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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世界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難題，而是一個令人喜悅的奧蹟，應以歡愉
讚頌之情默觀。三位一體的天主，無限愛情的奇妙團體，求祢教導我
們在宇宙的美善中默觀祢。 
 
進堂詠 
上主！你的旨意統馭一切，誰也不能反抗，因為你創造了天地，和天
下千奇萬妙的事物；你是萬有的主宰。 
 
讀經一（萬軍上主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1-7 

我要為我的愛友，謳唱一首有關他葡萄園的情歌：我的愛友，有
一座葡萄園，位於肥沃的山崗上；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塊，栽種
了精選的葡萄樹，園中築了一座守望台，又鑿了一個榨酒池。他原希
望葡萄園出產好葡萄，但它卻出產了野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人啊！現在請你們，在我與我葡萄園之間，
判別是非：我為我的葡萄園所能做的，還有什麼沒有做到？我原希望
它出產好葡萄，為什麼卻出產了野葡萄？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我將怎樣對待我的葡萄園：我必撤去它的
籬笆，讓它被吞噬；拆毀它的圍牆，讓它受踐踏；我要使他變成荒地，
不再修剪，不再耕鋤；荊棘和蒺藜，將叢叢而生；並且我要命令雲彩，
不再給它降下時雨。 

萬軍上主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而猶大人，即是他鍾愛的幼
苗。上主原希望正義，看，竟是流血；上主原希望公平，看，卻是冤
聲！——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80:9,12, 13-14, 15-16, 19-20 
【答】：萬軍上主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依5:7） 
領：你從埃及移來一棵葡萄樹。你把異民趕走，而種植這樹。它的枝

蔓，伸展到海涯；它的根苗，綿延到河壩。【答】 
領：你為何拆毀了它的籬笆，任憑過路的人去砍伐，使森林的野豬去

踐踏，使田間的野獸去吃它？【答】 
領：萬軍的天主，求你領我們回去；求你從高天之上，垂視和憐恤！

求你常看顧這葡萄樹，及你右手種植的園圃；保護你所培養的小
樹。【答】 

領：從此，我們再不願意離開你；請賜我們生存，為能傳揚你的名。
上主，萬軍的天主，求你復興我們；請顯示你的慈顏，好拯救我
們！【答】 

 
讀經二（這一切你們都該實行；這樣，賜平安的天主，必與你們同在。）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4:6-9 
弟兄姊妹們： 

你們什麼也不要掛慮，只在一切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
之心，向天主呈上你們的請求；這樣，天主那超乎各種意想的平安，
必要在基督耶穌內，固守你們的心思念慮。 

此外，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義的，凡是純
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稱譽：這一切，
你們都該思念；凡你們在我身上所學得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
看到的：這一切，你們都該實行。這樣，賜平安的天主，必與你們同
在。——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常存的果實。 
眾：亞肋路亞。 
 
福音（他把葡萄園，另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產的園戶。） 
恭讀聖瑪竇福音 21:33-43 

那時候，耶穌對司祭長和民間長老說：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吧！從前有一個家主，培植了一個葡萄園，

周圍圍上籬笆，園內掘了一個榨酒池，築了一座守望台，把它租給園
戶，就離開了本國。快到收成的時候，家主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裡，
去收取果子。園戶捉住了僕人，將一個鞭打了，將一個殺死了，將另
一個用石頭砸死了。家主再打發一些僕人去，人數比以前還多；園戶
也照樣對待了他們。 

「最後，家主打發自己的兒子，到園戶那裡去。家主心想：他們
會敬重我的兒子。 

「但園戶一看見是兒子，就彼此說：這是繼承人，來！我們殺掉
他，我們就能得到他的產業。於是，園戶捉住家主的兒子，把他推到
葡萄園外面，殺了。 

「那麼，當葡萄園的主人回來時，他要怎樣處置那些園戶呢？」 
司祭長和民間長老回答說：「要凶惡地消滅那些凶惡的人，把葡

萄園，另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產的園戶。」 
耶穌對他們說：「『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那是上主的所作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這句經文，你們沒有
讀過嗎？ 

