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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君王（節日） 
  

太陽，月亮，樹木，花草，老鷹，麻雀，...它們只能互相依存，好
能互補不足。太陽和月亮，請讚美他; 燦爛的諸星，請讚美他! 因為
上主一命，它們立太陽和月亮，請讚美他; 燦爛的諸星， 請讚美他! 
因為上主一命，它們立刻受造。 
 
讀經一（以色列給達味傅油，立他為以色列王。） 
恭讀撒慕爾紀下 5:1-3 

以色列各支派，聚集到赫貝龍，來見達味，說：「看，我們都是
你的骨肉。以前，連撒烏耳作我們君王時，也是你率領以色列出入戰
場。上主曾對你說過：你應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作以色列的領
袖。」 

隨後，以色列所有長老，都到赫貝龍，來見君王。達味君王就在
赫貝龍，當上主的面，同他們立了盟約；他們便給達味傅油，立他為
以色列王。——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22:1-2, 3-4, 4-5 
【答】：我喜歡，我們要進入上主的聖殿！（詠122:1） 
領：我喜歡，因為有人向我說：我們要進入上主的聖殿！耶路撒冷！

我們的雙足，已經站立在你的門口。【答】 
領：耶路撒冷建築的好似京城，確是內部劃一整齊的京城。各支派，

上主的各支派都齊集在那裡，按照以色列的法律，稱頌上主的名
字。【答】 

領：那裡設立了執政的座席；那裡有達味王室的寶座。【答】 
 
讀經二（天父將我們移置在他愛子的國內。）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羅森人書 1:12-20 
弟兄姊妹們： 

感謝天父，使我們有資格，在光明中，分享聖徒的福分，因為是
他由黑暗的權勢下，救出了我們，並將我們移置在他愛子的國裡；我
們且在他愛子內，得到了救贖，獲得了罪赦。 

耶穌基督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因為
在天上和地上的一切，可見的與不可見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制
者，或是率領者，或是掌權者，都是在他內受造的；一切都是藉著
他，並且是為了他，而受造的。他在萬有之先就有，萬有都賴他而存
在。 

耶穌基督又是身體——教會的頭：他是元始，是死者中的首生
者，為使他在萬有之上，獨佔首位，因為，天主樂意叫整個的圓滿，
居住在他內，並藉著他，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與自
己重歸於好，因著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奉上主之名而來的，應受讚頌！那要來的、我們祖先達味之國，

應受讚頌！（谷11:9,10） 
眾：亞肋路亞。 
 
福音（耶穌，當你來為王時，請你紀念我！） 
恭讀聖路加福音 23:35-43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民眾站著觀望;首領們嗤笑耶穌，說：
「別人，他救了；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傅者、被選者，就救他自己
吧！」 
兵士也戲弄耶穌，前來把醋遞給他，說：「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

王，就救你自己吧！」在他頭上，還有一塊用希臘文、拉丁文及希伯
來文，寫的罪狀牌：「這是猶太人的君王。」 
懸掛著的凶犯中，有一個侮辱耶穌說：「你不是默西亞嗎？救救

你自己和我們吧！」 
另一個凶犯，應聲責斥他說：「你既然受著同樣的刑罰，連天主

你都不怕嗎？這刑罰對我們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所受的，是罪有
應得；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隨後說：「耶
穌，當你來為王時，請你紀念我！」 

耶穌給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
裡。」——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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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今天基督君王節的讀經告訴我們耶穌是一位慈悲的君王，祂的王

