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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主日 
  

科技先進的社會必須準備好，鼓勵大家過較簡樸的生活... 減少能源
的耗費。天主，祂召喚我們慷慨大方獻上自己和給予一切...願主受
讚頌! 
 
讀經一（上主揀選了耶肋米亞，與普世對抗。） 
恭讀耶肋米亞先知書 38:4-6, 8-10 

那時候，眾首長對君王說：「請將這人處死！因為他說了這樣的
話，使遺留在城裡的戰士和全體人民，灰心喪志。實在，這人謀求
的，不是人民的福利，而是人民的災禍。」 

漆德克雅王答說：「看，他已經在你們手中；君王不能反對你
們。」他們便將耶肋米亞用繩吊下去，丟在蓄水池裡；這蓄水池，是
王子瑪耳基雅在監獄庭院裡所建造的。池裡沒有水，只有污泥；耶肋
米亞就陷在污泥裡。 

厄貝得默肋客，從王宮出來，稟告君王，說：「我主君王！這些
人對先知耶肋米亞所做的事，實在毒辣。他們竟將他丟在蓄水池裡；
在那裡，他必要餓死，因為城中沒有糧食了！」 

王便下令，對雇士人厄貝得默肋客說：「你立即帶三個人去，將
耶肋米亞先知，趁他還沒有死，從蓄水池裡拉出來！」—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40:2, 3, 4, 18 
【答】：上主，求你速來助我。（詠40:14） 
領：我懇切期待上主，他便垂聽了我的哀訴。【答】 
領：上主把我從禍坑與污泥中救出，使我立足在磐石上，穩定我的腳

步。【答】 
領：他使我口唱新歌，讚美我們的天主。眾人見了，起敬起畏，都全

心信賴上主。【答】 
領：我雖然卑微貧苦，上主卻眷顧了我；你是我的助佑，我的救援，

我的天主，求你不要遲延。【答】 
 
讀經二（讓我們以堅忍的心，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12:1-4 
弟兄姊妹們： 

我們既有如此眾多如雲的證人，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種累
贅，及糾纏人的罪過，以堅忍的心，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雙目
常注視著耶穌；他是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他為那擺在他面前的歡
樂，輕視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寶座的右邊。 

你們要常想，耶穌所以忍受罪人對他這樣的叛逆，是怕你們灰心
喪志。你們與罪惡爭鬥，還沒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隨我。 
眾：亞肋路亞。 
 
福音（我來不是給地上送和平，而是來送分裂。） 
恭讀聖路加福音 12:49-53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麼
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我有一種應受的洗禮，我是如何焦急，直到
它的完成！ 

「你們以為我來，是給地上送和平嗎？不，我告訴你們：而是來
送分裂。因為從今以後，一家五口的，將要分裂：三個反對兩個，兩
個反對三個。他們將要分裂：父親反對兒子，兒子反對父親；母親反
對女兒，女兒反對母親；婆母反對兒媳，兒媳反對婆母。」——上主
的話。 
 
 