「為此，我對你們說：天主的國，必由你們當中奪去，而交給結
果實的外邦人。」——上主的話。 
 
領主後經 
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們藉著所領的聖體聖血，獲得飽飫和滋養，並
被所領的聖事所轉化。因我們的主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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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感恩的人   
                                                                      吳智勳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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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B.html 

默想 
今日福音的比喻是接著上星期的，對象也是司祭長和民間長老。

耶穌說這比喻的時候，是祂榮進耶路撒冷之後，並且已經和當權者發
生過正面衝突；接二連三的比喻，都是耶穌給予他們震撼性的當頭棒
喝。 

比喻本身看似有許多犯駁、不合理的地方。我們會問：究竟有沒
有如此野蠻的佃戶？在我們心目中，只有無良地主欺負農民，很少會
有兇惡農民欺負地主，所以比喻的故事在現實環境中似乎不太可能發
生。我們又會懷疑到底有沒有如此笨的地主，他明知佃戶的行為像流
氓，但派遣僕人去時，竟然沒有派其他人同去；而派兒子去時，也沒
有派人去保護他，簡直是送羊入虎口。按當時的習慣，如果地主沒有
繼承人，那麼租用田地的住客，便可以佔有那些土地，難怪佃戶那麼
興奮要殺害主人的兒子。 

我們不能用今天的邏輯去看這故事，因為整個比喻是救恩史的縮
影。天主特別優待以色列人，為他們開墾了葡萄園，圍上籬笆，掘了
榨酒池，築了瞭望台。這一切都是當時以色列人夢寐以求的東西。天
主如此賞識以色列人，並不是因為他們了不起，他們只是個弱小的民
族，不能和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等著名古國相
比。這是天主的選擇，天主的恩寵，沒有其他理由。 

天主揀選了他們之後，對他們極端信任，由他們全權負責自己的
產業。當自己派去的使者被鞭打、被殺害後，天主仍懷著信心，希望
他們回頭；最後還本著愛心，派自己的兒子去，希望用愛去贏取他
們，結果連兒子也被殺。故事中耶穌迫使當權者回答該怎麼做，讓他
們定自己的罪。故事一方面定了當權者的罪，另一方面留有餘地，保
留他們回頭皈依的機會。耶穌總是等待他們歸來。 

故事中佃戶的行為極不合理，可是不合理的事偏偏會發生。人的
罪本身就是不合理、不合邏輯的。天主當日優待了以色列人，今天天
主同樣優待了我們，賜我們恩寵，使我們能夠接納祂。可是，我們有
感受到這份恩寵的可貴嗎？ 

我在中國大陸曾有過趕火車的經驗，當時候車室已擠滿人，候車
的乘客只好在火車站外的空地上等候，黑壓壓的坐滿一大群人，而我
要在人群中穿插，才能到火車站內。其間我強烈的感受到作為基督徒
的幸運。天主為甚麼選擇了我，而沒有選擇我眼前的一大群人？在十
二億中國人中，基督徒佔不到百分之一，我作了甚麼，值得天主一再
照顧？此後，每當處身於人群之中，感恩之心往往油然而生。 

基督徒都是新佃戶，故事當日是希望猶太人能皈依，今天為我們
作新佃戶的，總有警惕作用，天主既如此優待我們，讓我們不要再辜
負天主的恩寵，結相稱的果實，做個感恩的基督徒。 
 
反省與實踐: 
1. 為什麼耶穌要用如此愚蠢的地主來比喻最有智慧的天主呢？耶穌

當然也知道自己就是那將要被殺的兒子，可是為什麼天主就是這
麼地不合乎人類的邏輯，竟將祂的恩寵賜給了罪人？祂對我們的
愛到底有多深呢？  

2. 我曾否體認過，因自己有幸能夠成為基督徒而感動不已嗎？我曾
否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這難得的福份啊？我要如何幫
助上主的葡萄園結出更多豐碩的果實呢？ 

 

