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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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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們選了七位充滿聖神的人。） 
恭讀宗徒大事錄 6:1-7 

那時候，門徒漸漸增多，希臘化的猶太人，對希伯來人發出了怨
言，因為他們在日常的供應品上，疏忽了他們的寡婦。 

於是，十二位宗徒召集眾門徒說：「讓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
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檢定七位有好
聲望，且充滿聖神和智慧的人，派他們管理這些事務。至於我們，我
們要專務祈禱，並為真道服役。」 

這番話得到全體的悅服，就選了斯德望，他是充滿信德和聖神的
人，及斐理伯、仆洛曷洛、尼加諾爾、提孟、帕爾默納和尼苛勞，他
是皈依猶太教的安提約基雅人；叫他們立在宗徒面前；眾宗徒祈禱以
後，就給他們覆了手。 

天主的道漸漸發揚；門徒的數目在耶路撒冷大為增加；司祭中也
有許多人，服從了信仰。——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33:1-2, 4-5, 18-19 
【答】：上主，求你向我們廣施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 
領：義人，你們應向上主踴躍歡呼，因為正直的人，理應讚美上主。

你們該彈琴，稱謝上主；彈奏十絃琴，讚頌上主。【答】 
領：因為上主的言語是正直的；他的一切作為都是信實的。他愛護正

義和公理；他的慈愛瀰漫大地。【答】 
領：請看，上主的眼睛，常關注敬畏他的人；他的雙目，常眷顧靠他

仁慈的人，為使他們的性命，脫免死亡，使他們在飢饉時，生活
如常。【答】 

 
讀經二（你們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 
恭讀聖伯多祿前書 2:4-9 
親愛的諸位： 

你們接近了主，即接近了那為人所擯棄，但為天主所精選，所尊
重的活石，你們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屬神的殿宇，成為一班聖潔
的司祭，以奉獻因耶穌基督，而中悅天主的屬神祭品。這就是經上所
記載的：「看，我要在熙雍安放一塊精選的、寶貴的基石；凡信賴他
的，決不會蒙羞。」 

所以，為你們信主的人，是一種榮幸；但為不信主的人，是「匠
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並且是 「一塊絆腳

石，和一塊使人跌倒的磐石」。他們由於不相信天主的話，而絆倒
了；這也是為他們預定了的。 

至於你們，你們卻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
於主的民族，為叫你們宣揚那由黑暗中召叫你們，進入他奇妙之光者
的榮耀。——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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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亞肋路亞。 
 
福音（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恭讀聖若望福音 14:1-12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心裡不要煩亂；你們要信賴天
主，也要信賴我。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為給你們
預備地方；不然的話，我早就告訴了你們。我去，為你們預備地方以
後，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為的是我在那裡，你們也在那
裡。我去的地方，通往那裡的路，你們是知道的。」 

多默說：「主！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怎麼會知道那條路
呢？」 

耶穌回答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
到父那裡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必然認識我父；現在你們已認識
他，並且已經看見他。」 

斐理伯對耶穌說：「主！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
了。」 

耶穌回答說：「斐理伯！這麼長久的時間，我和你們在一起，而
你還不認識我嗎？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把父顯示
給我們呢？你不信我在父內，父在我內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
憑我自己講的，而是住在我內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業。你們要相信
我：我在父內，父也在我內；不然的話，你們至少該因那些事業而相
信。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業，他也要做，
並且還要做比這些更大的事業，因為我往父那裡去。」——上主的話 
 
 
 

獲得真理與生命的道路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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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今日福音碰到基督信仰最中心之處，由「信」基督開始，也以

「信」基督總結，指示出我們的信仰完全建在基督身上。最後晚餐
中，接二連三的壞消息使氣氛緊張，門徒心煩意亂，不知何去何從。
耶穌在此情況下要求門徒信賴祂？ 

 門徒要信賴祂為他們準備地方，將來可永遠與祂在一起。世上
任何困苦都是短暫過渡的，惟有與基督在一起才是永遠的。在基督內
有真理與生命，而基督就是通向真理與生命的道路。這種說法很傳
神，耶穌並非「指示」一條道路給我們，祂本人就是道路本身。指示
道路有出錯的可能，祂是道路就永不會出錯，因為是祂本人帶領我們
從祂身上走，問題只是我們是否相信祂。 

