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 • 聖經普及課程（進階班）
天主是窮人的至親 (肋未紀 25 章)
肋未紀
(一
一)名稱
名稱
梅瑟五書的第三卷是肋未紀。這卷書猶如其他的四卷，在原文上仍以其首句的首字作為書
名。它開口便說明天主召叫梅瑟，向他訓示一切有關宗教祭禮的法令。因此「召叫」וַ יִּ ְק ָ ֖רא
一詞在原文上便成了本書的標題。後期的猶太經師基於其主要內容，稱本書為「司祭法
典」，指其所論以司祭和大司祭的選擇和祝聖，以及他們應盡的職務，應有的聖德和應享
的權利為主（8-10 章）。亦稱此書為「祭祀法典」，是說它主要的內容在討論祭祀的種類、
目的和方式（1-7 章）。
目前全世界的譯本皆用「肋未紀」。
肋未是以民的十二支派之一，它的始祖是聖祖雅各伯由肋阿所生的第三個兒子。以民的偉
大救星及立法者梅瑟，以民的首任大司祭，以及一切以後的一切司祭，皆出自這個支派，
故此它有司祭支派之稱，而一切舊約時代的司祭便被稱為「肋未」（見希 7:4–25）。既然
本書所記皆與「肋未」（司祭）有關，於是在公元前三世紀間，它的希臘譯本稱為「肋未
紀」。

(二
二)內容和分析
內容和分析
內容：整本肋未紀的思想只有一個，就是天主的聖潔。天主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
天主。這位神聖威嚴的天主，卻簡選了卑微不堪的弱小民族以色列，向它頒佈了十誡和約
書，同它訂立了盟約，使它成為「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出 19:6）。
分析：肋未紀共有 27 章，將本書分成五個段落：
第一段：祭祀法（1－7 章）；
第二段：司祭的祝聖法（8 － 10 章）；
第三段：取潔的禮規（11－16 章）；
第四段：聖潔的法律（17－ 26 章）；
第五段：誓願與什一之物（27 章）。
(三
三)25 章的結構
本章記載了兩個與宗教及社會生活有關的制度，算是聖潔法典中的一個附屬部份，就是每
七年一度的安息年（1–7 節），及每五十年一次的喜年（8–55 節）。關於這兩個節日在出
二三 10, 11 及申一五 1–6 已有頗為清楚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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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上下文
23 章 一年內應舉行的聖會和節期，表達人與天主的關係。
24 章 燈台、燈油、供餅的法令、褻瀆聖名者的處分
26 章 對守法者的預許和違法者的恐嚇
(五
五) 重要詞彙
地 ֶא ֶרץ20次
產業 ֲא ֻחזָּ ה12 次
我上主是你們的天主 3 次
應敬畏你的天主 3 次
贖回 גָּ ַאל15 次
贖回גָּ ַאל
《舊約》內有二字用來表示「救贖
救贖」
救贖 ：一是「Padah」 ָפּ ָדה一是「Gaal」。גָּ ַאל
這兩字的基本意義是「贖回
贖回」
贖回 ，但Padah多注重贖回時所付出的贖價，或替代贖價的事物（出
13:13, 15; 戶 18:15; 歐 13:14）
；
Gaal גָּ ַאל則多注重代付贖價的人，或代贖的人與被贖的人彼此間的關係（肋 25:25, 49; 申
19:6-13; 25:5-10）
。為此，後一字的意義比前一字的意義較為廣泛，不但涉及被贖的人，而
且也涉及被贖的人的子女、財產和名譽。代贖的人稱為「Goel」 גּאל
ֵ֗ ( 5:8)，即由此字而
來。近親代贖的法律，也包括代已亡兄弟立嗣，承受所代為贖回的產業，免得已亡兄弟的
名在以色列中被塗抹了(申25:5-6; 盧德傳)

戶

「救贖
救贖」
救贖 平常是含有付出代價之意的，如奴隸，或人代奴隸付出贖價以獲得自由（出 21:1-11;
肋 25:47-55）
，罪犯或人代罪犯付出贖價以獲得罪赦，免於死亡（出 21:28-30）
，應奉獻的
聖物或出賣的產業，再付代價贖回復歸己有（肋 25:23-34; 27:9-34）
。

