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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是南国犹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重镇，
每逢外患侵入 总是先攻打拉吉
每逢外患侵入，总是先攻打拉吉、
然后进逼耶路撒冷。
1932 – 1938 拉吉旧址出土 21 片陶片，
片陶片

称作拉吉信札或拉吉信件，
 是 588BC 一位驻扎在拉吉的军官所写的信件内容
 那段时间就是尼布甲尼撒准备要围攻耶路撒冷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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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四7 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

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
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
就是拉吉和亚西加
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
拉吉信件中，有一块记载…
一位在瞭望台上观看军情的军官，写信说 —
「亚西加的烽火讯号已经消失了」，
暗示这座城刚被巴比伦帝国的军队给攻陷。
当时耶利米告诉西底家：
 你已注定成为巴比伦的阶下囚，
上帝给你好多的机会、但是你始终不肯悔改…
 但你会在战争当中幸存下来、不会被杀害，
纵使你原是尼布甲尼撒所设立的摄政王，
但你死的时候 百姓为你哀哭
但你死的时候，百姓为你哀哭，
会像对待历世历代正统的王一样的隆重

这是一个考古重大的发现 —
这些文献让我们更多进入 耶利米书
所提到南国犹大末年，遭遇
尼布甲尼撒攻城危机的历史
尼布甲尼撒攻城危机的历史…

或许是因为感受到敌人攻打的可怕，
西底家王跟领袖、百姓，竟然跑到耶和华面前，
表达出谦卑、要跟上帝立约的心 —
从今以后，决定按律法去行事为人，其中 —
「族人中有人因着穷困的缘故、把自己卖为奴隶，
当第七年安息年、或七七四十九年隔一年禧年时，
要释放受压制、受捆锁、卖为奴的人得自由。」
可是从来没有做这件事。
现在被围城、害怕了，跟上帝立约说
现在被围城
害怕了 跟上帝立约说 —
我们决定按律法书的交代来做，
决定放这 群可怜人
决定放这一群可怜人，
也就是经常压榨的这些我们的同胞，
释放他们得自由 让他们回去
释放他们得自由、让他们回去。

卅四18a 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

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
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
分成两半
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
原文意思「劈 」，劈成两半，立约者从中走过 —
 如果违背这约、就会被劈成两半、不得好死
 付上生命代价立「劈约」
立约之后果然听到好消息 — 埃及的援兵到了，
埃及的援兵到了
 巴比伦的军队离开耶路撒冷、危机解除
 他们一乐，跟上帝所立的约全部都不算，
他们 乐 跟上帝所立的约全部都不算
把曾经压榨的人找回来、继续作牛作马
这些人的行为，形同当年出埃及时所面对的法老王 —
着
， 帝 断 警戒，
，
是硬着颈项的人，上帝不断地警戒，他老是出尔反尔，
最后带领追兵去追杀他们，全军覆没在红海当中。

— 约雅敬王年间，
上帝吩咐耶利米 — 去邀请一群人吃饭，
去邀请 群人吃饭
那一群人叫利甲族，是利甲的后代子孙…
 代上二55 利甲是基尼人，是半游牧的民族
是基尼人 是半
 士一16 摩西的岳父就是基尼人，
子孙跟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城市边缘支搭帐棚，
过着半游牧的生活方式。利甲就是基尼人的后代

卅五从西底家王倒叙回到前面一位王

王下十15-23 北国的耶户曾邀请利甲的儿子约拿达，

看他如何除掉亚哈斯王朝、巴力的众先知，
 约拿达有可能是战车制造者、或是修理的工匠
 或为了遵守祖先半游牧的生活、避免被同化，
定下规矩 — 要求利甲子孙们坚守不准喝酒、
不准种田、不栽种葡萄园、不盖房子，
不准种田、不栽种葡萄园、不盖房子
只住帐棚，继续维持游牧人的生活

