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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四主日 
 
不要錯過一句良言，一個微笑，以及任何一個小手勢所能表達的平安
和友善。求祢使我們滿溢平安，好讓我們能夠彼以兄弟姐妹相待。 
 
讀經一（天主已把耶穌立為主，立為默西亞了。） 
恭讀宗徒大事錄 2:14,36-41 

五旬節那天，伯多祿同十一位宗徒站起來，高聲向群眾說：「猶
太人，及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請你們留意，側耳靜聽我的話！
以色列全家應確切知道：天主已把你們所釘死的這位耶穌，立為主，
立為默西亞了。」 

眾人一聽見這些話，就心中刺痛，於是向伯多祿和其他宗徒說：
「諸位仁人弟兄！我們該作什麼？」伯多祿便對他們說：「你們悔改
吧！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們的罪過，並領受
聖神的恩惠。因為這恩許就是為了你們和你們的子女，以及一切遠方
的人，因為都是我們上主天主所召叫的。」他還講了許多作證的話，
並勸他們說：「你們應救自己脫離這邪惡的世代。」於是，凡接受他
的話的人，都受了洗；在那一天約增添了三千人。——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23:1-3, 3-4, 5, 6 
【答】：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詠23:1） 
領：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他使我躺在青綠的草場，又

領我走近幽靜的水旁，還使我的心靈得到舒暢。【答】 
領：他為了自己的名號，領我踏上了正義的坦途。縱使我應走過陰森

的幽谷，我不怕凶險，因你與我同在。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
安慰和舒暢。【答】 

領：在我對頭面前，你為我擺設了筵席；在我的頭上傅油，使我的杯
爵滿溢。【答】 

領：在我一生歲月裡，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我將住在上主的殿裡，
直至悠遠的時日。【答】 

 
讀經二（你們現在卻被領回，歸依你們的靈牧和監督。） 
恭讀聖伯多祿前書 2:20-25 
親愛的諸位： 

你們如果因行善而受苦，且堅心忍耐，這才是中悅天主的事。你
們原是為此而蒙召的，因為基督也曾為你們受苦，給你們留下了榜
樣，叫你們追隨他的足跡。 

他沒有犯過罪，他口中也從未出過謊言；他受辱罵，卻不還罵；
他受虐待，卻不報復，只將自己交給那照正義施行審判的天主；他在
自己身上，親自承擔了我們的罪過，上了木架，為叫我們死於罪惡，
而活於正義。 

你們是因他的創傷，而獲得了痊瘉。你們從前有如迷途亡羊，現
在卻被領回，歸依你們的靈牧和監督。——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10:14） 
眾：亞肋路亞。 
 
福音（我是羊的門。） 
恭讀聖若望福音 10:1-10 

那時候，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不由門進入羊棧，
而由別處爬進去的，便是賊，是強盜。由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門的給他開門，羊聽從他的聲音；他按名字呼喚自己的羊，並引領
他們出來。當他把羊放出來以後，就走在羊前面；羊也跟隨他，因為
羊認得他的聲音。羊決不跟隨陌生人，反而逃避陌生人，因為羊不認
得陌生人的聲音。」 

耶穌給他們講了這個比喻。他們卻不明白他所講的是什麼。 
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我是羊的門；

凡在我以前來的，都是賊和強盜；羊沒有聽從他們。我就是門，誰若
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可以進，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場。賊來，無
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
豐富的生命。」——上主的話 
 
 
 

認識你們的牧者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本主日是聖召主日，教會呼籲教友關注聖召、培育聖召、為聖召