國是一個慈悲的王國，可惜今天所選讀的只是路加所載耶穌臨終前的
片段，但我會以路加對整件事的報導跟大家分享。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情景直像一齣獨幕劇。路加記載耶穌的第一句
話便是：「父呀，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最明顯的「他們」是指殺害祂的人，因為接著有三類人在嘲諷祂。 
  第一類是民眾的領袖，他們說：「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傅者，就
救他自己罷！」──這是具宗教性的一句說話，意思是：你現在若不
能自救，便不是我們所期待的救主。第二類是兵士，他們說：「如果
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就救你自己罷！」這是一種政治性的諷刺，意思
是若你連自己也救不了，又怎能做君王？然而十字架上偏偏釘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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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猶太人的君王」。第三類就是兩個強盜中的一個，傳說是左
盜，在倫理上他是個作奸犯科的人，他帶著幸災樂禍的口吻說：「你
不是默西亞嗎？救救你自己和我們罷！」。但正當眾人極盡譏諷之
時，天主的慈悲亦顯露在三類人身上。 
  首先是顯露於倫理上有正義感的強盜身上，通常說是右盜，他承
認自己罪有應得，看到耶穌是清白的。他還說了一句很美麗的話：
「耶穌，當你來為王時，請你紀念我！」當人群在叫囂譏笑，當耶穌
最需要安慰的時候，這強盜直呼耶穌之名，把祂視為朋友。強盜亦知
道自己毫無功德，無權要求救贖，只能依賴天主的慈悲，所以他只求
耶穌為王時紀念他，耶穌卻莊嚴地宣判：「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
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有人指出耶穌似乎未對任何門徒作過類似
的保証；但一位誠心懺悔，再沒有機會為自己的罪作賠補的人，祂卻
如此慈悲厚待。 
  第二類是政治性的迫害者，而以一位羅馬百夫長為代表。他眼見
所發生的事，便說：「這人實在是個義人」。這位百夫長可能也曾譏
笑及釘死耶穌，不過耶穌在十字架上表現的寬恕感動了他，令他承認
自己錯殺善人，這是懺悔的表現。基督的慈悲令一位看不起猶太人、
釘死祂的羅馬人都悔改了。 
  路加記載群眾──第三批人──看見這些事後搥著胸膛回家，即
是說連群眾都感受到耶穌的慈悲，懷著懺悔的心離去。天主沒有因為
耶穌之死而大發義怒，雖然有地震，但聖經沒有記載地震壓死人，所
以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並不是天主顯義怒的時刻，相反地，我們看到天
主的恩寵流注其間，看到愛的勝利。三批在宗教上、政治上、倫理上
反對基督的人，都因基督的慈悲而獲得懺悔的機會。 
  這一年來，我常指出路加強調天主的慈悲，這是路加福音的精
華，希望大家都能緊記。每當我們提到基督君王時，便會聯想到基督
的公義，但路加福音中的基督君王並不強調公義，反而突出慈悲：只
有天主的慈悲才是真正的福音，任何人仰賴祂的慈悲必定得救，願意
大家都把握到這一點。每個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犯過罪，但基督早就
為我們向天父祈求：「父啊！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的
是什麼」。「他們」不單是指強盜或當日迫害祂的人，亦包括了日後
的我們。我們也許沒有右盜那麼壞，但他尚且因為相信耶穌的慈悲而
得到救贖，何況是我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最後，讓我以一句優美的禱文來總結這三年的講道：「我仰賴上
主我的天主，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你的慈悲當中」。 
 
反省與實踐: 
1. 我們是否以基督為王？凡是尋求祂的旨意 
2. 我們是否時常反省自己一天的作為？當發現所犯的過錯時，是否

曾請求天主寬恕？ 
3. 當有人失足跌倒時，我們是否真心地祈禱他悔改，幫助他重新作

人，接受天主的救恩？ 

禱文： 
1. 請為甫出獄的更生人祈禱。祈求仁慈的天主幫助他們，鼓起勇氣
面對挑戰，建立新生活；也求主賜給社會大眾包容心，接納改過
向上的更生人，協助他們重建人生。 

2. 請為每個家庭祈禱。祈求仁慈的天主賜給家庭中每位成員一心向
主的心，以耶穌基督做家庭的頭，讓健全的家庭價值觀影響整個
社會，人人享有溫暖幸福的家庭。 

 
 

空前絕後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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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今天是基督君王節，也是教會禮儀年的最後一個主日。下一個
主日，我們就要進入將臨期，揭開一個嶄新的教會禮儀年。聖史路加
已經伴隨了我們整整一年，我們是否還記得，在路加福音開始時，我
們曾聽到一個驚天動地的預報？上主的使者來到納匝肋小鎮，向一位
年輕的童貞女傳報喜訊，她「將懷孕生子，並要給祂起名叫耶穌」。 

天使對她說：「祂將是偉大的，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主
天主要把祂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祂。祂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直到永
遠；祂的王權沒有終結。」（路一32~33） 

瑪利亞在受孕之初就懷抱一個期待：她的孩子將來會為王。不
同於過往的君王，而是天主預許的、人民夢寐以求千百年的和平王
子、救贖者君王，祂將為猶太人乃至全世界帶來和平與救恩。瑪利亞
非常寵幸地被揀選為祂的母親。 

