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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第三主日 

 
和平，正義，保護受造界這三個主題絕對是互相連結的，不能分割。
上主，求祢以大能和真光觸動我們...為迎接祢正義，和平，仁愛與
美麗國度的來臨，準備更美好的未來，願祢 受讚頌! 亞孟。 
 
讀經一（天主要親自來拯救我們！）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35:1-6,10 

荒野和不毛之地必要歡樂，沙漠必要欣喜，如花盛開，盛開得有
如百合，高興得歡樂歌唱，因為它們將獲得黎巴嫩的光華、加爾默耳
和沙龍的美麗。它們將見到上主的榮耀、我們天主的光輝。 

你們應加強痿弱的手，堅固顫動的膝，告訴心怯的人說：「鼓起
勇氣來，不要畏懼！看，你們的天主！報復已到！天主的報酬已到！
他要親自來拯救你們。」 

那時，盲人將會看見，聾子將要聽到；那時，瘸子必要跳躍如
鹿，啞吧的舌頭，必要歡呼。上主所解救的人必要歸來，快樂地來到
熙雍；永久的歡樂，有如冠冕，戴在他們頭上。他們將盡享快樂和歡
喜，再沒有憂愁和悲哀。——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46:7, 8, 9, 10 
【答】：上主，請你來，拯救我們。 
領：上主為被欺壓的人辯護；上主賜食物給飢餓的人；上主使被囚的

人，獲得自由。【答】 
領：上主開啟瞎子的眼睛；上主使傴僂的人挺身；上主喜愛正義的

人。【答】 
領：上主保護旅客；上主扶助孤兒寡婦；上主迷惑惡人的道路【答】 
領：願上主永遠為王！熙雍，你的天主萬壽無疆！【答】 

 
讀經二� � � � � � � � 	 
 � � � �  � � � � � �  
恭讀聖雅各伯書 5:7-10 
弟兄姊妹們： 

直到主的來臨，你們應該忍耐。看，農夫多麼忍耐，期待田地裡
寶貴的出產，直到獲得時雨和晚雨。你們也該忍耐，堅固你們的心，
因為主的來臨已接近了。 

弟兄們，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們受審判；看，審判者已站在門
前。弟兄們，應以那些曾因上主之名講話的先知們，作為受苦和忍耐
的模範。——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喜訊。（依61:1） 
 

福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恭讀聖瑪竇福音 11:2-11 

那時候，若翰在獄中聽了基督所行的，就派遣他的門徒去問耶穌
說：「你就是要來的那一位，或是我們還要等候另一位？」 
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

瞎子看見，跛子行走，痲瘋病人得到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
苦的人得聞喜訊。凡不因我而絆倒的，是有福的！」 

他們走了以後，耶穌就對群眾講論若翰說：「你們出去到荒野，
是為看什麼呢？為看隨風搖曳的蘆葦嗎？你們出去到底是為看什麼？
為看一位穿細軟衣服的人嗎？啊！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裡。
你們究竟為什麼出去？為看一位先知嗎？是的！我給你們說：而且他
比先知還大。關於這人，經上記載說：『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
前，他要在你前面，預備你的道路。』 

「我實在告訴你們：在婦女所生的，沒有興起一位比洗者若翰更
大的；但在天國裡最小的，也比他大。」——上主的話。
 
 

新時代的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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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今天的福音表面上是談若翰洗者，連耶穌也稱讚他：「婦女所生

