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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第四主日 

 
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 瑪竇福音 
1:23 
 
進堂詠 
諸天，請滴下甘露，望雲彩降下仁義。願大地裂開，生出救恩；願正
義一同出生！ 
 
讀經一（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7:10-14 

那時候，上主又對阿哈次說：「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個
徵兆吧！或求諸陰府深處，或求諸上天高處。」 

阿哈次回答說：「我不要求，我不願試探上主。」 
依撒意亞說：「達味的家族，你們聽吧！你們使人厭惡還不夠，

還要使我的天主厭惡嗎？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
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24:1-2, 3-4, 5-6 
【答】：光榮的君王要進入城內，他就是萬軍的上主。（詠
24:7,10） 
領：大地和其中的萬物，屬於上主；世界和其間的居民，屬於上主。

是他在海洋上奠定了大地，是他在江河上建立了全世。【答】 
領：誰能登上上主的聖山？誰能居留在他的聖殿？是那手潔心清、不

慕虛幻的人，是那不發假誓、不行欺騙的人。【答】 
領：他必獲得上主的祝福，和拯救者天主的報酬。這樣的人，是尋求

上主的苗裔，是追求雅各伯天主儀容的子息。【答】 
 

讀經二（耶穌基督是達味的後裔，他是天主子。）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1:1-7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祿，蒙召作宗徒，被選拔去傳天主的福音。這
福音是天主先前藉自己的先知，在聖經中論及他的兒子、我們主耶穌
基督，所預許的。他按肉身，是生於達味的後裔。按至聖的神性，由
於他從死者中復活，被立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 

藉著他，我們領受了宗徒職務的恩寵，為使萬民服從信德，以光
榮他的聖名，其中也有你們這些蒙召屬於耶穌基督的人。 

我保祿致書給一切住在羅馬，為天主所鍾愛，並蒙召為聖徒的
人：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天主父，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賜與你
們。——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
主與我們同在。（瑪1:23） 

 
福音（耶穌生於瑪利亞，瑪利亞許配於達味之子若瑟。） 
恭讀聖瑪竇福音 1:18-24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他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若瑟後，在
同居前，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她的丈夫若瑟，因是義人，
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休退她。 

當若瑟在思慮這事時，看，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現給他，說：
「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在她內受生的，
是出於聖神。她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他要把自
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 

這一切事的發生，是為應驗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有一位貞
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
同在。」 

若瑟從夢中醒來，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去做，娶了他的妻
子。——上主的話。 
 
領主詠 
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 
 
 
 

若瑟領報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基督徒相信耶穌是真天主真人，瑪竇福音就用生動的手法去表

達。他用族譜交代耶穌是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有圓滿的人性；跟
著用報夢若瑟的故事，指出祂由聖神而生，名字叫耶穌，又稱厄瑪奴
耳，即天主與我們同在之意。全書由族譜開始，以厄瑪奴耳作結
（「我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終結」），人性與天主性，首
尾呼應。 
  面對人而天主的耶穌，路加安排聖母接納祂：「願照你的話，成
就於我吧。」瑪竇為了他的猶太讀者，強調若瑟接納耶穌：「按照上
主的天使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過來。」 
  若瑟是一位「義人」，一位在生活上期待天主、相信天主許諾的
人。面對未婚妻懷孕的困境，若瑟沒有要求嚴格的公義，即要砸死對
方或起碼要對方賠償，他在接受報夢前已決定採取慈悲的方法，即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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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除婚約。這是新約基督徒應有的態度：慈悲而不流於放縱，公義
而不失於刻薄。這需要很大的智慧，只有感受天主恩寵的人，才有這
樣的胸襟。 
  另一方面，若瑟像聖母瑪利亞一樣，是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
人。他的信德使他相信天使的報夢，瑪利亞是因聖神而懷孕，並願意
迎娶瑪利亞。教會的傳統極稱讚瑪利亞卒世童貞，整個生命都為耶穌
存在，但若瑟自迎娶瑪利亞後，也沒有其他婚姻，自然也是卒世童
貞，這為當時猶太男子是不可思議的事。他像瑪利亞一樣，為天主作
出犧牲，生命亦完全為了耶穌基督。雖然福音中沒有記載過他說一句
話，教會慢慢發覺他的偉大，他正是聖經所說的：「以善良和誠實的
心傾聽，並把天主的話保存起來，以堅忍結出果實」的人（路8：
15） 
  瑪竇有意把新約的若瑟和舊約的若瑟做比較：兩人的父親都叫雅
各伯，兩人都與夢有關。舊約的若瑟因解夢而成為埃及的首相，拯救
以色列人免死於飢荒；新約的若瑟接受夢的啟示，使天主的計劃得以
完成，為人帶來耶穌，而耶穌的名字就有天主拯救之意。 
  瑪竇筆下的若瑟為我們甚具時代的意義，他是基督徒的模範。他
既尊重法律，又看重慈悲甚於公義；他聽了天主的話，而又默默加以
實行；他的一生就是為了耶穌而存在，而生活。福音稱讚他為「義
人」，他大概當之無愧。福音把聖母瑪利亞刻劃為完美的女性，至於
男性，除了耶穌外，連宗徒都有瑕疵，似乎只有若瑟堪稱無懈可擊。
讓我們對他說：大聖若瑟，為我等祈。 
 
