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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记
王后瓦实提抗拒王命
1-2
这件事发生在亚哈随鲁王朝年
间。当时，亚哈随鲁王在京城书
珊的禁城内临朝，统治着从印度到古
实的一百二十七个省份。
3
亚哈随鲁王朝三年，亚哈随鲁王
举办盛宴，招待他的臣属和波斯及米
底亚地区的将领以及辖下各省的行政
官和贵族。4 宴会期间，王向人们炫
耀王国的财富和无数的珍玩奇宝。宴
会整整持续了一百八十天。
5
盛宴结束了以后，王又在御花园
里举办宴会，招待禁城内所有的人，
无论职位尊卑都在邀请之列。宴会为
期一周。6 御花园内张挂着白色和紫
色的麻纱挂毯，用紫色的布带和细麻
绳系在相间的大理石柱的银环上。金
银装饰的躺椅放在铺着紫石、珍珠岩
和黑、白颜色大理石的地上。7 酒杯
花色各异，全用黄金制成；王很慷
慨，他赐下大量皇家御酒，8 并吩咐
皇宫总管让人们开怀畅饮，不要加任
何限制。9 与此同时，王后瓦实提也
在王宫里设宴招待女宾。
10
宴会持续到第七天，亚哈随鲁王
趁着酒兴，吩咐七名贴身太监米户
幔、比斯他、哈波拿、比革他、亚拔
他、西达、甲迦，11去请王后瓦实提
戴着后冠出来，让臣民们一睹王后的
美貌；因为瓦实提王后的容貌极其动
人。12 不料，瓦实提王后不肯遵照王
命随同太监们前来。王勃然变色，怒
火中烧。
13-14
王每当遇到法律和是非方面的
问题，总是按例要征询左右几位精于

1

这方面事务的谋臣，他们是来自波斯
和米底亚的甲示拿、示达、押玛他、
他施斯、米力、玛西拿、米母干，这
七位大臣可以随时晋见王，在王国里
地位极其显赫。王问他们∶“15王后
瓦实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按律应
当如何处理？”
16
米母干对王和诸大臣说∶“王后
瓦实提不只是冒犯了王，也有害于陛
下治下的各地臣民。17 她的行为一旦
传扬开来，全国的女人都会公开藐视
自己的丈夫，她们会说∶‘亚哈随鲁
王让瓦实提王后去见他，她还不去
呢！’ 18今天，波斯和米底亚的众位
夫人听到了王后的话，明天，她们就
会去对她们身为陛下各级官员的丈夫
去说同样的话，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激
怒丈夫之端。19如果陛下认为合适，
请降旨∶从今以后，瓦实提不得再见
王。并把这御旨录为书面文字，定为
波斯和米底亚的法律，永不更改。王
后之位则赐与比她更好的女子。20陛
下此诏令将传遍王之恢宏之国土，无
论丈夫贫富贵贱，每个妇女都必会敬
重他们了。”
21
王和诸大臣认为米母干的话很
对，接受了他的建议。22 于是，王用
各省的语言和各族的方言向全国各地
降旨∶“丈夫应该是一家之主，并以
其本族的语言讲话。”
以 斯帖加冕为后
这件事以后，王的怒气渐渐平息
了，开始想念瓦实提，又想她违
命和被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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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年轻侍臣们对王说∶“何不
召一些年轻美貌的处女来呢？3请王向
各地官员降旨，让他们选美女，送到
书珊城的宫院来，交给掌管女院的太
监希该，让他调教她们。4王可以立喜
爱的女子为后，代替瓦实提。”
王觉得很好，于是颁旨照行。
5
禁城内有一个犹太人，名叫末底
改。他是睚珥的儿子、示每的孙子、
基士的曾孙，属便雅悯支派。6 当年
尼布甲尼撒王将犹大王约雅斤和众百
姓从耶路撒冷掳往巴比伦的时候，末
底改的家族也在其内。7 他有一个堂
妹叫哈大沙（又名以斯帖），父母早
亡，他把她收为养女。以斯帖出落得
美丽动人。
8
王的谕旨一传出，许多年轻女子
都被选召进禁城，以斯帖也被选进
希该掌管的女院。9 希该很喜欢以斯
帖，格外关照她，当即给她提供了
各类化妆用品和专门的食物，又派
了七名最合宜的宫女服侍她，让她
们住进女院中最好的房屋。10 末底改
曾嘱咐她不可把自己的种族和家世
告诉他人，因此，以斯帖一直严守
秘密。11末底改天天在女院前张望，
想要知道以斯帖的情况，看看事情
有什么进展。
12
选召进宫的少女要经过十二个
月的美容调理才能见王。前六个月
用没药油，后六个月用香膏和其他
各种健身用品。然后，依次去见亚
哈随鲁王。13 当她从女院去王宫的时
候 ， 凡 她 所 要 求 的 东西 都 必 须 给
她。14 晚上，她进宫去见王，在那里
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回到女院，
由总管妃嫔的太监沙甲照料，除非
王喜欢她，指名召见她，否则，她
就不再回到王那里。
15
以斯帖见王的日期到了。她本是
末底改的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后来末
底改把她收为养女。凡见过她的人都
很喜欢她。当她去见王的时候，除了