没想到南国犹大人竟然效法当年埃及法老王的作为，
不仅奴役他们的同胞，
仅奴役他们的同胞
而且在耶和华上帝面前立了约、出尔反尔。
这种在上帝 前发誓立约 结果 反悔
这种在上帝面前发誓立约、结果又反悔，
岂不就是上帝一向责备他们的罪孽吗？
 跟尼布甲尼撒立约，他们也背约
 跟上帝立约，他们也背约
 跟奴仆在上帝面前立约，也再次背约
所以耶利米告诉他们 — 你们这群习惯欺骗、出尔反尔的人
有祸了！别以为巴比伦这一次离开是永久的，
他们很快就可以消灭埃及的军队、回来打我们！
他们很快就可
消灭埃及的军 、 来打我们！
卅四22 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

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
攻打这城
将城攻取 用火焚烧 我也要使
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利甲族的人原本住在北国，
 722BC 北国被灭，他们慢慢往南迁移
 尼布甲尼撒侵扰南国犹大的过程当中，
不断逼迫利甲人，他们为了保住的生命，
只好放下游牧生活，逃进耶路撒冷城
耶利米才有机会邀请他们共享饭食。
席间耶利米摆出了好酒好菜，请利甲人喝酒同乐，
 没想到利甲人只吃好菜、不敢喝好酒
 事隔两百多年，还是谨记
老祖先约拿达的教训 —
 不准喝酒
 不要过都市人的生活

利甲族忠于祖先的谆谆教诲、美酒当前不为所动。
这 群在城市人看来犹如乡巴佬
这一群在城市人看来犹如乡巴佬，
 某方面的表现比耶路撒冷城的人
更加地有忠有义！
更加地有忠有义
 时空穿越两百年，他们还不敢忘本、
不敢跟都市人生活合流，
严守游牧生活、过着单纯事奉上帝的日子
耶路撒冷是上帝所立的居所、
圣殿所在地 有律法教导的地方
圣殿所在地、有律法教导的地方。
虽然住在那里，他们记念一件事 —
祖先怎么吩咐 他们就怎么做
祖先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
在那个地方，
还是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
还是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

上帝也透过这场事件，显出南国犹大王约雅敬的邪恶跟悖逆，
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王，
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王
非常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律法。
 利甲族的祖先约拿达死去了两百多年，
利甲族的祖先约拿达死去
多年
子孙还是遵行他的吩咐，爱主、爱神、分别为圣
 约西亚王才去世不到五年，不肖子约雅敬
年
早就把爸爸对上帝的敬畏、一切的吩咐抛到脑后…
约雅敬还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坏事 —
竟然拿刀、割破耶利米记录二十三年的预言书。
这件事发生在约雅敬王登基的第四年，
耶 米请巴录
耶利米请巴录把二十三年的预言做好整理，
十 年
言做 整 ，
请巴录带到圣殿读给百姓听，
因为耶利米已经被下达一个禁令
因为耶利米已经被下达
个禁令 —
不准出现在圣殿，否则会有生命的危险…

卅五17-19 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
我要使我所说的
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
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
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 」
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
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 切诫命，
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
这样的宣判、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 —
 有上帝的律法、圣殿所在耶路撒冷人，拥有这
有上帝的律法、圣殿所在耶路撒冷人，拥有这一切，
切，
却不遵循上帝的诫命、先祖传留下来的信仰
 利甲人只是乡巴佬，却严守祖先的谆谆教诲，
利甲人只是乡巴佬 却严守祖先的谆谆教诲
他们的心、行为，活出以行动实践上帝话语的样式
耶和华上帝透过耶利米 宣判对利甲人的祝福
耶和华上帝透过耶利米，宣判对利甲人的祝福，
也责备对犹太人背约的审判。