祈禱。提起聖召，人們會聯想到聖經上的例子。有些是戲劇性的，如
基督召叫保祿，使他跌倒在地，暫時失明；有些是集體性的，如基督
在加里肋亞湖邊召叫伯多祿兄弟及雅各伯兄弟，他們四人一齊放下一
切跟隨耶穌；有些是爽快洒脫的，如耶穌召叫在稅關工作的瑪竇，他
推開工作便跟隨去；有些是輕描淡寫的，如耶穌在路上遇見斐理伯，
只叫一聲︰「來，跟隨我」，他便若無其事的去了。這些聖召故事，
今天不太可能發生，除非天主顯奇跡。現代的聖召故事，雖然也不乏
可歌可泣的，如父母以斷絕關係、揚言自殺、恐嚇報警等手法阻止子
女去修道，但大部分都在寂靜中、毫無喧嘩的情況下進行，而且瀰漫
著濃厚的人情味，畢竟父母心底裡都希望子女快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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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召主日裡，我們都該用第一篇讀經裡的問題自問︰「我們
該做甚麼呢？」應該做的事首推彼此認識︰「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
也認識我。」認識是親密關係的建立，每個牧者都要自我反省是否與
羊群關係良好，是否像巴勒斯坦的牧人一樣愛護自己的羊，保護自己
的羊不受盜賊、野獸傷害；更重要的，是否讓羊群「獲得更豐富的生
命」。 

 羊群也不是被動的接受牧人的服務，耶穌也要求羊群認識他們
的牧人。每個聖召的開始總有一份熱誠，久而久之，可能變得冷卻、
老練、圓滑，甚至市儈、擺架子。為甚麼如此？除了牧者本人難辭其
咎外，羊群也要負責。每人都需要一個溫暖的家，牧人也不例外。他
們既不組織自己的家庭，教會就是他們的家，教友就是他們的父母、
兄弟、姊妹，這就是耶穌所講「百倍的賞報」。倘若他們得到的只是
教友的不滿、批評、抗拒，他們會缺乏自信，覺得工作沒有意義，或
轉而抓緊權力去維護自尊、鞏固地位。這樣，教會又多了一些有問題
的牧人。 

 聖召開始了還不夠，還要不斷栽培，否則會萎縮、流失。教友
應以認識、愛護自己的牧人作為對聖召的支持。若他們只愛那值得愛
的牧人，他們的愛沒有甚麼了不起。當然，愛是包括善意的批評，但
千萬別在教友圈子裡或子女面前屢數牧者的不是，他們可能成為別人
聖召的絆腳石。彼此在為聖召祈禱之餘，也為聖召營造一個支持、敬
重、溫暖的氛圍。「聖召興亡，教友有責」。願每位教友以自己的言
行，幫助天主豐富牧者的生命。有好教友才會有好牧者。 
 
反省與實踐: 
一、 本主日是國際聖召節，在讀經一中宗徒們提到：「諸位仁兄！
我們該做什麼呢？」的確，我們都是上主天主所召叫的人，然而，請
想一想： 

1. 聖召到底是什麼？ 
2. 我是否曾經思索過自己的聖召呢？ 
3. 聖召需要栽培及支持，我是否做到這些？ 

 二、 讀經二中提到「你們原是為此而蒙召的，因為基督也為我們
忍受了痛苦，留下了榜樣，使你們追隨祂的足跡」。福音中也提醒我
們：我們是天主的羊，羊跟隨祂，認得祂的聲音。請反省自問：我是
基督的小羊嗎？基督如何豐富我的生命？為了回應祂的召喚，我該做
什麼？在生活中要如何跟隨祂？ 
 

禱文： 
1. 請為聖召祈禱。祈求全能的天主派遣聖神與我們同在，使我們有

能力分辨自己的聖召；同時，也求主賞賜我們足夠的毅力與勇
氣，以言以行來實踐天主對我的召喚。 

2. 請為所有的牧人祈禱。求主恩賜他們更豐厚的恩寵，堅定他們的
信念，使他們時刻不忘自己的職責，在牧養天主子民時，效法耶
穌基督愛人的胸懷，貢獻己力，為人服務，為天主聖愛在世作見
證。 

 
 
 

生命之門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復活期第四主日又叫「善牧主日」。 
耶穌稱自己是善牧，基督宗教藝術也喜愛這樣來刻劃祂。 
這是一種令人慰藉的美好景象：牧人掛念著他的羊群，不讓竊