的，沒有一個比洗者若翰更偉大」。不少人把注意力放在若翰洗者派
遣門徒去見耶穌的理由上：他對耶穌的身份產生懷疑？他希望門徒直
接從耶穌口中得到答案？他催促耶穌快些行動？這些推測是多餘的，
瑪竇是藉這段聖經，指出耶穌就是默西亞，祂就是福音，祂就是新時
代的來臨。若翰洗者再一次是配角，由他襯托出耶穌的偉大。難怪門
徒有沒有回去報告若翰，他聽後反應如何，瑪竇覺得無關重要而不加
記載了。 
   耶穌一方面借用依撒意亞先知的話，指出默西亞來臨時的現象
已發生：瞎子復明、跛子行走、痲瘋病人獲得了潔淨、聾子復聰；換
句話說，祂就是預言的默西亞。另一方面，耶穌更超出依撒意亞先知
所預言的，祂使死人復活，使窮苦人聽到福音。在瑪竇福音第八、九
章，作者記載一連串的奇跡，包括死人復活，他希望人從這些標記
中，認出耶穌是默西亞，是救主。 
   奇跡自有其重要性，往往能引發信德。今日奇跡仍能發生，仍
有其作標記的作用。不過，今天的科技某程度也能帶來治療：眼角膜
移值使人恢復若干視覺、跛子裝上義肢也能行走、藥物可根治痲瘋、
戴了助聽器有助聽覺。福音記載的奇跡在今天能有另一層次的了解：
受罪惡蒙蔽的人，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別人，更看不到天主，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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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與真理，但耶穌的福音使他的眼開了，他曉得為天主、為別人而
生活；人因為自己的軟弱，像跛子一樣，不能站起來行走，福音使他
有力量站起來，讓他頂天立地，重新做個人；痲瘋象徵罪惡，扭曲人
的臉面，但福音使人潔淨，恢復天主的肖像，使人返回人群；罪惡遮
蔽人的良心，像聾子一樣聽不到天主在人心中的呼喚，福音使人聽到
天主的聲音，聽到有需要的人的哀求；罪惡使人失去超性生命，但耶
穌的福音使人復活，過著有目標的新生活，不再是行屍走肉。 
   若翰震憾的呼籲，最多帶來悔改，惟有耶穌的宣講，才能帶來
福音，祂讓人經驗到天主的慈愛。若翰讓人知道天主的公義，惟有耶
穌讓人領悟公義的天主，更是慈愛的天主。公義不算是福音，惟有天
主那麼愛世界，甚至賜下獨生子耶穌，使人不致喪亡，反因信耶穌而
獲得永生，這才是福音。若翰早逝，無緣目睹天主在十字架上彰顯的
慈愛。讓我們這些新時代的人，明白自己比若翰幸福，因為我們經驗
到天主慈愛的偉大，我們聽到了完整的福音。 
 
反省與實踐: 
1. 我是否盡力向別人傳達「將臨期」的精神？ 
2. 我如何善用現在的時光，準備好自己？ 
3. 我如何準備主耶穌的降生？尤其是在靈性上的準備。 
4. 我是否曾與人分享，從天主而來的喜樂與平安呢？ 

 

禱文： 
1. 請為教會的領導人祈禱。「上主為受壓迫的人伸冤，上主給飢餓

的人食物，使囚犯獲得自由」。祈求天主以聖神的德能聖化教會
的領導人，讓他們在思言行為上流露天主對世人關愛，為社會不
正義發聲，帶領普世人類走上光明的道路。 

2. 請為人類心靈回歸正道祈禱。現今的社會充斥暴力，性侵、性騷
擾時有所聞，自殺、他殺事件頻傳。天主聖子來是為向窮苦者傳
報喜訊，祈求天主聖三光照人類心靈，捨棄暴力行為及不法思
想，使社會善良風俗能夠彰顯，大家能夠生活在祥和的氛圍中。 

 

誰是救世主？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默想: 

將臨期第三主日又稱「喜樂主日」，因為今天彌撒的進堂詠以
「喜樂」一詞開始。很多將臨期花環上的第三枝蠟燭是玫瑰色，用來
象徵喜樂，因為代表耶穌基督來臨的聖誕節近了。 

然而今天的福音中，那份喜樂並非顯而易見，我們看到無辜的
人遭到囚禁。洗者若翰大無畏地當面對黑落德王曉以大意：他霸佔了
自己兄弟的妻子黑落狄雅，做了件大錯特錯的事。黑落狄雅因此懷恨

在心，伺機報復。她設下計謀，讓黑落德把若翰投入監牢，後來還要
取其首級，並且得逞。 

若翰在獄中經歷了身心靈的沈重打擊，也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做
錯了甚麼。他所聽到的基督言行，與他先前所盼望的出入甚大。他曾
宣告了一個革命性的轉變，天主將派遣默西亞，帶給人世間和平與正
義，並鏟除一切的不公義。相反地，邪惡到處滋生蔓延，連他自己也
無法倖免，而天主竟然袖手旁觀；耶穌是他希望所在，但又好像非常
無能為力。局面非但沒有得到扭轉，反而每況愈下。處在內心掙扎中
的若翰，於是派人直接去問耶穌：禰就是救世主呢，還是我搞錯了？ 

