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報末底改說 
16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

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喫不喝．我
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然後
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罷 

以斯帖 Esther 4：15-16 



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
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 

歷代志下 2 Chronicles 16：9a 



“No man is poor 
who has had a 
Godly mother.” 

 
 

Abraham Lincoln 

“沒有一個人是貧窮的，
當他有一位敬虔的母親.” 

 

 亞伯拉罕·林肯 



 

 

沒有一個家庭是不
幸福的，當它有一
個賢惠的妻子！ 

No family is unhappy that 

has a virtuous wife！ 



No church does not prosper that 

has a sister who desperately 

seeks and obeys God. 

沒有一個教會是不興旺的，當 
她有迫切尋求和順服神的姐妹.  



沒有一個民族不得拯救， 
當她擁有“六星級以斯帖” 

No nation cannot be saved that  
has a “six-star Esther”. 



一.以斯帖—星星  Esther—a Star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Esther’s Six Characteristics 

1.雍容華貴又有恩慈 
Grace-filled charm and elegance 

以斯帖 Esther 2:9  

希該喜悅以斯帖、就恩
待她、急忙給她需用的
香品、和她所當得的分、
又派所當得的七個宮女
服事她、使她和她的宮
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2.超乎尋常的自制力 

Unusual restraint and control 

以斯帖 Esther 2:10  

以斯帖未曾將
籍貫宗族告訴
人、因為末底
改囑咐她不可
叫人知道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3.無私的謙虛和潔淨 

Unselfish modesty and purification 

以斯帖 Esther 2:12  

眾女子照例先潔淨身
體十二個月、六個月
用沒藥油、六個月用
香料和潔身之物、滿
了日期、然後挨次進
去見亞哈隨魯王．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3.無私的謙虛和潔淨 
以斯帖 Esther 2:15  
末底改叔叔亞比孩的女
兒、就是末底改收為自
己女兒的以斯帖、按次
序當進去見王的時候、
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監希
該所派定給她的、她別
無所求．凡看見以斯帖
的都喜悅她。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4.持續受教的靈 Continually teachable spirit 

以斯帖 Esther 2:20  

以斯帖照著末底改所囑咐的還沒有將
籍貫宗族告訴人．因為以斯帖遵末底
改的命、如撫養她的時候一樣。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4.持續受教的靈 Continually teachable spirit 

以斯帖 Esther 4:13-14  

13 末底改託人回覆以
斯帖說、你莫想在
王宮裡強過一切猶
大人、得免這禍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4.持續受教的靈 
以斯帖 Esther 4:13-14  

14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
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
必致滅亡． 

  焉知你得了 
  王后的位分、 
  不是為現今 
  的機會麼。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5.困境中等候神 Waiting on God in difficulty 

以斯帖 Esther 4:15-16  

15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報末
底改說、 

16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
的猶大人、為我禁食三
晝三夜、不喫不喝．我
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
禁食．然後我違例進去
見王．我若死就死罷。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5.困境中等候神 Waiting on God in difficulty 

 進入與神更深的關係 Deepen our  

 重新得力 Gain new strength 

 更好的看見 Get a better perspective 

 儲藏額外的力量 Store up extra energy 

 加深堅持不懈的決心 Deepen our  

                                          determination to persevere 

                                                   relationship with God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6.行在神的計劃中 Walking in God’s plan 

 跨出 Step out 

王見王后以斯帖站
在院內、就施恩於
她、向她伸出手中
的金杖．以斯帖便
向前摸杖頭。 

以斯帖 Esther 5:2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6.行在神的計劃中 Walking in God’s plan 

 平穩  Calm 

以斯帖說、王若以為美、就請王帶
著哈曼今日赴我所預備的筵席 

以斯帖 Esther 5:4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6.行在神的計劃中 Walking in God’s plan 

 耐心  Patience 

我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願意賜我所要的、
准我所求的、就請王
帶著哈曼再赴我所要
預備的筵席．明日我
必照王所問的說明 

以斯帖 Esther 5:8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6.行在神的計劃中 Walking in God’s plan 

 勇敢  Bold 

王后以斯帖回答說、
我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以為美、我所
願的、是願王將我
的性命賜給我、我
所求的、是求王將 

以斯帖 Esther 7:3 

我的本族賜給我．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6.行在神的計劃中 Walking in God’s plan 

 讓神  Let God 

於是人將哈曼
挂在他為末底
改所預備的木
架上．王的忿
怒這纔止息 

以斯帖 Esther 7:10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6.行在神的計劃中 Walking in God’s plan 

 公義 Righteousness 

王摘下自己的戒
指、就是從哈曼
追回的、給了末
底改．以斯帖派
末底改管理哈曼
的家產 

以斯帖 Esther 8:2 



二.以斯帖的六大品格 
6.行在神的計劃中 Walking in God’s plan 

 得勝 Complete victory 

現在你們可以隨意奉王的名寫諭旨給猶
大人、用王的戒指蓋印．因為奉王名所
寫用王戒指 
蓋印的諭旨 
、人都不能 
廢除。 

以斯帖 Esther 8:8 



三.你也可以成為六星級的以斯帖 
You Can Be a Modern-Day Six-Star Esther 

歷代代下 2 Chronicles 16:9a  

耶和華的眼
目遍察全地、
要顯大能幫
助向他心存
誠實的人 



三.你也可以成為六星級的以斯帖 

耶利米 Jeremiah 5:1  

你們當在耶路撒
冷的街上、跑來
跑去、在寬闊處
尋找、看看有一
人行公義、求誠
實沒有、若有、
我就赦免這城。 



三.你也可以成為六星級的以斯帖 

以西結  
Ezekiel 22:30a 

我在他們中間
尋找一人重修
牆垣、在我面
前為這國站在
破口防堵、使
我不滅絕這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