十字架的煉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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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中國人說：「忠言逆耳」，實在含有很大的智慧；不過，大多
數人還是喜歡聽花巧的說話。聖經是天主的聖言，不會取悅人，故時
常說真實的話，老實告訴人有什麼困難和危險，讓人衡量過才決定做
或不做。第一篇讀經提及當權人不喜歡耶肋米亞先知的老實話，因為
他預言災禍將臨於猶大國身上，只有投降給巴比倫王才能保存性命。
他們把他放入污泥池裡受苦，結果是猶大果然亡國。福音裏，耶穌也
講實在話，選擇跟隨祂的人要付出很大的代價。讓我們好好反省這段
聖經。 
耶穌講這些話的時候，大概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一路上耶穌預言
自己將受苦，跟隨祂的，同樣要背起十字架。耶穌說：「我來是要把
火投在世上，我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火是聖經裡時常用的
一個形象，它能夠指愛。心中有愛的時候，人就會被燃燒起來，溫暖
熱心起來。耶穌聖心就是強調祂的愛。耶穌來將愛火投在世上，祂是
多麼切望整個世界在愛火裏燃燒。 
火亦可以指判斷、分辨。聖經有時會說天主的怒火，意思就是天主判
斷人的行為不當。若翰洗者曾痛斥猶太當權人：「毒蛇的種類，你們
怎能逃避天主的怒火？」耶穌在這裏所說的：「我來是要把火投在世
上」，可以是指世界會被審判，善惡會被分辨出來，跟隨祂的基督
徒，能與祂一齊分辨善惡，審判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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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能夠指淨化，除去雜質的意思，像以火煉金煉銀一樣。傳統說煉獄
有火，大概只取其煉淨的象徵意義，我們很難想像慈悲的天主會看到
子女真實地被火燒而高興。若翰洗者曾經說，默西亞來時，「祂要用
聖神和火洗你們」，意思就是祂會來淨化你們。跟隨耶穌基督的人要
受到火的淨化，才配承受天主的國。不過，耶穌並非袖手旁觀，祂是
走在門徒的前面：「我有一個應受的洗禮，我是如何焦急等待它的完
成！」這是十字架苦路的洗禮，即第二篇讀經致希伯來人書所說的：
「祂輕視了凌辱，承擔了十字架」。 
耶穌具體地說出門徒的十字架是甚麼：為了祂的緣故，門徒的家會分
裂，三個反對兩個，兩個反對三個。耶穌基督會成為反對的記號，成
為分裂的原因，這在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早期教會第一批基督徒幾
乎都是猶太人，他們最初可以進入猶太會堂內，但慢慢為了基督的緣
故，不再受猶太人歡迎，猶太當權人認定他們對原有宗教構成威脅，
故把他們視作不潔的外邦人，其他猶太人也不敢接近他們，免被玷
污。耶穌所講的，不光是朋友與朋友之間的事，而更是在一個家庭裏
發生。所以，要做一個信耶穌基督的猶太人，就要面臨痛苦的選擇：
究竟是要跟隨耶穌基督，還是與家人分開？這就是耶穌所講分裂的具
體意義。 
第二批基督徒大部份是外邦人，尤其多羅馬人，他們亦因為信基督的
緣故而與親友分裂。羅馬人是多神信仰的，他們甚至將羅馬皇帝看作
神明。但是，當人信了耶穌基督後，便只能信唯一的天主，不能再信
其他神明，不再朝拜羅馬皇帝。所以，慢慢地這些羅馬基督徒也被羅
馬人迫害，而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羅馬當權的人亦會找基督徒來做
代罪羔羊。 
今天我們可能沒有第一批和第二批基督徒所面對的困難，但作為基督
徒，我們仍要負起生活上的十字架，分裂會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在我們
面前出現。假如我們的家人中有其他宗教信仰，我們便可能在生活上
因為基督的緣故與家人發生磨擦。基督徒的信念和價值觀亦可能與家
人和朋友不同，輕的我們會被人取笑、諷刺，重的會成為排斥的對
象，這些都是現代基督徒要付出的代價。 
讓我們祈求耶穌派遣祂的聖神，把我們心中的愛火燃燒起來，幫助我
們能夠分辨清楚，做個好判斷，願意承擔作為基督徒要付出的代價。
家庭分裂，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基督徒能夠用愛心、用祈禱來解
決，相信只有愛才可化解分裂，帶來和平。讓我們記得耶穌今天所講
的話：「我來是要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 
 
反省與實踐: 
1. 耶肋米亞先知因為說實話，而被放入污泥池裡受苦；耶穌輕視了

凌辱，承擔了十字架的痛苦。願意跟隨基督的我們，能夠付出的
代價有多少？ 

2. 我們是否害怕被人取笑、諷刺，甚至被排斥？但因為愛天主的緣
故，我們願意承擔作為基督徒要付出的代價嗎？ 

3. 我們是否能夠專注於耶穌，效法耶穌及歷世歷代勇於見證信仰的
基督徒？ 
 

禱文： 
1. 請為世界各地的傳教士祈禱。主耶穌，我們感謝禰派遣許多為了
宣揚禰天國福音而遠離家鄉的傳教士，求禰使他們常瞻仰禰的榮
耀，幫助他們除去傳教工作的重擔與阻礙，使所有傳教地區的人
民都能獲得禰天國永恆的福樂。 

2. 請為各堂區的青年們祈禱。親愛的主耶穌，禰是信德的創始者和
完成者，求禰使堂區的青年們常來到禰面前讚美禰、歌頌禰，在
這價值觀混淆的時代中，這些青年們仍能以堅忍的心跟隨禰，幫
助他們遠離世間的試探與罪惡，以耐心與信德持續奔向禰所指引
給他們的賽程。 

