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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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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細察人的罪辜，我主，有誰還能站立得住？然而，以色
列的天主，你寬恕為懷，令人對你起敬起愛。 
 
讀經一（上主要為萬民，擺設盛宴，要從人人的臉上，拭去淚痕。）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25:6-10 

萬軍的上主在這座山上，要為萬民擺設美酒佳餚的盛宴；佳餚是
精選的，美酒是醇清的。在這座山上，你要撤除那封在萬民臉上的面
帕，那掩蓋各國的殮帳。 

上主要永遠取消死亡；吾主上主要從人人的臉上，拭去淚痕，要
由整個地面，除去自己民族的恥辱：因為上主說了。 

到那一天，人要說：「看！這是我們所依賴的、拯救我們的天主；
這是我們所依賴的上主；我們要因他的救援，鼓舞喜樂，因為上主的
手，停留在這山上。」——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23:1-3, 3-4, 5, 6 
【答】：我將住在上主的殿裡，直至悠遠的時日。（詠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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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4:12-14,19-20 
弟兄姊妹們： 

我也知道受窮，也知道享受；在各樣事上和各種境遇中，或飽飫、
或飢餓、或富裕、或貧乏，我都得到了秘訣。我依賴加強我力量的那
位，能應付一切。但是，你們也實在做得好，因為你們分擔了我的困
苦。 

我的天主必要以自己的財富，在基督耶穌內，豐富地滿足你們的
一切需要。願光榮歸於天主，我們的父，直到永遠。阿們。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光照我們心靈的眼目，為叫我們認

清：他的寵召有什麼希望。（參閱弗1:17-18） 
眾：亞肋路亞。 
 
福音（凡是你們所遇到的，都請來赴婚宴。） 
恭讀聖瑪竇福音 22:1-14 

那時候，耶穌用比喻對司祭長和民間的長老說： 
「天國好比一個國王，為自己的兒子辦婚宴。他打發僕人，去召

叫被請的人，來赴婚宴，被請的人，卻不願意來。 
「國王又派自己的僕人，說：『你們對被請的人說：看，我已經

預備好了我的盛宴，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殺了，一切都齊備了，你們
來赴婚宴吧！』 

「被請的人卻不理：有的去耕田，有的去做自己的生意，其餘的
竟捉住僕人，凌辱後殺死了。 

「於是，國王大怒，派自己的軍隊，消滅了那些殺人凶手，焚毀
了他們的城市。 

「然後，對僕人說：『婚宴已經齊備了，但是被請的人，都不配。
現在，你們到各路口去，凡是你們所遇到的，都請來赴婚宴。』 

「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無論壞人好人，都召
集來了，婚宴就坐滿了客人。 

「國王進來，巡視參加婚宴的客人，看見在那裡，有一個沒有穿
婚宴禮服的人，便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裡來，怎麼不穿婚宴禮
服？』那人無言以對。國王於是對僕役說：『你們捆起他的手腳，把
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裡必有哀號和切齒。』 

「因為被召的人多，被選的人少。」——上主的話。 
 
領主後經 
尊威的天主，請俯聽我們卑微的祈禱；你既以聖子的體血養育我們，
願我們也能分享你的天主性。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
禱。亞孟。 

 

信仰有如參加喜宴嗎？   
                                                                      吳智勳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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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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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今日福音中天國的比喻，其實是兩個比喻：一個是對猶太人說

的，特別是當權的司祭長和民間長老；另一個可說是對我們這些基督
徒說的。 

 第一個比喻是說，天國是首先給猶太人的；猶太人先被邀請，
這是很清楚的福音訊息。所謂僕人，可以代表歷代先知；不同年代天
主派遣先知到來召請祂的子民，但他們拒絕了邀請，甚至出手殺害上
主的僕人，而招至上主的懲罰。 

 第二個比喻是天主把恩寵給了所有人。國王親自來巡視被邀請
的人，那個沒有穿禮服的，可以代表那些仍保持著未入教前各種陋
習、生活仍是充滿罪惡的人，他們最終仍要被捨棄，這是基督徒應該
加以警愓的。我們接受了救恩之後，如果仍然停留在從前的陋習中，
結果很可能跟第一批人一樣。 

 讓我們再將這兩個比喻作進一步分析和反省。天國象徵天主的
救恩，而救恩是一個喜訊，就好像婚宴一樣。一個人與新人的關係愈
密切，愈能分享他們的喜樂。我們先老實問一問自己：天主的救恩、
對基督的信仰，為我來說是否一件喜樂的事？我是喜樂地參與，還是
無奈地跟隨呢？ 