反省與實踐: 
1. 在這等待的時期，我是否抱著信德的喜悅和希望，為天國的來

臨，腳踏實地建樹社會，做好準備呢？ 
2. 我真的已準備好，期待耶穌再次光榮來臨了嗎？ 
3. 我是否以喜悅、皈依和充滿希望的心情期待救主的降臨？ 
4. 我是否做好內心的預備，在生活中迎接救主的親臨？ 
 

禱文： 
1. 請為基督徒的福傳熱火祈禱。我們蒙受天主恩惠的召叫，成為有

福的基督信徒，同樣地我們也領受傳福音的職份。祈求全能永生
的天主，賜與每位基督信徒勇力及毅力，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
以言以行努力傳揚天主的福音予週遭的人們。 

2. 請為尚未認識基督的人祈禱。「有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要稱
呼祂的名字為厄瑪努爾」，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祈求全能
仁慈的天主，幫助已信仰者在生活中時時與?相隨不離；光照尚未
認識基督的人，願意喜樂接受天主的福音。 

 

聖誕節並非童話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經書上無誤地記載著，瑪利亞與若瑟訂了婚。在猶太律法看

來，訂婚男女即使尚未同居，實質上已經是夫妻了。就在婚禮前，若
瑟注意到瑪利亞懷了孕，並且孩子不是他的。他的未婚妻難道對他不
貞？通姦的懲罰是被亂石砸死，這在當時是極其嚴重的一樁事；而編
織的不貞所引發的痛苦其實更加沈重。 
   雖然若瑟可以輕易地把瑪利亞背著他懷孕的事公諸於眾，但他
不打算報復，也不準備「曝光」。他要靜悄悄地休娶瑪利亞，不讓她
蒙羞。福音稱若瑟是「義人」，在聖經用語即表示他是正義之人，不
犯錯、不報復、凡事不耿耿於懷；是個全心仰望信賴上主的人。 

我們大概能猜得到若瑟心中的掙扎。他是正直之士，難以想像
自己的未婚妻會欺騙他；但她就是懷了孕。就在這天人交戰的當口，
若瑟做了一個夢。一位天使充當天主的使者，顯現給他，告訴他瑪利
亞懷的孩子不是來自另一個男人，而是天主的聖神。若瑟醒來後，便
確信無疑，接受了常人難以置信的事。他相信那孩子來自天主，也完
全信賴瑪利亞。 

那些相信聖誕故事的人也會這樣做，他們信聖嬰基督是降生成
人的天主子。瑪利亞在白冷馬槽裡所生的孩子是真天主、也是真人，
報喜的天使稱祂「厄瑪奴耳」，「天主與我們同在」。 

因此，若瑟是最早相信聖誕的人，他開放自己，躍昇信仰，接
受天主親自降生成人，以嬰孩來到我們中間的偉大奧蹟。他完全同意
收納瑪利亞，以及她懷孕所生的孩子，並成為孩子的鞠父。 