掌管女院的太监希该劝她要的东西之
外，没有要求任何东西。
16
亚哈随鲁王朝第七年十月，即提
别月，以斯帖被引进寝宫见王。17王
喜爱她胜过所有其他女子；她赢得了
王的恩宠。于是，王为她加冕，立她
为王后，取代了瓦实提。18接着，王
为以斯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所
有的臣仆和官员，又宣布全国放假一
天，并以王族的豪华气派大行赏赐。
末 底改得晓阴谋
19
选召秀女入第二女院的时候，
末底改正在朝门当值。20 当时，以斯
帖依然严守末底改的嘱咐，没有向
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身世和种族；她
仍然象小时候末底改抚养她的时候
一样听从末底改的话。21 辟探和提列
是看守殿门的太监，这两人对亚哈
随 鲁 王 心 怀 怨 望 ， 密谋 想 要 杀 害
王。末底改在朝门当值的时候，22听
到了他们的阴谋，就告诉了王后以
斯帖。以斯帖以末底改的名义把情
况报告了王。
23
经过调查，情况属实。两名阴谋
者被绑在行刑柱上施以刺刑。这件事
记录在皇家案卷里。
哈 曼图谋毁灭犹太人。
这件事之后不久，亚哈随鲁王提
升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为
宰相，总领其他朝臣。2 王命令所有
值守朝门的王宫侍从都要向哈曼跪拜
行礼。人们都遵命行事，只有末底改
不跪不拜。
3
看守 宫门的侍 从们劝末 底改，
说∶“你何必违抗王的命令呢？”4他
们天天劝他，可末底改就是不听。他
向他们解释说他是个犹太人。于是，
他们向哈曼做了报告，看看哈曼对末
底改的话有什么反应。
5
哈曼 见末底改 不肯向他 跪拜行
礼，怀恨在心。6 他得知了末底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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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决定不只要陷害末底改一个
人，而要毁灭王国内所有的犹太人。
7
亚哈随鲁王十二年一月，即尼散
月，哈曼命人在他面前拈阄，择定日
期 （ “ 阄 ” 在 亚述 语 中 叫 做 “ 普
珥”），想要一举灭绝犹太人。拈阄
的结果是十二月十三日，即亚达月。
8
哈曼上奏亚哈随鲁王，说∶“当
前在陛下的国内各处散居着一个种族
之民。他们的习俗既异于其他民族，
也不肯遵守王的律例，继续容留他们
恐于王无益。 9 如陛下恩准，请降旨
将他们除灭。臣愿捐一万块银子纳入
国库。”
10
王从手上摘下戒玺，交给犹太人
的仇敌、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
曼，11 对他说∶“有关钱和这个民族
的事，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12
正月十三日，王室书记奉召按照
哈曼的命令向各总督、各地方行政
官、各地方的各族首领发布御旨。御
旨用各族的文字和语言写成，以王的
戒玺盖印，13 由驿马传递到各地。御
旨命令各地务必将所有的犹太人，不
分男女老幼，于十二月十三日这天赶
尽杀绝，其财物充公。14 御旨的内容
要以法律的形式通告各地民众，以便
在那天做好准备。15驿卒带着王命分
赴各地，旨意的内容也传遍了禁城。
王和哈曼还在对坐饮宴，整个禁城已
经乱成一片。
末底改劝以斯帖相援
末底改知道了发生的一切，悲
痛地撕裂了衣服，披麻蒙灰，
走进书珊城，放声痛哭。2 他来到王
宫门前时停住了脚步，因为穿着麻衣
不可进入朝门。
3
在全国各地，随着王命规定的日
期日益临近，到处是痛不欲生的犹太
人。他们禁食*，痛哭流涕，许多人
穿着麻衣躺在灰堆里。