賊和野獸接近；他把迷途的羊隻從危險中救出，還揹在肩上帶回家。 
然而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穌換了種不同的描述字眼，祂將自己

比作通向羊棧的門。祂清楚地指出：誰不經過門而進羊棧的，就是賊
和強盜，他的目的不是去保護，而是去偷竊。他帶著邪惡的動機，強
力闖入。 

這個當時人人熟悉的鄉間生活比喻，一下子變得很驚悚，因為
耶穌明確地說：凡在我以前來的，都是賊和強盜！ 

耶穌把所有不跟隨祂的人，統統打入冷宮，這是否太先入為
主、太狹隘偏頗了呢？這是否就能被默許接受呢？正因為有這樣的疑
問，整段福音是這樣結束的：「因了這些話，猶太人中間又發生了紛
爭；他們中有許多人說：『祂附魔發瘋，為甚麼還聽祂呢？』另有些
人說：『這話不是附魔的人所能說的；難道魔鬼能開瞎子的眼睛
麼？』」（若十19~21） 

耶穌真的有那麼錙銖必較嗎？祂真的是個高估自己、低估別
人，如我們今天所謂的基要主義分子、或者甚至宗教狂熱分子嗎？祂
的敵人就是以這樣的眼光看待祂，也為此理由而迫害祂，最後還殺害
祂。 

或是這善牧與門的比喻，好像一面看了會令人無地自容的鏡
子，尤其是針對所有被召為牧者、該當行使牧者職責的人（主教、神
父，加上任何為別人承擔責任的人）呢？耶穌問我們的問題很簡單：
你關心的是他人，還是自己？你是貪圖個人的滿足，還是把那些託付
給你的人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 

由此看來，選擇非常重要。耶穌指出：任何只顧及自己蠅頭私
利的人，是賊和強盜。任何把自己的願望強加在孩子身上的人，傂奪
了孩子的自我發展潛能。任何只在配偶身上尋求自我滿足的人，竊取
了配偶的成長與生活空間。任何只關心自己知名度的神父，不配當牧
者，因為他是賊，盜走別人的心，騙取別人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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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發覺，耶穌的表現與上述的作為大相逕庭。祂來，不是為
了驚天動地，而是為了賦予生命。因此，祂的話與我們平常的嘮嘮叨
叨完全不同。祂的語氣有著獨樹一幟的音質，「祂按著名字呼喚自己
的羊，並引領出來」。這是天主的聲音，有時能穿越日常生活的喧
囂，直達我們的心靈。再清楚不過的是：只有經過那扇門，我們才能
得救。 

耶穌本身就是這扇天主親自為我們開啟的門，以至我們不會再
迷失。 
 
反省與實踐: 
1. 耶穌問我們的問題很簡單：你關心的是他人，還是自己？你是貪

圖個人的滿足，還是把那些託付給你的人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
置？ 

2. 日常生活的喧囂常使我們迷失方向，靜下來聆聽天主的聲音，默
想基督如何豐富我的生命？為了回應祂的召喚，我該做什麼？在
生活中要如何跟隨祂？ 

3. 本主日是國際聖召節，我們都是上主天主所召叫的人，請想一
想： 
(1)聖召到底是什麼？ 
(2)我是否曾經思索過自己的聖召呢？ 
(3)聖召需要栽培及支持，我是否做到這些？ 

 

禱文： 
1. 請繼續為新教友們祈禱。祈求天主護佑新教友們，加強他們在信

仰道路上的信德，並以聖善的生活光榮天主，為復活主作見證。 
2. 請為每個人的聖召祈禱。不是我選擇了天主，而是天主選擇了

我。祈求全能的天主賞賜我們每個人有足夠的能力分辨自己的聖
召；也求主賞賜我們毅力與勇氣，以言以行來實踐天主對我的召
喚。 

3. 請為青年教友們祈禱。世俗的聲音掩蓋過天主的召喚，生活的優
渥使人割捨不了，祈求天主恩賜青年教友們慷慨的心，接受召
叫，並準備自己獻身於主的工作。 

 

