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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一切對環境的衝擊所造成最嚴重的後果，均由最貧困的人承受。求祢
光照掌權者和富有者，不要讓他們陷於冷漠的罪過。 
 
進堂詠 
上主，你所加於我們的一切，都是按照公正的審判而行的；因為我們
得罪了你，沒有聽從你的誡命。但求你光榮你的名，按照你的無限仁
慈，對待我們。 
 
讀經一（如果惡人遠離他所做的惡事，必能保全自己的生命。） 
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 18:25-28 

上主這樣說：「你們說：『上主的做法不公平！』以色列家族，
請聽我說：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嗎？豈不是你們的做法不公平？如果義
人離棄正義而作惡，因而喪亡，是因為他所做的惡事而喪亡。 

「如果惡人遠離他所做的惡事，而遵行法律和正義，必能保全自
己的生命，因為他考慮之後，離棄了所做的一切惡事，他必生存，不
至喪亡。」——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25:4-5, 6-7, 8-9 
【答】：上主，求你記起你的仁慈。（詠25:6） 
領：上主，求你使我認識你的法度，並求你教訓我履行你的道路；引

我進入真理之途。我終日仰望你，因你是救我的天主。【答】 
領：上主，求你記起你的仁慈，因為你的慈愛，由亙古以來，就常存

在。求你忘記我年青時的罪愆和過犯；上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
和良善，紀念我。【答】 

領：因為上主仁慈又正直，常領迷途者歸回正路，引導謙卑者遵守正
義，教導善良者走入正途。【答】 

 
讀經二（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2:1-11 
弟兄姊妹們： 

如果你們在基督內獲得了鼓勵、愛的勸勉、聖神的交往、哀憐和
同情，你們就應彼此意見一致、同氣相愛、同心合意、思念同樣的
事，以滿全我的喜樂。不論做什麼，不從私見，也不求虛榮，只存心
謙下，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各人不可只顧自己的事，也該顧及別人
的事。 

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
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
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

所有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
屈膝叩拜；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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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悔悟過來，而又去了。稅吏和娼妓要在你們之先，進入天國。） 
恭讀聖瑪竇福音 21:28-32 

那時候，耶穌對司祭長和民間長老說： 
「你們以為怎樣？從前有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對第一個兒子

說：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園去工作吧！這兒子答應說：主，我去。但
他卻沒有去。 

「父親又對第二個兒子，說了同樣的話，第二個兒子卻回答說：
我不願意。但後來他悔悟過來，就去了。 

「兩個兒子中，那一個履行了父親的意願？」 
司祭長和民間長老說：「後一個。」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要在你們之先，

進入天國，因為若翰來到你們這裡，履行了正義，你們仍不相信他；
稅吏和娼妓倒相信了。至於你們，見了後，仍不悔悟去相信他。」—
—上主的話。 
 
領主後經 
上主，但願這天上的奧蹟，更新我們的身心；我們既傳報基督的聖
死，分擔他的苦難，求你使我們也能與他，共同繼承天上的光榮。他
是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只有承行天父旨意，才能進天國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耶穌喜歡講故事，因為故事是當時傳遞訊息最佳的工具。今日福

音故事的訊息很簡單：人要承行天父的旨意，光說不做是沒有用的。
當日的對象是司祭長和民間長老，希望他們聽後會醒覺。 

 透過故事本身，耶穌清楚判斷司祭長和民間長老的行為不對。
故事中的兩個兒子代表了兩類不同的猶太人；願意悔改的稅吏和娼
妓，比不知悔改的司祭長和民間長老更先進入天國。這為後者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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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諷刺，因為稅吏和娼妓破壞了舊約聖潔的法律；司祭長和民間
長老很多是法利塞人，他們視破壞聖潔法律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隔
離，免得自己被玷污。但耶穌竟然說稅吏和娼妓比他們先進天國，為
他們是個很大的侮辱。 

我們反省這故事時，可能會想：這些司祭和民間長老是否犯了比
貪婪、剝削、姦淫更大的罪，而有這樣的結果呢？事實可能並非如
此。耶穌並沒有稱讚第一類人，而只譴責第二類人。故事中，兩類人
都不完美。當父親叫大兒子做事時，他很堅決地說：「我不去」，而
且連父親也不稱呼，傷透了父親的心。換句話說，稅吏和娼妓的確犯
了罪，但他們知道悔改，最後也按照父親的意思去做。代表著司祭長
和民間長老的小兒子，他的口可以很甜，恭敬地叫「父親」，但實際
上甚麼也沒有作，同樣傷了父親的心。 