 
 

唯一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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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今天的這段福音裏，耶穌說祂來不是給地上送和平，而是送分裂，實
在令人費解。我們必須在耶穌整體的宣講與行動，尤其在四部福音基
本精神的脈絡中來解釋。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在耶穌說祂來不是送和平，而是送分裂
之前，祂說祂要把火投在地上，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其次，又說祂
焦急地想要完成一種應受的洗禮。這究竟有什麼意義？所謂火，一般
解釋是天主聖神；耶穌自己遣發聖神到世上來，聖化世界。至於祂的
洗禮，便是十字架上的苦難與死後復活。總結來說，他焦急地要完成
救援工程的使命，為能遣發聖神聖化世界。不過救援工程同時要求人
類的參與，聖化也同時要求人類自我革新，這樣才能達到「天主受享
光榮於高天，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的境界。不過耶穌自己深知，也
正是祂傳教時經驗到的：由於人間的種種阻礙，世人面對祂的救援工
程，有的接納，有的拒絕。在耶穌童年故事中，西默盎早已說過：
「看，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起，並成為反
對的記號。」因此就實際情況看來，和平並沒有送來，送來的反而是
分裂；有人接納耶穌，有人拒絕耶穌，因此「一家五口的，將要分
裂，三個反對兩個，兩個反對三個」。 
   經過以上的說明，今天福音中耶穌的訊息，非但可以，而且應
當與四部福音中另外的一些話語互相配合，連貫解釋。譬如在路加福
音中，當耶穌遣發十二門徒外出傳教時，囑咐他們每進一家，都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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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以平安。在晚餐廳中，按照若望福音的記載，耶穌清楚地向門徒
說，要把平安留給他們，並且再三呼求天父，願眾人合而為一。「和
平」及「合一」是天父藉著基督的救援工程，以及聖神的聖化能力，
賜與的恩惠；但是尚在旅途中的人類，遭受種種阻礙，不見得接納這
恩惠，有人反而拒絕，因而在耶穌面前，彼此反對、分裂。耶穌說
的：「你們以為我來是給地上送和平嗎？不，我告訴你們，我是來送
分裂」，正反映出真實的情況，這也是人類自己的悲劇。 
   耶穌基督今天繼續臨在於教會中，從多方面看來，祂的話還是
同樣的實際。「我信唯一的教會」，教會不但自身是一個有機體，而
且藉著基督的救援工程，她要集合人類成為一體。她是基督的和平工
具，宣講愛的福音，又以具體的行動謀求和平及團結。自從教宗保祿
六世以來，每年元旦世界和平日，教宗都發表和平文告，呼籲全人類
能合而為一。不過人類團體並沒有完全信服教會的呼聲，反對及分裂
的現象始終沒有消除。 
   另一方面，更可悲的是這個耶穌基督的「唯一的教會」。她自
身應是一個教會，如同保祿宗徒所說：「盡力以和平的聯繫，保持心
神的合一，因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
希望一樣。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只有一個天主和眾人
之父…。」但事實上，這近一千年來，耶穌唯一的教會，由於種種阻
礙，彼此分裂，並不完全在祂內共融。今天的教會處在分裂的狀態
中：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尚未合而為一，西方教會中派別眾多，分裂
得更是嚴重。今天福音中耶穌的話對教會來說，實在也相當刺耳。 
   不過我們深信，天父藉著基督的救援及聖神的德能，原則上已
為合一奠下根基。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為眾人合一的祈禱，一定不會落
空。教會雖分裂，基本上仍是一個教會，有希望能合而為一。藉著她
的合一，人類也就有希望能合而為一。 
 
反省與實踐: 
1. 對於耶穌送來的分裂，我是否有切身的體會？ 
2.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否有意識地參與基督的救援使命，並時常自

我革新？ 
3. 我迫切地渴望眾人都蒙受救恩，並且合而為一嗎？ 
 

禱文： 
1. 請為普世教會祈禱。主耶穌愛火熱切，渴望眾人都蒙受救恩。祈

求仁慈的天父恩賜基督徒，都能在聖神的推動下革新，聖化生
活，積極參與基督救世的使命，使人類和平、團結的理想能早日
實現。 

2. 請為我們的國家祈禱。馬總統過境紐約，展開外交之旅；軍審體
制重大變革，國防力量的鞏固，都深切影響國家安全與外交。祈
求仁慈的天父恩賜總統的賀誼之旅，能為台灣爭取更寬闊穩定的