4

禁食：在一段特定的期间里不进饮食。

4

侍奉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把外面
发生的一切都报告了以斯帖，她深感
不安，派人送衣服给末底改，让他换
下麻衣。但末底改不肯。5 以斯帖叫
来国王派给她的贴身太监哈他革，吩
咐他去见末底改，弄清究竟发生了什
么事，原因何在。
6
哈他革在王宫门前的广场上找到
了末底改。7 末底改把哈曼如何为灭
绝犹太人应许向国库捐银的准确数目
和其他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哈他
革，8 又将传抄在书珊城的关于除灭
犹太人的谕旨交给哈他革一份，让他
带给以斯帖，把事情讲给她听，并嘱
咐她进去见王，为本族人求情。
9
哈他革回来以后，把末底改的话
告诉了以斯帖。10 以斯帖让哈他革转
告末底改∶11 “王的所有侍从和全王
国上下都知道，任何人如果不经宣召
而擅入内宫者，不论男女，一律处
死。这是法律。除非王向他伸出金
杖，才能免死。而我已经有三十天没
有蒙王宣召了。”
12
哈他革把以斯帖的话告诉了末底
改。 13 末底 改让他带 话给以斯 帖∶
“不要以为你身居内宫就能逃脱灾
难，你也是犹太人。14 即便你在这个
时刻闭口不言，犹太人也必能从别处
得到拯救，而你和你的家族则必会灭
亡。谁又能知道，你能够身居高位不
就是为了今天这样一个机会？”
15
以斯帖传话给末底改∶16 “你把
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都召集在一起为
我禁食吧！你们要三天三夜不吃不
喝，我和我的宫女们也和你们一起禁
食。然后，我要冒死违例去见王；如
果我注定要死，就让我死了吧！”
17
末底改出宫过河，按照以斯帖的
嘱咐行事。
以 斯帖向王进言
到了第三天，以斯帖穿上王后的
礼服，来到内宫的寝宫前。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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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面对殿门的宝座上，2 看见王后
以斯帖站在宫院里，心中喜欢，向她
伸出了手中的金杖；以斯帖走上前
来，摸了杖头。
3
王对她说∶“王后以斯帖啊，你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你想要什么？就
是王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
4
以斯帖说∶“如果蒙王恩准，请
王 今 天 同 哈 曼 赴我 为 王 预 备 的 筵
席。”
5
王吩咐左右∶“快把哈曼召来！
我们好去赴王后的宴席。”
王和哈曼一起去以斯帖处赴宴。
6
饮酒之间，王又对以斯帖说∶“你
有什么愿望？我都会满足你。你想
要什么？就是王国的一半我也会赐
给你。”
7
以斯帖答道∶8 “如果蒙王垂青，
恩准我的请求，请王明日同哈曼再来
赴宴，那时我依王命将有所求。”
哈曼对末底改怀怒
9
哈曼赴宴归来，满心欢喜，可是
一过朝门，看见末底改坐在那里，见
了他一动不动，连站也不站起来，哈
曼的怒气就又冒了上来。10他忍着一
肚子气回到家，派人请来他的密友和
他的妻子细利斯。11哈曼向他们炫耀
他的富有和众多的儿女，以及王怎样
提拔他，使他位居群臣之上。12哈曼
又说∶“连以斯帖王后请王赴宴时也
只请我一人作陪，明天我还要奉召陪
王赴宴。13 可是只要我看见那个犹太
人末底改坐在宫门口，我的兴致就全
都没了。”
14
他的妻子细利斯和他的朋友们
说∶“你造一个五丈高的绞架，明天
早晨，你去禀告王，请王降旨把末底
改吊在绞架上。这样，你就可以高高
兴兴地随王去赴宴了。”
哈曼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叫人
赶制了一个大绞架。