 門徒很想認識天父，耶穌石破天驚的說︰「誰看見了我，就是
看見了父」。猶太人強調天主的超越性，認為天人之間有一道鴻溝，
天主是不可見的，見到的人只有死。人不可能直接接觸天主，只能通
過一些像天使的媒介，或像梅瑟一樣天主指定的代言人。超越的天主
是沒有形象，任何為天主造像的人都要死。強調天主的超越性自有其
好處，人對天主常有驚奇的感覺，會對祂誠惶誠恐，必恭必敬，但也
做成天人之間的隔離，人不敢自己面對天主。 

 耶穌的來臨，把天主另外一面顯示出來。天主一方面是超越
的，但同時內在於人間，耶穌把天人之間的帳幔揭開︰「誰看見了
我，就是看見了父」。這是具震撼性的話，耶穌與天父的關係如此密
切，見到基督就是見到天父。難怪門徒念念不忘耶穌的面容，一如保
祿所說︰「基督的面上，閃耀著天主的光榮」（格後4:6）。基督徒
很早就喜歡畫耶穌的面貌，顯示出他們已離開了猶太人對天主恐懼戰
慄的心態，轉而重視內在於人間的天主，一個與人生活、讓人觸摸、
供人瞻仰的天主。我們所信仰的耶穌，不是由人的地位，把自己提昇
到天主的地位；祂本來與天父同在，卻願降生成人，居於我們中間，
因此祂有資格說，祂是通向真理與生命的道路；誰看見祂，就是看見
了父。 

 對基督有這份信仰的人，基督答應過可以做比祂更偉大的事，
這是指我們能做基督沒有做過的工作。耶穌出道後似乎沒有接觸過巴
勒斯坦外的世界，沒有碰過不信神的人，沒有遇到龐大的反宗教勢
力，我們要代祂去繼續未完成的工作，把喜訊帶給所有人。要完成這
項工程，關鍵是要相信基督。 

 我們每人都有生活迷惘、前路茫茫、心煩意亂的時候，耶穌邀
請我們相信祂、跟隨祂，祂的道路使我們得到真理，獲得生命，完成
祂沒有做到的工作。 
 
反省與實踐: 
1. 本主日福音中，耶穌對門徒說：「我去的地方，你們知道那條

路。」我是否知道那條路所指為何？我現在走的又是那一條路
呢？ 

2. 在福音中，耶穌已明白指出祂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
祂，該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 

 

禱文： 
1. 請繼續為領受洗禮的新教友祈禱。願全能的天主光照他們，扶持

他們，使他們熱心參與教會活動；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夠堅定不
移，並以聖善的生活光榮天主，為主的復活作見證。 

2. 請為陷入信仰低潮的教友祈禱。祈求仁慈的天父降福，看顧他們
的心思念慮，使他們能夠學習將自己交付在天主的手中，全心仰
賴天主的德能，早日走出黑暗，進入天主的光明中。 

 
 

旅程就是目標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我們只要一天還活在這世界上，就一天還在旅途中。我們的生

命就是一次旅程。 
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談的是「生命旅程」。大部份的

時間裡，這旅程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它常常很難被清楚地描繪出
來。它既不寬暢，也不平坦。不時還會迂迴繞行，路面陡峭多石，蜿
蜒崎曲，甚至叫人誤入歧途，但是不管怎樣，我們總還是在「途
中」。不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旅程就還沒有結束。那麼，最後的關
鍵問題在於，這旅程是否把我們帶向目的地。 

耶穌在今天的福音中講的就是這目標，祂在被暴力釘死的前一
晚講述了這一切。它們是臨別贈言。祂雖然即將大禍臨頭，但當時不
是宗徒們在安慰祂，而是祂在安慰他們。祂談到他們將「在我父的家
裡」重聚。祂向所有被搞糊塗、感到難過的人保證，絕不會離棄他
們，祂說：我比你們先去，為的是給你們預備地方；然後我必回來接
你們去；那裡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淚，我們將永遠在一起。 

我們在這裡能感受到耶穌的博大愛心：祂說的，沒有一句是關
於祂自己，關於祂即將遭遇的苦難，而全部是對祂朋友們的關愛。祂
安慰他們：我會為你們每一個人在那裡預備好一個地方。但是，如果
我們連怎樣才能去這精美絕倫天鄉的永久居所都不知道，那不是空歡
喜一場嗎？ 

存疑的多默總希望能確切知道詳情，他開口請耶穌把那路顯示
給我們看。耶穌指著祂自己回答說：「我就是道路！」祂進一步說：
「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達成永遠的目標，回到父那裡去。 