外交空間；也恩賜國防力量堅實精進。全民共體時艱，理性睿智
地面對國家處境，避免民粹治國的危機。 

3. 請為伊拉克暴力攻擊的平息及傷亡者祈禱。齋戒月結束，伊拉克
各地卻慘遭一連串暴力攻擊。祈求仁慈的天父恩賜暴力攻擊的主
使者，能明白齋戒的意義，尊重人民的生命，放下宗教派系的衝
突仇恨，以大公無私的精神，謀求國家社會福祉。也恩賜亡者進
入安息，傷者早日康復。 
 
 
 

常年期第二十主日"來自基督的分裂"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主日常年期第二十主日彌撒中的兩篇讀經和福音分別取自耶肋

米亞先知書第38章第4到6以及8到10節，致希伯來人書第12章第1到4
節，聖路加福音第12章第49到53節。 

福音中耶穌的話，雖然絕非福音作者的擅自創作，卻往往反映福
音著作時代教會的實際情況。本主日彌撒福音就是這樣。在這篇福音
的記載中有兩層意思連合在一起。一層是耶穌講的話﹔另一層是作者
在天主聖神的默啟下作出的解釋。耶穌曾說他來到世界上是為建立天
國﹔為此，他愿意越快越好地使世界 化。作者聖路加的解釋著重當
時教會的困難處境：教會剛建立不久，已被社會敵視，已受社會迫
害。 
火有摧毀和化的作用。在舊約聖經中，火是世界末日的象征。世

界末日，對惡人來說，是審判﹔對善人來說，則是 化。耶穌用火來
說明他來到世上的使命。耶穌所說的火有 化的意思，也就是他所說
的他應受的洗禮。 

洗禮在希伯來語中就是化，耶穌用它來指自己的受難。相信耶穌
并跟隨耶穌的人都應該毅然有所抉擇，站在耶穌的一邊。這是聖路加
對耶穌所講的「火」的比喻所作出的解釋。路加之所以作出這樣的解
釋，無疑的是有鑒于當時教會所受到的迫害。因為，在聖路加的筆
下，耶穌的形象一般是給人類帶來和平的先知的。 

耶穌曾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
父那里去」﹔又說：「我的羊聽從我的聲音，我認識它們，它們也跟
隨我」。本主日彌撒福音前的阿肋路亞歡呼詞援引了這些話來強調彌
撒福音的教訓。耶穌應受而且急于領受的洗禮，也是我們每一個基督
信徒應受的洗禮。跟隨耶穌，同他一起接受有化作用的「受難的洗
禮」，往往便不得不與我們的周圍有所分裂。耶穌的來臨給我們帶來
和平，但是也帶來暴力。這是教會和教會成員不合常情的處境。聖斯
德望就是在這種處境中犧牲了他的生命。他宣講和平，卻死在分裂與
迫害的暴力之下。基督宗教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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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一講耶肋米亞先知受人陷害，被處死刑，由于得到他的朋友
厄貝得默肋客及時營救，才幸免於難。耶肋米亞少年時便被召為先
知。他起初幫助約史雅國王革新宗教，廢除邪神敬禮。約史雅國王死
後，開始了他一生最痛苦的時期。在宗教方面他必須維持正義，不但
要維護雅威宗教的純潔，而且也要責斥國王和權貴人士的荒淫無道，
違犯法紀。在政治方面他又必須反抗潮流，主張寧可順應巴比倫的統
治，不可傾向埃及，以免遭受巴比倫的報復。結果一切徒勞無功，只
有自尋苦惱。耶肋米亞先知自己曾向天主訴苦說：「你竟生了我這個
與普世對抗相爭的人」。教父們卻多把他視作耶穌受難的預像。 

讀經二解釋基督信徒受苦的意義。據這個解釋，耶穌是我們信德
的創始者和完成者﹔我們向他走去，一路上要經過許多考驗。其中的
第一個阻礙便是我們自己的罪過，我們往往處于不得不作出抉擇的地
步。耶穌曾面臨罪人們的敵視。他忍受了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恥辱，但
是現在他坐在天主聖父的右邊，與天主聖父一同為王。這為我們是一
個鼓勵。同時，也是一個警告。因為我們還沒有為走向天主做到流血
犧牲的地步。 