大聖若瑟給我最深的感受，無外乎他時刻準備好接納天主帶進
他生命中的驚喜。若瑟沒有在福音中發言；他寡言少語，對天主唯命
是從。 

如果我們真的要將聖誕節當作信仰的嘉年華來慶祝，那麼我們
最好先研究一下若瑟的態度。他憑著一顆正義之心，領悟了一般人心
無法覺悟的奇事：天主為了我們人類，屈尊取了人形，而且還是嬰兒
之軀。若瑟為孩子起名叫「耶穌」，意思是「上主施救」。如果若瑟
沒有這樣做，那麼聖誕節就會真的只是個美麗的童話。 
 
反省與實踐: 
1. 在功利主義興盛的現代社會，聖誕節為我只是個美麗的童話，抑

或是我真的相信這偉大奧蹟：天主降生成人，以嬰孩來到我們中
間的？ 

2. 在這等待的時期，我是否抱著信德的喜悅和希望，為天國的來
臨，腳踏實地建樹社會，做好準備呢？ 

3. 我是否做好內心的預備，在生活中迎接救主的親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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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1. 請為基督徒的福傳熱火祈禱。我們蒙受天主恩惠的召叫，成為有

福的基督信徒，同樣地我們也領受傳福音的職份。祈求全能永生
的天主，賜與每位基督信徒勇力及毅力，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
以言以行努力傳揚天主的福音予週遭的人們。 

2. 請為尚未認識基督的人祈禱。「有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要稱
呼祂的名字為厄瑪努爾」，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祈求全能
仁慈的天主，幫助已信仰者在生活中時時與?相隨不離；光照尚未
認識基督的人，願意喜樂接受天主的福音。 

 

將臨期第四主日 "厄瑪奴耳"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彌撒禮儀集中於默想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的奧跡，在這奧跡中，
聖母瑪利亞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 

本主日彌撒中的進堂詠，開宗明義援引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
說： 

「愿蒼天遍 甘露，云端降下正義﹔愿大地裂開，產生救主。」
（依45:8） 領主詠也同樣援引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說： 「請看，
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這孩子將被稱為厄瑪奴耳。」（依7:14） 這
也是本主日彌撒中讀經一的主題。這篇讀經選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7
章第10到14節，內容記載依撒意亞先知與阿哈次的對話。那時達味
和撒羅滿的王國早已分裂為南北兩國，阿哈次是南國猶大的君王。
依撒意亞和阿哈次交談時，猶大正面臨一個嚴重的危機。這倒不是
因為它的國都耶路撒冷，被北國以色列和敘利亞的聯軍包圍著，而
是因為它的君王阿哈次不依賴天主，卻去向大國亞述求援。 

在讀經一 ，依撒意亞先知勸勉阿哈次信賴天主，向他保証天主
決不放棄他的祖先達味的家室，說天主要給他一個記號，就是貞女
懷孕生子，取名叫厄瑪奴耳。由於後來聖瑪竇福音援引了這一句
話，我們基督信徒便都把它看作是有關耶穌誕生的一個預言了。 

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二，取自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第1章第1
到7節。這篇讀經中，聖保祿宗徒扼要地陳述他所宣揚的福音。這福
音的主題是耶穌基督。聖保祿宗徒也強調耶穌是達味王的後裔。 

本主日的彌撒福音取自聖瑪竇福音第1章第18到24節。這是聖瑪
竇福音中的聖誕故事。它的主人公是聖若瑟。聖瑪竇稱他為「義
人」，說天使顯現給他，向他啟示耶穌誕生的奧跡。聖瑪竇，像聖
路加一樣，強調耶穌「因聖神降孕、由童貞瑪利亞誕生」的信理。 

聖誕節快要到了。聖若瑟和聖母瑪利亞曾懷著信德，虔誠地期
待耶穌來到他們的家中。我們慶賀他倆的幸福，同時以彌撒中的集
禱經向天主祈求說： 

「上主，求你將聖寵傾注我們心中﹔我們因天使的傳報，知道
你的聖子降生人世。愿我們仰賴他的苦難和十字架，獲享復活的光
榮。」 

 
 