 

復活期第四主日 "我是羊的門"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從耶穌復活到聖神降臨瞻禮（五旬節），一共有五十天的期
間，這就是所謂的復活期。 

這時期主日彌撒中的兩篇讀經和福音都有特殊的安排，我們已
在上主日的彌撒釋義中介紹了這時期讀經一和讀經二的含義，現在
我們只談福音。 復活期第二和第三主日的彌撒敘述耶穌復活後的顯
現﹔第四主日描述耶穌是好牧人。復活期第四主日彌撒在甲、乙、
丙三年，雖然都一律選讀聖若望福音的第10章，但略有區別：甲年
講耶穌是羊的門﹔乙年講耶穌為羊舍命﹔丙年講耶穌賜給群羊永
生。復活期第五、六、七主日的福音內容，都選自聖若望福音所載
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的訓話和祈禱。 

在剛才的福音中，耶穌講了一個比喻，內容涉及「羊棧」、
「羊的牧人」和「羊棧 的羊」。耶穌為了說明這比喻的意思，又提
出了「羊的門」的觀念。由門進入羊棧，是牧人接近他的羊群的正
常途徑。它意味著牧人和他的羊群之間的親密關系，是指他是好牧
人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把本主日彌撒的福音分作兩層意義來討
論。 

第一：耶穌是教會的真正領導。他說：「我是門，誰若由我而
入，必得安全。他可進來出去，又可得到草料。」「草料」象徵
「天國」和「永生」。我們要進入天國、獲得永生，就必定要跟隨
耶穌，遵守他的誡命。 耶穌是教會的真正領導。「羊聽他的聲音。
他按著名字叫自己的羊，領它們出去。他把自己的羊群領出來後，
就走在它們前面。羊跟著他，因為它們認得他的聲音。它們不跟陌
生人，反而躲避陌生人，因為它們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 我們懇
切祈求天主，賞賜我們做耶穌的羊，認得出他的聲音，因而知道服
從他的真正領導，好能獲得他給我們帶來的「丰富的生命」。 

第二：耶穌要求他的教會內的所有神長都以他自己為模 。本
來，在聖若望福音第 10章的第11到13節 ，耶穌曾說：「我是善
牧：善牧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 工，因為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
己的，一看見狼來，便棄羊逃跑，狼就抓住羊，并把它們趕散了，
因為他是 工，對羊漠不關心。」雖然本主日彌撒的福音并沒有選錄
這兩段話（ 這兩段話選用於乙年 ），但耶穌在本主日彌撒的福音
中，卻提到「賊」和「強盜」。他說：「不從羊棧的門口進來，而
從別處爬進來的，是盜賊。」他又說：「賊來，只為偷竊、殘殺、
破壞﹔我來，卻使人得到生命，得到更丰富的生命。」耶穌的這几
句話也頗發人深省的。 

讓我們以本主日的集禱經祈求：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引導我們共同邁向永恆的家鄉，與諸

聖同樂。愿我們弱小的羊群，能跟隨勇毅的善牧、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抵達同一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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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提供 
http://www.dcc.catholic.org.hk 

教理主題：耶穌-----這位善牧 
 
今個主日是復活期第四主日，在教會的傳統稱為「善牧主

日」，而香港教區通常在這主日特別為聖召祈禱，以作為對善牧¾¾
主耶穌基督向我們呼召的回應。 

今天讀經一的宗徒大事錄是繼續上個主日，伯多祿在五旬節那
天向群眾的首次公開講道。當時群眾聽後，甚為感動，並急切地問
伯多祿：「我們該作什麼？」其實，每次當我們經驗到天主的偉大
救恩時，這問題就會反覆地出現於我們心中。答案卻是非常清楚，
就是：「你們悔改罷！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
你們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宗2:38）原來耶穌基督所宣
講的不但給人們喜訊，亦同時召叫人不斷悔改更新，因着聖神更深
的進入天主的生命。 

