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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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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尋求上主的人，樂滿心中。請眾尋求上主和他的德能，要時常不斷
追求他的儀容。 
 
讀經一（謙卑人的祈禱，穿雲而上。） 
恭讀德訓篇 35:12-14,16-18 

上主是審判者，決不看情面。他決不偏袒任何人，而加害窮人；
他倒樂於俯聽受壓迫者的祈禱。他決不輕視孤兒的哀求，及寡婦訴苦
的歎息。 

凡誠心誠意恭敬天主的，必蒙接納；他的祈禱上徹雲霄。謙卑人
的祈禱，穿雲而上，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不等至高者見了，為義
人伸冤，執行正義，決不離開。上主決不遲延。——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34:2-3, 17-18, 19,23 
【答】：卑微人一呼號，上主立即俯允。（詠34:7） 
領：我要時時讚美上主；我的口舌不斷讚頌上主。願我的心靈，因上

主而自豪；願謙卑的人聽到，也都歡喜雀躍。【答】 
領：上主的威容，敵視作惡的人民，把他們的紀念，從人間抹去。義

人一呼號，上主立即俯允，拯救他們，脫離一切艱辛。【答】 
領：上主親近心靈破碎的人；他必救助精神痛苦的人。上主救助他僕

人的生命，凡投奔他的，必不受處罰。【答】 
 
讀經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好了。）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後書 4:6-8,16-18 
親愛的： 

我已被奠祭，我離世的時期，已經近了。這場好仗，我已打完；
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從今以後，正義的
冠冕，已為我預備好了，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賞
賜給我的；不但賞賜給我，而且也賞賜給一切愛慕他顯現的人。 

在我初次過堂時，沒有人在我身旁；眾人都離棄了我。願天主不
歸罪於他們！但是，主卻在我左右，堅固了我，使福音的宣講，藉著
我而完成，使一切外邦人，都能聽見；我也從獅子口中，被救了出來。 

主要救我脫離各種凶惡的事，也要使我安全地進入他天上的國。
願光榮歸於他，於無窮世之世！阿們。——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天主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好，且將和好的話，放在我們口

中。（格後5:19） 
眾：亞肋路亞。 
 
福音（這個稅吏下去，成了正義的人，而那個法利塞人卻不然。） 
恭讀聖路加福音 18:9-14 

那時候，耶穌向幾個自充為義人，而輕視其他人的人，設了這個
比喻：「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一個是法利塞人，另一個是稅吏。 

「那個法利塞人站著，心裡這樣祈禱：天主，我感謝你，因為我
不像其他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每周兩次禁食，
凡我所得的，都捐獻十分之一。 

「那個稅吏卻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著自己的
胸膛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吧！ 

「我告訴你們：這稅吏回到他家裡，成了正義的人，而那法利塞
人卻不然。因為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
舉。」——上主的話。 
 
領主詠 
我們要因天主的救恩而歡樂，並頌揚他的名號。 
 
 

祈禱的心態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讀了今日的福音，我們很容易以為耶穌僅是教人勿自高自大，要

自謙自卑，因為天主貶抑驕傲的人，高舉謙遜的人。若是如此，我們
可能錯過了比喻最重要的訊息。倘若講謙遜，中國傳統「滿招損，謙
受益」一類的訓誨多的是，不必勞煩耶穌降生成人去教導。每人心底
都不喜歡囂張跋扈的人，總想找機會一挫這些人的銳氣。 

要明白這比喻的深意，必須把它放回路加講祈禱的脈絡中。前面
是癩病人的高聲祈求和謝恩，窮寡婦鍥而不捨祈禱的獲應允，現在是
比較法利塞人和稅吏的祈禱，以帶出祈禱該有的態度作結論。讓我們
分析這個路加獨有的比喻。 

法利塞人站著祈禱：「法利塞人」原意有「與別不同」、「另
類」或「分離者」的意思，特別是與罪人不同。他在聖殿裡站著，大
概站得很前，一方面反映自己正直，自滿自得，自我欣賞，另一方面
注意到站在後面的稅吏，有意遠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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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天主，我感謝你」作為祈禱的開始：這本是個好開始，因
為耶穌也曾這樣開始祈禱：「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俯聽了我」
（若 11：41），「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
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啟示了給小孩子」（路 10：21）。可惜
這法利塞人開始後立刻轉向自己，舉出自己一連串的德行，表示與別
不同。「勒索、不義、淫亂、放蕩」是當時流行的壞習慣，沒有染上
的確難能可貴，好像今天不賭博、不抽煙、不喝酒、不看色情的東
西、不講粗口，真是個清流人。但這種成就，使他自命不凡，流於驕
傲。 