故事帶出的訊息是：在承行天父的旨意上，稅吏和娼妓比司祭長
等人先做到了，故此他們先進入天國，但沒有結論說所有稅吏和娼妓
都能進入天國，或他們是最先進入天國；也沒有說所有司祭長和民間
長老都不能進入天國。進天國的標準，是看人有沒有按照天父的意思
去生活。 

司祭長和民間長老是一些公眾人物，他們以守法在人前保持美好
形象，習慣以義人自居，有傾向批評別人的不是，很少會注意到悔改
的問題。耶穌的指斥正好有警醒作用。 

我們都喜歡有一個美好的公眾形象；保持良好公眾形象可能成為
自己行事的標準。我們不去看三級電影，不去馬場或投注站，因怕被
人看見，有損自己的公眾形象，但到外國旅遊時便原形畢露，甚麼都
敢做。我們實在像司祭長及民間長老一樣虛偽，沒有按天父的意思去
生活。 

故事亦沒有鼓勵我們像大兒子一樣反叛，以顯示自己有性格，反
正自己比那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好，比他們更易受耶穌接納，這樣做
也錯過了比喻的意思。 

讓我們好好把握比喻的意思，它要我們悔改，實行天父的意思，
這決定我們是否先進入天國。故事帶有期待的意義，期待像司祭長和
民間長老的罪人，察覺自己的虛偽，耶穌正等候著他們回歸父家。 
 
反省與實踐: 
1. 進天國的標準，要看人有沒有按照天父的意思去生活。首先，我

們是否常常向天父尋求祂的旨意為何呢？  
2. 「承行天主旨意」必須靠實際表現，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要如何以

行動來實行天主旨意？ 
 

禱文： 
請為身心病弱的人祈禱。祈求天主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或精神壓力
的折磨，賜予病者良好的醫療資源與環境，使他們早日獲得痊癒。  

娼妓要比你先進入天國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一切都還懸而未決，耶路撒冷的情勢變得愈發緊張。耶穌會被

群眾接受呢，還是被拒絕呢？大批的逾越節朝聖者們正準備大張旗鼓
地迎接祂；他們高呼「賀三納」，因為他們在祂身上看到那要因主名
而來解放以色列民族的達味之子，默西亞。 

聖殿和民族的當權者可不這麼想，他們早就開始懷疑祂既褻瀆
神明、又蠱惑人心。他們必須作出決定：擁護祂，還是反對祂？祂是
否真的是默西亞呢？天主真的派遣了祂嗎？ 

耶穌不能解除他們作決定的負擔；祂也沒有解除我們作決定的
負擔。但祂確實明示他們，應該作出決定：擁護還是反對祂，接受還
是拒絕天主的邀請。當耶穌叫人作出決定時，祂常常用比喻的形式來
表達祂的挑戰。祂直截了當地講了三個比喻，包括我們今天所聽到
的，以及下兩個主日要聽的。 

今天的比喻極其簡單，耶穌所提問題的答案（也是祂指望
的），對每個人來說非常清晰。到底是第一個、還是第二個兒子履行
了父親的意願呢？把「是！」掛在嘴上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實際做
到。那悶悶不樂的兒子雖然不友善地拒絕了父親的要求，但後來悔悟
了自己先前的行為，而又去做了該做的，這顯然比脫口說「是！」的
兄弟更好地履行了父親的意願。 

當洗者若翰呼籲眾人革新和悔改時，宗教領袖們確實虔誠地聽
了，但他們卻沒有改變自己的生活。然而那些成群結隊地來到若翰面
前的群眾，卻把他的話牢記在心。聖史路加記載了稅吏和兵士，如何
因此而皈依。耶穌當然明瞭這一切，因為祂自己也到過若翰跟前，接
受他的施洗。祂又加上一句：連娼妓也皈依了。緊接著，祂說了一句
令某些人義憤填膺的話：娼妓要比你先進入天國！ 

這樣一來，誰還會驚訝當權者遷怒於祂，並且作出判祂死罪的
決定呢？如果當時換成我的話，我會站在哪一邊呢？我也會摒棄祂
嗎？我會跟其他人一樣高喊：祂褻瀆天主，釘死祂嗎？這並非是個純
粹理論性的問題，因為我在今天仍必須決定，沒有一天不例外：我是
一個滿口答應，卻空無行動的人呢？還是一個會先回絕，後來仍舊承
行天主旨意的人呢？耶穌在今天繼續激發著我們。 