總之，「分裂」原來與天國的來臨格格不入，但是卻往往是教會
內的一種現實。它的原因便是讀經二里所說過的阻礙我們走向天主的
罪過。依本主日彌撒福音的教訓，由于耶穌的緣故而發生的分裂，則
是天主審判世界的一種預兆。所以我們不可以采取妥協的方式，貿然
的彌補或消弭。在這分裂尚存在的時刻，我們作基督信徒的要切記著
耶穌所說的這句話：「徒弟不能勝過師傅，仆人不能勝過主人。如果
一家之主也被稱為魔王貝耳則步，何況他的家人呢？」 

在本主日彌撒中的答唱詠里，慈母教會援引了聖詠40篇的話，引
導我們呼求天主的助佑。 

 
 
 

 

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提供 
http://www.dcc.catholic.org.hk 

教理主題：基督徒的希望 
 
今天的讀經都是關於信徒與世界的惡爭鬥，基督徒該選擇耶穌

基督的生命之路。 
讀經一，耶肋米亞先知被首長們放入沒有水、但有污泥的蓄水

池裡，任由他餓死。事件的背景是，先知照天主的話，勸諭人民不
要投靠埃及來對抗巴比倫的統治，因為猶大實在無法抵抗強大的巴
比倫帝國。先知不是不愛國，而是為了保衛耶路撒冷的安全、為了
君王和國民的利害而已。同時，他呼籲人民悔改、離開罪惡的行

徑，並指出這是他們解決目前困境的唯一方法。猶大眾人當然非常
惱怒先知的說法，故下毒手。最後，先知是由一位外邦人（雇士
人）把他從蓄水池裡救出來的。 

聖詠回應讀經一，上主把作者從污泥中救出來，雖然在困厄
中，作者依然全心信賴上主，不斷讚美天主。 

讀經二，希伯來書鼓勵信眾以堅忍的心，與罪惡爭鬥到低。耶
穌基督是「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希12:2），祂忍受罪人對他
的叛逆凌辱、死在十字架上，為的是要堅強我們、叫我們不要灰心
喪志，如今祂坐在聖父的右邊。基督是我們堅忍的模範，聖者的生
命見證也能堅強我們的心志。 
今天的福音，繼續之前幾個主日，是耶穌前往耶京路上沿途施

教。耶穌告訴門徒，跟隨祂會遇到的鬥爭。「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
上，我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路12:49）。「火」是指聖
神之火（宗2章），耶穌多麼渴望聖神的火能夠散布全世界，燃點每
個人的心；也有學者主張，這「火」是指因信仰耶穌而與不信者所
起的紛爭。耶穌繼續說：「我有一種應受的洗禮」（路12:50），這
是指祂的苦難死亡（瑪16:21）；我們作為基督徒，是受聖神和火的
洗禮（路3:16），我們選擇跟隨基督，要同祂一樣，與世界的惡博
鬥、不惜受苦犧牲。 

在福音裡，耶穌闡明祂為地上帶來分裂，即使是至親的家人，
也會因為信仰或不信仰基督的道理而互相排斥、攻擊。我們該注
意，基督決不是要分裂家庭，這裡只是想指出，人或是跟隨基督、
站在祂的一邊，或是反對祂而站在另一邊，決沒有中間的路線。 

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
父那裡去」（若14:6）。「基督的道路『導入生命』，它和『導入
喪亡』的道路正好相反（瑪7:13）。福音中兩條道路的比喻是教會
常講的教理。這表示倫理的抉擇為我們的得救很重要。『有兩條道
路，一條是生命之路，另一條是死亡之路；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
別』（《十二宗徒訓誨錄》1:1）。」（教理1696） 