 天國是天主的邀請，沒有人可以毛遂自薦。面對著這個邀請
時，我們是否覺得榮幸呢？這便視乎我們認為這邀請是否值得參與。
假如教宗訪問香港，教區安排了一個晚宴，讓教宗接見教友領袖，而
你被邀參加，你是否會像比喻中人，寧願去耕田，去做生意，也不接
受邀請，毫不珍惜接近教宗的機會？這很明顯地反映了：你的財寶在
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耕田、做生意並非一件罪惡的事，那為何比喻中這些人與天國
無緣？我們發覺有時並非生活中的罪惡將天主轟走，而是人輕重不
分，不懂分辦價值的重要，讓次要的東西佔據了自己的心，反而把最
重要的東西放在無足輕重的位置。就像比喻中的人，不曉得救恩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我們不妨自問：我也是優次不分嗎？我是否讓財富的
喜樂、名譽地位的喜樂佔據了，而不稀罕來自天主、來自信仰的喜樂
呢？ 

 我們也應反省：接受了救恩之後，我們有否以生活去回應？這
便是故事中沒穿禮服的意思。不要為這人呼冤，這人匆忙中被拉去赴
宴，那有機會穿禮服？其實，中東的風俗中，主人備有禮服，讓客人
借穿的。故事中國王質問時，那人無言以對，顯示自己理虧。這個比
喻，有連消帶打的作用，先指斥猶太人拒絕天主的邀請，同時亦警告
接受了邀請的基督徒不要自滿，被召只是開始，還需在生活上結果實
來回應，否則結果還是一樣。 

 讓我們再一次反躬自問：基督的信仰為我是一件喜樂的事嗎？
基督的信仰為我是一件重大的事嗎？有沒有被其他東西遮蓋了的危
險？接受了基督信仰後，我有哪些地方改變了？ 

 

 
反省與實踐: 
1. 接受基督信仰之後，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影響？在遭遇任何境

遇時，我們從信仰中得到了什麼秘訣？ 
2. 耶穌說：「被召請的人多，被選上的人少。」我要如何安排日常

生活中的優先次序，來回應天主的救恩？ 
3. 福音中的國王想邀請很多人來赴筵席，卻老是被人拒絕，我願意

幫幫天主的忙，邀請更多的人來認識天主以同享天國福樂嗎？ 
 

禱文： 
1. 請為普世教會所有的教友們祈禱。感謝天主賜給我們這麼偉大的

救恩，願所有教友們能以禰的聖子耶穌及歷代聖人聖女為榜樣，
將我們的生活奉獻給禰，並熱切等待禰國度的來臨。 

2. 請為生活在貧窮、飢餓中的人們祈禱。祈求天主以禰憐憫的心腸
供應他們日常所需的物資，並請求禰分擔他們的憂患與苦楚，讓
他們能在禰慈愛的庇蔭之下獲得安慰與飽足。 

 
 

被打回票的邀請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請試想：有一位東方的國王為他的兒子，即王位的繼承人，安排

了一個盛大的婚宴。王國內所有位尊顯赫之士都被鄭重邀請，卻沒有
一個出席。第二個通告又發出，「來吧，全都準備好了！」他們不但
不出席，還擺明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他們的田地、他們的生
意；更過份地，他們痛毆、甚至殺死國王的僕人。 
那些來自東方的聽眾一定為這個故事的內容義憤填膺。如此粗魯地對
待國王，如此藐視他的邀請――不僅令人錯愕，而且理當受到最嚴厲
的懲罰。當故事講到那貴族之城被國王化為瓦礫和灰燼時，耶穌相
信，祂的聽眾們確實全神貫注地聽了進去。其實，這樣的例子在我們
的時代裡也司空見慣。 
每當耶穌以這樣的故事完全吸引祂的聽眾時，祂常會緊接著採用連珠
砲似的震撼教育：你們行為不端！你們是不可理喻的忘恩負義之輩！
你們還有甚麼「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為了你們，天國的國王全力
以赴，已經準備好最豐盛的、獨一無二的婚宴！ 
耶穌選在即將要於耶路撒冷受難前，講了這個與上兩個相類似的比
喻：你們還搞不懂天主在為你們做甚麼嗎？你們沒有看到祂已經把祂
的獨生子送給了你們嗎？你們為甚麼不接受祂的邀請呢？你們為甚麼
對天主的仁慈這般無動於衷呢？你們為甚麼對祂派遣來的那一位，祂
的聖子，竟然這般仇視、這般充滿憎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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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比喻的首要點在於耶穌與祂自己民族的人，猶太人的搏鬥。就像
比喻所敘述的，他們拒絕祂，所以國王進而邀請陌生人、其它民族、
異教徒們來參加婚宴。這則比喻最大的意義在於，耶穌對自己的人
民，尤其是猶太領袖們，駭人聽聞地表達出滿腹的痛苦與難過，因為
他們不願意接受祂就是天主預許的默西亞。 
然而這則比喻也是講給我們當代人聽的，而不只是針對耶穌時代的猶
太領袖們。因為天主請眾人參加祂聖子婚宴的邀約至今仍然有效，天
主為我們領受基督產業的民族準備了奢華並且堆滿禮品的宴席，祂的
餐桌佈置得高貴典雅。基督信仰為我們準備了多麼豐厚的財富啊！不
幸的是，我們非但沒有滿懷感激地去赴宴，反而表現得像比喻中被邀
請的人一樣，不願意來。天下任何想得到的事情對我們來說都比較重
要，我們的生意、我們的空閒時間；我們寧可去悉心鑽研別的宗教，
在各種密教中尋求滿足。與此同時，抨擊教會僕人的言行，變成近乎
理所當然。 
 