他每週守齋兩次，捐獻收入的十份之一：當時的法律，只要求人
在補贖日守齋，唯有極虔誠的或有特別恩寵的人，才會一星期守兩次
齋。法律要求人捐獻產物的十份之一，而非所有收入的十份之一，後
者遠超過法律的規定，是非常慷慨的行為。這些罕有行為的確突出，
那法利塞人不但以此自我陶醉，還據此作標準評判別人。 

那稅吏卻遠遠站著，除了有自知之明，避開與法利塞人接觸外，
他不敢舉目望天，只捶著胸膛求天主可憐。他以身體語言，表達自己
的行為不能面對天主，也無面目見同胞。稅吏的行業充滿危險性，很
易妄用職權搜刮欺壓，中飽私囊；別人瞧不起他，可能令他報復性地
變本加厲。他的懺悔反映出他確有過犯，現請求天主可憐他這個罪人
中之罪人。 

耶穌對此二人作了宣判：犯罪的稅吏回家成了義人，那自鳴清高
的法利塞人卻沒有。我們不能如此評斷別人，但耶穌卻可以，因為祂
不光看人外在的行為，更知道人的內心。 

這個比喻若放回路加「祈禱」言論的脈絡中去了解，我們會見
到，比喻聲明「兩個人上聖殿祈禱」，但真正祈禱的只有一個。祈禱
必須是向著天主的、以天主為中心的。法利塞人的祈禱除了第一句提
到天主外，其他是自我歌功頌德，欣賞自己的完美。祈禱本來離不開
對天主的讚美、感謝、欽崇、祈求。耶穌教我們唸的天主經，明顯地
包含這些。祂特別教我們祈求，把自己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交託給
天主，表示需要天主的憐憫與幫忙。法利塞人的所謂祈禱，沒有半點
祈求的味道，他那麼滿足於自己的成就，沒有感到需要天主。人不依
賴天主，根本不可能成為義人。 

法利塞人在倫理行為上的確有優越之處，但倫理行為必須以正確
的心態去配合。比喻沒有批評法利塞人外在的倫理行為，也沒有讚賞
稅吏的不法手段，它注意人是否在內心有一份對天主的渴求，這決定
人是否真的在祈禱。 

我們不妨反省自己的祈禱。我們可能沒有在祈禱中批評別人，但
如果我們的祈禱只求自己吐氣揚眉、出人頭地、中六合彩、生意興
隆，這種圍繞著物質利益的祈求算是真祈禱嗎？讓我們從心底承認自
己的不足，謙遜地向天主呼求：「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 
 
反省與實踐: 

1. 我們是否在順境、逆境中都感謝讚美天主？相信天主也會將逆境
轉化為我們的好處？ 

2. 我們祈禱時，最常想到自己，還是天主？法利塞人及稅吏的祈禱
方式和態度，帶給自己什麼樣的反省？ 

3. 我們是否常為教會奉獻自己的心力或財力，使教會有能力集合資
源，幫助貧困者？ 

禱文： 
1. 請為孤兒祈禱。世上有許多無人照顧的孤兒，缺乏父母的愛，

必須自己面對困難。祈求慈愛的天主派遣護守天使看顧他們，
帶領他們走在正路上，奮發向上，創造屬於自己的未來。 

2. 請為稅務機關人員祈禱。祈求仁慈的天主看顧稅務人員，幫助
他們盡力查帳，糾正逃漏稅的人，確保人民的生活公平正義；
也照顧他們的生活，平安喜樂。 

 

站得遠遠卻親近天主的人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這段福音詢問我們：我該怎麼樣站在天主面前呢？別人對我的

