桌的一
個「金」杯裏，讓十二個小朋友
各選一個問題，查找參考資料，
並準備在課堂上分享問題及答
案。（若人數少，有些孩子需要
準備回答更多的問題。）
1. 王在第二次筵席上向以斯
帖王后做了什麼應許？
（以斯帖記7：2）
2. 以 斯 帖 王 后 做 了 什 麼 請
求？為什麼？（以斯帖記
7：3，4）。
3. 以斯帖說出誰是導致猶大人
陷於麻煩的人？（以斯帖

你需要：
*聖經
*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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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7：6）
4. 當以斯帖揭露了哈曼的陰
謀時，他是什麼感受？
（以斯帖記7：6）。
5. 王對於哈曼的所做所為的
消息是如何回應的？（以
斯帖記7：7）。
6. 王得知哈曼的陰謀之後，
哈曼試圖做什麼？（以斯
帖記7：7）。
7. 哈 曼 是 如 何 被 處 置 的 ？
（以斯帖記7：9，
10）。
8. 王賜給以斯帖什麼？（以
斯帖記8：1）。
9. 以斯帖向王做了另外一個
請求，是什麼？（以斯帖
記8：5，6）
10.王在以斯帖第二次筵席的
回答是什麼？為什麼？
（以斯帖記8：7，8）。

3
你需要：
*聖經

課程應用

上帝的腿和臂
讓一個人找出並閱讀馬太福
音4：18-22和馬可福音2：13，
14。
問：彼得、安德列、雅各、
約翰和利未遇到了什麼事情？
（耶穌呼召他們做祂的門徒）。
他們在跟從耶穌之前是做什麼工
作，那後來他們做什麼？（他們
傳講耶穌）什麼使他們變得特
別？（他們願意跟從耶穌）今天
耶穌向我們發出了同樣的邀請，

11.王的第二項法令所說的內
容是什麼？是誰寫的？
（以斯帖記8：11）。
12.新法令傳出以後，猶大人
是什麼樣的感受？（以斯
帖記8：16，17）。

总結
問：如果以斯帖和末底改不
願意侍奉上帝和祂的百姓，你認
為事情將會如何發展？你認為上
帝會尋找其它途徑來拯救祂的百
姓嗎？當我們利用時機侍奉上帝
和祂的百姓時，什麼會發生在我
們身上？（我們會成長並且成為
更好的人，我們會更多的信靠上
帝）讓我們重複今天的信息：
上帝引領我們獲得侍奉祂和
祂子民的機會。

祂希望我們侍奉祂和祂的百姓。
想一想這些情形，以及你如何侍
奉祂，安排時間討論。
1.你在公園裏看見一個大男
孩把一個小女孩從鞦韆上
推下來，搶過來自己玩。
你如何在這件事上，表現
出對上帝的侍奉精神，並
幫助這個小女孩？（安慰
小女孩；把她帶到大人那
裏；請一個大人幫助）。
2.你的鄰居請你幫他修剪樹
枝，他要給你工錢，你也
同意了。他說：「好，星

84

�7-9���.indd 84

21/10/2010 10:09:18

期六上午9點到12點來工
作。」你如何回應才能表
現出對上帝和祂的百姓的
侍奉精神。
3.你足球踢得很好，鄰居的
小孩們想要你加入他們的
球隊，你也的確想參加，
但你知道他們在安息日也
有很多的活動安排，你如
何回應來表現出對上帝的
侍奉精神。

式來侍奉上帝，尋求侍奉上帝和
祂子民機遇的第一步是什麼呢？
（侍奉的願望）。當我們說「我
願意侍奉上帝」時，祂會引領我
們到這樣的機會中，並且會賜給
我們做正確事情的勇氣。讓我們
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上帝引領我們獲得侍奉祂和
祂子民的機會。

总結
說：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方

4

分享

優待券
預先為每個孩子製作四張
優待券（見141頁），讓孩子們
說出名字，並討論侍奉上帝和祂
百姓的不同方式。做一張大家都
能看見的名單。說：這裏是四張
優待券，想出你願意侍奉的人
名，在一張優待券上寫上一個名
字，然後從名單上選擇你能做的
事情，填寫完成優待券後簽上名
字。成人要幫助有需要幫助的
人，但要讓孩子們簽上自己的名
字。

問：你會把優待券給誰，
要做什麼呢？等候回應。這些就
是本週你侍奉上帝所要做的事情
嗎？等候回應。當我們告訴上帝
我們願意侍奉祂和祂的民時，上
帝就會為我們打開所有的機會。
讓我們說出今天的信息：
上帝引領我們獲得侍奉祂和
祂子民的機會。

你需要：
* 每 個 孩
子四張優
待券（見
141頁）
*鉛筆
*黑板或大
張紙
*白板筆

結束
讓孩子們聚集起來，手持優
待券，祈求上帝在未來的一週侍
奉祂時，賜福並幫助他們。

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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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學生本

以斯帖的營救
經文
以斯帖記
第7－8章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
王》
第491－494
頁