禱文： 
1. 請為遠離天主、離開教會的基督徒祈禱。天主聖神不曾離開過他

們，禰也了解他們的心思意念，求禰讓他們能夠體會到禰是永遠
寬恕他們、賜給他們恩寵的天主，使他們願意再回到慈母教會的
懷抱。  

2. 請為台海兩岸的關係祈禱。求天主減少兩岸之間的衝突與挑釁，
願雙方政府官員能以和平漸進的方式改善兩岸的關係，使兩岸人
民能夠長久享受安和樂利的生活。 

 
 

好果實的價值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耶穌鮮少像在這比喻中，如此開誠布公地談論祂的使命、以及

祂自己。祂那些熟知聖經的聽眾們，心知肚明祂在比喻中所指的：天
主就是那位家主；祂的葡萄園是以色列，祂的選民；祂所差遣去收
納?子的家僕們是古老盟約的先知們，天主派到祂人民中的使者。耶
穌的聽眾們曉得先知們的下場：有的遭受迫害、有的被拒之門外、有
的甚至被殺。人民不想聽先知們的預言，因為他們所說的內容不中
聽；提醒眾人該守的天主誡命；又以天主的懲罰相威脅。 

那就是天主的人民的狀況。祂還能多做甚麼，來促使他們悔改
呢？耶穌說得很明白：天主當初仍能擲出最後的一張「王牌」；祂仍
有一位他們可能會敬重的人：祂派遣了自己的兒子到他們當中。 

耶穌極少如此字斟句酌言明祂的真實身份：祂不只是天主派遣
來的一位先知，而且是天主的獨生子。與此同時，耶穌也講得很清
楚：天主遣發聖子來到我們當中，就是給我們送來了對祂意味著一切



 

 

3 

 

的那位。聖子會不會也遭到拒絕呢？那樣的話，天主能再為祂的人民
做甚麼呢？ 

耶穌的警告很一針見血：如果你們按照計劃殺了我，那麼，你
們將喪失天主給你們的最後一次機會。就像在比喻中一樣：葡萄園將
從你們手上收回，並轉交給別人，你們將遭到正義的制裁。 

基督徒大多一直這樣來理解這則比喻：猶太人擯棄了天主之子
耶穌，天主因此奪去猶太人的產業，轉而交給了基督徒。教堂從此取
代了會堂。 

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原因有二。首先，耶穌並沒有真的兌現
祂的威脅。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祂曾祈求祂的天父，寬赦祂
的仇人，「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甚麼」（路廿三 34）。耶穌
為祂的人民而死。他們不承認祂，祂卻沒有擯棄他們。祂奉令而來，
為了做祂人民的救主，並且確實做了所有民族的救主。 

總之，祂教導我們去愛我們的仇人。作為基督徒，我們怎麼可
以相信耶穌沒有愛那些對祂懷有敵意的猶太人呢？祂難道沒有也為他
們而死嗎？ 

其次，這則令人印象深刻的葡萄園園戶的比喻，也向所有的基
督徒，向基督徒中的每個人，向我提問：我們有沒有結出好?子呢？
天主對我們滿意嗎？我們是否經常拒絕、迫害天主派來的人，不把他
們當一回事呢？許多後來被宣聖的人，曾在他們的生活中、甚至在教
會裡，遭遇迫害和責難。耶穌的威脅難道不同樣適用於我們嗎？天國
會不會從我們〔歐洲人〕手中被奪去，轉交給其他按時繳納出產的民
族，比方說，非洲人和亞洲人呢？ 
 
反省與實踐: 
1. 耶穌言明祂的真實身份：祂不只是天主派遣來的一位先知，而且

是天主的獨生子。我們相信耶穌是天主的獨生子嗎？ 
2. 這則葡萄園園戶的比喻，向我們每個人提問：我們有沒有結出好?