然而到了福音的末尾，當聖史路加記述這位眾望所歸的救星的
結局時，一切聽起來充滿著諷刺意味。祂的王位所在地是執行十字架
酷刑的刑場；陪伴祂的是兩個兇犯，一個被釘在左邊，另一個在右
邊；祂所受到的敬禮是為祂設置「御座」的兵士們的無禮戲弄；最大
的侮辱則是在祂上頭釘起一塊罪狀牌，解釋祂被處以極刑的原因：
「這是猶太人的君王。」 

多少代人望眼欲穿才等到的君王就這樣終其一生！不，這絕不
可能是結局。就當耶穌被高懸在十字架上、聽憑眾人嗤笑、成為世人
眼中徹底的失敗者的同時，突然間一切撥雲見日，原來祂真的是人民
期待已久的救贖者。所有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滿腹經綸的人全都無法
明白，惟獨被釘在祂右側的兇犯恍然大悟。他究竟犯了甚麼罪？我們
不得而知；不過應該很嚴重，因為他跟被釘在耶穌左側的同黨說：這
刑罰「對我們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所受的，正配我們所行的。」 

正是右側的兇犯先於世人頓悟了真理：與我們一起被釘的這個
人，雖然即將悲慘地死在十字木架上，但是祂非但清白無罪，而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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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將永遠統治萬邦的君王。因此他脫口而出：「耶穌，當禰來為王
時，請禰紀念我！」到底是甚麼力量打動了右盜的心扉，促使他全然
信賴被釘在旁邊的人就是自己的君王呢？ 

從那時起，不斷有人轉向十字架上的耶穌，向祂發出簡短的呼
求：「主基督，矜憐我吧！」相似的奇蹟因而發生過無數次。耶穌以
君主王權的語氣對那個兇犯說：「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
所以祂的的確確是君王！世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解除或毀滅祂賜予我
們的永生。為祂的王國而活，甚至為之而死，都是值得的。 
 
反省與實踐: 
1. 右盜能清楚認出並承認耶穌是救主，我能嗎？ 
2. 右盜說：「耶穌，當?來為王時，請?紀念我！」我能說出相同的

話來嗎？ 
3. 我真切地瞭解路加福音所記錄的從聖母領報到耶穌逾越奧跡的救

恩嗎？ 
 

禱文： 
1. 請為基督徒祈禱。在禮儀年的尾聲，我們慶祝基督君王節。祈求

天主降福每一位基督徒，都能依恃基督這位真正的君王，並效法
他的愛德行動。 

2. 請為台灣的乾淨選風祈禱。五都選舉即將到來。在最後的時刻，
最容易出現不乾淨的競選手段。祈求天主降福每一位候選人，都
能清白、高格調的爭取勝利。 

3. 請為世界各地的災民祈禱。海地地震後霍亂蔓延、印度淹水之後
樓房坍塌、上海教師住宅大火等災難，都造成許多死傷。祈求天
主降福所有災區與災民，能得到最好的照顧。 

 
 

常年期最後主日"基督普世君王節"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主日是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也就是常年期最後的主日。依
照現行的教會禮儀，在這一天普世教會慶祝耶穌基督君王節。彌撒
中的兩篇讀經和福音，分別取自撒慕爾紀下第5章第1到3節，聖保祿
宗徒致哥羅森人書第1章第12到20節，聖路加福音第23章第35到43節
﹔先後涉及耶穌基督的王權在舊約中的預像，它的無始之始的根
源，及其在十字架上的實施和表現。 

耶穌誕生前，天使加俾額爾曾向他母親瑪利亞報喜道：「你將
懷孕生子，并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他將是偉大的，并被稱為至高者
的兒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他要為王，統治
雅各伯家，直到永遠﹔他的王權沒有終結。」 

達味是以色列王。以色列王與別的民族的君王不同，因為以色
列是天主的子民，他們只隸屬于天主。所以，在以色列，君王的職
責只在治理和領導天主托付給他的百姓﹔他不過是天主為自己的子
民所揀選的牧人。如果他打勝仗，那是天主使他的敵人在他面前崩
潰。但是他的職位究竟是神聖的﹔他是天主的受傅者。天主在他子
民中間的臨在表現在君王身上，也是通過君王，天主的權威、能
力，和光榮發顯給人看見。所以說，君王是天主的標志，但是他也
是軟弱的人。由于他也是人，他時常受到反對。但是，雖然個別的
君王可以受指責，王權本身卻是不容置疑的，因為他是天主臨在他
的子民中間的保証。 