存心節
「焉知你得了
王后的位分，
不是為現今的
機會嗎？」
（以斯帖記
4：14）

信息
上帝引領我們
獲得侍奉祂和
祂子民的
機會。

你是否曾經急於想知道某
些事情，媽媽或爸爸卻說「等一
下！」感覺你好像急於滿足你的
好奇心，這就像薛西王來到以斯
帖第二次筵席時的感受。
薛西王和哈曼正在享用以斯
帖的第二次筵席，王十分好奇，
他想知道以斯帖想要什麼，為什
麼這麼久才告訴他？
「以斯帖王后，」他說。
「你想要什麼呢？要知道你可以
擁有國的一半。」
「王啊，如果你真的在乎
我，就請讓我存活，也讓我的民存
活吧！」她懇求道。「聽說我們都
要被殺，我們若被賣為奴婢，我也
閉口不言，但我們是要被滅絕。」
「什麼？這是誰指使的？這
個人在哪裏？」王憤怒的叫道。
「就是這個人──哈曼！」
以斯帖指著哈曼說。
哈曼停止用宴，驚惶不定，
他沒有料到以斯帖會知道這些
事。王便大怒，摔掉手中的杯
子，憤然離
開筵席桌。
哈曼知道王
要殺他，就
跪 在 王 后
面前祈求饒
恕，就在這
時，王又回到
了筵席之處。
王 怒 吼
道：「哈曼！我還在這裏，在我
面前，你竟敢凌辱王后嗎？」
王一說完這話，侍從就蒙了

哈曼的臉把他帶走了。
王的一個太監叫哈波拿，他
告訴王說：「哈曼為那救王有功的
末底改做了木架，現今在院裏。」
王下命令把哈曼掛在上面。
薛西王就把哈曼擁有的一切
都賜給了以斯帖，後來以斯帖就告
訴王，末底改是她的表哥。於是，
王就派人把末底改帶到他的面前，
王賜給末底改從哈曼收回的戒指，
讓末底改管理哈曼的家產和土地。
但這並未結束，她回到王宮
後，就跪在王的面前，她祈求王
除掉哈曼的陰謀計劃。王向以斯
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站起來。
她哭道：「請我王，可否下
旨廢掉哈曼所傳的那旨意？」
王說：「我不能除掉那個命
令，因為它已被我用戒指蓋印，不
過現在你們可以讓末底改告訴我的
文書寫諭旨給猶太人，寫好之後，
他可以用我賜給他的戒指蓋印。」
末底改就讓文書寫諭旨，
授命猶太人可以反抗試圖加害於
他們的人，而且可以奪取他們的
財產。諭旨寫好以後，王的特別
傳令官迅速將此諭旨傳送到全國
各地。末底改穿著朝服，披著禦
袍，戴著冠冕離開了王宮。
書珊城所有的猶太人都為新
的諭旨歡呼快樂，所到之處人們奔
走相告，猶太人民設筵慶祝，甚至
一些其它的民也入了猶太籍。
從此以後，猶太人就開始慶
祝普珥節，兩天的慶祝以紀念以
斯帖和末底改將他們從死亡的威
脅下解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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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與家人分享學課故事，然後唱一些
歡 樂 歌 曲 —— 猶 太 人 歡 慶 時 唱 的
歌。請你的家人分享他們侍奉上帝
或祂子民的經驗。祂的子民是誰？
•請求上帝每天都幫助你侍奉祂。
星期日
•幫助媽媽擺放碗筷。
•向她要一塊舊布，剪成一個長方形
代表一張桌布。把存心節寫在布
上，家庭禮拜聚會時，教導家人這
節經文。
•家庭聚會時，看你能說出多少與聖
經故事相關的食物名字。
•為健康和力量感謝上帝。
星期一
•今天的家庭聚會時，閱讀以斯帖記
7：9，哈曼建的木架有多高？你
能找到什麼東西，是和它高度相近
嗎？在地上量出距離。
•給一個不太親近的朋友設計一個令
他驚喜的禮物送給他，為你的此計
劃禱告。

星期三
•在家庭聚會時，閱讀以斯帖記6：
1，2。開始編寫家庭記錄，把一週
每天的事都寫在裏面。
•為勇敢無畏的人創設一個末底改獎，
把末底改獎贈送給你認識的某個人並
解釋原因。請求上帝賜福於這個人。
星期四
•聚會時，閱讀和討論以斯帖記3：
10-12和8：8。刻一個印章，你想
它有什麼樣的特點？想出一個家庭的
勉言刻在印章上。
•找出一些印章並說出它們如何使用。
現代的人如何使用印章？
•為你的家庭感謝上帝。
星期五
•從頭到尾回顧以斯帖的故事。與家人
一起表演出你最喜歡的部分。請其它
家庭的成員說出他們最喜歡的部分。
•一起說出存心節，講述它對你和你家
人的意義。
•禱告前，向上帝頌唱讚美詩歌，感謝
上帝每天賜給你的機會。

星期二
•做見證的一個好方法是一同進餐。
家庭聚會時計劃邀請某人一起吃
飯，邀請某個不太瞭解耶穌的人，
在訪問前，你能做什麼是對此有幫
助呢？
•閱讀以斯帖記5：13和7：1，2，
察看你國家的地圖。薛西是不是你
國家的王，他又賜給以斯帖多少土
地呢？
•為你國家的統管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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