「耶穌的一生都在啟示天父：祂的言語和行動、祂的緘默和痛
苦以及祂的生活和談話的方式。」（《天主教教理》516）的確，耶
穌透過祂整個的生命為我們揭示了天主的奧秘，讓人能得以認識那
三位一體，愛我們的天主。同樣，從耶穌不同的名號能幫助我們在
多方面的去認識祂的身份和使命，如默西亞、基督、天主的羔羊
等。這些象徵(metaphors)給了我們豐富的想像空間去認識耶穌的奧
秘及基督與祂信徒彼此之間的關係。 

今天教會就帶領信眾一起去認識「耶穌是善牧」為我們的意義
及關係。「善牧」帶領羊群到青草場餵養他們；是他們的良伴，並
保護他們，甚至為了羊捨掉自己的性命。羊認識牧人的聲音，跟隨
他，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善牧（若10:15）。「善牧」正好表達出羊群
（意味著教友）與牧人（耶穌）彼此之間的那種親密相連的關係。
梵二的《教會憲章》亦以這象徵來闡釋信眾與主基督的關係：「教
會是一個『羊棧』，它的惟一必經進口就是基督。¼¼群羊雖由人來
管理，卻始終由基督親自引領飼養，祂是善牧，祂是牧人們的首
領，祂曾為群羊捨生。」（LG 6） 

此外，在若望福音中，復活的主基督曾親口對伯多祿說「餵養
我的羔羊」和「牧放我的羊羣」(若21:15-19)，從而授與伯多祿代
表祂繼續盡善牧的職務，履行管理教會的元首職份。在教會的傳統
中，亦以牧者來形容司鐸的身份。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更以《我要給
你們牧者》作為他頒給主教，聖職人員和信徒的勸諭之名稱 
(Pastores Dabo Vobis, 1992)，談及有關司鐸在今日處境中的培
育。 

聖人大額我略(St. Gregory the Great)於590-604年在位教宗
時，曾這樣激勵信友：問問自己是否屬於耶穌的羊棧，是否認識

祂，是否讓祂的真光照耀我們的腦子？任何人能夠認識天主不是靠
純信念，而是由於愛，是行動。如若望福音中所說的，若任何人不
遵行主的誡命而說他認識天主，他就是撒謊者。故此，教友要彼此
相愛，因為愛的行動已帶人前往天鄉之路的途中(Gregory the 
Great, On the Gospels 14, 3-6：PL 76, 1129-30, Vol. 2, pp 
753-54)。 

耶穌是我們的善牧。當我們宣講耶穌是善牧的時候，我們要反
省是否有改變自己的生活使我們肖似基督？其實，每當我們願意與
耶穌接近，與這位善牧建立密切的關係時，我們就越能認出祂的聲
音，被祂親密的愛所改變，所轉化。善牧愛祂的羊，帶領和保護我
們，而我們被祂照顧時，我們亦同樣被邀請去帶領和保守他人，一
如第一篇讀經中，羣眾問伯多祿：「我們該作什麼？」 
 