反省與實踐: 

1. 聽到今天福音耶穌所講的比喻，我們的感想是什麼？ 
2. 對於天主的邀請，我們會怎麼答覆？ 
3. 我們要如何安排日常生活中的優先次序，來回應天主的召叫？ 
4. 這則比喻不只是針對耶穌時代的猶太領袖們，也是講給我們當

代人聽的。福音中的國王想邀請很多人來赴筵席，卻老是被人
拒絕。我們要如何與天主一起邀請更多的人來認識祂，以同享
天國福樂？ 

 
禱文： 

1. 請為普世教會所有的教友們祈禱。感謝天主賜給我們這麼偉大的
救恩，願所有教友們能以聖子耶穌及歷代聖人聖女為榜樣，將我
們的生活奉獻給天主，並熱切等待天主國度的來臨。 

2. 請為生活在貧窮、飢餓中的人們祈禱。祈求天主以憐憫的心腸，
供應他們日常所需的物資，並求主分擔他們的憂患與苦楚，讓他
們能在主慈愛的庇蔭之下獲得安慰與飽足。 

3. 請為所有正在尋找信仰的人祈禱。上主親近所有呼求祂的人，祈
求天主為正在尋找信仰的人們打開通往天國的大門，感化他們體
驗天主的慈愛寬仁，進而願意全心皈依天主。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政教分立"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請吃喜酒，是許多民族由來已久的習俗﹔在以色列人間也很盛行。
所以，在舊約聖經中，我們屢次讀到有關婚宴的記載，慣常用來象
徵默西亞時代的富庶，以及被迫害的天主子民最後勝利的光榮。譬

如，聖詠第 23 篇的作者說：「天主是我的牧人，我實在一無所缺」，
又說：「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宴席，在我頭上傅油，使我的
杯爵滿溢」 

今天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彌撒禮儀援引婚宴的比喻，來預示世界
末日，說明救恩和教會的普遍性，基督救世工程的終歸告成，以及
我們個人的得救問題。 

先從讀經一說起。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取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的
第 25章第 6到 10 節，內容談到「末日喜筵」。這 所謂「末日」是
指默西亞時代﹔「末日喜筵」除了象徵默西亞時代的富庶外，更意
味著救恩的普遍性。這樣，依撒意亞先知就在這篇讀經中，預言了
基督的來臨，并宣布了基督將召集普世萬民，建立他的聖教會。 

在介紹本主日彌撒的福音之前，我們先要記得：耶穌曾自比為新
郎，說他的門徒之所以不像洗者若翰的門徒，和法利塞人一樣常常
禁食，是因為他尚跟他們在一起。他說：「新郎跟賓客在一起的時
候，賓客怎能哀痛呢？但到了時候，新郎就從他們中間被劫去，那
時他們就要禁食了。」（瑪 9: 14-15）後來，耶穌在受難前夕建立
聖體聖事後，接著便向門徒們說：「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
再喝這葡萄酒了，直到在我父的國 那一天，與你們同喝新酒。」所
謂「喝新酒」，就是上述依撒意亞先知所預言的「末日喜筵」。 