 
 
 
 

 
 
 
http://www.zhuyesu.org/lessons/growth_sundaygospel/B_baptis
m.php 

在聖誕節前的這個星期，教會向我們指出若瑟和瑪利亞的德行
與勇氣。他們對天主的答覆，幫助我們知道要以絕對的信心來等
待、準備和歡迎耶穌的誕生。這裡所說的絕對的信心，是指雖然我
們無法解釋或了解救主降生成人的奧祕，我們仍能全心全意地接受
耶穌的來臨。   

今天福音的內容是我們大家早已耳熟能詳的，因此在閱讀這段
福音時，或許反而不易真正深入其中描述的情景。但是我們若能想
像真實的情況，應該更能體會若瑟和瑪利亞當時的感受。確實，天
主以他們不曾料想的方式進入了他們的生活中！ 

若瑟已打算娶瑪利亞為妻。對於兩人的共同生活，他有許多憧
憬和許多美好的計劃；可是突然間，他的夢想破滅了。他發現他的
未婚妻懷孕了，而他並不是孩子的父親。猶太人的法律規定，女孩
在訂婚期間，如果對未婚夫不忠，必須被石塊砸死。若瑟愛瑪利
亞，不願讓她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他打算悄悄地與她解除婚約。
根據巴勒斯坦人的習俗，男女要在訂婚一年後才舉行婚禮。在這一
年內，他們已被視同夫妻，只是不住在一起。這個婚約相當有約束
力，若想反悔，只能以離婚來解除。而離婚是一個嚴重的解約行
為，對若瑟來說，是很失面子的事。如果親戚朋友問他怎會如此突
然地解除婚約，他該怎麼回答呢？     

瑪利亞對她的未來也有自己的計劃和希望。可是事情在突然間
變得那麼複雜，她竟因聖神的能力受孕了。她相信這是天主的旨
意，但是其他人會相信嗎？她怎麼向若瑟解釋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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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接受考驗的時期，支持他們兩人的力量是從哪裡來的
呢？這力量來自他們深信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天主確實與他們同
在。天主口頭的許諾已成為事實。經上所預言的默西亞，天主的聖
言，在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中變成了血肉。 

願這真理也能成為我們的力量。因為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與
若瑟和瑪利亞當年處身的世界並無太大的不同，煩擾和紛爭依然不
斷。因此，願這真理能真正成為支持我們的力量： 

天主與我們同在；祂就是厄瑪努爾 。 
 

反省 
一、 對於天主的召喚，若瑟和瑪利亞的回應給了我怎樣的啟示？最

大的啟示是什麼？ 
二、 在這一週裡，天主以怎樣的方式成為我的「厄瑪努爾」？ 
三、 天主以何種方式召叫我，要我像若瑟及瑪利亞一樣，勇敢地信

賴並遵行天主的話？ 
 

本週行動 
在本週內，祈求天主幫助我們更能信賴天主的聖言。也祈求更多的
人能認識天主，迎接耶穌為默西亞，並稱祂為「厄瑪努爾」。本週
內請為這個意向，獻上愛的行動。邀請教外朋友一起參加聖誕節的
感恩聖事，就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耶穌身分的神聖來源   

【經文脈絡】 
隨著將臨期第四主日的到來，耶穌聖誕的腳步已經非常接

近，感恩禮中的經文也完全以這將誕生的嬰孩為中心。禮儀年乙
年的這個主日，信友們一起聆聽路加敘述「天使向瑪利亞報喜」
的經過（路一26-38），今年是禮儀年甲年，教會安排我們在這個
主日，聆聽瑪竇報導「耶穌奧秘的身分來源」（瑪一18-24）。 