末 底改得尊荣
当天夜里，王反侧难眠，就命人
取来王室案卷读给他听。2 当读
到末底改曾举报守门太监辟探和提列
当年如何图谋杀害亚哈随鲁王时，3王
问∶“为这事赐了末底改什么尊荣和
爵位没有？”
侍从们答道∶“什么也没有。”
4
这时 ，哈曼刚 好走进王 宫的外
院，来请王降旨把末底改吊死在他专
门为末底改准备的绞架上。王问∶
“谁在院子里？”
5
侍从 们答 道∶ “哈曼 在外 候
旨。”
王说∶“让他进来！”
6
哈曼进来，王问他∶“如果我想
要赐人尊荣，应该如何待他呢？”
哈曼暗想∶“王想要赐与尊荣的
人舍我其谁？”
7
于是，他对王说∶“如果王想赐
尊荣给这个人，8-9请命人将陛下所穿
的王袍和所骑的御马取来，交于王的
一位重臣，马头上要佩有皇室徽记。
然后，命人给这人穿上王袍，让他骑
上御马遍游城中，还要在他前面呼喝
开道，喊∶‘王赐与尊荣的人，就应
该如此蒙恩。’”
10
王对哈曼说∶“好吧！赶快把我
的王袍和御马带来！就按你方才所
说，把尊荣赐给那值守宫门的犹太人
末底改，一样也不可缺少！”
11
哈曼接过王袍和御马，把王袍
披在末底改的身上，又领他骑马在
城 中 游 行 ， 并 在 马 前替 他 开 道 ，
喊∶“看哪，王就是这样尊尚他所
赐恩的人！”
12
游行完毕，末底改返回宫门，哈
曼却垂头丧气地赶回家。13他向妻子
和朋友们说起了这一切。他的妻子细
利斯和那些平素为他出谋划策的朋友
们都说∶“既然末底改是个犹太人，
你就此就要败落了。你不但奈何不了
他，还必定会毁在他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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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们正在谈论，王宫太监到了，
催促哈曼赶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

哈曼被吊死在自己为末底改准备
的绞架上。王的怒气这才平息下来。

哈 曼受绞刑
1-2
第二天，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
以斯帖的宴席。2 饮酒中间，王
又对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
你有什么愿望？我都会满足你。你
想要什么？就是王国的一半我也会
赐给你。”
3
以斯帖答道∶“陛下啊！如果蒙
陛下垂青，恩准我的请求，求你免
我一死－这就是我的愿望；也求你
饶恕我的族人的性命－这就是我的
请求。4 因为我和我的族人已经被人
出 卖 了 ！ 我 们 就 要 被杀 戮 ， 被 灭
绝；我们要遭灭种之祸了！如果我
们只是被卖作奴隶，我们决不敢为
自己的受祸申求公道而使陛下蒙受
损失。”
5
王问以斯帖∶“谁敢如此胡作非
为？他是谁？他在哪里？”
6
以斯帖说∶“迫害我们的仇敌就
是这个恶人哈曼！”
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目瞪口呆。
7
王怒冲冲地站起来，离席到御花
园里去了。哈曼眼见性命难保，起身
向王后以斯帖哀求饶命。8 王从御花
园里回到酒席前，正好看见哈曼扑倒
在以斯帖靠着的躺椅上，王怒道∶
“他竟敢在宫廷之内，当着我的面调
戏王后！”
话音未落，左右侍从立刻上前将
哈曼拿下。*
9
一个名叫哈波拿的御前太监禀告
王∶“哈曼造了一个五丈高的绞架，
扬言要吊死那位曾经救过王性命的末
底改。如今那绞架还立在他家的院子
里！”
王 下令 ∶“ 把哈 曼 吊在 那绞 架
上！”