關於「末日喜筵」，在對觀福音中有兩篇相似而不相同的記載：
一篇在聖路加福音（14: 16-24），另一篇就是本主日彌撒的瑪竇福
音第 22章第 1到 14 節。 

我們剛才聽了聖瑪竇所載關於「末日喜筵」，與聖路加福音第 14
章第 15 到 24 節所記載的不盡相同。除了情節上的差異不談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兩個比喻的不同旨趣。聖路加記述這個比喻，目的是
在說明救恩的普遍性。不但是天主子民以色列人，即使原來并不是
天主子民的萬民或異邦人，也都被邀請來參與「末日喜筵」。這似
乎更接近耶穌講這個比喻的原始意義。聖瑪竇寫下福音時，教會已
經成立，而且在教會中已有良莠不齊的現象。所以，在聖瑪竇的記
載中，比喻的重心便由「被邀請」轉遷到「接受邀請」。它的主旨
便不只是救恩的普遍性，而是得救的條件，即相稱地答覆天主的邀
請，或得救的人的資格，即相稱的生活。 

從這方面看來，聖瑪竇福音記述的婚宴比喻，與聖瑪竇福音第 13
章所記載的「稗子」和「往海 撒網」的比喻有異曲同功的作用。所
以，在這個比喻的結束也像在那兩個比喻中一樣，有「扔在火爐 ，
在那 要有哀號和切齒」這樣的字句。 

本主日的彌撒禮儀給予我們兩個教訓。一個是感謝天主的邀請，
另一個是警惕自己如何相應地答覆天主的邀請。在我國天主教傳統
的早晚課中有五拜禮和五謝禮。五謝禮中的第四謝：「四：謝天主
賜我進教引我升天之恩」，以及五拜禮中第五拜：「五拜：懇祈聖
母轉求天主賜我善終恩佑」，正好表示這兩種心情。我們要時常把
它們記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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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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瞻禮主日 
在第一篇讀經中，依撒意亞先知預言天主為以色列人所預備的盛

筵，並承諾「上主要永遠取消死亡；吾主上主要從人人的臉上，拭
去淚痕」（依 25:7）。在復活基督的信仰光照下，歷代的基督徒都
相信先知其實在向我們預示著在永生中所享受的天國盛筵。初期的
基督徒亦將此聯繫到在主日所舉行的感恩祭宴，在第八天，即一周
的第一天，天主實現了祂新的創造。主日的感恩宴席，不斷提醒我
們基督以此救恩的聖事時刻與我們同在，就如聖詠廿三篇所描述，
我們不怕任何凶險，因為上主與我們同在，祂並在我們的對頭面前，
為我們擺設了筵席。 

今天的福音特別論到國王邀請人民去參與他兒子的婚宴，一個原
應非常喜樂的事件，但他們卻以形形色色的藉口推辭。到最後國王
吩咐僕人凡是他們所遇到的，無論壞人好人，都請來赴婚宴，但有
些人卻沒有預備好赴宴（瑪 22:1-10）。這亦正好提醒我們，天主
每主日都邀請我們去參與祂的筵席，但我們是否有相稱的準備呢？ 

在論述教會禮儀年節的革新時，梵二大公會議的教長們特別提醒
我們主日的重要性：「教會沿用導源於基督復活當天的宗徒傳統，
在每第八天，就是確當的稱為主的日子，或稱為主日的那天，舉行
逾越奧蹟。在這一天，基督信徒都應該集會，聽取天主的聖言，參
與感恩禮，紀念主耶穌的受難、復活與光榮，感謝天主，因為祂曾
『藉耶穌基督從死者中的復活，重生了』（伯前 1:3）他們。所以，
主日是最原始的慶節，應該提倡並強調，使信友虔誠注意，也應該
成為歡樂休假的日子。其他慶祝活動，如非確屬極其重要者，不得
超越主日，因為主日乃整個禮儀年度的基礎與核心。」（禮儀 106） 

另外，主日亦繼承了猶太人每周守安息日的傳統，雖然「主日與
安息日顯然不同；在時間上，每週，主日在安息日之後一日；但為
基督徒，主日取代了安息日的禮規。在基督的逾越奧跡內，主日滿
全了猶太安息日的屬靈真理，宣告人在天主內的永遠安息。因為法
律的敬禮乃準備基督的奧跡，這敬禮的實踐正好預示了一些有關基
督的特色：『那些依照舊的方式而生活的人，現在來到了新的希望
之中，不再遵守安息日，而遵守主日，因為是在主日，我們的生命
因著主和祂的死亡而蒙受祝福』」。（教理 2175） 