耶穌的族譜 
瑪竇福音以耶穌的族譜開始，最後寫到「雅各伯生若瑟，瑪

利亞的丈夫，瑪利亞生耶穌，他稱為基督」（瑪一16）。這個主
日的福音內容更進一步的詮釋這節經文，講述一位天使在夢中顯

現給若瑟，啟示給他耶穌乃是經由聖神而降孕在瑪利亞胎中。這
是基督信仰對於耶穌誕生奧秘的說明。 

福音故事分析 
福音經文一開始就清楚的說明，真正生下耶穌的並非若瑟，

而是聖神（18）；若瑟心中因瑪利亞懷孕而產生疑慮，天使在夢
中顯現並向他啟示兩件事：瑪利亞腹中的胎兒是由聖神受孕（19-
20），瑪利亞將生下一個兒子，而他應給嬰孩取名為耶穌
（21）。福音作者接著說明這個「童貞女懷孕」的事件使一個著
名的先知性預言應驗，天主拯救世人的許諾將因此而具體實現
（22-23）。最後兩節經文敘述天主給予的使命得到實現：若瑟迎
娶瑪利亞回家（24），尊重保護她的童貞，並給瑪利亞生下的兒
子取名為耶穌（25）。 

夢中的啟示 
整段敘述的目的並不在於給讀者一個歷史性的報導，而是傳

達在基督信仰內對耶穌誕生的了解。「夢中得到神性的啟示」是
古典文學作品中常採用的表達手法，希臘神話故事中有許多神明
透過夢境醫治病人，而在猶太文學中傳遞啟示最常見的媒介就是
「天使」。 

舊約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猶太族長雅各伯夢見天使（參閱：
創二八11-16，三一11-13 ）；初期基督徒作品也常出現天主的使
者，例如：天使向瑪利亞報喜（路一26-38 ），或者耶穌復活後
在耶穌的空墳中，耶穌升天時，而在宗徒大事錄中尤其常見。在
瑪竇福音中，所有天主的指示都是來自於在夢中出現的天使（參
閱：瑪二13、19）或單獨經由一個夢境（瑪二12、22）。這一切
都是傳達一個超越理性的啟示的表達方式。 

若瑟 
路加和瑪竇都表達了「童貞女經由聖神受孕、生子」的思

想，但瑪竇福音中天使啟示的對象是若瑟。福音在敘述這個啟示
之前，先介紹他是達味的後裔，瑪利亞的丈夫（瑪一16）。若瑟
在疑慮中所做的思考顯示了猶太的婚姻習俗：經由訂婚，在法律
上若瑟就已經是瑪利亞合法的丈夫了（瑪一20），然而在迎娶之
後婚姻生活才真正開始；如果新娘和另一個男人同寢，便是犯姦
淫。若瑟察覺瑪利亞懷孕的事實，並不願意揭發此事，令她難
堪，而只願默默的給她寫休書，使瑪利亞不會被恥笑，甚至被當
作淫婦而處罰（參閱：申二二23-24）。 

義人 
根據猶太的觀點「義人」是嚴格遵守法律，在守法上無可指

責的人；然而若瑟的表現卻剛好是設法使瑪利亞躲避法律的制
裁。為什麼瑪竇仍稱他為「義人」？這裡所謂的「義人」應該已
是基督徒的觀點，指一個仁慈憐憫、事事令天主喜悅的人（參
閱：瑪十三43，二五37、46）。 

聖神受孕 



 

 

5 

 

這段敘述的核心目的在於說明「在瑪利亞內受生的是出於聖
神」。希臘羅馬神話中，固然也有童貞女懷孕生子的故事，但都
是貞女和某位「神」發生性關係的結果；瑪竇福音的敘述是唯一
而且獨特的，耶穌是瑪利亞經由聖神受孕而誕生，完全不涉及兩
性關係，這個思想在任何宗教和文學中都是絕無僅有的。 

耶穌：天主拯救 
這段記載以雙重的方式告訴讀者這個神性嬰孩的意義。首

先，天使指示若瑟給嬰孩取名為「耶穌」，並且解釋這個名字的
意思就是「上主救援」，所以這個嬰孩是「萬民的拯救者」。其
次，瑪竇敘述耶穌的誕生使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得到應驗：
「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
是：天主與我們同在。」（依七14） 