這是一個幾乎絕望的人的哭喊求救。我們能夠鬆一口氣的是，
像若翰這樣歷史上的偉人也曾經歷過神枯的黑暗。我們在今天也有可
能突然遭遇一場重病或大災禍，生涯規劃就此打亂，眾叛親離，形單
影隻，枉談生命意義何在。在這種關頭，若翰就是我們信靠的兄長。 

耶穌沒有給來人直截了當的答案，祂說：「把你們所見所聞的
報告給若翰！」 

奇蹟正在發生：瞎子看見、聾子聽見、瘸子行走！喜訊正傳達
給窮苦人。 
  奇蹟在今天仍有發生，無法解釋的突然治癒時有所聞。僅在聖母
朝聖地露德，迄今就有五十四件由醫生們正式確認為無法解釋的治癒
奇蹟。而福音也傳達到地球的各個角落。 

然而，使若翰在獄中困擾的問題仍舊存在：或許我們該繼續等
待，等待一個更成功的默西亞和救世主？不少人在廿世紀高呼「希特
勒萬歲」，也曾指望他能解決所有的難題。失望的滋味更苦澀，耶穌
沒有承諾甚麼暢通無阻的救恩坦途，祂相反地說：「凡不因我而絆倒
的，是有福的！」耶穌由此說出：對，我就是祂，默西亞和救世主，
但不要因為我看似無能為力而絆倒。耶穌既沒有把若翰解救出監牢，
也沒有讓他免於一死，更沒有把自己從十字架上救下。祂雖然沒有保
證我們不會經歷挫折和痛苦，但卻加給我們信仰的力量。祂指出洗者
若翰的偉大，因為他倚靠天主，擯棄豪華舒適。耶穌讚譽凡信賴並倚
靠祂的人，「在天國裡都是偉大的」。 
 
反省與實踐: 

1. 現今的社會，邪惡的事到處可見，面對這樣的情況，我是否還能夠從
內心由衷地依靠天主？ 

2. 當我遭遇一場重病或大災禍，在經歷身心靈的沈重打擊後，我能否仍
舊喜樂於上主？ 

3. 臨期環上，點上象徵喜樂的第三枝蠟燭，代表耶穌基督來臨的聖誕節
近了。在這時期，我如何準備主耶穌的降生？尤其是在靈性上的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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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1. 請為教會的領導人祈禱。「上主為受壓迫的人伸冤，上主給飢餓

的人食物，使囚犯獲得自由」。祈求天主以聖神的德能聖化教會
的領導人，讓他們在思言行為上流露天主對世人關愛，為社會不
正義發聲，帶領普世人類走上光明的道路。 

2. 請為人類心靈回歸正道祈禱。現今的社會充斥暴力，性侵、性騷
擾時有所聞，自殺、他殺事件頻傳。天主聖子來是為向窮苦者傳
報喜訊，祈求天主聖三光照人類心靈，捨棄暴力行為及不法思
想，使社會善良風俗能夠彰顯，大家能夠生活在祥和的氛圍中。 

 
 

將臨期第三主日 "常常歡樂"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聖誕節前的四個星期是將臨期。我們說過，在現行的教會禮儀
中，這時期分作兩個階段，十二月十七日是它們的分界點。將臨期
第一和第二主日屬第一階段，禮儀側重於基督的再次來臨，強調基
督再來的迫切性，因而要求信友們警惕和悔改。 

本主日是將臨期第三主日 
禮儀涉及耶穌兩次來臨之間的一段時期，就是我們所生活的教

會時期。它不必再強調基督再次來臨的迫切性，但它鼓勵我們重新
體驗期待耶穌的誕辰，好從耶穌那 接受丰富的救恩。所以它給我們
的教訓是常常歡樂。 本主日彌撒中的進堂詠援引聖保祿宗徒的話
說： 「你們應常在主內喜樂，我再說一次，你們應當喜樂，因為主
快要來臨了。」（斐4:4-5） 

本主日彌撒中的兩篇讀經和福音分別取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35
章第1到6，以及第10節﹔聖雅各伯書第5章第7到10節﹔聖瑪竇福音
第11章第2到11節。 讀經一描述流亡異地的猶太人回歸祖國的情
況。這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大自然和人都將復興，重現他們原始
的美麗和健康。 