這是否太膽大妄為了？哪有人竟然會稱自己是道路，甚至是唯
一能通往目標的道路呢？無獨有偶，耶穌在上個主日的福音讀經中，
稱自己是通向永生的唯一的門。按著這種邏輯的話，祂是否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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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拯救者」呢？祂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祂不僅稱
自己是道路，而且還明言是目標，比道路更加深遠的目標。 

因此我們不難瞭解，為甚麼當時有人，甚至今天還有一些人，
認為祂不是個褻瀆神靈者，就是個純粹的瘋子。同時也不令人驚訝，
他們會認為跟隨耶穌的人是一丘之貉。 

我覺得答案只有一種：每個人都必須尋求自己的生命之路。二
千年來，無數的人找到耶穌是唯一的道路，他們還為自己在這道上的
良好旅行經驗作證。 

他們信賴祂，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部押寶在祂身上，耶穌從沒
有讓他們失望：他們得以尋獲生命。 
 
反省與實踐: 
1. 本主日福音中，耶穌對門徒說：「我去的地方，你們知道那條

路。」耶穌所指的那條路為何？ 
2. 耶穌不僅稱自己是道路，而且還明言是目標，比道路更加深遠的

目標。我們相信耶穌是唯一的道路嗎？我們的目標又是什麼呢？ 
3. 生命旅程的道路既不寬暢，也不平坦，路面陡峭多石，蜿蜒崎

曲，不時還會迂迴繞行，甚至叫人誤入歧途。遭遇到生活上的挫
折時，我們會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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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所有的牧人祈禱。求主恩賜教會的牧人們豐厚的恩寵，堅定

他們的信念，在牧養天主子民的職責時，效法耶穌基督愛人的胸
懷，貢獻己力，為人群服務。 

3. 請為陷入信仰低潮的教友們祈禱。祈求仁慈的天父降福，看顧他
們的心思念慮，使他們能夠學習將自己交付在天主的手中，全心
仰賴天主的德能，早日走出黑暗，進入天主的光明中。 

 

 

復活期第五主日 "教會內不同的司祭職務"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在復活期的主日彌撒中，讀經一連續取自宗徒大事錄，福音連
續取自聖若望福音﹔故此，不像常年期的主日彌撒選經那樣，讀經
一和福音都刻意選用彼此相關的主題。 

本主日，復活期第五主日，卻是一個例外，因為本主日彌撒中
的讀經一、讀經二和福音，都觸及同一的問題，都談到如何確保教
會持續不同的司祭職務。 

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選自宗徒大事錄第6章第1到7節，內容
記述「選立七位執事」。據這篇的記述，當時十二位宗徒所以決定
選立執事，原來是因為他們不想「放下傳揚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
食」，故要另派執事去「管這些事務」。繼承宗徒職務的主教，受
祝聖和派遣的執事和司鐸，都負有公務司祭職去為信友服務，尤其
「執事」更突顯教會的「服務」使命。 

讀經二取自聖伯多祿前書第2章第4到9節，內容講及信友的
「普遍司祭職」。關於這「普遍司祭職」，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
憲章》有這麼一段解釋，說： 「凡是領過聖洗的人們，都藉著重生
及聖神的傅油，經祝聖為屬神的聖殿及神聖的司祭，讓他們把基督
徒的一切行為，都獻作精神的祭品，并昭示從幽暗中領他們進入奇
妙光輝的基督的德能。所以，全體基督信徒，要恆心祈禱，同聲贊
美天主，把自己奉獻為神聖的、悅樂天主的活祭品，在世界各處為
基督作証，并且向追問的人解釋自己心內所懷的永生希望。」 「普
遍司祭職」和「公務司祭職」，雖然有區別，卻都分享基督的同一
司祭職。基督是「由人間被選拔的大司祭」，所有信友都進入了基
督的生命，藉著他而「成為事奉天主和父的司祭，為使世人和天主
父重歸於好。」 

本主日彌撒的福音取自聖若望福音第14章第1到12節。在這篇
福音的記載中，大司祭基督向自己的門徒們告別，安慰他們，說，
他去，是為他們預備地方。照耶穌說，門徒們是應該知道去那地方
的道路的。但聖多默宗徒卻表詫異，因為他既不知道耶穌要去的地
方，怎麼會知道去那地方的道路呢？聖斐理伯宗徒還要求看見天主
聖父。於是，耶穌開導他們，向他們解釋說：「我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通過我，誰也不能到我父那 去。你們若認識我，也認識
我的父 現在你們就認識他了，并且看見了他。 