我們目睹有人度放蕩無羈的生活；到處惹禍，完全無視天主和
祂的誡命。後來，也許直到塵世生命的盡頭，他看到自己在之前犯下
的一切，才滿心悔意。他辦了總告解，與天主修和，然後去世（我完
全沒有編造這故事！）――那麼這個人會比其他人先進天國嗎？耶穌
就向被釘在祂右側的強盜，作出這樣的保證。如此說來，大費周章地
度正直的生活是否值得呢？如果我在生命當中從不忘記自己永遠仰賴
天主的仁慈，那麼，當然完全值得。這就是娼妓們常常比別人更明白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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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與實踐: 
1. 今天福音的比喻也常發生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我們行事是像第

一個，或是第二個兒子呢？是一個滿口答應，卻空無行動的人
呢？還是一個會先回絕，後來仍舊承行天主旨意的人呢？ 

2. 我們常常向天父尋求祂的旨意為何嗎？ 
3. 「承行天主旨意」必須靠實際表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如何以

實際行動來實行天主的旨意呢？ 
 
禱文： 
1. 請為貧病弱小者祈禱。祈求全能仁慈天主護佑他們，在痛苦中仍

能全心依靠上主；賜予病者良好的醫療資源與環境，使他們早日
獲得痊癒；賞賜貧弱者獲得人間友愛的溫暖，以及實際的幫助。 

2. 請為全世界所有教師們祈禱。教師身負傳道、授業、解惑職責。
祈求全能仁慈天主護佑他們的身心靈，並賜予教學上所需的恩
寵；光照他們，使他們深切地體悟到自己的責任，以耐心、愛心
對待學生們。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悔改是得救的門徑"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有一天，耶穌在耶路撒冷的聖殿正教訓人，司祭長和民間的長老
來到他跟前，質問他憑什麼權力在那 講道。耶穌質問他們若翰的洗
禮是從天上來的呢，還是從人來的。他們不敢回答。耶穌說他也不
回答他們的問題。雖然如此，耶穌仍向他們講了一個比喻。這個比
喻就是本主日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彌撒福音的內容。這比喻的寶貴
教訓，也是對今日的我們說的。我們先介紹這個比喻﹔接著才講到
耶穌給它作出的結論﹔最後才指出這比喻給我們的寶貴教訓。 

如果不是耶穌本人作出了上述的結論，我們可能不會推想出甚麼
來。現在耶穌把它說出來了，我們便知道：本主日的彌撒福音給我
們兩個教訓。第一是人性的軟弱。人可以改變：可以變壞，也可以
變好。比喻中的大兒子，父親叫他到葡萄園 去工作，起初說不去﹔
後來，卻懊悔去了：是變好。那小兒子，起初說去﹔後來卻沒有
去：則是變壞。面對著這樣的一個教訓，我們的態度應該是謙虛反
省，承認自己有時也會有「說而不做」的軟弱無能。我們必須要有
天主聖寵的不斷助佑，才能改過遷善，不斷皈依，恆久保持天主的
寵愛。 

第二個教訓是天主的仁慈。這意味著悔改的奇妙功效。我們人只
要信賴天主，并在天主面前悔過認罪，天主便會寬恕我們，賞賜我
們得救的喜悅。這比喻中的稅吏和娼妓也就是這樣悔改了的人。雖

然在一般猶太教徒眼中，他們仍是罪人，不能和司祭長們相比，但
是耶穌卻向司祭長們說：「稅吏和娼妓都要比你們先進天國。」 

本主日彌撒中的福音和讀經一觸及了一個我們所關心的問題。近
十几年來，我們國內教會在經過了几十年的折磨和迫害之後，已呈
現出蘇醒的現象。在以前劇烈的教難時期，許多神長和信友們表現
出色，為基督和他的教會作了見証。他們的行為是非常令人佩服
的。但同時也有更多的人，經不起考驗，辜負了天主的聖寵。今
天，在天主聖寵的不斷感召下，他們也終於覺醒，開始重新接近基
督，并希望回到慈母教會的懷抱 。 

本主日彌撒禮儀的教訓，是要我們同情他們，尊敬他們，接納他
們，切勿歧視他們，或與天主接納罪人回頭的心愿對立。 

最後，在本主日彌撒中的答唱詠，慈母教會援引了聖詠第25篇，
邀請我們一面贊頌天主的仁慈，一面記得我們人性的軟弱，祈求天
主指示我們應走的道路，引導我們履行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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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倫理抉擇 
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那麼行為的對錯、善惡的準