在本主日彌撒的福音 ，耶穌援引上述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來開
導洗者若翰。洗者若翰曾在猶太曠野宣講，那時他曾遇見耶穌，認
出耶穌是在他以後，而比他更強的「要來的那一位」。現在若翰被
捕了，被關在監獄中。從若翰所聽見耶穌的所作所為，若翰發覺他
現在的印像與他從前所想像的默西亞的形像不盡相同。大概是為了
這個緣故，他派遣他的門徒來問耶穌：他究竟是不是「要來的那一
位」。耶穌的回答是：一方面肯定洗者若翰的信仰，承認自己的確
是「要來的那一位」﹔另一方面糾正洗者若翰對天國來臨的過於急
促的看法。耶穌的出現，的確標志天國的來臨，但是并不意味著天
地終窮。在耶穌的開始講道和他日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者」之
間，尚有一段相當長的教會時期。正如梵二大公會議所說的，教會
是「天國在人間的幼芽和開端」。它的使命是治療、是祝福。 

在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二 ，聖雅各伯卻以農夫來比喻我們基督
信徒。他勸勉我們效法先知們受苦忍耐的榜樣，更警誡我們不要彼
此抱怨，免得受天主的審判。 
故此，本主日彌撒中的領主詠這樣說： 
「請向膽小懦弱的人高聲說：堅強起來，不要害怕。看！天主

就要來拯救我們。」（依35:4） 
 

 
 
 
 

 
 
 
http://www.zhuyesu.org/lessons/growth_sundaygospel/B_baptis
m.php 

在迎接生活中的大事，例如畢業典禮、婚禮、嬰兒誕生的時
候，我們對這些事的期望以及先入為主的想法，往往會使這件事真
正能帶給我們的樂趣有所增減。如果在大日子來臨的那天，我們過
於注意細微末節，就容易錯過了這個場合所帶來的歡樂。反之，若
能敞開胸懷，學著接受一切可能會發生的事，或許我們的心情反而
會感到平靜；因為有時候，即使我們事先作了週詳的計劃和準備，
某些意想不到的發生，仍不是我們能預料的。 

       今天的福音，記載的就是一件出乎人們原先預
期的事。四千年來，猶太人一直在等候天主所預許的救主來到世
上。猶太人已在腦海中為這位默西亞塑造了一定的形象。洗者若翰
也與許多信友一樣，以為默西亞必是一位偉大的政治領袖，會解救
猶太人，使猶太人不再受羅馬帝國的壓迫。然而耶穌的條件好像並
不符合眾人的期望。於是人們開始懷疑耶穌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默西
亞。所以若翰才問耶穌： 「你就是要來的那一位嗎？或是我們還得
等候另一位呢？」 

耶穌這位默西亞確實是不容易被人認出來，因為祂是來解救人
們免於另一種壓迫：做罪惡的奴隸。祂要解救我們，使我們在精神
上不再遭受病痛和死亡的折磨。可悲的是，由於耶穌的作風與人們
所期望的不同，許多人沒有接納祂。 

  在這將臨期第三主日，福音告訴我們的是，我們不但受召
喚，要事奉上主；我們更應該作好心理準備，預先想到默西亞或許
會以我們料想不到的方式來臨。要知道，天主對我們的答覆，很可
能會使我們大為驚訝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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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 
一、 我是否有過等待一位重要的訪客，或一件大事發生的經驗？我

在等待期間的心情是如何？事情的經過是否正如我所預期的？ 
二、 在信仰生活上，如果我對天主的期望得不到滿足，或是聽不見

天主的答覆，我或許會感到希望的破滅並懷疑天主的存在；但
是，我也可能因此對天主有新的看法或抱著新的希望。耶穌向
洗者若翰指出祂的許多作為，並恢復了若翰的信心與希望。在
今天的世界上，我能看見耶穌的那些作為，使我確信：「是
的，祂就是那一位」？ 

三、天主或許會以我未曾想到或不易察覺的方式，進入我的生活
中。我認為天主會用哪種方式呢？ 

 
 

本週行動 
本週我們要把注意力放在耶穌來臨的奧秘上，也就是耶穌以許多微
小而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進入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的心中。為了能覺
察祂的臨在，而不錯過祂的來臨，你不妨每天寫日記，記下你感受
到的天主親臨的時刻。也請記住，要在你想不到的人、地、事上，
尋找祂的臨在！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耶穌：天主救援的實現者   