巴录在约雅敬王第五年九月，
趁百姓集体禁食的日子中 读出耶利米的预言书
趁百姓集体禁食的日子中，读出耶利米的预言书。
 604BC 十二月，巴比伦军队
沿非利士海岸挥军南下，攻取了
非
海岸挥 南
亚实基伦，位在南国犹大不远处
 南国犹大非常的惊慌，耶利米请巴录
在那日子中，宣告过去二十三年来的预言书
当时百姓恐惧战兢，听到这些话，生发出敬畏之意。
当时领导禁食祷告会的有几个人，
 沙番是约西亚王年代重要的书记官，
曾把重修圣殿时发现的律法书
呈给约西亚王、阅读给他听
 沙番的儿子亚希甘，曾经护卫耶利米的生命
沙番的儿子亚希甘 曾经护卫耶利米的生命
 现在另一个儿子基玛利雅，也成为耶利米的保护人

他们听到巴录读耶利米的预言书，
就吩咐巴录 耶利米说 — 你们要藏好，
就吩咐巴录、耶利米说
你们要藏好
我们现在要把预言书带去给国王看、读给他听；
先前已经看到乌利 被国王杀掉
先前已经看到乌利亚被国王杀掉，
预言书呈上之后、你们生命可能遭遇不测…
当文士、百姓禁食祷告的时候，
国王约雅敬丝毫不以为意，
对国家可能遭到攻击一点感觉都没有。
请犹底帮他读耶利米书的预言书，
预言书，
 才听了没多少、就感觉非常不耐烦，命人
把预言书拿过来、割破、丢到火炉里
 包括身旁的大臣，完全没有先前
文士跟百姓听到上帝话的恐惧、战兢，
彷佛只是丢一根火柴那样的轻而易举

这句预言六年后应验 — 约雅敬投靠埃及、背叛尼布甲尼撒，
代下卅六6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
用锁炼锁着约雅敬、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598BC 十二月七日，约雅敬死在被俘的路途、
十 月七日 约雅敬死在被俘的路途
尸体抛在城外，应验 耶廿二 的预言…
廿二18-18 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

人必不为他举哀！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
人必不为他举哀！他被埋葬，好像埋驴
样，
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
耶利米担任先知，约雅敬是南国最坏的国王 —
 恢复父亲约西亚王生前
不断拆毁的偶像神坛、去废弃的偶像崇拜
 还背逆律法、逼迫先知、撕破、烧毁圣经，
为全国的百姓做最负面的示范

当年约拿到亚述尼尼微城传讲悔改信息的时候，
包括牛羊在内都披麻蒙灰 相信先知的话是 上帝而来
包括牛羊在内都披麻蒙灰，相信先知的话是从上帝而来，
只能为国家、社会、个人的罪孽，深刻的忏悔。
约雅敬、朝廷重臣，竟都是昏庸没有灵性的人，
不如当年的尼尼微人
 更不如谨守祖先的诫命、过着分别为圣、
犹如拿细耳人生活的利甲族人
约雅敬跟大臣，随便就把上帝的话当作柴烧了


耶和华上帝吩咐耶利米重新写一卷预言书，
添加一些先前没有的内容之外、也宣告 —
卅六30 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

有人
；
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

他当年割破圣经、烧毁圣经，
任凭文士 百姓在外面禁食祷告
任凭文士、百姓在外面禁食祷告，
 三两下的把上帝的话摧毁，
以为耶利米的话、审判都不会临到身上
米
审 都 会 到身
 哪知道六年后，自己也三两下被解决掉 —
死亡、被抛在荒野
是当年舒舒服服坐在王宫、无法想到的结果！
当年他嫌弃父亲约西亚王所盖的皇宫，
向百姓课重税 为自己盖香柏木的房子
向百姓课重税、为自己盖香柏木的房子；
他用丹红色的漆为他的皇宫上漆时，
恐怕没想到 — 最后的安葬之地竟是乱葬岗。
最后的安葬之地竟是乱葬岗
这是一个不敬畏上帝之人的结局，
值得我们作为警戒跟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