判斷可能不準，我的自我觀感可能是個錯覺，然而當我站在天主面前
時，惟有真實的才會存留。我無從欺騙祂，祂不會欺騙祂自己對我的
看法，祂更不會欺騙我。 
  耶穌一如既往地為我們舉起一面鏡子：「照照鏡子吧！勇敢地看
看你的真實面目，甭管你自己或別人怎樣看待你。在這則比喻的鏡子
裡，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你比較像哪一個呢？」耶穌先向我們介
紹一位法利塞人，他「自充為義人」，自覺在天主與世人前「還不
錯」。他下意識地認為自己的生活是可圈可點的範本，並且不斷地自
我安慰：「感謝天主，我不像報章上天天讀到的那些人――他們中有
的是罪犯，專門襲擊無辜百姓、搶奪財物；有的是騙子，羅織各種騙
局，直到被戳穿、鋃鐺入獄為止；還有的捲入婚外情，拋下無依無靠
的妻兒，與新歡一起遠走高飛。」 
  我們為甚麼老是喜歡拿自己跟別人比較，跟法利塞人如出一轍
呢？煞費苦心地尋找藉口，甚至編造理由，只為了抬舉自己，讓自己
覺得比別人強，而且還在心裡這樣祈禱：「天主，我感謝禰，因為我
不像其他的人。」追求這種「高人一等」的心態背後，有沒有缺乏安
全感之虞呢？總的說來，要是我內心充滿平安，就不需要貶低他人！
或許瞧不起別人的真正原因，只是為了掩飾我的錯誤與缺失。 
   耶穌比喻中的法利塞人禁不住沾沾自喜，不厭其煩地羅列出自
己所有的善行：「我每週禁食兩次」，遠遠超乎律法所規定的；「凡
我所得的，都捐獻十分之一」。奧地利天主教教友的奉獻比例大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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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百分之一點一；這位法利塞人捐獻的數額將近十倍於我們，果
然是個令人刮目相看的「熱心」信徒。 
   單憑這些，他在天主面前就完美無缺了嗎？不見得。我們常私
下忖度，犯自欺欺人的毛病，誤以為「只要我熱心、正直，天主一定
會喜歡我」。 
  比喻中的第二個人壓根兒不認為自己是義人，或者「還不錯」。
恰恰相反，他覺得自己實在沒有甚麼能夠奉獻給天主，他在生活與工
作當中累積了太多不齒的事物。但是他沒有怪罪週遭的人與事，諸如
社會、環境、物資短缺等等。他坦誠地自我認錯，而且只有一個簡單
的請求：「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吧！」 
  我到底該怎樣站在天主面前呢？像那個「遠遠地站著」的人，對
自己的短處瞭若指掌；或是像那個站在最前面的人，自欺欺人呢？天
主離站得遠遠的稅吏比較近；至於那個站在最前面的法利塞人，反倒
跟天主有一大段的距離，因為他只看得到他自己。缺乏愛心、厭惡他
人的虔誠毫無意義。天主愛我不是因為我表現得「正直」，而是因為
我需要祂的憐憫。 
 
反省與實踐: 
1. 我們都站在天主的面前。但是，我是怎麼樣站在天主面前呢？ 
2. 我信仰的態度，是像福音比喻中說的法利塞人，驕傲自大？還是

像那位稅吏，謙卑自抑？ 
3. 我可以如何和天主更加親密呢？ 
 

禱文： 
1. 請為全體天主子民祈禱。耶穌用比喻召示我們，在上主面前，要

自謙自卑。祈求仁慈的上主恩賜我們，都能體認自己的不足，謙
遜自抑，不自充為義人而輕視他人。 

2. 請為教宗於 10月 20 日選定公布的 24位新樞機祈禱。這 24位新
樞機，來自世界各地。祈求仁慈的上主恩賜所有的新樞機所需的
恩寵，成為教宗得力的助手和顧問。 

3. 請為梅姬颱風掃過的災區祈禱。這個二十年來西太平洋最大的颱
風，造成了許多國家的損毀和傷亡。祈求仁慈的上主恩賜所有災
民，都能在各方支援下，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窮人的祈禱"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困苦的人一呼求，上主立刻俯允。」（詠 34） 
這是本主日常年期第三十主日彌撒中答唱詠的答句。它指出了慈

母教會要我們在本主日彌撒中吸取的主要教訓。 

「困苦的人」，更好說「窮人」，在舊約聖經中有三種不盡相同
的意義。舊約聖經原來是以色列宗教的經典。一般而論，以色列人并
不把貧窮看作人生的理想﹔相反，他們把它看作災禍，看作是人懶惰
的後果，而且也是引人犯罪的機會。這是「窮人」一詞在舊約聖經中
的第一種意義。 

在舊約聖經中，窮人也往往被看作是不公正的社會中的犧牲者。
舊約聖經中的先知們，大都是他們的辯護人。以色列人所期待的默西
亞的使命之一，便是拯救這樣的窮人。 

除了上述的兩類窮人之外，還有第三類窮人。舊約聖經稱他們為
天主的朋友和仆人。他們是全心仰賴天主的人。貧窮和困難，只使他
們變得更謙遜，卻不使他們失去內心的平安。這第三類的窮人們的祈
禱，必定獲得天主的立刻俯允。 