【喜樂主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的感恩禮儀充滿了「歡樂」的氣氛，彌撒一

開始的「進堂詠」就清楚地強調了整個禮儀的主題：「你們應在
主內常常歡樂，我再說一次，你們應當歡樂，因為主臨近了。」
主禮神父穿著的禮服，也由嚴肅的、象徵補贖精神的紫色祭披，
轉換為預示聖誕歡樂的粉紅色祭披。教會習慣上稱這個主日為
「喜樂主日」，我們建議負責準備禮儀的同工選擇聖歌時，應注
意配合這個主題。 
【經文脈絡】 

這個主日的福音中心人物仍是耶穌和祂的前驅洗者若翰。經
文的出發點是，被黑落德安提帕關在監獄中的若翰聽到有關耶穌
的傳聞，派遣他的門徒前去詢問耶穌的真實身份。而經文真正主
要的內容則是耶穌對若翰門徒的的回答，以及祂向群眾們訴說關
於若翰的談話。 
若翰被監禁 
根據馬爾谷福音，在耶穌開始公開生活之前，若翰便已經被

禁在監牢中（谷一14），今天的瑪竇福音經文預設了這一點，但
在稍後才補述了若翰被捕、以及致命的故事（瑪十四3-4）。 
若翰的「疑惑」 
獄中的若翰派人詢問耶穌：「你就是要來的那一位，或是我

們還要等候另一位？」（3）就瑪竇福音的敘述脈絡而言，若翰的
疑惑非常合理而容易瞭解。他曾宣告：在他之後有一位「更強
者」要來（瑪三11），並強調這位就是即將使天主審判具體實現
的執行者（瑪三12）。然而，耶穌的作為（瑪四23-24）和祂展現
的個人形象（瑪十二19-20），似乎與若翰的期待並不相符。 
天主救援的實現 
耶穌直接引用依撒意亞先知書不同章節的經文描述自己的作

為：「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得了潔淨，聾子聽見，死人
復活，窮苦人得了喜訊。」（參閱：依二九18-19，三五5-6，六
一1）並要求若翰派遣來的使者將這樣的見聞回報給若翰。耶穌所
說的這些話應該是祂的自我認知（參閱：瑪十三16-17），對祂而
言，由祂所實現的奇蹟性醫治就是天國業已來臨的記號（參閱：
瑪十二28）。對形成瑪竇福音的團體而言，這些話特別重要，因
為它們綜合性地說明，耶穌的工作使猶太傳統救援希望得到實
現。 
救援的實例 
耶穌所說奇蹟並非比喻性的說法，而是真實的，瑪竇福音第

八、九章記載的就是這些實例，並且一直升高到「復活死人」
（九23-25）。而耶穌所展現的「默西亞的工程」，並不只是奇蹟
性的治癒，也包含「向窮人宣講福音」，這一點甚至是「山中聖
訓」的開場白（五3-6）。耶穌最後說：「凡不因我而絆倒的，是
有福的！」（6）這以警告性的呼籲來表達：凡相信耶穌的人，是
有福的！這個呼籲對後來所有的信者也一樣有效（十三21、57，
二四10）。 
若翰比先知還大 
耶穌對若翰洗者的評價非常積極正面，祂稱讚若翰洗者是不

屈不撓的宣講者，不是「隨風搖曳的蘆葦」，這些圖像符合若翰
的苦修形象。當時百姓都認為若翰是一位先知（瑪十四5），但耶
穌和百姓不同，並不只把若翰看為一位先知而以，而是一位「比
先知還大」的人物（9）。 
新約對舊約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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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引用瑪拉基亞先知書的話，繼續談論若翰：「看，我派
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預備你的道路。」其實
瑪拉基亞先知書的原文是：「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
前面預備道路。」（拉三1）瑪拉基亞先知書的結尾處清楚地指
出，這位「使者」就是厄里亞（拉三23），他將為「上主天主」
預備道路。瑪竇福音的經文藉著把代名詞「我」改為「你」，而
使這位「使者」變成為若翰，他來為默西亞耶穌預備道路。這是
初期教會在信仰中對若翰的反省，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幫
助我們瞭解新約作者如何在信仰中詮釋舊約經文。 

成為門徒、進入天國 
最後，耶穌稱若翰是「人間最大的一位」，但立刻又說「天

國裡最小的也比若翰大」（11）。這句話的含意是，在人間的各
種比較尺度中，無論一個人多麼重要，也無法和那些屬於天上團
體的人相比。這句話並沒有將若翰自天國中排除，只是將他在救
援歷史中的角色相對化；而所謂「天國裡最小者」並非指耶穌自
己，而是耶穌的門徒（十42）。耶穌這樣獨特的語言反映出祂的
自我意識，相信自己是天主救恩的實現者，祂所帶來的是「全
新」的，超越人間的一切價值。 