王下令援助犹太人
当天，亚哈随鲁王把犹太人的仇
敌哈曼的家产全部赐给了王后以
斯帖。末底改也来到王的面前。以斯
帖把末底改与她的关系都告诉了王。
2
王从手上摘下从哈曼那里取回的戒
玺，交给了末底改。以斯帖让末底改
接管了哈曼的家产。
3
以斯帖又伏在王的脚下，流泪恳
求王撤销哈曼谋害犹太人的恶谋。4王
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站起来，
立在王的面前，5 对王说∶“如果陛
下以为适意，如果我能邀王恩泽，如
果陛下恩准我的请求，如果我蒙陛下
恩宠，请另下一道旨意废除哈曼所发
的命令。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
设谋传旨，要杀灭王国内各处的犹太
人。6 我何忍见我的本族受难？何忍
见我的同胞被屠戮？”
7
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太
人末底改说∶“哈曼图谋杀害犹太
人，我已经把他吊死在高架之上，
又 把他 的家 产赐 给 了以 斯帖 。 8 但
是，以王命颁发的通告上有王的印
鉴，不能废止。不过，我可以授权
你们按你们认为对犹太人有利的方
式 另 拟 一 道 命 令 ， 以王 的 名 义 发
出，并盖以王的印鉴。”
9-10
三月（即西弯月）二十三日，
王室书记奉召按照末底改的命令，以
王的名义向从印度直到古实的一百二
十七个行政区发布御旨。御旨用犹太
人的语言文体及各地各族的语言文体
写成，盖以王印，由信使骑王室特选
的御马送给各地的犹太人以及总督、
行政官和各省官员。11 王给各地犹太
人的喻旨宣布∶王准许各地的犹太人
集合起来保卫自己，杀灭所有准备攻
击犹太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
女，并夺取他们的财物。12该命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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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51
十二月（即亚达月）十三日在全国各
地生效，有效期为一天。13各地要抄
录命令并作为法律向民众公布，以便
犹太人做好准备，在那一天向他们的
仇敌复仇。
14
信使们奉王命骑着御马以最快的
速度把命令传送到全国各地；同时，
命令也在京城书珊城公布于众。
15
末底改头戴金冠，身穿紫色和白
色相间的朝服，外罩紫色细麻布外
袍，走在王的前面，整个书珊城爆发
出一片欢呼声。16 犹太人感到狂喜、
快乐和自豪。17全国的各地各城，凡
王命所到之处，犹太人无不欢呼雀
跃，摆设宴席，把这天当作节日庆
祝。许多当地人因为怕犹太人对他们
不利，也加入了犹太藉。
犹 太人占了上风
十二月（即亚达月）十三日，执
行王命的日期到了。犹太人的仇
敌本想在这一天迫害犹太人，结果却
反被犹太人占了上风。
2
犹太人在他们居住的各个城市里
集合起来，攻击那些本想杀害他们的
人。人们都畏惧犹太人，没有人能抵
抗他们。3 各地的总督、行政官、各
省官员和皇家代表慑于末底改的权
势，都支持犹太人。 4 末底改身居高
位，权倾朝野，声威日盛。5 犹太人
随心所欲地杀死一切曾经压迫他们的
人，除灭了所有的仇敌。
6-10
在书珊城的禁城内，犹太人杀
死了五百人，包括犹太人的仇敌、哈
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的十个儿子－巴珊
大他、达分、亚斯帕他、破拉他、亚
大利雅、亚利大他、帕玛斯他、亚利
赛、亚利代、瓦耶撒他。但是犹太人
没有夺取这些人的财物。
11
当天，书珊城禁城内被杀人数
呈报 给王， 12 王对 王后以 斯帖说∶
“犹太人在书珊城的禁城里就杀死
了五百人，包括哈曼的十个儿子，