在這樣的信仰下，以色列的文學，特別是聖詠，自然會給君王
塑造出理想的形象來，而君王也便成為希望的象徵：就是那對以色
列正義的君王的希望的象徵。因此，耶肋米亞先知可以預言耶穌為
天主「要給達味興起的一支正義的苗芽。」 

在讀經二里，聖保祿宗徒闡述天主拯救世人的計划。耶穌基督
是這計划的起點和歸宿。我們作他信徒的都被召參與這計划，并依
照這計划生活。這樣，我們便能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傾流的血，獲
得罪赦，而進入他的國度。 

有資格進入基督王國，是一種福份。從前比拉多，雖然審判了
耶穌，卻未認出這個福份﹔在十字架前面嗤笑耶穌的猶太民眾的領
袖們，更拒絕這個福份﹔倒是一個跟耶穌同釘在十字架上的罪犯，
享受了這個福份。 

本主日彌撒福音記述耶穌怎樣在十字架上實施他的王權，接納
這個悔過的罪犯進入他的王國。 

禮儀年的結束使人聯想起世界的末日和自己個人的死亡，慈母
教會規定，在今日舉行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一則固然是為慶祝基
督救世工程的完成﹔再則也是為激發我們的信德，使我們懷著希
望，迎接基督君王的光榮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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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基督普世君王 
今天是教會禮儀年最後一個主日，即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教

會在今天慶祝「基督普世君王節」。這瞻禮是教宗庇約十一世在
1925年頒布的。當時的背景是世俗主義及無神論主義日漸猖獗，世
界亦飽受戰爭煎熬，定立此瞻禮的目的是再一次提醒信眾，耶穌基
督是我們的救主，我們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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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一，撒慕爾紀下陳述各支派一致擁立達味為以色列君王；
他登極時三十歲，做王四十年；在赫貝龍做猶大王七年零六個月，
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和猶大王三十三年（撒下5:1-5）；他掌握政
治及宗教的大權。耶路撒冷是宗教及政治的中心，以色列民用聖詠
向京城歡呼致敬。 

另一方面，「基督普世君王節」選讀的福音是耶穌被釘在十字
架上的片段。「這是猶太人的君王」（路23:38）是十字架上，耶穌
頭上以希臘文、拉丁及希伯來文字寫的罪狀牌。究竟，耶穌基督是
一位怎樣的君王？福音中，聖史路加把「為王」與「救贖」連在一
起。他讓我們看到，基督得勝、基督為王，在於祂不被世界、或罪
惡、或死亡戰勝；祂以十字聖架統治萬民、救贖普世；悔改的罪人
也獲應許天國的福樂。 

哥羅森書讓我們看到，初期教會的信眾深深感受到被天主救
贖、獲得罪赦、從黑暗進入光明的福分；現在他們被置於聖子的王
國、在聖徒之列。他們明認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都歸屬於耶穌基督、
天主子。基督十字架上的寶血使一切與祂重歸於好，一切在祂內得
享圓滿（哥1:12-20）。書信也提到基督是教會〔身體〕的頭；祂是
創世和贖世的根源（哥1:18）。此說所指，藉著教會，基督拓展祂
救恩的王國（教理792）。 

簡略介紹了今天的讀經之後，現在讓我們討論「基督普世君
王」這個主題。福音描繪的基督君王，與世上君王的形象大相逕
庭。基督受盡痛苦凌辱，懸掛在十字架上；但是，罪惡不能打擊
祂，死亡不能戰勝祂。天主以極豐富的恩寵，復活了基督，光榮
祂，並賜我們救恩（教理312）。從此，十字架成為萬民歸向的基督
的王座。 

「耶穌是世界和歷史之主」（教理450）；「耶穌基督是主，祂
持有天上和地下的一切權柄；祂超越一切率領者、掌權者、異能
者、宰制者」（教理668）。基督為王，祂的救恩跨越時空地域。昔
日、今日、及將來的世世代代，都得享基督帶給世人的救恩。基督
超越一切世上的權勢，祂以慈愛統治萬有。 