【綜合反省】 
若翰在監牢裡聽見有關耶穌的傳聞，而對耶穌的身份產生疑

惑，他對「更強者」的認識並不完全，仍須修正。若翰的「經
驗」對今日的基督徒具有深刻的意義，教導我們認識耶穌是一個
不斷深入的過程，我們必須對天主子完全開放，時時接受祂的教
導與糾正，按照祂自我啟示的方式認識祂、相信祂。 

若翰宣講一個「審判」的天主，耶穌的言行卻啟示給我們一
個「愛」的天主；若翰呼喚人們悔改，以迎接即將來臨的天主；
耶穌卻以言語和作為顯示天國已經來到人間。在救恩歷史中，若
翰的地位極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成為耶穌真實的門徒，這是進
入天國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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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5 Dec 2019: 3rd Sunday of Advent 
 - Year A 
 

FIRST READING    Is 35:1-6, 10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Isaiah 

God himself will come and save us. 

Let the wilderness and the dry-lands exult, let the wasteland rejoice and 

bloom, let it bring forth flowers like the jonquil, let it rejoice and sing for joy.  

The glory of Lebanon is bestowed on it, the splendour of Carmel and Sharon; 

they shall see the glory of the Lord, the splendour of our God. 

Strengthen all weary hands, steady all trembling knees and say to all faint 

hearts, ‘Courage! Do not be afraid.  ‘Look, your God is coming, vengeance is 

coming, the retribution of God; he is coming to save you.’  

Then the eyes of the blind shall be opened, the ears of the deaf unsealed, then 

the lame shall leap like a deer and the tongues of the dumb sing for joy, for those 

the Lord has ransomed shall return.  They will come to Zion shouting for joy, 

everlasting joy on their faces; joy and gladness will go with them and sorrow and 

lament be ende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45:6-10. R. see Is 35:4 

R. Lord, come and save us. 

1. It is the Lord who keeps faith for ever, who is just to those who are oppressed.  

It is he who gives bread to the hungry, the Lord, who sets prisoners free. R. 

2. It is the Lord who gives sight to the blind, who raises up those who are bowed 

down, the Lord, who protects the stranger and upholds the widow and orphan. 

R. 

3. It is the Lord who loves the just but thwarts the path of the wicked.  The Lord 

will reign forever, Zion’s God, from age to age. R. 

  

SECOND READING    Jas 5:7-10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James 

You also must be patient; do not lose heart, the Lord’s coming will be soon. 

Be patient, brothers, until the Lord’s coming. Think of a farmer: how patiently 

he waits for the precious fruit of the ground until it has had the autumn rains and 

the spring rains! You too have to be patient; do not lose heart, because the Lord’s 

coming will be soon. 

Do not make complaints against one another, brothers, so as not to be brought 

to judgement yourselves; the Judge is already to be seen waiting at the gates. For 

your example, brothers, in submitting with patience, take the prophets who spok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Is 61:1 (Lk 4:18)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he sent me to bring Good News to the poor. 

Alleluia! 

  

GOSPEL    Mt 11:2-11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Are you the one who is to come, or must we wait for someone else? 

John in his prison had heard what Christ was doing and he sent his disciples to 

ask him, ‘Are you the one who is to come, or have we got to wait for someone 

else?’ Jesus answered, ‘Go back and tell John what you hear and see; the blind 

see again, and the lame walk, lepers are cleansed, and the deaf hear, and the dead 

are raised to life and the Good News is proclaimed to the poor; and happy is the 

man who does not lose faith in me.’ 

As the messengers were leaving, Jesus began to talk to the people about John: 

‘What did you go out into the wilderness to see? A reed swaying in the breeze? 

No? Then what did you go out to see? A man wearing fine clothes? Oh no, those 

who wear fine clothes are to be found in palaces. Then what did you go out for? 

To see a prophet? Yes, I tell you, and much more than a prophet: he is the one of 

whom scripture says: Look, I am going to send my messenger before you; he will 

prepare your way before you. 

I tell you solemnly, of all the children born of women, a greater than John the 

Baptist has never been seen; yet the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greater than 

he is.’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