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選自德訓篇第 35章第 15到 17 以及 20 到
22 節。這篇讀經把窮人與被壓迫者、孤兒和寡婦，相提并論，把他
們稱為誠心誠意恭敬天主的人、謙卑的人，和義人。所以說，他們的
祈禱上徹云霄，必蒙天主的俯聽。 

在耶穌時代的猶太社會中，法利塞人是上等階級﹔稅務員（稅
吏）則被擠在社會的邊緣上。耶穌所講的比喻中的稅務員，并不因此
忿忿不平，卻知道反躬自問，承認自己的過錯，哀求天主憐憫。他這
樣自謙自卑，可說是屬于聖經中所說的：「是天主的朋友和仆人」這
類的窮人。耶穌說：「這個稅吏回到家里，成了正義的人。」天主俯
聽了他的祈禱。 

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中，我們作天主教徒的，也生活在社會的邊緣
上。我們也是聖經中所說的：「是天主的朋友和仆人」這類的窮人。
所以，貧窮和困難只應該使我們變得更謙遜，決不可讓它們打擾我們
內心的平安。慈母教會在本主日的彌撒中安慰并教訓我們，向我們保
証說：窮人的祈禱，必蒙天主俯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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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在主前祈禱應心存謙卑 
今天的第一篇讀經中，德訓篇的作者清楚指出，天主樂意俯聽

受壓迫者的祈禱，祂不會偏袒那些有權勢者，而是按正義審判，提
醒我們祈禱需要有一顆謙卑的赤心，需誠心誠意的恭敬天主，不要
妄圖「吩咐」天主為我們辦事或偏袒我們的喜好。聖詠的作者繼續
以「卑微」作為主題，邀請我們以信靠和謙卑的心去讚頌上主，因
為他一定會憐恤那些受著精神或肉身痛苦的人民，天主一定會拯救
他們脫離一切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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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二中，保祿宗徒自知自己離世的時間不遠；他雖被囚，面
對即將殉道的景況，但他仍對上主充滿著信心，因為他知道他所追
隨的基督，必會拯救他，帶他進入永生的天國。保祿在文中好像是
在誇耀自己為主所做過的事，而將獲得獎賞，但實際上，正如他自
己所說，他只誇耀自己的軟弱，以顯示基督的德能在他身上彰顯
（格後 12:9），所以每一位願意謙卑地將自己交付給天主，並追隨
基督到底的人，最終也可像保祿一樣獲得正義的冠冕、天國的賞報。 

今天的福音中，耶穌向「自充」為義人的人說了個比喻，他用
比喻中的稅吏突顯出我們在祈禱時應有的心態，面向那偉大仁慈的
天主，我們實在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誇耀，反而應學效這個稅吏，捶
著胸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吧！」，教會也把這句話用於傳
統的耶穌禱文中：「主，耶穌基督，天主子，可憐我罪人！」及我
們每次主日彌撒都會頌唸的垂憐經：「上主！求祢垂憐（Kyrie 
eleison）」。這是路加福音中所記載的，論及祈禱的三個重要比喻
之一，強調祈禱必須心地謙遜。（參教理 2613, 2616, 2667） 

教理在論及祈禱時，非常強調謙虛的重要性：「謙虛是祈禱的
基礎。『我們不知道該怎樣祈禱才好』(羅 8:26)。祈禱是我們無功
而得的恩惠。謙虛才是接受此恩惠的最佳心態。人在天主面前是個
乞丐。」。（教理 2559）我們在渴望獲得天主的恩惠前，我們必須
準備好我們的心，以容納天主的恩惠。 

謙遜亦使我們能在祈禱中體察到天主的心意，因為只有我們放
下自我的看法，聖神才有空間在我們的心中推動，如果我們在祈禱
中只是頑固地把持自己的思想，希望天主按照我們的心意去行事，
這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祈禱，我們就如同將天主當作「阿拉丁」故事
中的燈神，妄圖成為天主的主人。因此，教理提醒我們，「只要我
們謙遜和充滿信德，我們會在默想中發現那些推動內心的活動，並
能對它們加以辨別。辨別在於踐行真理，好能來到『光明』那裡：
『主，你要我做甚麼』？」（教理 2706）同時教理亦教導我們當我
們進行默觀祈禱或稱心禱時，必須「以虛懷若谷之心，把自己完全
交託於父的愛的意願，日益與祂鍾愛之子密切結合。」（教理 2712） 
  