耶穌是「道路」，他引領我們到父那 去﹔他是「真理」，他
向我們啟示天主﹔他是「生命」，他給我們帶來丰富的生命。 

在本主日彌撒的福音中，耶穌啟示了自己是天主聖子，聲明自
己是認識天主和獲得永生的唯一途徑，同時也給我們尚在這個世界
上，屬於他的信徒們，留下了一個極大的安慰。他說：「你們的心
不要煩亂！你們信天主，也信我吧！在我父的家 ，有許多住處。若
是沒有，我早就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給你們預備位置。」 如
果說整個信友團體都分享了基督的「普遍司祭職」，奉獻自己的生
活，為天父的慈愛作証，而主教、司鐸和執事分享著基督的「公務
司祭職」，奉獻自己，為教會服務，使教會活出基督的祭獻精神。
那麼「普遍司祭職」和「公務司祭職」更是相輔相承，體現基督的
司祭任務，使人藉著基督，踏上到父那 去的「道路」，獲識「真
理」、認識「父」，并得到丰富的生命。 讓我們體現我們的司祭身
分，祈禱說： 「天主，你救贖了我們，使我們成為你的子女﹔求你
仁慈垂顧我們，使所有信仰基督的人，都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繼承
永恆的產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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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聖秩聖事與信徒的普通司祭職 
 
今個主日的讀經一記述了宗徒們選拔了「七位有好聲望，且充

滿聖神和智慧的人」為他們覆手，好使他們成為教會的執事，去為
教會團體的孤寡及有需要的人服務。而讀經二中伯多祿宗徒則提醒
我們，領洗信主是一種榮幸，因為我們成為「特選的種族、王家的
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 

福音中耶穌向門徒揭示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
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必然認識我父；
現在你們已認識祂，並且已經看見祂。」耶穌讓我們知道祂是那通
向父的唯一途徑，祂成為天人間唯一的中保。 

基督的唯一司祭職卻是以兩種方式存在於教會內，首先是每一
位信友因入門聖事而領受的普通司祭職務。《天主教教理》指出，
大司祭和唯一中保――基督――使教會「成為一個司祭的國度，事
奉祂的天主和父」(默1:6)。 整個信友團體，就其本身而言，是司
祭性的。信友實行他們由聖洗聖事接受的司祭職，每個人依照自己
的聖召，參與基督作為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使命。教友是藉聖洗和
堅振而「被祝聖為……神聖的司祭」。（1546）而主教及司鐸的公
務或聖統司祭職，與所有信友的普通司祭職，雖然「兩者各按其自
己的方式都分享基督唯一的司祭職」卻有實質上的分別，但「彼此
有連帶關係」。（LG10） 

主教及司鐸的司祭職是公務性的，因為「這項由主交託給祂子
民的牧者們的職務是一項道地的服務」（LG24）。它的建立是為了
人群和教會團體的益處。所以公務司祭職是為普通司祭職服務的，
致力於發展所有基督徒聖洗的恩寵。公務司祭職是基督用來不停地
建立並領導教會的方法之一。因此，公務司祭職是透過它專有的聖
事――聖秩聖事――而授予的。（CCC1547） 

基督透過聖秩聖事授予主教和司鐸神權，使他們在信徒團體
內，享有獻祭和赦罪的權力，並以基督的名義，為人類公開執行司
祭的職務。於是，基督派遣了使徒們，一如他自己為父所派遣，他
再藉使徒們，讓他們的繼承人――主教們分享他的祝聖與派遣，而
主教們的職務，按照從屬的等級，交給了司鐸們，為使擔任司鐸聖
秩者，成為主教聖秩的合作者，去執行基督所託付的使徒任務。
（參PO2） 

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聖統制中的三個等級，都是透過聖
秩聖事而授予，可是分享基督公務司祭職務的，卻只有兩個等級，
就是：主教職和司鐸職，而執事職則是為輔助及服務他們的。（參
CCC1554） 