則又在那裡？基督徒的道德價值觀給予我們正面的人生指標，只要
我們打開心扉，聆聽聖言和教會的訓導，我們便可在生活中作出正
確的抉擇。 

在今天讀經一中，厄則克耳先知指出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善、惡的
行為在天主面前負責。天主是公平的：如果義人變成壞人，他們會
因惡事而喪亡；同樣，壞人若改過遷善，遵行法律和正義，他必因
善行而生存。先知督促我們要悔改更新，行善棄惡。 

聖詠二十五篇是以色列民在困苦中向天主的懇切的祈求，帶出天
主公義的審判，在於祂的仁慈寬恕，祂領導迷途者回歸正途。 

在今天福音中，耶穌借那位父親召叫兩個兒子到葡萄園工作的比
喻，點出信徒的通病。大兒子說去，但卻沒有去；小兒子說不願意
去，後來悔悟去了。這正道出我們面對天父邀請時的境況：我們是
否願意履行天父的旨意？從口頭的表態到最後的行動，其間的心路
歷程峰迴路轉，關乎我們道德行為的抉擇。天主洞察人心，祂著重
的並非我們表面的回應和行動，而是希望我們內心的皈依，棄絕罪
惡和誘惑，獲得永恆的福樂。 

我們怎樣才能徹底的淨化更新，作出合乎天父旨意的抉擇？ 
正如聖保祿在今天讀經二對斐理伯人的勸喻中指出：基督徒該懷

有耶穌所懷有的心情，彼此意見一致。「基督把人圓滿地人展示給
入自己，向人揭露其崇高的召叫。」（GS22）我們因著基督，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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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嗣子。基督以光榮的十字架把我們從罪惡中贖回，因此我們
要隨從耶穌基督的榜樣，行為正直，實踐正義，並與救主結合，祂
的心懷作出合乎天父旨意的抉擇。﹙參教理1709﹚ 

聖經的啟示及教會的傳統都强調道德良心的重要。「天主『賦給
人自決的能力』，目的是使人自動尋求天主，並因自由而皈依天
主，而扺達其幸福的圓滿境界。」（GS16）人在良心的深處，擁有
天主在其心內銘刻的法律，而這法律的呼聲，不斷地告訴人應當好
善、行善並戒惡。在來日，人將本著這法律而受審。良心神妙地將
法律揭示與人，而這法律的滿全就在於愛主愛人。（GS17）人唯有
運用自由，始能向善。雖然原罪的氛圍影響著我們，但藉著天主的
恩寵助佑，人有能力、有意識地抉擇為善的方式，在基督內建設美
好的人生。 

我們如何評定行為的善與惡？ 
自由使人成為道德的主體，人的行為，就是在經過良心判斷而選

擇的行為，可依道德準則來評定該行為是善或惡。人行為的道德性
取決於：對象、意向和和環境 。（參教理1749-1750） 

1. 行為的對象 —— 例如：我們用物資救濟窮人，這是一個善
行；而偷竊卻是一個惡行。在每個人的良知中，已為善與惡
定下了理性的道德標準。 

2. 行為者的目的或意向 —— 每一個行為的背後，都隱藏著個
別的動機和意向。一個好的行為，例如捐錢助人，原本是好
事；但如果目的只是為獲得坊間的讚許，意向並不純正，則
令到這個行為偏差了。另一方面，就算我們有一個好的意向
（如令朋友快樂），也不能夠令一個壞行為（如撒謊）成為
一件好事。 

3. 行為的環境 —— 我們做選擇時，會面對不同的環境因素。
「環境的影響在於加重或減輕人行為道德的善或惡 (例如偷
竊的數量)。環境也能夠減少或增加行動者的責任(如在生死
關頭被迫而作的行為)。環境本身不能改變行為原有的道德性
質，即環境不能使一個內在惡的行為，成為良好或正當的行
為。（參教理1749-1754） 

換句話説，一個道德上良好的行為，是要有良好的對象、目的和
環境。因為人總不允許為達到一個善行而作惡事。另一方面，一些
具體的倫理行為，因不論怎樣也始終都是件錯事，亦即客觀上的道
德惡，因此選擇這些行為便牽涉意願上的錯亂（錯誤抉擇）。（參
教理 1761） 