生活反思／實踐： 
1. 我在生活中會否有一種「自充為義」的心態，不經意地輕視那些

活於弱勢或社會邊緣的人呢？ 
2. 學習每天頌唸耶穌禱文，藉這呼求，覺察到自身的不足，以體驗

救主的仁慈。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法利塞人和稅吏的祈禱 

【經文脈絡】 
上個主日的福音，耶穌講述了一個「不義的判官和寡婦的比

喻」（路十八 1-8），教導門徒「應當時常祈禱，不可灰心。」這
個主日的福音繼續上個主日的經文，再次是耶穌講述的一個比喻 
― 「法利塞人和稅吏的祈禱」（路十八 9-14），然後再透過對比
喻的評論提出教導。 

雖然這段經文的關鍵字是「祈禱」，但由比喻的引言以及耶
穌的評論可以看出，這個具有「典範性」的故事並非僅僅談論這
一個主題而已。此外，讀者也不可忘記，這段經文仍是對前面的
「末世言論」（路十七 22-37）提出補充。 

耶穌教導的對象 
這段經文一開始指出耶穌講話的對象是「一些自充為義人，

而輕視他人的人。」從比喻本身來看，故事中的法利塞人就是這
樣的人；但是由生活經驗來看，這樣的人事實上存在於任何團體
之中。再者，由比較寬廣的經文脈絡來看，當時耶穌的聽眾同時
包含法利塞人（路十七 20）和門徒（十七 22），因此耶穌教導的
對象是一切狂妄自大，靠著批評他人而顯出自身優越性的人。在
今日的信仰團體中也不乏這樣的人。 

強烈對比的角色 
比喻中出現兩個對比性極強的角色，路加十分喜歡採用對比

呈現的文學表達方式（參閱：路十五 11-32；十六 19-31），這段
故事的主角是一個法利塞人和一個稅吏，但對比重點在於二人在
聖殿廣場上所表現的祈禱態度。 

自絕於天主和人的祈禱 
比喻首先非常生動的敘述這位法利塞人的「祈禱」：他站立

在聖殿前低聲祈禱，自言自語地向天主陳述自己的「功德」，說
明他和別人不同，和罪人不一樣，更具體的申明和這位也在場的
「稅吏」不同，因為他所做的遠遠超過法律所規定或要求的。 

這個法利塞人的祈禱非常特別，在耶穌的時代，在公開場合
低聲祈禱並不多見，就內容而言，這人的祈禱並非讚美天主，而
是「自我稱讚，並且批評他人」，因此，他的祈禱事實上使他和
天主和人隔絕。 

認識自我的祈禱 
比喻中第二個角色是一位稅吏，在當時的社會中稅吏被視為

是公開的罪人。他「遠遠地站著！」意思是和聖殿的至聖所保持
相當的距離，這個「距離」表達出這位稅吏對天主的敬意，以及
他對自己人性軟弱的認知，承認自己的不善，宣告自己是罪人。 

福音經文繼續用雙重的「自我否定」的語句表達這個稅吏的
自我意識：他「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著自己的胸膛」。雖
然聖殿是人們舉目仰望上主光榮的地方，但稅吏卻不允許自己享



 

 

5 

 

受這種喜樂，而只敢垂目望著地面；捶打自己的胸膛更是當時一
般文化中共同的記號，表達極大的悲傷與痛悔。 

唯獨依靠天主的憐憫 
在這樣的情況中，這位稅吏哀求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

人！」這樣的哀求首先顯示他承認自己在天主前毫無價值。其
次，根據猶太的贖罪祭規矩，罪人奉獻了贖罪祭之後，便宣告過
去的罪罰已經結束，和天主重新建立正常的關係；而這個稅吏的
祈禱顯示，他連這樣的恩典也不敢奢望，只盼望唯獨依靠天主的
慈愛憐憫。 

耶穌的評論 
耶穌在講完這個比喻後，立刻加以評論和解釋。祂以權威的

方式宣告天主對這二人的判決：不是那個法利塞人，而是這位稅
吏得到天主的悅納，在這種意義之下他能夠被宣稱為「正義
的」，以這種身份離開聖殿，回到家裡。「家裡」和比喻開始的
地點「聖殿」也具有高度的對比性，聖殿是公開場所，人們在此
很可能為爭奪虛假光榮而裝模作樣，而家裡是私人之地，人在家
中的表現才是真實的自我。耶穌的評論說明，這位稅吏成了真正
的義人。 