最後，無論基督徒所分享耶穌的司祭職是普通司祭職或是公務
司祭職，我們都是天主所召選的天主子民，在主的共融中彼此互
勉，互相合作，共同為天主的國而努力。 
 
生活反思／實踐： 
1. 司祭的其中一個意思是「中保」，我有沒有效法耶穌成為其他人

通向天主之間的中保？ 
2. 教友是藉聖洗和堅振而「被祝聖為……神聖的司祭」，我在日常

生活中有些甚麼具體行動去履行這司祭職務？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基督徒生活  

 復活期禮儀聖經選讀原則 
 教會安排復活期七個主日的福音有相當清楚的原則：前面三

個主日是有關耶穌復活和顯現的敘述，第四主日是善牧言論，而
信仰團體則在最後三個主日的感恩禮中一起聆聽耶穌的「臨別贈
言」和「耶穌（大司祭）的祈禱」（若十四～十七）。教會禮儀
年甲年復活期第五主日的福音選自若十四1-12，就內容而言，應
該到14節才是一個整體。因此筆者建議，在主日彌撒中，最好是
誦讀若十四1-14，故根據這個原則，提供我們的詮釋。 

  
耶穌為門徒們預備地方 
 本主日的福音是耶穌在晚餐廳預言自己將被交出（負賣）之

後，繼續對門徒們的談話。根據若望的瞭解，耶穌的離去就是指
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但是耶穌的死亡並非消極的任人處置，而
是返回父家的道路，是祂積極完成天父所派遣的使命的必要過
程。由於門徒們不瞭解這個真理，因此為了即將失去耶穌而感到
憂悶懼怕，耶穌遂安慰他們。在安慰中耶穌解釋祂離去的目的：
祂去原是為門徒們在天父家中準備地方，然後祂要再來接他們一
起回歸父家，他們將和祂一起永遠生活在天父家中。因此耶穌的
離去，並不是拋下門徒們成為孤兒（若十四18），反而是使門徒
們現在就能夠確認，他們即將得到他們整個民族傳統的期待，他
們現在就知道要被安置在天父的家中（天人合一）。面對這一
切，門徒們唯一能做的、而且必須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相信 — 
相信天主，也就是相信耶穌。 

  
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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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目的地就是門徒的目的地，耶穌的道路就是門徒的道
路。多默提出的無知的問題，引出了著名的「我是」言論。耶穌
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通往天主的道路只有一條，就
是耶穌基督。耶穌自己就是道路！同樣地，真理和生命所表達
的，也是和耶穌緊密相連的救恩意義。這條道路的最終目標是天
主，但是人只能在基督身上認識天主，因此道路本身就是目的
地，走上了道路，就是達到了目標。有了這個認識，便可知道斐
理伯的請求：「主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也是
相當愚蠢的。耶穌答覆斐理伯的同時，也給了他一個根本的教
導。事實上斐理伯所祈求的，早已賞賜給他了，因為和耶穌一起
生活，就是瞻仰天主。藉這段談話，若望福音指出耶穌同時代之
人的根本錯謬：不論是與耶穌為敵的猶太人，或是日日跟隨耶穌
的門徒，都希望向耶穌要求一個「客觀的救援保證」，卻不知道
耶穌本身就是救援，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耶穌之外再
也沒有什麼救援了。面對耶穌的唯一正確態度，就是相信祂，相
信「父在祂內，祂在父內」，就能在祂身上看見天主。 

 
 門徒繼續耶穌的使命 
 誰如果相信耶穌，成為祂的門徒，就必須為這信仰獻身工

作。就如天父派遣了基督，門徒（基督徒）也得到一樣的派遣，
去完成耶穌的事業。耶穌說：「門徒們將要做比他更大的事
業」。所謂「更大的事業」並不是指數量上或形式上的，並非門
徒們將帶來更好的啟示，或成就更大的事工，而是他們將使耶穌
的派遣延續下去，使耶穌的工程繼續在人間實現。就如耶穌光榮
了天父，基督徒也要永不止息地在世界各地使天父受光榮。但基
督徒獨自不能完成這工程，因為離了耶穌他們什麼也不能做（若
十五4-5），因此他們必須在祈禱內完成一切。 

  
【綜合反省】 
 耶穌在回歸父家之前，藉著「臨別贈言」教導門徒們如何生

活，以期待祂的再度來臨。由於整個世界至今仍在期待人子光榮
的來臨，因此這個教導也正是今日基督徒生活的基本指導方針。 

耶穌許諾門徒：凡是認識祂（7）、來到祂這裡（6）、並且
相信祂（1）的人，就會認識天主。這個許諾已經在門徒身上實
現，因為耶穌清楚地說：「你們若認識我，也就必然認識我父；
現在你們已認識祂，並且已經看見祂。」（7）由這句話，我們看
出門徒將會和天父在一起（2）的救援許諾，從「未來」的情況變
成了「眼前」的現實—凡是相信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人，
就會看見父，因為在祂內自我啟示的子（耶穌）就是父（10）。 