喜年יוֹבל
֥ ֵ 10 次
以色列的喜年傳統
禧年，在舊約稱為「喜年」יוֹבל
֥ ֵ ，又稱「聖年」。יוֹבל
֥ ֵ (yobel)即羊之意，故喜年以羊角 שׁוֹפר
ָ֖
(shofar) 報喜。按中世紀猶太教神學家邁蒙尼德(Maimonides) ，羊角聲像是在呼喚以色列
民族：「甦醒吧！你們這些沉睡的人...... 反省你們的行為，報之以痛悔，紀念你們的造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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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未紀二十五章詳細記載了以色列人喜年的始末原委。以色列人每五十年慶祝一次聖年，
即七個安息年之後的翌年。喜年的主要概念有兩個，即「自由
自由」和「回歸
回歸」：「向全國居
自由
回歸
民宣佈自由……人各歸其祖業，人各返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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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六) 喜年的
喜年的法律
法律
1. 在喜年內，土地不能耕作
土地不能耕作、播種
25:11-22
土地不能耕作
以色列人吃什麼？

一月
聖曆五年

七月

聖曆六年

第 48 年

一月

七月

聖曆七年
安息年
第 49 年

一月

聖曆八年
喜年
第 50 年

第 六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年 收 撒 種 收 割 耕 種 收 割
割 足 耕種
夠 三 (4)
年 用

(5)

七月

(11)

撒種耕種(22)
第 51 年
收 割
(22)

(11)

(21)
(a)如果喜年由第四十九年開始，那麼安息年重叠喜年(25:9) 。第四十八年的出產必須豐
收，才足夠用兩年。
(b) 如果喜年由第五十年開始，土地便連續荒廢兩年(25:10-11) 。如此，第四十八年的出
產必須豐收，才足夠用三年(第四十九年是安息年，第五十年是喜年，至第五十一年)。
(a) & (b) 雅威是宇宙的主宰。喜年的慶祝禮儀性地宣佈天主對萬物的主權，也清楚地表
明人對祂的信賴。以色列人相信屬於天主的東西，天主自會照料 (原文即上主看見)
2.

土地、
土地、房屋物歸原主 25:23-34
為什麼人要賣產業？
當人窮到要把產業賣掉維生，他便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法律保障他不會被壓價，使
所賣的土地有合理的價值(25:15-16)。
賣主或他的至親可於任何時間，可為自己或代他的兄弟贖回所賣的家產(25:27)。
如沒有人為賣主代贖產業，到了喜年，地要免費退回原賣主(25:28) 。
例外：人若賣了在城牆內的住宅，一年內如不贖回，房屋永遠由買主及其後代擁有
(25:29-30)。為什麼有例外？城牆內的住宅卻是例外，因為房屋並不用作耕耘，不會影
響生計。

3.

借貸不可收利息 25:35-38
此法律保護貧窮人不被壓搾，保障窮人享有基本生存權利和最低生活標準。
相似的禁令也載於出 22:24-26; 申 23:20-21，不止是在喜年才做。
厄下 5:1-5

你是我的至親 (肋 25:1-55)

p. 4

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 • 聖經普及課程（進階班）
4.

以色列人為奴的法律 25:39-55
人若無產業，窮到只得賣自己或子女
傭工與奴隸的分別 (25:39, 55, 42)；同胞如賣身為奴，應視他為傭工或外僑而非外方
人奴隸(25:39,55) ，因為奴隸可被主人賣掉。主人亦不可虐待他們(25:43,53) 。
以色列人只是天主的奴隸，是祂領他們的祖先離開埃及地 25:55，所以不可成為別人
的奴隸
傭工的至親或自己可以在喜年之前任何時間以合理價錢為自己或別人贖身 25:48-52
但若自己無能力，又沒有親人代贖，到了喜年，天主便成為這人的至親，他可與兒女
自由離去 25:54
也有另一僕婢法，見出 21:1-11；出 21: 2 法則：
「假使你買了一個希伯來人作奴僕，他
只勞作六年，第七年應自由離去，無須贖金」
。
喜年法律是否有執行？歷史上有以色列人作同胞奴隸的個案，參見耶 34:8-11