 基督，作為君王，必定有祂的王國；《教會憲章》第五號詳細
講述「天主之國」。主耶穌以宣佈喜訊作為教會的開端：「時期已
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谷1:15）。這王國
以基督的言行及他的臨在昭示給世人。主的訓言猶如種子撒入地
裡，以信德聆聽的人，就是接受了天國，然後種子發芽茁長。耶穌
的奇蹟也證明天國已臨在人間。不過，天主之國尤其表現在基督身
上，祂把自己的生命捐作大眾的贖價。耶穌為人類死在十字架上，
祂的復活顯示出祂是主、救世者、永遠的司祭。祂又把父所應許的
聖神賜給信徒。所以，教會擁有其創始者的恩施，接受了宣佈基督
及天國，並在各民族中建立教會的使命，這是天國在人間的幼芽和
開端。於是，教會逐漸發展，期望天國的最後成功，期望與其君
王——基督——在光榮中結合。（教會5） 

生活反思／實踐： 
1. 我們的君王是基督。跟隨基督，與祂一起拓展天國，會給我帶來
挑戰、憂慮，還是喜樂、希望、及新視野呢？ 

2. 反覆思量「基督普世君王」為我的意義。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耶穌真是默西亞君王 

【經文脈絡】 
路二三33-43是耶穌苦難敘述的核心部份，祂被釘在十字架上

時的經過。由於十字架刑罰是當時的讀者熟知的殘酷死刑，因此
路加並未詳細報導耶穌被釘的過程，只相當鬆散地敘述幾個他所
關心的重點：首先是耶穌為敵人祈禱，祂實踐了祂所教導的（參
閱：六28）；其次，兵士們瓜分耶穌的衣衫，符合當時的習俗，
同時也使詠二二19的經文得到應驗（34）；而整段敘述的高峰在
於耶穌死亡前所遭受的嘲弄，以及對一位同釘的強盜施予救恩。
這段耶穌苦難的核心敘述就是這個主日的福音內容（路二三35-
43）。 
群眾首領嘲弄耶穌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有許多人圍觀，當時民眾的領

袖嗤笑耶穌說：「他救了別人，如果他真是天主所揀選的默西
亞，就救他自己吧！」這個嘲弄性的要求影射了在此之前的兩段
經文，首先是耶穌剛開始公開生活時曾指摘家鄉群眾說：「你們
必定要對我說這句話：醫生，醫治你自己吧！」（路四23）；其
次是公議會審問耶穌時，曾質問耶穌是否是「天主的默西亞」、
「天主的特選者」，並以此定斷耶穌褻瀆天主的罪名。 
羅馬兵士戲弄耶穌 
除了猶太人之外，外邦的羅馬兵士也毫無憐憫之情地戲弄耶

穌。當時的軍人常隨身攜帶一種酸醋性的飲料，他們把它遞給耶
穌喝，這個行動影射聖詠六九22的經文：「他們在我的食物中，
攙上了苦膽；我口渴時，竟遞來酸醋要我下嚥。」 

兵士們並且嘲笑耶穌說：「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就救你
自己吧！」而比拉多按當時行刑的慣例，安放在十字架上耶穌頭
部上方的罪狀牌也正是「這是猶太人的君王」。這些情況顯示，
他們是按照猶太人的傳統，認為「默西亞」是一個政治性的頭
銜，因此譏笑諷斥耶穌，要祂拯救自己。 
不知悔改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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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耶穌同時被釘的有兩位凶犯，面對和他們相同遭遇的耶穌
做出極端不同的反應。其中一人贊同人們對耶穌的嘲弄，甚至用
他們的話「侮辱」耶穌說：「你不是默西亞嗎？救救你自己和我
們吧！」其實這裡所說的「侮辱」，路加在採用的動詞是「褻
瀆」，顯示路加已經採取基督徒的立場，評斷這人的言語是褻瀆
「救主」（參閱：宗五31，十三23）。 

悔改的罪人 
另一位一同被釘的凶犯反應完全不同。他先責斥那位辱罵耶

穌的凶犯，承認他們二人被判死刑，原是罪有應得，在死亡之時
還不知應該懼怕執行最終審判的天主，竟然還嘲笑因為遭受不公
義審判而和他們一同被釘的耶穌。這位垂死之人一方面承認自己
的罪，另一方面宣告耶穌是無罪的；雖然他的話中並沒有明白的
說出承認耶穌是救主，但卻清楚的表達這種含意。 

他呼叫耶穌的名字，並請求耶穌能夠為他的得救說情：「耶
穌，當你來為王時，請你紀念我！」耶穌回答說：「阿們（我實
實在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耶穌的非常
權威而且隆重地向這位強盜保證，他的祈求「今天」就要實現，
也就是不必等到世界末日耶穌再來之時，而是在他死亡之後立刻
和耶穌一同進入天國。 

