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啊！祢在哪里？ 
以斯帖记 7 章 1－6，9－10 

     9 章 20-21 

 

余增煌博士   

 
 

引言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谨代表三

一神学院向长老会真理堂的教牧同工

和弟兄姐妹问安。感谢教会在今天的

三一主日，能有机会跟大家简短分享

三一的事工。 

 

三一神学院创立于 1948 年，由圣工会、

长老会、卫理公会和信义会四个宗派

联合设立。感谢主让三一能够参与区

域和本地的神学教育服侍；学院和中

国、印度、越南等地区的机构配搭，

栽培它们的师资和强化它们的神学课

程。来自区域和本地的学生一起在武

吉知马校园接受牧养事工的装备，目

前学额约 190 人。三一也努力加强本

地职场的基督徒见证，在多元群体中

建立桥梁。并为新加坡基督教全国教

会理事会提供神学资源。我谨代表三

一感谢真理堂对学院的支持，使三一

能够完成主托付我们做“世界之光”

的使命。 

 

中秋节刚过，很多人爱在中秋节猜灯

谜。今天我要出一道题请大家猜一猜：

谜题就是今天的证道题目“上帝啊！

祢在哪里？”猜圣经书卷，你的答案

是什么呢？也许你会想到一些诗篇或

者约伯记，但我相信最好的答案是以

斯帖记。因为，上帝这个词在以斯帖

记一次都没有出现过。今天的经文取

自本周的旧约经课以斯帖记第七和第

九章里面的经文，请大家翻到以斯帖

记第七章。 

 

问题的解答 

上帝啊！祢在哪里这个问题，不但描

述了以斯帖记里面没有上帝这个词的

现象，也表达了很多人在面对各种挑

战时的挣扎。过去一年九个月有多艰

难大家都知道：有检测后等待结果的

担心、确诊后的焦虑和不安、隔离带

来的不便和寂寞、工作和学习上受到

了影响、经济受挫带来的压力、患病

的痛苦、失去亲人的悲伤。大家不仅

会问：“上帝啊！祢在哪里？”就是

没有疫情，生活中的坎坷也足以让人

发出同样的问题。 

 

的确，面对不公义或苦难，看到弱势

群体被欺压恶人却得逞，都能够让人

感叹上帝啊！祢在哪里？而面对或经



历到上帝似乎不存在的境况，基督徒

应该如何回应呢？以斯帖记虽没有上

帝的字眼却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带

来盼望和指引。 

 

以斯帖记第七章听起来好像是连续剧

的大结局，经文里的事件发生在宫廷

里，有王、王后、奸臣、忠臣。可能

让各位想起如同那筵席宫宴，当然这

里的王不是乾隆，而是亚哈随鲁，女

主角是以斯帖，奸臣名叫哈曼，忠臣

名叫末底改。 

 

看电视剧时，有些人喜欢看了头几集

就迫不及待想知道故事怎么收场，一

下子越过几十集去看大结局。可是，

如果这么做来到了大结局，可能会不

知来龙去脉而无法体会情节如何迈向

高峰，危机如何得到解决。今天的经

文可能就让您知道有这样的感觉。它

说王后为什么宴请王和大臣，而且还

请了第二次呢？酒席是喜庆的场合，

王后怎样提起那样沉重的话题向王求

救呢？以斯帖为何指控哈曼，哈曼是

谁？究竟做了什么王竟然要下令把他

处死。末底改是谁又救王有功？ 

 

经文背景的了解 

要聆听神如何藉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

说话，我们首先要了解经文的背景。 

 

以斯帖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事件发生

在亚哈随鲁王在位的时候，就是波斯

帝国的时代。那时，耶路撒冷和圣殿

被毁后，犹大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直

到公元前 539 年，波斯王居鲁士大帝

征服了巴比伦，过后有大约五万名犹

大百姓回归家园，同时很多犹大人继

续散居巴勒斯坦以外，末底改和以斯

帖就是住在波斯首都，書珊城的犹大

人。 

 

以斯帖是孤儿也是末底改的堂妹，末

底改收养她为女儿。亚哈随鲁 486 年

登基三年后立以斯帖为王后，后来末

底改不向大臣哈曼跪拜冒犯了他。哈

曼大怒不仅要报复末底改，得知末底

改是犹大人之后，还要消灭波斯境内

的所有犹大人。哈曼在王面前污蔑犹

大民，纵容王降旨将他们根除。为确

保奸计得逞，哈曼还自愿把 34 万公斤

的银子捐入国库。王连是哪个民族都

没过问就让哈曼为所欲为，奉王的名

下旨要在一日之内，把每个省份里面

的犹大人赶尽杀绝。 

 