子呢？天主對我們滿意嗎？我們是否經常拒絕天主派來的人，不
把他們當一回事呢？ 

3. 我們因自己能領受洗禮之恩成為基督徒而感動嗎？期望能有更多
的人得到這福份，我們要如何使上主的葡萄園結出更多豐碩的果
實呢？ 

 
禱文： 
1. 請為貧病弱小者祈禱。祈求天主賜與社會上的貧病弱小者信德的

力量，相信賜平安的天主永遠與我們同在，在艱難的生活及病苦
中，仍能信靠於主；也求主感化社會上有能力者，能無私奉獻以
幫助貧病弱小者。 

2. 請為基督徒傳揚福音所需的恩寵祈禱。園主把葡萄園另租給按時
繳納出產的佃戶。祈求天主賞賜我們基督徒傳揚福音所需的恩

寵，使我們重新燃起領洗時的熱火，為傳揚福音而努力，按時繳
納出產給天主。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不守信用的葡萄園佃戶"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巴勒斯坦是一個盛產葡萄的地方。在舊約和耶穌時代，那的居民，
比較富有的，大都種有自己的葡萄園，有的也把它租給佃戶。 

關於巴勒斯坦的葡萄園，舊約聖經已有細致的描述。從這樣的描
述中，我們知道農人怎樣先將土地作一番挖掘的工夫，使土壤松軟，
再將地上的石塊除去，然後插上優良精選的葡萄枝，園子的周圍上
籬笆或圍牆，以免狐狸的侵擾，或過路人的踐踏。富有的人家往往
在園中再 上一座守望台和一個榨酒池。 

今天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和福音都談到巴勒斯坦
的葡萄園。讀經一選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 5 章第 1 到 7 節。依撒意
亞先知用葡萄園來比喻以色列民族，責備他們辜負天主的恩愛，沒
有實現天主所期待的成果。 

本主日彌撒的福音選自聖瑪竇福音第 21 章第 33 到 43 節。這 的
葡萄園已不再象徵以色列民族，而是象徵天主的國，因為天主將要
把它從以色列民族手中收回，把它賜給外邦人。 

同樣的比喻也在聖馬爾谷福音記載（谷 12: 1-9）。兩篇記載大
致相同。它們的訊息都是：殺死葡萄園主人愛子的佃戶應該被處死。
葡萄園應該租給別人。這等於說：耶穌的死亡標志了舊約的廢除﹔
從此以後我們基督信徒們便是新的和真正的天主子民了。 

但是，如果我們拿兩部福音的記載來仔細地對照一下，我們不難
看出聖瑪竇福音的記載比聖馬爾谷福音多出一個情節。那就是它額
外強調新佃戶的「結果子」以及「按時交納出產」。 

原來，聖瑪竇福音是寫給已經皈依了基督的猶太人讀的，沒有理
由再強調基督信徒是新約時代的天主子民，但是由於牧靈上的考慮，
仍有必要叮囑他們結出相稱的果實，隨時准備著向天主交納出產，
來回應天主對他們的特別眷愛。這教訓對我們今天的基督信徒也很
切實。 

我們以本主日彌撒中的答唱詠，祈求天主保佑我們和我們的聖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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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天主的正義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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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一篇讀經的依撒意亞先知書與瑪竇福音皆以葡萄園作寓言，
說出園主設了一個葡萄園栽種幼苗¾¾即他所愛的人，期望在收割時
能獲得良好的果子。故事的結果是：「他原希望正義，看，竟是流
血；他原希望公平，看，卻是寃聲！」（依 5:7）在瑪竇的寓言中，
結果更令人痛心！在快到收果子的時候，園主打發僕人去收果子，
卻一個被鞭打、一個被殺掉，而最後連打發去的自己的兒子都被殺
掉了（瑪 21:34-38）。 

 然而，寓言的高峰不是止於葡萄園的結局，而是邀請聽寓言者
去回答：園主該怎樣處置那些園戶？（瑪 21:40）「現在請你們在
我與葡萄園之間，判別是非¼¼。」（依 5:3）兩個寓言故事都非常
清楚的指出：基督徒要結好的果子，並接受審判，不然的話，「天
主的國必由你們中奪去，而交給結果子的外邦人。」（瑪 21:43）
原來，天主創造了我們，並將祂的真、善、美賜予了我們。祂是忠
實的，一直遵守和實現祂愛人的許諾，履行祂的正義。但在世界的
終結時，祂會作審判，期望在我們身上結出美好的果實，對祂的愛
要作出決定性的回應。 