【綜合反省】 
路加以這段簡短的敘述，極生動地告訴讀者「耶穌被釘」到

底發生了什麼事。路加以耶穌接受十字架刑罰、遭受侮辱、和為
罪人祈禱的情況作為背景，敘述在整個場景前站立著許多群眾，
他們侮辱褻瀆耶穌，要求祂拯救自己。民眾的領袖將耶穌當作
「政治性」的暴民釘在十字架上，以為耶穌根本是無能的。 

然而與這些群眾相對的，卻有一位臨終前悔改的強盜，鶴立
雞群般地聳立在人群之中。讀者們由他而明白，耶穌是被惡人誣
陷的，被嘲笑為「假救主」。這位看起來毫無能力被釘者卻顯示
了耶穌的大能，可以將自己的天國福樂分施給一位悔罪的凶犯。
這一切顯示，為了符合聖經（舊約）的預言（參閱：路二四25-
27），耶穌「必須」受苦難，祂也因此真的是默西亞君王；而任
何罪人只要願意悔改、轉向耶穌，都能立刻得到耶穌所賞賜的真
生命（參閱：路十六22，二十37-38）。 

路加的讀者在閱讀福音時，應該很容易被拉入故事的情境之
中，在經文中的不同角色中看見自己：也許只是一個單純的觀看
熱鬧者、嘻笑嘲弄耶穌者、或是因為和耶穌相遇而悔改的罪人。
在慶祝基督君王節的日子裡，基督徒都必須自問：對我而言，耶
穌基督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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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4 NOV 2019: Christ the King - Year C 
 

First Reading 2 Sm 5:1-3 

A reading from the second book of Samuel 

They anointed David king of Israel. 

All the tribes of Israel came to David at Hebron. ‘Look’ they said ‘we 

are your own flesh and blood. In days past when Saul was our king, it was 

you who led Israel in all their exploits; and the Lord said to you, “You are 

the man who shall be shepherd of my people Israel, you shall be the leader 

of Israel.”’ So all the elders of Israel came to the king at Hebron, and King 

David made a pact with them at Hebro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and 

they anointed David king of Israel.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21:1-5. R. see v.2 

 (R.) Let us go rejoicing to the house of the Lord. 

1. I rejoiced when I heard them say: ‘Let us go to God’s house.’ And now 

our feet are standing  within your gates, O Jerusalem. (R.) 

2. Jerusalem is built as a city strongly compact. It is there that the tribes go 

up, the tribes of the Lord. (R.) 

3. For Israel’s law it is, there to praise the Lord’s name. There were set the 

thrones of judgement of the house of David. (R.) 

 

Second Reading Col 1:12-20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lossians 
He has taken us into the kingdom of his beloved Son. 

We give thanks to the Father who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you to join 

the saints and with them to inherit the light.  

Because that is what he has done: he has taken us out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and created a place for us in the kingdom of the Son that he 

loves, and in him, we gain our freedom, the forgiveness of our sins. 

He is the image of the unseen God and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for 

in him were created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on earth: everything visible 

and everything invisible, Thrones, Dominations, Sovereignties, Powers –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Before anything was 

created, he existed, and he holds all things in unity. Now the Church is his 

body, he is its head. As he is the Beginning, he was first to be born from 

the dead, so that he should be first in every way; because God wanted all 

perfection to be found in him and all things to be reconciled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everything in heaven and everything on earth, when he made 

peace by his death on the cros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Mk 11:9. 10 

Blessed is he who inherits the kingdom of David our Father;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Alleluia! 

 

Gospel Lk 23:35-43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Lord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e into your kingdom. 

The people stayed there before the cross watching Jesus. As for the 

leaders, they jeered at him. ‘He saved others,’ they said, ‘let him save 

himself if he is the Christ of God, the Chosen One.’ The soldiers mocked 

him too, and when they approached to offer him vinegar they said, ‘If you 

are the king of the Jews, save yourself.’ Above him there was an 

inscription: ‘This is the King of the Jews.’ 

One of the criminals hanging there abused him. ‘Are you not the 

Christ?’ he said. ‘Save yourself and us as well.’ But the other spoke up and 

rebuked him. ‘Have you no fear of God at all?’ he said. ‘You got the same 

sentence as he did, but in our case we deserved it: we are paying for what 

we did. But this man has done nothing wrong. Jesus,’ he said,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e into your kingdom.’ ‘Indeed, I promise you,’ he 

replied, ‘today you will be with me in paradise.’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