9

以斯帖记 8:13-9:25
其他省份被杀的人数还不知会有多
大！但不论你有什么愿望和要求，
我都一定满足你。”
13
以斯帖答道∶“如果蒙陛下恩
准，请准许书珊城的犹太人明天再按
今天的做法行动一天，并请降旨把哈
曼的十个儿子吊在绞架上。”
14
王按照以斯帖的要求在书珊城内
颁布命令。哈曼的十个儿子被吊在绞
架上。15亚达月第十四日，书珊城的
犹太人再次集合起来，又杀死了三百
人，但仍然没有夺取他们的财物。
16
其他各地的犹太人也都集合起来
保卫自己。他们为了除灭仇敌获得安
宁，共杀死了七万五千名仇恨他们的
人。他们也没有夺取那些人财物。17这
是亚达月十三日的事。十四日他们就
休息了，因此，他们把亚达月十四日
定为欢宴庆祝的节日。
普珥节
18
而书珊城的犹太人在十三日和十
四日接连两天集合行动，直到十五日
才住手不杀，所以，他们把亚达月十
五日 定为欢宴 和庆祝的 节日。 19 因
此，住在乡村和小村镇里的犹太人如
今都以亚达月十四日作为欢宴庆祝的
节日，彼此赠送食品。
20
末底改把这些事都记录了下来，
他写信给全王国上下的犹太人，21告
诫他们每年都要在亚达月的第十四日
和十五日守节。22 在这两天期间，他
们除灭了仇敌，获得了安宁；这是他
们转忧为喜，转危为安的日子，是他
们专门用于欢宴庆贺的节日，是他们
互赠食品，特别是向穷人赠送食品的
日子。23犹太人都愿意遵从末底改信
中的话，按照初次守节的方式永远守
为常例。
24
犹太人的仇敌、亚甲人哈米大他
的儿子哈曼曾计划灭绝犹太人。他用
掣“普珥”，即拈“阄”的方式择定
日期，要彻底根除犹太人。25 然而，

以斯帖记 9:2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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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向王请命，王下令∶“如行文
所 述 ， 哈 曼 陷 害犹 太 人 要 自 食 恶
果。”于是，哈曼和他的十个儿子都
被吊到了绞架上。
26
由于“普珥”这个称谓，人们
把这两天称做“普珥”节。由于末
底改所写的这封信的内容，也由于
人们亲眼所见这件事的始末和那几
乎就要落在他们头上的惨祸，27 犹太
人把它定为自己和后代以及所有归
依他们的人的节日，所有的犹太人
每年都必须按规定的方式在规定的
这两天守节。28无论在何城何地，每
个犹太家族都要世世代代永远记念
和遵守“普珥”节。所有的犹太人
都必须守“普珥”节，他们的后代
应该永记这一节日。
29
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末
底改被授以全权共同发出第二封信，
以确认“普珥”节。30这封关于“普

珥”节的信发往全国一百二十七个行
政区，给住在那里的犹太人的带来了
和平，并令人门彼此信赖，*3 1并告诫
他们要按照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的规
定按时守“普珥”节，要跟遵守他们
为自己和他们的后代制定的有关禁食
和哀哭的规定一样。32 以斯帖关于认
定“普珥”节有关条款的命令，记载
在有关书藉上。
末底改受敬重
亚哈随鲁王曾向内地和沿海地
区的人民征税。2 他的强大和
他的业绩，他对末底改的提拔，以及
末底改的功绩，都记载在《波斯和米
底亚列王史》上。3 犹太人末底改的
威望确实仅次于亚哈随鲁王，他受到
犹太同胞的尊重和爱戴。他一生都在
寻求他的人民的幸福，为他们后代的
平安呼吁。

10

和平...信赖：或“联谊和真情。”《撒迦利亚
书》8:19教导人们该如何庆祝节日，并告诉人
们为什么上帝赐给这些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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