天主的正義和審判的神學概念首先是建基於聖經的主題¾¾天主是
宇宙萬物的根源，人類的創造者，萬物的主宰。這美善的天主創造
宇宙的美麗，祂使受造世界存有秩序與和諧（教理 341），更賜給
人作自己行為的主人，允許人以理性分辨善惡，何為真理，何為謊
言（教理 1954）。天主創造了萬物之後，並沒有置之不顧，時刻地
保存著它們，眷顧它們，給予它們能力，引導它們達到自己的終向。
（參教理 301-313）從啟示中我們清楚知道天主是正義的，祂時常
喜愛美善，卻拒絕邪惡，徹底的愛了人類，一步步的實現了祂的救
恩計劃。 

人雖然帶有原罪及多次犯罪，但天主卻是忍耐，給予時間和機會，
期望我們悔改，結正義的果實，就一如祂在人的墮落後，並沒有把
人類抛棄。反之，「天主還召喚他，向他奇妙地預告邪惡將被制伏，
而人也要由墮落中被救起。這一段在創世紀中的記載曾被稱為『原
始福音』，因為在那裡首次宣佈了救主默西亞，¼¼」（教理 410）
天主並沒有預定任何人下地獄，祂不願意「任何人喪亡，只願罪人
回心轉意」（伯後 3:9，參閱教理 1037）。為愛我們人類，天父甚
至派遣祂的聖子，降生成人來到我們當中作世界的救主，為使我們
「成為有分於天主性體的人」（伯後 1:4），以祂的苦難、聖死為
我們做贖罪祭，使我們與天主和好（參閱教理 456-460）。 

可是，人每每因濫用天主賜予的自由，拒絕善而選擇倫理的惡，
屢次犯了罪。在末日審判時天主會按祂的正義來作審判，基督將在
光榮中降來審判生者死者，將揭露各人心中的隱秘，並依照他的行
為和對恩寵與慈愛的接納與拒絕，予以報應。（參閱教理 678-682）
此外，天主教會相信人在死後會立即面對基督的審判，領受永遠的
報應，我們稱之為私審判：即進入天堂的榮福，或經歷一個煉淨期，
或墮入永罰。（教理 1022）  

天主以祂無限的智慧和慈愛，自由地創造一個「在過程中」的世
界，藉著祂的眷顧，使萬物邁向它最終的完美。（教理 310）天主
的正義和審判就在基督身上完全顯示出這真理。當基督將永恆而普
遍的王國交還給聖父時，我們要再度看到「新天新地」。那時天主
在永生中將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 15:28，參閱教理 1042-
1050）。 

 
生活反思／實踐： 
1. 你如何理解「天主沒有預定任何人下地獄」？你相信嗎？ 
2. 反思自己的信仰經驗，你對天主的眷顧和正義有甚麼體會和反省？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結出信仰的果實     

 【經文脈絡】 
 這個主日的福音選自瑪二一 33-43，記載耶穌在聖殿區域內

所講的一個「園戶」的比喻。這個比喻是在初期基督徒團體中廣
為流傳的故事，因為不僅三部對觀福音的作者，都將其收錄編輯
在自己的作品中，甚至（偽）《多默福音》也記載了這個比喻。
這段福音經文，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一氣呵成的敘述，事實上卻是
在教會歷史中，逐漸擴充發展而成的故事。我們分三個階段介紹
這個故事。 