為讓信友更妥善的參與，教會的規條更確切地規定信友在「主日
及當守的法定慶節，有責任參與彌撒」。「無論在慶節本日或在前
一天晚上，參與任何地方舉行的天主教禮彌撒者，即滿全參與彌撒
的誡命」。信徒有責任參與法定日子的感恩祭，除非是為了重大的
理由而不能出席，(例如疾病、照顧嬰兒／病人)或預先獲得自己本

堂牧者的寬免。教會亦提醒信友，凡故意未盡這責任者，難免不犯
重罪。（參教理 2180-1） 

 
生活反思／實踐： 
1. 試想想你平常是如何度過主日的？你有完全放下工作，將此日奉

獻給天主、家人和社會中有需要的人嗎？ 
2. 你有珍惜參與主日感恩祭的時間，並感受到天主所給予你的喜樂

與平安，與主基督和弟兄姊妹的相處共融嗎？你渴望參與每星期
的主日感恩祭，還是感到是一種負擔，常想找藉口缺席？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婚宴的比喻     

 【經文脈絡】 
 本主日的福音內容是前兩個主日經文的延續發展：司祭長和

法利塞人聽了「二子」和「園戶」的比喻之後，發現耶穌是針對
他們講的，就想逮住祂，耶穌卻又開口給他們說了一個「婚宴」
的比喻（瑪二二 1-14）。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出版的主日感恩祭
典，將這個主日的福音分為「長式」和「短式」兩種誦讀方式，
這種分法不僅是按內容分段，而且也恰好反映出經文的不同形成
階段。所謂短式是瑪二二 1-10，這一段經文是比喻本身；而長式
則是加上 11-14 節的經文，這部分應該是瑪竇對比喻所做的應用
與發揮。我們認為在感恩禮中，應該誦念完整的福音經文。 

 原始的比喻 
 路十四 16-24 以及（偽）《多默福音》No.64 也記載了這個

婚宴的比喻，將它們和瑪二二 1-10 的經文相比較，就可以看出這
些福音中的經文應該是根據一個非常簡單的比喻發展出來的。這
個原始的比喻大概含有下列基本內容： 

 「有一個人舉辦晚宴，派遣僕人去邀請朋友前來參加，但是
這些人不但拒絕邀請，並且還粗暴地對待了僕人們。這位主人因
此大為憤怒，遂轉而邀請其他人來參加宴席。」 

最初在耶穌口中所講述的比喻，大概只是針對當時猶太宗教
的領導階層提出批判，指摘他們自我封閉、不接受耶穌所宣講的
福音喜訊，拒絕天主的召叫。因此，他們眼中的窮人、受輕視
者、甚至罪人必將取代他們而進入天國。 

 比喻中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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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竇把上述簡短的比喻，發展成一個救恩歷史的縮影。一個
富人舉辦的晚宴場合，被轉述為一個國王為其兒子舉辦「婚宴」
的情景。在猶太傳統中國王常被用來當做天主的象徵，因此，整
個比喻在描述一個天主的行動。舊約中常用婚姻來描寫天主和以
色列子民的關係（歐二 18；依五四 5-8），這個傳統對初期教會
的影響很深。在初期教會的觀點中，天主使祂的兒子得到最後的
勝利，使祂統治審判一切，完成救援歷史。所以，「喜宴」就是
人們所期待的末世性天國，亦即圓滿救恩的象徵（瑪八 11，二五
21-23）。 

 救恩歷史中的使者 
 這個比喻和「園戶」的比喻（瑪二一 33-44）一樣，國王前

後兩次派遣僕人去邀請客人，根據路十四 16-17 可以推知，這個
情況可能反映出耶穌時代巴勒斯坦地區的風俗：在正式宴會中都
先有一個類似通知性質的邀請，在正式宴席開始之前人們還會再
次邀請，藉以催促客人儘速前來赴宴。但是，比喻中的兩次邀請
都遭到拒絕，在救恩史的觀點下，第一組僕人大概象徵舊約中代
替天主發言的先知，而第二組則可能已經暗示著基督信仰中的福
傳使者。 

 歷史背景的影射 
 受邀者以各種藉口拒絕赴宴，原意是象徵這些人被世上事物

綑綁糾纏。國王因而動怒並決定「殺人毀城」做為懲罰，這樣的
懲罰象徵這些人被拒絕於天國之外。但是，這個懲罰似乎顯得太
過嚴厲，福音作者大概是用這種方式，來影射耶路撒冷城被羅馬
人摧毀的事件。這正是聖經學者推論瑪竇福音成書於主曆七十年
之後的主要證據之一。 

