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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耶和華我們的義（Tsidkenu） 
 
I. 耶和華我們的義（H3072，ִצְדֵקנּו    ְיהָֹוה）﹕The LORD Our Righteousness 

A. 中文聖經﹕耶和華我們的義；出現於耶利米書廿三6 和卅三16 
 

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
我們的義我們的義我們的義我們的義。 

在那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耶和華我耶和華我耶和華我
們的義們的義們的義們的義。 

 
blueletterbible.org 

Tsedek (tseh'-dek), from which Tsidkenu derived, means “to be stiff,” “to be straight,” or 

“righteous” in Hebrew. When the two words are combined – Jehovah Tsidkenu – it can be 

translated as “The Lord Who is our Righteousness.” 

 
B. 這是一個代表耶路撒冷和彌賽亞的名字；出自耶利米先知安慰將要被擄的

以色列民的話 
C. 「淚眼先知耶利米」 

� 耶利米被呼召﹕耶一4-10 
− 上帝在起初就揀選，主權在祂 
− 人的年紀、經驗、地位和能力不是上帝揀選的原因；也不能否定上

帝的揀選 
− 不要懼怕，因上帝同在和拯救 
− 祂要耶利米「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 名門之後﹕耶一1-2 
 

便雅憫地亞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兒子耶利米的話記在下面。
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在位十三年、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 

 
� 誰是希勒家？參歷代志下卅四章9、14、15、18、20、22；當中記載了

年輕的約西亞王在聖殿發現耶和華的律法書 
� 約西亞年間的改革成就為何沒有在耶利米書中出現呢？ 
� 耶三1-2 

− 「邪淫」不是姦淫 
− 不可再娶被休的妻（申命記廿四1-4） 
− 「還可歸我」是邀請還是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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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說、人若休妻、妻離他而去、作了別人的妻、前夫豈能再收
回他來．若收回他來、那地豈不是大大玷污了麼．但你和許多親
愛的行邪淫、還可以歸向我還可以歸向我還可以歸向我還可以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你向淨光的高處舉目觀看．你在何處沒有淫行呢你在何處沒有淫行呢你在何處沒有淫行呢你在何處沒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
候、好像亞拉伯人在曠野埋伏一樣．並且你的淫行邪惡玷污了全
地。 

 
God says, “If a husband divorces his wife and she goes from him and belongs to 

another man, will he still return to her? Will not that land be completely polluted? 

But you are a harlot with many lovers; yet you turn to Me,” declared the LORD. 

Lift up your eyes to the bare heights and see; where have you not been violated? 

By the roads you have sat for them like an Arab in the desert, and you have polluted 

a land with your harlotry and with your wickedness.   (NASB) 

 

“would you return to me?” (RSV) 
 

 
� 以色列人如何犯「邪淫」和不義呢？他們犯這些事時的身份是什麼？ 
� 士師記廿一25﹕「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II. 「義」（H6664，ֶצֶדק） 

A. 「義」一字在舊約聖經 112 節經文中出現了 123 次，其中大部分是提到生活
操守和在道德倫理上 

� 利未記十九15、36，申命記一16，十六18、20，廿五15，卅三19；和
其他如約伯記、箴言、傳道書和先知書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
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  【利十九15】 

 
要用公道天平、公道法碼、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華你們
的上帝、曾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  【利十九36】 

 
當用對準公平的法碼、公平的升斗、這樣、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
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長久。   【申廿五15】 
 
你當開口按公義判斷、為困苦和窮乏的辨屈。 【箴卅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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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書九24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過、除
淨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永義、封住異象和豫言、並膏至聖者。 

 
− 對至聖者、彌賽亞的盼望 

� 何西亞書二19，十12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  

 
你們要為自己栽種公義、就能收割慈愛、現今正是尋求耶和華的
時候、你們要開墾荒地、等他臨到、使公義如雨降在你們身上。 

 
− 人不行義，但上帝卻以祂的公義待我們，現在祂呼喚我們栽種公

義，好等公義如雨降臨我們身上 
− 這是恩典！是保羅說「因信稱義」的人行善的基礎 

� 西番雅書二3﹕「世上遵守耶和華典章的謙卑人哪、你們都當尋求耶和
華．當尋求公義謙卑、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隱藏起來。」 
− 隱藏在耶和華的公義典章中 

� 耶利米書 
 

按公義判斷、察驗人肺腑心腸的萬軍之耶和華阿、我卻要見你在
他們身上報仇．因我將我的案件向你稟明了。 【耶十一20】 

 
那行不義蓋房、行不公造樓、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給工價的、有
禍了。       【耶廿二13】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說、我使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
他們在猶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這樣說、公義的居所阿、聖山
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    【耶卅一23】 

 
凡遇見他們的、就把他們吞滅．敵人說、我們沒有罪、因他們得
罪那作公義居所的耶和華、就是他們列祖所仰望的耶和華。  

        【耶五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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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義住在我們裏面，但我們有活出上帝的義嗎？（參考羅馬
書第八章中聖靈的工作） 

− 上帝關注的是我們屬靈和屬世的生命，是兩方面的 
 

B. 「心」的重要 
 

我要賜他們認識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
作他們的上帝、因為他們要一心歸向我。  【耶廿四7】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
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
要作我的子民。       【卅一33】 

 
我要使他們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們永遠敬畏我、使他們和他們後世
的子孫得福樂。       【卅二39】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四23】 

 
上帝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詩五十一10】 

 
C. 義者耶穌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
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 【約壹二 1】 

 
 
III. 思想﹕舊約故事中的主人翁的生命見證出耶和華的名，這些名代表了他們

在上帝中的經歷和領受；你今天如何定你對上帝的稱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