先賢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1995年頒布《生命的福音》通諭，
面對充斥著罪與死亡的世界，教宗提醒世人返回基督生命的福音。
「這傳福音的使命在今天尤其急迫，因為對個人及民族生命的威
脅，不但急遽增加，也日趨嚴重，尤其是對弱小又無自衛能力的生
命。除了古老的災禍，如貧窮、飢餓、流行性疾病、暴力和戰爭
外，又出現了新的威脅，而且規模之龐大，令人心驚。……各種殺
人罪、種族屠殺、墮胎、安樂死及故意自殺等危害生命的惡行；損
害肢體完整、虐待身體及心靈的酷刑、企圖控制人心等侵犯人格完
整的惡行；非人的生活條件、任意拘留及放逐、奴役、娼淫、婦女
及幼童買賣等貶抑人格尊嚴的惡行；將工人只視作賺取利潤的工
具，而忽視其擁有自由及責任感的、侮辱人格的工作條件。這一切
及其它類似的種種都是可恥的、有辱文明的罪孽。這些罪孽固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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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含羞蒙辱，但尤其玷污主使者，同時又是對造物主最大侮
辱。」（《生命的福音》3） 

在這充滿著罪惡的世界，我們基督徒要作地上的鹽、世界的
光，不怕艱難，將基督生命的道路指示給世人。 
 
生活反思／實踐： 
1. 耶肋米亞先知因為宣講天主的話而遭到迫害，忠言總是逆耳的！

天主，求祢賜給我們智慧，能夠辨析祢的話，並賜我們勇氣宣講
祢的話。 

2. 再次細心閱讀《生命的福音》第3節，罪惡實實在在充滿這個世
界。讓我們細察並懺悔自己的罪，並求天主給我們力量與罪惡爭
鬥。 
 

 
 
  



 

 

6 

 

SUNDAY 18 AUG 2019: Twentie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C 
 

First Reading Jer 38:4-6, 8-10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Jeremiah 

You bore me to be a man of strife for the whole world. 

The king’s leading men spoke to the king. ‘Let Jeremiah be put to 

death: he is unquestionably disheartening the remaining soldiers in the 

city, and all the people too, by talking like this. The fellow does not have 

the welfare of this people at heart so much as its ruin.’  

‘He is in your hands as you know,’ King Zedekiah answered ‘for the 

king is powerless against you.’ So they took Jeremiah and threw him into 

the well of Prince Malchiah in the Court of the Guard, letting him down 

with ropes. There was no water in the well, only mud, and into the mud 

Jeremiah sank. 

Ebed-melech came out from the palace and spoke to the king. ‘My lord 

king,’ he said, ‘these men have done a wicked thing by treating the 

prophet Jeremiah like this: they have thrown him into the well where he 

will die.’ 

 At this the king gave Ebed-melech the Cushite the following order: 

‘Take three men with you from here and pull the prophet Jeremiah out of 

the well before he die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39:2-4. 18. R. v.14 

(R.) Lord, come to my aid! 

1. I waited, I waited for the Lord and he stooped down to me; he heard my 

cry. (R.) 

2. He drew me from the deadly pit, from the miry clay.  He set my feet 

upon a rock and made my footsteps firm. (R.) 

3. He put a new song into my mouth, praise of our God.  Many shall see 

and fear and shall trust in the Lord. (R.) 

4. As for me, wretched and poor, the Lord thinks of me.  You are my 

rescuer, my help, O God, do not delay! (R.) 

 

 

Second Reading Heb 12:1-4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to the Hebrews 

Let us bear patiently the struggle placed upon us. 

With so many witnesses in a great cloud on every side of us, we too, 

then, should throw off everything that hinders us, especially the sin that 

clings so easily, and keep running steadily in the race we have started. Let 

us not lose sight of Jesus, who leads us in our faith and brings it to 

perfection: for the sake of the joy which was still in the future, he endured 

the cross, disregarding the shamefulness of it, and from now on has taken 

his place at the right of God’s throne. 

Think of the way he stood such opposition from sinners and then you 

will not give up for want of courage. In the fight against sin, you have not 

yet had to keep fighting to the point of death.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Jn 10:27 

My sheep listen to my voice, says the Lord;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Gospel Lk 12:49-53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I have come not to give peace, but discord.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I have come to bring fire to the earth, and how 

I wish it were blazing already! There is a baptism I must still receive, and 

how great is my distress till it is over! 

‘Do you suppose that I am here to bring peace on earth? No, I tell you, 

but rather division. For from now on a household of five will be divided: 

three against two and two against three; the father divided against the son, 

son against father, mother against daughter, daughter against mother, 

mother-in-law against daughter-in-law, daughter-in-law against mother-in-

law.’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