對瑪竇而言，這個嬰孩的別名「厄瑪奴耳」尤其重要，整部
福音主要的目的便是講述：天主在耶穌內和祂的人民在一起，時
時拯救、幫助、保護他們（瑪十二15-20），在福音的結尾更清楚
地預言一個新的天主子民，耶穌將和他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世
界的終結。」（二八20）在教會內，古老的天主盟約得到更新與
實現。 

若瑟：基督徒的典範 
今天福音的結尾敘述「若瑟從睡夢中醒來，就按照上主的天

使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過來。」（24）若瑟的服從使耶穌得以
平安經由瑪利亞誕生，若瑟因此成為天主救援計畫的合作者，上
主因此而能拯救祂的子民，天天和我們在一起。 

若瑟在不了解中相信天主的啟示，並以生命實踐了保護瑪利
亞和耶穌的角色，因此他實在堪得「義人」的稱號，他的態度是
基督徒的最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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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8 Dec 2022: 4th Sunday of Advent 
 - 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Drop down dew from above, you heavens, and let the clouds rain down the Just 
One; let the earth be opened and bring forth a Saviour. 

 

First Reading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Isaiah IS 7:10-14 

The virgin will conceive. 

The Lord spoke to Ahaz and said, ‘Ask the Lord your God for a sign for 
yourself coming either from the depths of Sheol or from the heights 
above.’ ‘No’, Ahaz answered ‘I will not put the Lord to the test.’  

Then Isaiah said: ‘Listen now, House of David: are you not satisfied 
with trying the patience of men without trying the patience of my God, 
too? The Lord himself, therefore, will give you a sign. It is this: the maiden 
is with child and will soon give birth to a son whom she will call Immanuel,  
a name which means “God-is-with-u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lam PS 23:1-6 

R. Let the Lord enter; he is king of glory.  

1. The Lord’s is the earth and its fullness,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It 
is he who set it on the seas; on the waters he made it firm. R.  

2. Who shall climb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Who shall stand in his holy 
place?  The man with clean hands and pure heart, who desires not 
worthless things. R.  

3. He shall receive blessings from the Lord and reward from the God 
who saves him.  Such are the men who seek him, seek the face of 
the God of Jacob. R.  

 
Second Reading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Romans  Rom 1:1-7 

Jesus Christ, a descendant of David, is the Son of God. 

From Paul, a servant of Christ Jesus who has been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and specially chosen to preach the Good News that God 
promised long ago through his prophets in the scriptures.  

This news is about the Son of God, who, according to the human 
nature he took, was a descendant of David: it is about Jesus Christ our 
Lord who, in the order of the spirit, the spirit of holiness that was in him, 

was proclaimed Son of God in all his power through his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Through him we received grace and our apostolic mission to 
preach the obedience of faith to all pagan nations in honour of his name. 
You are one of these nations, and by his call belong to Jesus Christ. To 
you all, then, who are God’s beloved in Rome, called to be saints, may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send grace and peace.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MT 1:23 

A virgin will give birth to a son; his name will be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Alleluia!  

 
Gospel  Mt 1:18-24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Jesus was born of Mary, the betrothed of Joseph, a son of David. 

This is how Jesus Christ came to be born. His mother Mary was 
betrothed to Joseph; but before they came to live together she was found 
to be with child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Her husband Joseph, being a man 
of honour and wanting to spare her publicity, decided to divorce her 
informally. He had made up his mind to do this when the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 in a dream and said, ‘Joseph son of David, do not be 
afraid to take Mary home as your wife, because she has conceived what 
is in her by the Holy Spirit. She will give birth to a son and you must name 
him Jesus, because he is the one who is to save his people from their 
sins.’ Now all this took place to fulfil the words spoken by the Lord through 
the prophet:  

The virgin will conceive and give birth to a son and they will call him 
Emmanuel,  

a name which means ‘God-is-with-us’. When Joseph woke up he 
did what the angel of the Lord had told him to do: he took his wife to 
his home.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Behold, a Virgin shall conceive and bear a son; and his name will be 

called Emmanu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