 教會的成員 
 替代的客人來自於「各路口」，意思是城市中的「邊緣

人」，大概是指非猶太人，亦即外邦人。路加福音說是「貧窮
的、殘癈的、瞎眼的、瘸腿的」（路十四 21），亦即是被猶太領
導階層輕視的下層社會人物。瑪竇心中大概已想到，當時的教會
具體上是由猶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組成。一切人都被邀請進入教
會，參與天國喜樂之宴。但是，瑪竇並未完全脫離現實，而說出
教會目前仍是「壞人和好人」同時混合在一起的團體。決定性的
分隔，在末世之時才會發生，這正是他在比喻之後加上的經文所
要傳達的信息。 

 信仰團體的警惕 
 婚宴大廳坐滿了客人，象徵蒙召進入教會的人非常多。教會

雖然是天國的象徵，但是進入教會並不等於已完全得救。藉著
「未穿著相稱禮服」的客人的遭遇，瑪竇警告教會團體的成員：
小心，看清楚，不要因為不慎而失去了你們的召叫。「被召的人
多，被選的人少！」這裡所謂的「多」和「少」，並不是按「數
目」來理解，而是瑪竇對基督徒團體所提出的鼓勵與提醒（瑪十

九 30，二十 16）：基督徒必須去結與信仰相稱的果實（穿著禮
服）；否則將如同教會中的不良份子，終將被逐出教會，永遠地
失去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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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ctober 2020  28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If you, O Lord, should mark iniquities, Lord, who could stand? But with 

you is found forgiveness, O God of Israel. 
 

First Reading     Is 25:6-10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Isaiah 
The Lord will prepare a feast and will wipe away the tears from every cheek. 

On this mountain, the Lord of hosts will prepare for all people a banquet of 

rich food, a banquet of fine wines, of food rich and juicy, of fine strained wines. 
On this mountain he will remove the mourning veil covering all peoples, and the 

shroud enwrapping all nations, he will destroy Death for ever. The Lord will wipe 

away the tears from every cheek; he will take away his people's shame 

everywhere on earth, for the Lord has said so. That day, it will be said: See, this 
is our God in whom we hoped for salvation; the Lord is the one in whom we 

hoped. We exult and we rejoice that he has saved us; for the hand of the Lord 

rests on this mountai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22. R. v.6 

R. I shall liv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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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 4:12-14.19-20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Philippians 

I am able to do all things in him who strengthens me. 
I know how to be poor and I know how to be rich too. I have been through my 

initiation and now I am ready for anything anywhere: full stomach or empty 

stomach, poverty or plenty. There is nothing I cannot master with the help of the 

One who gives me strength. All the same, it was good of you to share with me in 
my hardships. In return my God will fulfil all your needs, in Christ Jesus, as 

lavishly as only God can. Glory to God, our Father, for ever and ever. Ame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See Eph 1:17-18 

May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enlighten the eyes of our heart that we 

might see how great is the hope to which we are called. 
Alleluia! 

  

Gospel    Mt 22:1-14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Whomsoever you find invite to the wedding. 

Jesus said 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of the people: ‘The kingdom of 

heaven may be compared to a king who gave a feast for his son’s wedding. He 
sent his servants to call those who had been invited, but they would not come. 

Next he sent some more servants. “Tell those who have been invited” he said 

“that I have my banquet all prepared, my oxen and fattened cattle have been 
slaughtered, everything is ready. Come to the wedding.” But they were not 

interested: one went off to his farm, another to his business, and the rest seized 

his servants, maltreated them and killed them. The king was furious. He 
dispatched his troops, destroyed those murderers and burnt their town. Then he 

said to his servants, “The wedding is ready; but as those who were invited proved 

to be unworthy, go to the crossroads in the town and invite everyone you can find 

to the wedding.” So these servants went out onto the roads and collected together 
everyone they could find, bad and good alike; and the wedding hall was filled 

with guests. When the king came in to look at the guests he noticed one man who 

was not wearing a wedding garment, and said to him, “How did you get in here, 
my friend, without a wedding garment?” And the man was silent. Then the king 

said to the attendants, “Bind him hand and foot and throw him out into the dark, 

where there will be weeping and grinding of teeth.” For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Prayer after Communion 

We entreat your majesty most humbly, O Lord, that, as you feed us with the 
nourishment which comes from the most holy Body and Blood of your Son, so 

you may make us sharers of his divine nature. Who lives and reigns for ever and 

ever.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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