天主賦予我們自由，使我們能與祂的救恩計劃合作；但當我們妄
用自由，拒絕天主愛的計劃時，很易淪為罪惡的奴隸。良心正是我
們聆聽天父召叫的心田，受過培育的良心是正直和誠實的。（教理 
1783) 能幫助我們作出良好的道德行為決定。當我們面臨抉擇時，
應在信德和祈禱中聽取聖言，並仰賴天主的恩寵，淨化和提升我們
對善與惡的認知。好能辨析和回應天主的召叫，並付諸實行。 

生活反思／實踐： 
1. 你有否反思自己日常的行為是否趨向善、遠離惡？你會為自己行

為而祈禱嗎？ 
2. 在這星期中，每日就寢前特別作良心的省察，反省自己當天的行

為意向是否合乎基督徒道德標準？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信仰實踐的重要     

【經文脈絡】 
 瑪竇福音從第二十一章開始，直到福音結束，報導耶穌生命

中最後幾日在耶路撒冷所經歷的一切。敏感的讀者應該會發現福
音書中的氣氛越來越陰沈，耶穌和猶太領導階層間的衝突越來越
激烈，最後終於導致耶穌的死亡。 

耶穌榮進耶路撒冷（瑪二一1-11）之後，首先清潔了聖殿
（瑪二一12-13），司祭長和民間長老遂質問他：「憑什麼權柄作
這事？」耶穌則反問他們：「若翰的洗禮是從哪裡來的？」由於
他們規避問題而答說不知道，因此耶穌也未回答他們（瑪二一23-
27）。但是，接著耶穌卻一連講了三個相當具有「挑釁」意味的
比喻：「二子」（瑪二一28-32），「園戶」（瑪二一33-44）和
「婚宴」的比喻（瑪二二1-14）。這些比喻一方面明顯地向耶路
撒冷的領導階層 ― 「司祭長和法利塞人」（瑪二一45） ― 提
出挑戰；但另一方面，同時也啟示了天國向罪人（瑪二一32）、
外邦人（瑪二一43）、甚至一切人（瑪二二10）開放的喜訊。我
們將連續在三個主日的感恩禮中聆聽這些比喻，這個主日我們先
介紹「二子」的比喻。 

 比喻的內容 
 這段經文分為兩部分，首先是比喻本身（瑪二一28-31a），

是一個非常簡短的比喻，中文翻譯的經文總共不到一百字。比喻
述說一個父親要求他的兩個兒子到葡萄園去工作，第一個兒子答
應要去，第二個卻拒絕。比喻的核心內容在於兩個兒子都改變了
自己原來的主意，原本答應的兒子沒有去，而本來不願去的人，
卻實際上履行了父親的意願。 

 比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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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的第二部分是耶穌對比喻的解釋（瑪二一31b-32），祂
把這個比喻應用到二組不同的人身上。一組是稅吏和娼妓，另一
組則是耶穌講述比喻現場直接的聽眾，也就是「司祭長和民間長
老」（瑪二一23），他們事實上是耶穌的敵人。 

比喻的應用部分當然是預設了稅吏和娼妓們的悔改；由於這
個解釋是放在直接對話的脈絡中，因此耶穌並非只是指責其對
手，而是願意同時藉著這比喻呼籲他們悔改。 

比喻的社會生活背景 
 這個比喻和其他比喻一樣，都以日常生活為背景，相當符合

耶穌講述比喻的風格。第一個兒子答應父親的要求，十分貼切猶
太家庭中兒子服從父親的義務；然而事實上他並未服從，因此是
罪過。相反地，次子最初拒絕服從的罪過，卻經由實際的悔改行
動而補償了。而耶穌對聽眾所提出的問題：「誰履行了父親的意
願？」其答案對一切人都是不言可喻的。 

 「相信」的意思 
 在這個比喻之前的經文和它的解釋中，都提到洗者若翰，這

個現象提醒讀者，應該在若翰洗者的相關經文中更深入地了解這
個比喻。瑪竇福音中並未明白把稅吏和娼妓標示為過去拒絕天主
旨意的人；但是在這段經文中則清楚提及他們相信了若翰洗者的
宣講。按照瑪竇福音整體經文的意義，這個「相信」的意思是：
接受並服從天主的話，接受若翰施行的洗禮，並且結出「與悔改
相稱的果實」（瑪三8）。 