對相信的人 — 以前的門徒或今日的基督徒 — 而言，他們
事實上已經達到了救援的狀態，因為誰擁有天父，就得到永遠的
生命。基督徒接受信仰的時候，未來的救援就已變成眼前的事實

了。然而，信仰並非個人性的事務，不是指為自己的好處而已，
相信的人必須為信仰作證，把信仰傳給他人。這是耶穌受自天父
的派遣，也是基督徒要繼續作的「更大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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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y 2020  5th Easter Sunday - Year A 
 

FIRST READING    Acts 6:1-7 

A reading fro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They elected seven men filled with the Spirit and wisdom. 

About this time, when the number of disciples was increasing, the Hellenists 

made a complaint against the Hebrews: in the daily distribution their own widows 

were being overlooked. 
So the Twelve called a full meeting of the disciples and addressed them, ‘It 

would not be right for us to neglect the word of God so as to give out food; you, 

brothers, must select from among yourselves seven men of good reputation, filled 
with the Spirit and with wisdom; we will hand over this duty to them, and 

continue to devote ourselves to prayer and to the service of the word.’  

The whole assembly approved of this proposal and elected Stephen, a man full 

of faith and of the Holy Spirit, together with Philip, Prochorus, Nicanor, Timon, 
Parmenas, and Nicolaus of Antioch, a convert to Judaism. They presented these 

to the apostles, who prayed and laid their hands on them. 

The word of the Lord continued to spread: the number of disciples in 
Jerusalem was greatly increased, and a large group of priests made their 

submission to the faith.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32:1-2. 4-5. 18-19. R. v.22 
R. Lord, let your mercy be on us, as we place our trust in you. 

1. Ring out your joy to the Lord, O you just; for praise is fitting for loyal hearts.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upon the harp, with a ten-stringed lute sing him 

songs. R. 

2. For the word of the Lord is faithful and all his works to be trusted.  The Lord 
loves justice and right and fills the earth with his love. R. 

3. The Lord looks on those who revere him, on those who hope in his love, to 

rescue their souls from death, to keep them alive in famine. R. 

  

SECOND READING    1 Pt 2:4-9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eter 
You are a chosen race, a royal priesthood. 

The Lord is the living stone, rejected by men but chosen by God and precious 
to him; set yourselves close to him so that you too, the holy priesthood that offers 

the spiritual sacrifices which Jesus Christ has made acceptable to God, may be 

living stones making a spiritual house. As scripture says:  See how I lay in Zion a 

precious cornerstone that I have chosen and the man who rests his trust on it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That means that for you who are believers, it is precious; but for unbelievers, 

the stone rejected by the builders has proved to be the keystone, a stone to 

stumble over, a rock to bring men down. They stumble over it because they do 

not believe in the word; it was the fate in store for them. 
But you are a chosen race, a royal priesthood, a consecrated nation, a people 

set apart to sing the praises of God who called you out of the darkness into his 

wonderful light.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Jn 14:6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says the Lord;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Alleluia! 

  

GOSPEL    Jn 14:1-12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Do not let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Trust in God 
still, and trust in me.  There are many rooms in my Father’s house; if there were 

not, I should have told you. I am now going to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and after I 

have gone and prepared you a place, I shall return to take you with me; so that 
where I am you may be too.  You know the way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going.’ 

Thomas said, ‘Lord, we do no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so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an come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If you know me, you know my Father too.  From this 

moment you know him and have seen him.’   

Philip said, ‘Lord, let us see the Father and then we shall be satisfied.’  
‘Have I been with you all this time, Philip,’ said Jesus to him ‘and you still do 

not know me?  ‘To have seen me is to have seen the Father, so how can you say, 

“Let us see the Father”?  Do you not believe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s in me?  The words I say to you I do not speak as from myself: it is the 
Father, living in me, who is doing this work.  You must believe me when I say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s in me; believe it on the evidence of this 

work, if for no other reason.  
‘I tell you most solemnly, whoever believes in me will perform the same works 

as I do myself, he will perform even greater works, because I am going to the 

Father.’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