末底改把这个危机禀告王后以斯帖，

要她为自己的族人向王求情。以斯帖

冒生命的危险觐见王，王没问责她擅

入内院反而问她：“你求什么？就是

一半江山也必赐给你。”在这样高压

的情况下以斯帖处之泰然，心里所想

的没有脱口而出，只是邀请王赴宴并

请王带着哈曼一同来。酒席中王又问

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

你求什么？就是一半江山也必为你成

全。” 

 

以斯帖再次邀请王带着哈曼隔天赴宴，

这才来到今天的经文：以斯帖记第 7

章。王在 7 章二节第三次承诺愿意把

一半的江山给以斯帖，以斯帖见时机



成熟就向王求自己和族人的性命。并

且在第 4 节解释到因为我和我的族人

被人出卖，快要毁灭被杀尽灭绝了。

其实授权让哈曼行凶的是王，王最起

码也算是同谋。以斯帖此刻只说被人

出卖，一方面婉转的让王从尴尬的局

面脱身，另一方面把罪状紧紧的套在

哈曼的脖子上。 

 

哈曼掏腰包出重金确保阴谋得逞，说

“出卖”一点都不假。而接下去的字

眼毁灭、杀尽、灭绝也正是哈曼奉王

的名降旨时用的字眼。你能想到哈曼

这时的反应吗？别忘了直到现在哈曼

都不知道王后是犹大人。以斯帖照养

父末底改的吩咐，一直没有透露自己

的种族，连王都不知道。而现在她出

呼意料的表明自己是被卖民族的一份

子。如果哈曼正在饮酒，听到出卖又

听到自己在谕旨里用到的三个杀戮字

眼，可能咽不下那口酒甚至呛着了，

或是手抖得厉害而把酒杯都摔在地上

了。 

 

昨天还因为被王后宴请而沾沾自喜，

想不到赴的竟是鸿门宴。更万万料不

到这个种族灭绝的计划，竟直接威胁

到王后的性命。第 5 到第 6 节高潮迭

起，原文中王在第 5 节用六个单音节

的字发出急促、迫切的问句。仿佛表

达了王怒不可遏，气得说不出话。只

能逼出几个字“这是谁？他在哪？”

以斯帖的答案同样是六个字；斩钉截

铁的说：“此人、仇人、敌人。”

“这个、邪恶、哈曼！”哈曼知道完

了，6 节说他惊惶万分。 

三方面的帮助和教导 

今天这段经文如何对我们说话呢？当

我们问：“上帝啊！祢在哪里？”的

时候，以斯帖记给我们三方面的帮助

和教导。 

 

首先看不到上帝时祂仍掌权。以斯帖

记找不到上帝这个词，故事又发生在

应许地之外的世俗环境，但这并不表

示上帝不存在或无所作为。表面上书

中发生的是一系列的巧合，一个犹大

孤儿竟然在众多美貌少女中脱颖而出，

被立为王后，她又照养父的吩咐没有

透露自己的种族，后来擅入内院王竟

然不赐死罪，反而赐她所要的。末底

改曾经无意间获知并告发谋害王的阴

谋，所以，今天的经文说他救王有功。 

 

这件事被记录在王家史记中，而不迟

不早就在哈曼做了木架要除去末底改

的那晚，王不知何故睡不着觉。要知

道，当时不能上网也不能用微信和人

聊天，但他毕竟是王大可传召随从来

娱乐他或为他解闷。可是，他没那么

做竟然要人为他诵读“史记”。不但

如此，文士不偏不倚的翻到末底改救

王的记录。深夜听历史应该越听越困

乏，但是，王却清醒得很而且兴致勃

勃，查问末底改有没有被封赏。就这

样末底改不但没被哈曼害死，反而被

王封赏而且还是藉着哈曼的手。 

 

发生在以斯帖和末底改身上的事，真

的是巧合吗？我们不得不承认要来到

今天经文的戏剧性高峰，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转折都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



险象环生的情节并非为收视率而创做，

而是为了叙述耶和华的选民如何在被

掳后时代，得到保守和拯救。没有这

些所谓的巧合，犹大民族就难以存活

了。以其把这一连串事件视为巧合，

更好的解释是其实整个故事的主角不

是以斯帖，也不是末底改，而是作者

没有明示但是却在字里行间能够找到

的上帝。除了统管历史掌管一切权能

的上帝，除了允许亚伯拉罕后裔将如

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的立约之主，谁能

写出这样的剧本并把它导演的尽善尽

美呢？以斯帖记一页都没有提到上帝，

但从头到尾讲的是上帝的作为和掌管。 

 