 「實踐」信仰的重要 
 福音中只有此處把娼妓和稅吏並列為惡名昭彰的罪人（參

閱：瑪九10-11，十一19），他們由於聽從若翰的宣講而悔改，因
此有份於天主的國；那些不相信、不接受若翰宣講的人，則被排
除於天國之外。因此所謂「稅吏和娼妓要在你們以先進入天
國」，並非指時間上的先後，好像那些耶穌講話的對象（你們）
後來仍可進入天國一般。這句話事實上是一個評斷性的結論：誰
若不經由行動來滿全天主的旨意，便必然被排斥於天國之外。 

 【綜合反省：基督徒的「鏡子」】 
 「若翰來到你們這裡履行了正義」，意思是若翰洗者在天主

前實行了正確的行動，並對其他人宣講，要求他們悔改。耶穌承
認這個義德（瑪十一7-11），並把自己置於其下（瑪三11），所
以在若翰的道路之後，耶穌自己的道路也成為清晰可見的。誰拒
絕若翰，便也正是相反耶穌的訊息。因此，「稅吏和娼妓要在你
們以先進入天國」這句話，對一切基督徒而言都是一個警惕，是
一面嚴格審斷良心的鏡子。 

比喻中的二個兒子，生動地反映出聆聽耶穌宣講的人所有的
兩種態度；而比喻的目的，則不僅在於要求當時的聽眾，同時也
要求今日的讀者悔改並實踐天主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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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eptember 2020  26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All that you have done to us, O Lord, you have done with true judgement, 

for we have sinned against you and not obeyed your commandments. But 

give glory to your name and deal with us according to the bounty of your 

mercy. 
 

First Reading    Ez 18:25-28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Ezekiel 
The sinner who decides to turn against sinfulness deserves to live.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addressed to me as follows: ‘You object, “What the 

Lord does is unjust.” Listen, you House of Israel: is what I do unjust? Is it not 
what you do that is unjust? When the upright man renounces his integrity to 

commit sin and dies because of this, he dies because of the evil that he himself 

has committed. When the sinner renounces sin to become law-abiding and 

honest, he deserves to live. He has chosen to renounce all his previous sins; he 
shall certainly live; he shall not die.’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24:4-9. R. v.6 

R. Remember your mercies, O Lord. 

1. Lord, make me know your ways. Lord, teach me your paths.  Make me walk in 

your truth, and teach me: for you are God my saviour. R. 

2. Remember your mercy, Lord, and the love you have shown from of old.  Do 
not remember the sins of my youth.  In your love remember me, because of 

your goodness, O Lord. R. 

3. The Lord is good and upright.  He shows the path to those who stray, he guides 
the humble in the right path; he teaches his way to the poor. R. 

  

Second Reading    Phil 2:1-11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Philippians 

In your minds you must be the same as Christ Jesus. 

If our life in Christ means anything to you, if love can persuade at all, or the 

Spirit that we have in common, or any tenderness and sympathy, then be united 
in your convictions and united in your love, with a common purpose and a 

common mind. That is the one thing which would make me completely happy. 

There must be no competition among you, no conceit; but everybody is to be self-

effacing. Always consider the other person to be better than yourself, so that 

nobody thinks of his own interests first but everybody thinks of other people’s 
interests instead. In your minds you must be the same as Christ Jesus: 

His state was divine, yet he did not cling to his equality with God but emptied 

himself to assume the condition of a slave, and became as men are; and being as 

all men are, he was humbler yet, even to accepting death, death on a cross.  But 
God raised him high and gave him the name which is above all other names so 

that all beings in the heavens, on earth and in the underworld, should bend the 

knee at the name of Jesus and that every tongue should acclaim Jesus Christ as 
Lord,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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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Gospel    Mt 21:28-32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He went out moved by regret. The tax collectors and prostitutes will precede you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Jesus said 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elders of the people, ‘What is your 

opinion? A man had two sons. He went and said to the first, “My boy, you go and 

work in the vineyard today.” He answered, “I will not go,” but afterwards thought 
better of it and went. The man then went and said the same thing to the second 

who answered, “Certainly, sir,” but did not go. Which of the two did the father’s 

will?’ ‘The first’ they said. Jesus said to them, ‘I tell you solemnly, tax collectors 

and prostitutes are making their way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before you. For 
John came to you, a pattern of true righteousness, but you did not believe him, 

and yet the tax collectors and prostitutes did. Even after seeing that, you refused 

to think better of it and believe in him.’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Prayer after Communion 

May this heavenly mystery, O Lord, restore us in mind and body, that we may be 

coheirs in glory with Christ, to whose suffering we are united whenever we 
proclaim his Death. Who lives and reigns for ever and ever.  A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