 一、耶穌的比喻 
     歷史中耶穌所講的這個比喻，應該比瑪竇福音中的經文

簡單的多，很可能十分接近《多默福音》No.65 的敘述。我們無法
完全正確地還原耶穌所講的比喻，只能將比喻的核心內容大概描
述如下： 

 原始的比喻 
 一位富有的家主將其葡萄園租給園戶，約定好以部分的出產

做為租金，便外出遠行了。到了收穫季節，主人便打發一位（或
一些）僕人前去向園戶收取屬於他的果子（租金）。但是，園戶
們卻粗暴地把富人派來的僕人殺害。於是主人又派遣自己的兒子
去收取租金，但園戶們竟然也將他殺害。因為他們認為，如果這
位法定繼承人死了，葡萄園便成為沒有主人的產業，那麼根據猶
太法律，任何人便可透過實際的佔有而得到這些產業。講述比喻
者最後問道：「葡萄園的主人，將會如何處置那些園戶？」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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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話應該就是原始比喻的結束，引領每位聽眾在內心中提出自己
的回答。 

 比喻的目的 
 這個原始比喻最初的目的，大概和這段經文前面的「無花果

樹的咒詛」的敘述相似（瑪二一 18-22）；耶穌針對以色列民族，
尤其是對他們的領導者提出的恐嚇：如果他們不悔改，審判必將
臨到他們身上。 

 二、瑪竇的編輯 
 讀者只須比較瑪二一 33-43 和谷十二 1-12 兩段經文，便可

輕易看出瑪竇所做的修改。在此，我們列出其中最重要的三點： 
1.  主人派僕人去收果子（34節），意思是指「全部」的果

子，而並非只是屬於他的那一部分。同樣的思想在 41和 43 節
中，又被強調了兩次。尤其 43節中「天主的國，將要交給一個結
果子的民族」，這裡「果子」的意思，已經由具體的葡萄轉變為
指信仰的果實了。 

2.   派去收果子的僕人已由原始比喻中的「一位僕人」（參
閱：谷十二 2），變成二組僕人，明顯地是影射過去的先知們。再
者，第二次派去的僕人，比第一次更多，很可能也是暗示後期的
先知。 

3.   根據馬爾谷的經文，主人最後派去的兒子先被園戶們殺
死，然後才被拋到葡萄園外（谷十二 8）。但是在瑪竇的敘述中，
惡園戶們先把他推到園外，然後才把他殺死（39節）。這個更
動，明顯地是為了配合耶穌在聖城之外被釘死的事實。 

 瑪竇的目的 
 瑪竇把這個簡短的比喻擴充，使它成為一個救恩歷史的縮

影，言簡意賅地表達出以色列人民在歷史中對先知們的態度，以
及最後被天主派遣的那一位，亦即天主子的命運。福音作者是在
復活後的觀點下，將這個比喻轉化為一個基督信仰中「苦難與救
援」歷史的素描。 

 三、初期教會的基督論 
 福音故事的最後一段（42-46 節）其實是初期教會有關「基

督論」的基本肯定，是初期教會運用這個比喻繼續發展而成的。 
 耶穌：教會的基礎 
 「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這句引

用自聖詠一一八篇 22-23 的經文，為初期教會極為重要的基督論
證明（參閱：宗四 11；伯前二 7；弗二 20）。耶穌被惡人釘死在
十字架上，然而天主使祂復活了，因此得到一個獨特的意義。在
祂身上建了一個新的得救的團體，即使過去被排斥的外邦人，也
能屬於這個團體（伯前二 9-10）。一切人的救援都在耶穌身上，
也唯獨在祂身上（宗四 12）。 

  新的天主子民團體：教會 

 比喻的結局，本來只是「兒子」的死亡。但初期教會卻在聖
神的默感下，在這個結尾處帶入耶穌復活的思想。耶穌的道路並
非結束於一個災難之中，而是被天主轉換為一個令人驚奇的、偉
大的事件。經由耶穌的死亡和復活，自舊的天主子民團體產生一
個新的天主子民團體，一個結出果實的團體。 

        對瑪竇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新天主子民的建
立，這個新的團體不再區分猶太人或外邦人，種族不再是問題。
進入天主子民團體的唯一條件是：透過善行結出與信仰相稱的果
實。一切人都被邀請在生活中結出果實，進入這個團體（教
會）。對於那些執意拒絕結果實的人，便只有審判等待他們。由
於他們輕視天主所奠定的「角石」，他們必將被這石頭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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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ctober 2020  27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Within your will, O Lord, all things are established, and there is none that 

can resist your will. For you have made all things,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and all that is held within the circle of heaven; you are the Lord of 

all. 
 