經文最後加上的「智慧性」諺語（參閱：路十四 11；瑪二三
12）是這個判決的理由，並且說明末日的審判時，天主將如此按
以色列人的行為來判決：「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
己的，必被高舉。」 

【綜合反省】 
這個比喻是一個「典範性」的故事。耶穌講述這個故事警告

一切「自以為義」的人，並且為自己善待稅吏和罪人的慣有態度
辯護；但是，耶穌在此並沒有普遍性地批判法利塞人都是自以為
義的假善人。 

這個故事給路加時代和今日的教會提供一面鏡子，使教會的
成員看清，如果他們因自己的信仰而誇耀，自以為在團體中高人
一等，並輕視團體中的弱小者（參閱：羅十四～十五；格前八 7-
13），這些人就如比喻中的法利塞人一樣。 

讀者應該注意，這是一個耶穌用來教導門徒的典範性故事，
我們不可簡單化地將法利塞人和稅吏黑白二分。這個故事提醒每
一個讀者，不可因為自己的「功行」而自認有權要求什麼，或輕
視公開的罪人；即使我們有一些良好作為，也完全來自於天主的
恩寵，在天主前我們都是罪人，都是恩寵的負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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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3 OCT 2022: Thirtie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C 
 

Entrance Antiphon  
Let the hearts that seek the Lord rejoice; turn to the Lord and his strength; 

constantly seek his face. 

 

First Reading Sir 35:12-14, 16-18 

A reading from book of Ecclesiasticus 

The prayer of the humble will penetrate the heavens. 

The Lord is a judge who is no respecter of personages. He shows no 

respect of personages to the detriment of a poor man, he listens to the plea 

of the injured party. He does not ignore the orphan's supplication, nor the 

widow's as she pours out her story. The man who with his whole heart 

serves God will be accepted, his petitions will carry to the clouds. The 

humble man’s prayer pierces the clouds, until it arrives he is inconsolable 

nor will he desist until the Most High takes notice of him, acquits the 

virtuous and delivers judgement. And the Lord will not be slow, nor will 

he be dilatory on their behalf.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32:2-3. 17-19. 23. R. v.7 

 (R) The Lord hears the cry of the poor. 

1. I will bless the Lord at all times, his praise always on my lips; in the 

Lord my soul shall make its boast. The humble shall hear and be glad. 

(R.) 

2. The Lord turns his face against the wicked to destroy their remembrance 

from the earth. The just call and the Lord hears and rescues them in all 

their distress. (R.) 

3. The Lord is close to the broken-hearted; those whose spirit is crushed he 

will save. The Lord ransoms the souls of his servants. Those who hide 

in him shall not be condemned. (R.) 

 

Second Reading 2 Tm 4:6-8, 16-18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imothy 

All that remains is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reserved for me. 

My life is already being poured away as a libation, and the time has 

come for me to be gone.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to the end; I have run 

the race to the finish; I have kept the faith; all there is to come now is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reserved for me, which the Lord, the righteous 

judge, will give to me on that Day; and not only to me but to all those who 

have longed for his Appearing. 

The first time I had to present my defence, there was not a single 

witness to support me. Every one of them deserted me – may they not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it. But the Lord stood by me and gave me power, so 

that through me the whole message might be proclaimed for all the pagans 

to hear; and so I was rescued from the lion’s mouth. The Lord will rescue 

me from all evil attempts on me, and bring me safely to his heavenly 

kingdom. To him b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2 Cor 5:19 

God was in Christ, to reconcile the world to himself; and the Good News 

of reconciliation he has entrusted to us. 

Alleluia! 

 

Gospel Lk 18:9-14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The publican returned to his home justified; the pharisee did not. 

Jesus spoke the following parable to some people who prided 

themselves on being virtuous and despised everyone else, ‘Two men went 

up to the Temple to pray, one a Pharisee, the other a tax collector. The 

Pharisee stood there and said this prayer to himself, “I thank you, God, 

that I am not grasping, unjust, adulterous like the rest of mankind, and 

particularly that I am not like this tax collector here. I fast twice a week; I 

pay tithes on all I get.” The tax collector stood some distance away, not 

daring even to raise his eyes to heaven; but he beat his breast and said, 

“God, be merciful to me, a sinner.” This man, I tell you, went home again 

at rights with God; the other did not. For everyone who exalts himself will 

be humbled, but the man who humbles himself will be exalted.’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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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on Antiphon  
We will ring out our joy at your saving help and exult in the name of our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