生活反思／實踐： 
1. 「耶穌是善牧」對你來說有甚麼意義或新的感受？ 
2. 在你的生命中，曾否被主耶穌基督邀請以祂的榜樣去帶領／餵養

／保護他人，使人認識真正的善牧？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牧人與羊 

【經文分析】 
 教會的彌撒經書把復活期第四主日的福音，按著時序編排如

下：甲年為若十1-10；乙年為若十11-18；丙年為若十27-30。三
段福音的內容都圍繞著「善牧」的主題，人們也習於稱復活期第
四主日為「善牧主日」。 

就詮釋的觀點來看，這樣的安排並不利於對經文的瞭解，因
為現有的分段方式並不是以經文意義為基礎：若十1-18原是前後
相連的經文，卻被按照長度平均分成兩段，分配在甲年和乙年誦
讀，而丙年的經文原本就是在另外的脈絡之中。就經文的文學形
式和內含意義而言，若十1-6是一個「牧人和羊」的比喻，而7-18
節則是上述比喻的寓意式的詮釋。本來最理想的方式是1至18節一
起誦念，如果為了避免明年重複這段經文，而一定要分成兩部
分，筆者建議在甲年只讀「牧人與羊」的比喻（1-6），至於比喻
的寓意式的詮釋（7-18）則保留到乙年誦讀。筆者根據這個理
由，在此僅針對若十1-6略做闡釋。（當然，這個建議純粹是基於
釋經學的觀點，歡迎禮儀或信理神學專家或任何人提供不同之觀
點，彼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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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和具體的生活情境關係密切 
「比喻」是福音以及猶太文學中常見的一種文學類型，特色

是直接由生活經驗取材，藉助生動的圖像傳達一些特定的意義。
由於比喻中的材料是取自於講者和聽者共同熟悉的生活環境，因
此當時的聽者對於比喻的含意自能心領神會，無須畫蛇添足地加
上任何解釋。但是，由於我們和耶穌生活的時代之間，存在著極
大的時空差異，因此我們必須先對比喻本身略做說明。 

善牧比喻的生活背景 
耶穌時代的猶太人多以游牧為生，牧人和羊的關係就是他們

每日的生活寫照。牧人尋找水草豐美的曠野處牧放羊群，並就近
圍起羊棧。每天入夜時，許多小羊群被牧人趕入羊棧，守衛在羊
棧門口看守，牧人則另外睡在帳棚內。我們的經文似乎暗示，許
多牧羊人共有一個畜欄。天亮時，牧人經過門進入羊棧走向羊
群，呼喚「自己」的羊，把牠們領出來牧放。這是比喻的核心部
分，也是正常的情況（若十2-4）。 

牧人和竊賊的對比 
若望福音的作者給這個比喻安放了一個陰暗消極的敘述「框

架」：在第1節和第5節中說到，在牧人之外還可能會有賊和強
盜，他們會在夜裡潛入羊棧，企圖竊取羊隻。因此形成了一個牧
人和竊賊的對比：牧人由門進入羊棧，看門的守衛給他開門；竊
賊則不是由門進入，而是由某處爬入羊棧。牧人按著名字呼喊他
的羊，羊認識他的聲音，牧人把羊領出羊棧，並且走在前面，不
時發出親切的呼喚聲，羊群則跟隨著牧人來到草場；盜賊的聲
音，羊卻不認識，因此非但不跟隨他，反倒害怕而四處逃竄。 

善牧比喻在猶太傳統中的背景 
這個比喻對猶太人而言是淺顯易懂的，因為在猶太傳統中，

類似的比喻多不勝數。舊約聖經不僅一再地用牧人和羊來表達君
王和人民的關係（撒下五2），更用來描述天主和人民的關係（詠
二三）。若望福音中這個「牧人與羊」比喻，也是在這個傳統背
景之下，講述耶穌基督和若望團體（教會）的關係。 

若望團體的自我意識 
若望團體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羊群，常常面臨各種危險迫害，

但是他們卻自稱是天主的兒女（若一12，十一52；若壹三1），有
最好的牧人―耶穌基督。這個牧人是「唯一的」，除他以外都是
賊或強盜。他們和牧人的關係就如同耶穌和天父的關係一般：耶
穌是「父懷裡的獨生者」（若一18），耶穌也是天主兒女的唯一
牧人。他們是已經得到救援的團體，只認識一個牧人，這個牧人
認識他們每個人的名字，把他們由世界中呼喚出來、聚集在一
起，成為「屬於他的人」（若十三1）。他們跟隨牧人耶穌走上救
恩之路，跟隨祂回到父家，祂走在前面「給他們預備地方」（若
十四2）。 