First Reading    Is 5:1-7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Isaiah 
The vineyard of the Lord God of hosts is the House of Israel. 

Let me sing to my friend the song of his love for his vineyard.  My friend had 

a vineyard on a fertile hillside.  He dug the soil, cleared it of stones, and planted 
choice vines in it.  In the middle he built a tower, he dug a press there too.  He 

expected it to yield grapes, but sour grapes were all that it gave. 

And now,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and men of Judah,  I ask you to judge 

between my vineyard and me.  What could I have done for my vineyard that I 
have not done?  I expected it to yield grapes.  Why did it yield sour grapes 

instead? 

Very well, I will tell you what I am going to do to my vineyard: I will take 
away its hedge for it to be grazed on, and knock down its wall for it to be 

trampled on.  I will lay it waste, unpruned, undug; overgrown by the briar and the 

thorn.  I will command the clouds to rain no rain on it. 

Yes, the vineyard of the Lord of hosts is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the men of 
Judah that chosen plant.  He expected justice, but found bloodshed, integrity, but 

only a cry of distres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79:9. 12-16.19-20. R. Is 5:7 

R. The vineyard of the Lord is the House of Israel. 

1.  You brought a vine out of Egypt; to plant it you drove out the nations.  It 
stretched out its branches to the sea, to the Great River it stretched out its 

shoots. R. 

2.  Then why have you broken down its walls?  It is plucked by all who pass by.  

It is ravaged by the boar of the forest, devoured by the beasts of the field. R. 
3.  God of hosts, turn again, we implore, look down from heaven and see.  Visit 

this vine and protect it, the vine your right hand has planted. R. 

4.  And we shall never forsake you again: give us life that we may call upon your 

name.  God of hosts, bring us back; let your face shine on us and we shall be 
saved. R. 

  

Second Reading    Phil 4:6-9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Philippians 
Do these things and the God of peace will be with you. 

There is no need to worry; but if there is anything you need, pray for it, asking 

God for it with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and that peace of God, which is so much 
greater than we can understand,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thoughts, in 

Christ Jesus. 

Finally, brothers, fill your minds with everything that is true, everything that 
is noble, everything that is good and pure, everything that we love and honour, 

and everything that can be thought virtuous or worthy of praise. Keep doing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learnt from me and have been taught by me and have heard or 

seen that I do. Then the God of peace will be with you.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See Jn 15:15 

I call you friends, says the Lord, because I have made known to you everything I 

have learnt from my Father. 

Alleluia! 

  

Gospel    Mt 21:33-43.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He leased his vineyard to other farmers. 
Jesus said 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elders of the people, ‘Listen to another 

parable. There was a man, a landowner, who planted a vineyard; he fenced it 

round, dug a winepress in it and built a tower; then he leased it to tenants and 
went abroad. When vintage time drew near he sent his servants to the tenants to 

collect his produce. But the tenants seized his servants, thrashed one, killed 

another and stoned a third. Next he sent some more servants, this time a larger 

number, and they dealt with them in the same way. 
Finally he sent his son to them. “They will respect my son,” he said. But when 

the tenants saw the son, they said to each other, “This is the heir. Come on, let us 

kill him and take over his inheritance.” So they seized him and threw him out of 
the vineyard and killed him. Now when the owner of the vineyard comes, what 

will he do to those tenants?’ They answered, ‘He will bring those wretches to a 

wretched end and lease the vineyard to other tenants who will deliver the produce 
to him when the season arr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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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said to them, ‘Have you never read in the scriptures: 

It was the stone rejected by the builders that became the keystone.  This was the 
Lord’s doing and it is wonderful to see?  ‘I tell you, then,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be taken from you and given to a people who will produce its fruit.’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Prayer after Communion 

Grant us, almighty God, that we may be refreshed and nourished by the 

Sacrament which we have received, so a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what we 
consume. Through Christ our Lord.  A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