(七
七)喜年的
喜年的神學
喜年的神學意義
神學意義
以色列的宗教基礎是，惟有天主是一切受造物的主人
惟有天主是一切受造物的主人。天主的具體臨在、天主對以民
惟有天主是一切受造物的主人
的慈愛、照顧、召選和拯救，及逾越節、盟約、法律、約櫃、會幕、瑪納、慶節、曠
野等等觀念，都在書中出現。宗教觀念的最主要思想，可總括為二：
1.上主是以色列人應敬拜的獨一無二的真神；
2.以色列人民是上主所特選的民族，並與其訂立盟約。
天主為以色列人所作的事
聖詠作者一再重提
89:12 高天是屬你的，厚土也是屬你的，寰宇及其中的一切是你奠定的。
24:1 大地和其中的萬物，屬於上主，世界和其間的居民，屬於上主。
承認土地一方面是天主所有(25:23)，但也是天主賜與祂盟約子民的禮物(25:38)。這「許
地」 (promised land) ，是天主與阿巴郎所作出的許諾，
「我要將這地方賜給你的後裔。」
/「我是上主，我從加色丁人的烏爾領你出來，是為將這地賜給你作為產業。」(創 12:7;
15:7) 。透過盟約給予祂子民的「產業」(inheritance) ，使他們成為天主的嗣子。亦因
此情意結，猶太人千辛萬苦，也要回到他們的「許地」，去承受這份恩寵。而天主給
他們的法律也要在地上遵守。遵守法律是猶太人進入福地的條件
遵守法律是猶太人進入福地的條件，
遵守法律是猶太人進入福地的條件，如果他們不遵守盟
他們就會失去承受這塊土地的恩許。
約，他們就會失去承受這塊土地的恩許
。
承認天主把以民的祖先從法郎的奴役中拯救出來(25:42)，令他們獲享自由、幸福和平
安，亦產生了以色列這個民族。天主是他們的主人(25:38,42, 55) ，以民成為祂的奴隸

 ֶבד1ֶ (slave) ；以民
以民從祖先
以民從祖先在埃及和曠野
從祖先在埃及和曠野經驗
在埃及和曠野經驗到天主為他們所做的一切
經驗到天主為他們所做的一切，
到天主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這些也成為歷
這些也成為歷
代以色列人信仰的
以色列人信仰的經驗
人信仰的經驗；如果天主令以民得到自由，沒有人再可以奴役他們了。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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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慶祝喜年就是慶祝以
慶祝喜年就是慶祝以色列子民從埃及人的奴役中被天主拯救出來和
慶祝喜年就是慶祝以色列子民從埃及人的奴役中被天主拯救出來和實現天主對
色列子民從埃及人的奴役中被天主拯救出來和實現天主對
以色列人祖先的許諾和祝福
和祝福，
讓他們在客納罕地定居
在客納罕地定居。
以色列人祖先的許諾
和祝福
，讓他們
在客納罕地定居
「你們應該是聖的，因為我，上主，你們的天主是聖的。」(肋 19:1) 天主要求以民效
法祂對人的慈愛，因此，在喜年裡，以民要行公義，不可欺壓別人(25:14b, 17) ；借錢
不可收利息(25:37) ，令別人可繼續維生。以民亦要相信天主會照顧他們，供給他們的
需要(25:18-22)。以民應敬畏天主(25:17) ，遵守法度(25:18)，守法是回應天主的慈愛
守法是回應天主的慈愛，
守法是回應天主的慈愛
，
也是佔有福地的因素。
天主就是他們的至親
也是佔有福地的因素。對於窮人，當沒有人向他們伸出援手時，天主就是他們的
天主就是他們的至親
代贖的人)
所以以色列人該彼此相待，
(代贖的人
)Goel (24:17-23) ，保護和拯救他們
保護和拯救他們 。所以以色列人該彼此相待
，作別人
的至親。
的至親
。
同時，亦解釋到報復律(24:17-22) 這一項原本和 23 章祭祀無關、由至親執行的法律為
什麼放在喜年的法律前，成為祭祀、褻聖的一部份。
(八
八)喜年的
喜年的社會經濟
喜年的社會經濟意義
社會經濟意義