【綜合】：比喻的根本教導 

這個比喻的最後一句話是一個未來式的時態，若按字面翻譯
應該是：「羊『將』不跟隨陌生人，反而『將』逃避他，因為羊
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這個時態使比喻得到一個超越時空的幅
度：救援的實現在於召叫與聽從，也就是經由宣講和接受天主聖
言。任何時代的信仰團體都面臨若望團體曾經面臨的危險，任何
時代都有假先知（參閱：若壹四1-6）。信仰團體要認真的宣講和
聆聽天主聖言，同時也要謹慎分辨真實的和虛假的宣講者，方能
確保得到真正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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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y 2020  4th Easter Sunday - Year A 
 

FIRST READING    Acts 2:14, 36-41 

A reading fro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God has made Jesus both Lord and Christ.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Peter stood up with the Eleven and addressed the 

crowd with a loud voice: ‘The whole House of Israel can be certain that God has 

made this Jesus whom you crucified both Lord and Christ.’ 
Hearing this, they were cut to the heart and said to Peter and the apostles, 

‘What must we do, brothers?’ ‘You must repent,’ Peter answered ‘and every one 

of you must be baptise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for the forgiveness of your 
sins, and you will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The promise that was made 

is for you and your children, and for all those who are far away, for all those 

whom the Lord our God will call to himself.’ He spoke to them for a long time 

using many arguments, and he urged them, ‘Save yourselves from this perverse 
generation.’ They were convinced by his arguments, and they accepted what he 

said and were baptised. That very day about three thousand were added to their 

number.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22:1-6. R. v.1 
R.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ere is nothing I shall want. 
1.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ere is nothing I shall want.  Fresh and green are 

the pastures where he gives me repose.  Near restful waters he leads me, to 

revive my drooping spirit. R. 
2. He guides me along the right path; he is true to his name.  If I should walk in 

the valley of darkness no evil would I fear.  You are there with your crook and 

your staff; with these you give me comfort. R. 
3. You have prepared a banquet for me in the sight of my foes.  My head you 

have anointed with oil; my cup is overflowing. R. 

4. Surely goodness and kindness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In the 

Lord’s own house shall I dwell for ever and ever. R. 
  

SECOND READING    1 Pt 2:20-25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eter 
You had gone astray but now you have come back to the shepherd and guardian of your souls. 

The merit, in the sight of God, is in bearing punishment patiently when you 

are punished after doing your duty. 

This, in fact, is what you were called to do, because Christ suffered for you 
and left an example for you to follow the way he took. He had not done anything 

wrong, and there had been no perjury in his mouth. He was insulted and did not 

retaliate with insults; when he was tortured he made no threats but he put his trust 
in the righteous judge. He was bearing our faults in his own body on the cross, so 

that we might die to our faults and live for holiness; through his wounds you have 

been healed. You had gone astray like sheep but now you have come back to the 

shepherd and guardian of your soul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Jn 10:14 
I am the good shepherd, says the Lord;  I know my sheep, and mine know me. 

Alleluia! 

  

GOSPEL    Jn 10:1-10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 am the gate of the sheepfold. 

Jesus said: ‘I tell you most solemnly, anyone who does not enter the sheepfold 

through the gate, but gets in some other way is a thief and a brigand. The one 
who enters through the gate is the shepherd of the flock; the gatekeeper lets him 

in, the sheep hear his voice, one by one he calls his own sheep and leads them 

out. When he has brought out his flock, he goes ahead of them, and the sheep 
follow because they know his voice. They never follow a stranger but run away 

from him: they do not recognise the voice of strangers.’ 

Jesus told them this parable but they failed to understand what he meant by 
telling it to them. 

So Jesus spoke to them again:  ‘I tell you most solemnly, I am the gate of the 

sheepfold.  All others who have come are thieves and brigands; 

but the sheep took no notice of them.  I am the gate.  Anyone who enters through 
me will be safe: he will go freely in and out and be sure of finding pasture.  The 

thief comes only to steal and kill and destroy.  I have come so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