弟兄姐妹你今天处在看不到上帝的情

况或状态之中吗？可能是健康问题，

心里的挣扎，亲子关系紧张，婚姻危

机，工作的挑战。也可能是你所关切

的国际局势，社会问题，文化趋向。

以斯帖记给我们的盼望和帮助就是，

当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存在和工作的时

候，祂仍然掌控整个世界，也掌控我

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每一个细节。不

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上帝时时刻刻都

在透过人类历史，时事动态，个人经

历进行祂的救赎计划。无论你现在面

对的挑战有多么的艰难，没有一件事

不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求主用这样的

信息安慰你并坚固你的信心。 

 

看不到上帝时，神的百姓仍要忠于祂

的旨意。这是今天经文的第二方面教

导，圣经里上帝的掌管并不是一种宿

命论，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命中注定。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掌管并不

排除神百姓要积极遵行祂的旨意，参

与祂的救赎计划。上帝的同在和作为

不明晰的时候，我们仍要通过忠诚和

顺从来与主同行与主同工。末底改和

以斯帖就是忠诚和顺服的榜样。作者

从重复的称呼末底改为犹大人，一方

面提醒我们整个故事和耶和华的选民

有关，另一方面突出这个犹大人的忠

诚。末底改不跪拜哈曼，哈曼想灭绝

犹大人，经文没有说为什么，但却给

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3 章 1 节告诉我

们哈曼是亚甲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

的世仇亚马利人。末底改忠诚于耶和

华和祂的选民，所以不跪拜哈曼，呼

吁以斯帖向王求情。 

 

以斯帖听了末底改的话，就指示所有

书删城的人为她禁食三天三夜。自己

也禁食打算三天后冒死觐见王。圣经

里禁食经常是为了谦卑在耶和华面前，

迫切祈求祂的拯救。以斯帖禁食暗示

了她参与了在耶和华和选民间的立约

关系之中，也明白只有上帝的介入才

能挽救局势。她认识到王后的位份不

是为了自己的舒适安逸，而是成就上

帝拯救的管道。 

 

以斯帖顺从上帝的旨意，将觐见王的

事交托主，即使可能丢了性命也愿意

完全摆上。因着她的顺从，主就使用

她，赐她聪明智慧去对付哈曼。末底

改的忠诚和以斯帖的顺从，就是我们

在看不到上帝的环境中，过信心生活

的榜样。 

 



弟兄姐妹今天上帝把你安排在哪里为

祂作见证？在哪里参与祂的救赎计划

呢？不要单从人的眼光看自己的生活

岗位。比方说把家庭背景和社交圈子

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把学历和经验

仅仅看为是有提升履历的作用，或把

工作只看为是糊口的途径。主耶稣要

每一个门徒在世上作盐作光，你愿意

在生活岗位上忠心顺从主和祂的旨意

吗？ 

 

看不到上帝的时候，神的百姓要记念

祂的救恩。今天的经课也包括以斯帖

记 9 章 20 到 22 节，在那里末底改嘱

咐波斯境内的犹大人每年都要守普珥

节。普珥听起来像一种茶，其实是哈

曼在选择哪一天灭绝犹大人时所抽的

签。末底改要犹大人在普珥节饮宴欢

乐，互赠礼物，周济穷人，以纪念他

们脱离仇敌，得享安宁，转忧为喜，

转哀为乐。到今天，犹太人仍然守普

珥节。 

 

活在看不到上帝的世界里，你和我都

要被提醒神是怎样的拯救了我们。其

中一个好方法就是通过守节来记念神

的救恩，普珥节源自犹太人独有的救

赎历史，所以基督徒并不守这个节日。

圣诞节，复活节，五旬节是基督教礼

仪年历中的主要节日，今天的经文提

醒我们要通过守这些节日来记念上帝

的救恩。藉此坚固我们的信心，刚强

我们为见证基督的性质。 

 

 

 

结语 

看不到上帝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其实

出现得不少，雅格后裔在埃及为奴 430

年；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约 400

年；犹大民被掳 70 年；被掳后两百多

年的波斯帝国时代。在这些日子里不

难想象神的子民经常会问上帝啊！你

在哪里？而今天我们也时不时还会问

上帝啊！你在哪里？在这样的时候以

斯帖记提醒我们看不到上帝时，上帝

仍然掌权，在祂没有偶然。既然如此，

让我们效法末底改和以斯帖的榜样，

将生命献给主，无论在什么生活岗位，

都愿意见证祂的恩典。也让我们常常

记念祂的救恩，传扬祂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