מוך貧窮有弱小、卑微、被壓迫的意思。在先知時代，窮人成為敬畏上主的人的代名詞(索
2:3) 。
舊約時代總少不免有窮人(申15:11)，但以民仍希望透過法律和制度去反映價值觀，希望能
影響人作出令社會均富的行為，使他們中不會有窮人。先知描述實質有效地幫肋別人，才
是真正的齋戒(依58:6-7) 。誰若這樣守齋，便是站在天主那一邊，就能得到天主的救援、
祝福和許諾。
安息年及喜年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設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社會的正義，並保護窮人
的利益，穩定社會整體經濟。它旨在調節社會上的貧富差距，減少大地主的經濟壟斷，平
抑地權，保護社會上的最小單位---家庭，不致遭到吞沒的命運，而家庭所擁有的土地，
也不致因為變賣而被剝離，以維持以色列最早的盟約精神：支派平分福地，產業不剝離(戶
26:52-56)。每個安息年，應把田地的收成分給窮人(出 21:11) ；豁免債務(申 15:1-6) ；在
喜年向人民宣告自由，各歸祖業(肋 25:10)。
在喜年中，所有的債務一筆鈎消，所有奴隸、囚犯會被釋放，所有財產土地
土地，無論是賣掉、
土地
借出、抵押的使用權
使用權，最多五十年都應物歸原主，人
尊嚴和自由
自由地回歸家庭，重新
使用權
人亦可有尊嚴
尊嚴
自由
開始。因每個人都知道下一次喜年何時出現，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可以更公平公正地協商
如何解決債務。

(九
九) 倫理意義

對住在許地上的人來說，他們只是旅客或住客 (25:23) 。因亡國、戰亂、饑荒、天災，人
失去祖業的所有權，出賣勞力，成為窮人。擁有土地者即掌握自行生存的基本的能力。如
果土地所有權被剝奪了，一個家庭的自行生存的能力就喪失了。法律要求以色列人要善待
在他們家中的外人。喜年的制度提出一個觀念，以色列人在天主面前，就像這些旅客在以

你是我的至親 (肋 25:1-55)

p. 6

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 • 聖經普及課程（進階班）
色列人前，是依附而受保護的。既然自己是旅人
既然自己是旅人，
既然自己是旅人，亦應感同身受；
亦應感同身受；因受天主保護而眷顧他
成為別人的看守人(創 4:9)。
人，成為別人的看守人

安息日的建立是非常明顯確實的，它是天主在十誡中親自頒佈命令，令人和牲畜要在六天
工作之後祝聖第七天，祝聖的主要方式是停工休息。梅瑟就利用這個同樣的原則，規定了
每六年之後的第七年為安息年。安息年的建立是基於宗教的理由，就是為了向天主的聖名
表示尊崇和光榮而建立的節期。
出 23:10-11 亦提到安息年:
10.你應種地六年之久，收穫地的出產；
11.但第七年，你應讓地休息，把出產留給 你百姓中的窮人吃； 他們吃剩的，給野獸吃。
對葡萄和橄欖園， 也應這樣行。

(十
十) 肋 25 章是不存在的古老法則
章是不存在的古老法則、
古老法則、烏托邦、
烏托邦、抑或法律的總結
抑或法律的總結？
法律的總結？
沒有考古資料或文憲顯示以民曾慶祝喜年。相反，許多先知曾痛罵有權勢者剝削別人：
「禍
哉，那些在床上籌劃不義，圖謀行惡的人！因為他們手中有能力，一到天亮，就去實行。
他們想要田地，便去霸佔；想要房屋，便去奪取：以暴力對籌劃災禍，致令你們不能縮回
你們的頸項，也不能挺身前行，因為那是一個災禍的時刻。」(米 2:1-3)
肋 25 章置於本書的最後部份，為此部份法律的總結。此篇聖潔法典解釋以色列人為何要
守法律，不單調整與天主的關係，亦要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在充軍時期，以民經歷顛沛流
離的生活，在巴比倫生活艱苦，這個祖先從埃及離開為奴及被拯救的經驗對當時的以民有
特別安慰的意義，亦成為當時以色列人依靠天主的原因。在農業社會時，土地擁有權是度
尊嚴生活的保證，把土地保留在家族中是十分重要的，使每個以色列人對其他人都有責
任，成了別人的至親，彼此扶持，保護和拯救他人。所以，司祭典的作者把守法的人將得
到的祝福和違法者的禍患放在肋 26 章。
(十
十一) 喜年與新約的關係
喜年與新約的關係
以色列是個喜愛象徵的民族。先知書中用聖年的象徵: 贖回、釋放、歸來，來構想默西亞
時代的來臨。「吾主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因為上主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
喜訊，治療破碎了的心靈，向俘虜宣告自由，釋放獄中的囚徒，宣佈上主恩慈的喜年，揭
示我們天主報仇的日期，安慰一切憂苦的人，」依 61:1-2 描述宣佈喜訊的默西亞，而喜年
成了末世救恩的希望。
早期的基督徒和路加，用在喜年的字眼如「恢復」
、
「振興」
、
「宣告」等去表達他們救恩的
經驗、先知預告默西亞的來臨和舊約喜年的景象，都已在耶穌身上實現了
在耶穌身上實現了。
在耶穌身上實現了
耶穌舉目望着自己的門徒說：
「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天主的國是你們的。」路(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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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亦曾要求富少年變賣家產去施捨給窮人(瑪 19：21) ；亦要求信徒為最小中的一個去服
務(瑪 25:34-46) ，才能進入天國。在他的比喻中，亦提及債主赦免債戶的欠債(路 7:41-42) 。
在舊約時，天主救贖以民為顯示自己的忠信和正義；同樣，天主付出了自己的親生兒子耶
穌，以他的生命和血，來救贖整個人類，更顯示了天主的忠信和正義，由耶穌完成了天主
的救贖工程，消滅罪惡，使人成義(羅 3：21-26) ，成為天主的正義(格後 5：21)。

(十
十二) 反思
以色列人的宗教經驗是否和你的一樣？你有否生活出信仰？

第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以色列的安
以色列的安息年
1. 上主在西乃山訓示梅瑟說：
2. 「你告訴以色列子民說：幾時你們進入了我要賜給你們的地方，這地方將為上主守安息。
3. 六年之內，你可播種田地；六年之內，你可修剪葡萄園，收穫其中的出產。
4. 但到第七年，地應完全休息，是上主的安息年。你不可播種田地，也不可修剪葡萄園；
5. 連你收獲後而自然生出的，你也不可收割；葡萄樹未加修剪而結的葡萄，你也不可採摘；
是地完全休息的一年。
6. 地在休息期而自然生出的，可供給你們吃：即供給你、你的僕婢、傭工和與你同住的客
人吃。
7. 地自然生的，也可供給你的牲畜和你地中的走獸吃。
喜年
8. 你應計算七個安息年，即七乘七年；七個安息年的時期，正是四十九年。
9. 這年七月初十，你應吹號角，即在贖罪節日，你們應在全國內吹起號角，
10. 祝聖第五十年，向全國居民宣布自由；為你們是一喜年，人各歸其祖業，人各返其家
庭。
11. 第五十年為你們是一喜年，不可播種；自然生出的，不可收穫；葡萄樹未加修剪而結
的葡萄，不可採摘，
12.
13.
14.
15.

因為這是喜年，為你們應是聖年；你們只可吃田地自然生的。
在這喜年內，人各歸其祖業。
為此，如你賣給你的同胞產業，或由你的同胞購買，你們不可彼此欺壓；
你應照上次喜年後的年數由你同胞購買，他應照收穫的年數賣給你。

16. 年數越多，你越應多付買價；年數越少，越應少付買價，因為他賣給你的是物產的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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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為此，你們不可彼此欺壓，但應敬畏你的天主
但應敬畏你的天主，
但應敬畏你的天主，因為我上主是你們的天主。
因為我上主是你們的天主
18. 你們應遵行我的法令
你們應遵行我的法令，
我的法令，遵守我的規定，
遵守我的規定，一一依照執行，
一一依照執行，好叫你們平安地住在這地上，
好叫你們平安地住在這地上
19. 地必供給出產，使你們吃飽，平安住在地上。
20. 若你們追問說：到第七年，我們若不能播種，又不能收集我們的出產，我們吃什麼？
21. 在第六年上，我必決定祝福你們
我必決定祝福你們，叫地有三年的出產；
我必決定祝福你們
22. 你們在第八年上播種時，還吃陳糧；直到第九年，直到收割新糧時，還有陳糧吃。
土地贖回法
23. 土地不可出賣而無收回權，因為地是我的
地是我的，你們為我只是旅客或住客
你們為我只是旅客或住客。
地是我的
你們為我只是旅客或住客
24. 對你們所佔的各地，應承認地有贖回權。
25. 如果你的兄弟貧窮，賣了一分家產，他的至親可來作代贖人，贖回他兄弟所賣的家產。
26. 人若沒有代贖人，幾時自己富足了，有了足夠的贖價，
27. 當計算賣出後的年數，將差額還給買主，收回自己的家產。
28. 如果他無法獲得足夠的贖價，他所賣的，應存於買主之手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應
退還，賣主收回自己的家產。
房屋贖回法
29. 若人賣了一所在城牆內的住宅，自賣出後，一年內，他有贖回的權利；他贖回的權利
為期一年。
30. 如果滿了一年，他沒有贖回，在城牆內的房屋應歸買主與其後代，再無收回權；即使
到了喜年，亦不應退還。
31. 但房屋在沒有圍牆的村莊內，應算是田產，有贖回的權利；到了喜年應該退還。
32. 至於肋未人得為產業的城市中的房屋，肋未人永享有贖回權。
33. 如一肋未人在他得為產業的城市出賣的房屋，沒有贖回，在喜年仍可收回，因為肋未
城中的房屋，是他們在以色列子民中所得的不動產。
34. 但是，他們城外四郊之地，不可變賣，因為是永屬他們的產業。
對同胞不可取利
35. 如果你的兄弟貧窮，無力向你還債，你應像待外方人或旅客一樣扶持他，叫他能與你
一起生活。
36. 不應向他索取利息或重利，但應敬畏你的天主
應敬畏你的天主，讓他與你一起生活，如你的兄弟。
應敬畏你的天主
37. 借給他銀錢，不可取利息；借給他糧食，不可索重利。
38. 我上主是你們的天主，
我上主是你們的天主，我領你們離開埃及
我領你們離開埃及地
埃及地，將客納罕地賜給你們，
將客納罕地賜給你們，是為做你們的天
主。

以色列人為奴的法律
39. 若你身傍的兄弟窮了，賣身給你，你不可迫他勞作如同奴隸一樣；
40. 他在你身旁，應像傭工或外僑，給你工作直到喜年。
41. 那時，他和他的子女應離開你，回本家，復歸其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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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因為他們是我的僕役，是我由埃及地領出來的；他們不能賣身，如同出賣奴隸。
43. 你不可虐待他，但應敬畏你的天主
應敬畏你的天主。
應敬畏你的天主
44. 你需要的奴婢，應來自你們四周的民族，由他們中可購買奴婢。
45. 此外，可從同你們住在一起的外方人中，或從他們在你們境內所生的後代子孫中，購
買奴婢。這些奴婢可成為你們的產業，
46. 可將他們留給你們的後代子孫，當作永久的產業，使他們勞作。至於你們的兄弟以色
列子民，彼此既是兄弟，不可嚴加虐待。
47. 若外方人，或寄居在你處的人成了富翁，你的兄弟反而窮了，欠他的債，而賣身給寄
居在你處的外方人，或外方人家中的後代；
48. 賣身以後，仍享有贖回的權利；他的任何一個兄弟可以贖他；
49. 他的叔伯，或他叔伯的兒子可以贖他；他家中的任何至親骨肉都可以贖他；如他自己
致富，亦可自贖。
50. 他應同購買自己的人，計算從賣身給他以後到喜年的年數；贖價應依照年數的多少，
並按傭工每日的工價決定；
51. 如剩下的年數尚多，他應依照年數的多少，出一部分贖價來贖身。
52. 如直到喜年剩下的年數不多，應這樣計算：依照年數的比例交付贖價。
53. 買主對他應像每年雇的工人；他不可當着你虐待那人。
54. 如果那人不能這樣贖身，到了喜年，他可與兒女自由離去。
55. 因為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子民只對我是奴隸
以色列子民只對我是奴隸，
子民只對我是奴隸，他們是我的奴隸，
他們是我的奴隸，是我領他們離開了埃及
是我領他們離開了埃及地
埃及地：我，上
主是你們的天主。
主是你們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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