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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主日 
 
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父天主和主耶穌基督賜給你們。~ 格林多前
書 1:3 
 
進堂詠 
天主！普世都要朝拜你，歌頌你，全球也都要歌頌你的聖名。 
 
讀經一（我要使你作萬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達於地極。）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49:3,5-6 

上主對我說：「以色列，你是我的僕人，我因你而自豪。」 
我在上主眼中是光榮的；天主是我的力量。那由母胎中，形成我

作他的僕人、將雅各伯領回他面前、並把以色列聚集在他面前的上
主，現在說： 

「你作我的僕人，復興雅各伯支派，領回以色列遺留下的人，還
是小事，我更要使你作萬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達於地極。」——上
主的話。 
 
答唱詠 詠 40:2,4, 7-8, 8-9, 10 
【答】：我的天主，看，我已來到！我樂意奉行你的旨意 
領：我懇切期待上主，他便垂聽了我的哀訴。他使我口唱新歌，讚美

我們的天主。【答】 
領：犧牲與素祭已非你所喜，你就開了我的耳朵；全燔祭以及贖罪

祭，也非你所要。於是我說：「看，我已來到！」【答】 
領：關於我，書卷上已有記載：我的天主，我樂意承行你的旨意；你

的法律常在我心中。【答】 
領：在盛大的集會中，我宣揚了你的正義；看，我並沒有閉口不言；

上主，你全知悉。【答】 
 

讀經二（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天主父和主耶穌基督，賜給你們。）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1-3 

因天主的旨意，蒙召為耶穌基督宗徒的保祿，偕同索斯特乃弟
兄，致書給格林多的天主教會，就是給那些在基督耶穌內受祝聖，與
所有在各地呼求我們的主，亦即他們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一
同蒙召為聖的人： 

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天主父和主耶穌基督，賜給你們。——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凡接受他的，他給他們權能，

好成為天主的子女。（若 1:14,12） 

 
福音（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 
恭讀聖若望福音 1:29-34 

那時候，若翰見耶穌向他走來，便說：「看，天主的羔羊，除免
世罪者！這位就是我論及他，曾說過：有一個人在我以後來，成了在
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連我也不曾認識他，但為使他顯示於以
色列，為此，我來以水施洗。」 

若翰又作證說：「我看見聖神，彷彿鴿子，從天降下，停在他身
上。我也不曾認識他，但那派遣我來以水施洗的，給我說：你看見聖
神降下，停在誰身上，誰就是那要以聖神施洗的人。 

「我看見了，我便作證：他就是天主子。——上主的話。 
 
領主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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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的歷程 
吳智勳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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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B.html 

默想 
今日福音記載︰若翰洗者看見聖神像鴿子從天降下，在耶穌上

面停著，他本來不認識耶穌，但派他來用水施洗的那一位對他說︰
「你看見聖神降下，停在誰上面，誰就是那要用聖神施洗的人」。這
是若翰所看見的，於是他作證，耶穌就是天主子。以上是若翰信仰歷
程的三步曲：他看見、他認識、他作證。 
 若翰「看見」聖神像鴿子降在耶穌身上，這是聖神給他的啟示，喚
起他的注意。聖神像鴿子降在耶穌身上，大概在場的人也看見，但光
是看見是不足夠的，還需有天主恩寵的啟示。天主恩寵臨到若翰身
上，光照他內心，他內心的經驗使他「認識」在他面前的，就是默西
亞、天主子。他不能不為祂「作證」，指出祂就是帶走世界罪惡的天
主羔羊。這位有震撼力的先知的作證，的確使人走到耶穌的面前。 
 若翰洗者的信仰歷程，是我們反省的好材料︰ 
 （Ⅰ）看見。當天在約但河旁，耶穌是夾雜在人叢中，祂並沒有以
奇特的姿態出現。今天，耶穌的臨在更平常。瑪竇福音中有關最後審
判的比喻是這樣的︰耶穌就在兄弟中最小的一個身上出現。最小的就
是指那些生病的、饑餓的、寒冷的、坐牢的人。現實點來說，在日常
生活中，我們有探望生病的親友嗎？有關心年老的、弱智的、傷殘
的、孤苦無依的人嗎？有幫助失業的朋友嗎？有歡迎新移民嗎？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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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人中間就有耶穌的臨在。可是，我們是否視耶穌而不見呢？可
能那些人太普通了，所以我們摒棄了他們，卻不知道也同時摒棄了耶
穌，就像當日耶穌的出現太普通了，所以受猶太人摒棄一樣。今日耶
穌仍在人群中，直至有人「看見」祂。 
 （Ⅱ）認識。看見是外在的見到，認識是內在的經驗，兩者可以同
時發生。那內在的經驗，需要天主的恩寵，我們才認識耶穌。試想一
想，我們從來沒有親眼看見耶穌顯奇跡，只聽過別人的宣講，看到別
人的作證，但為甚麼會信？是否因為內心經驗的驅使？是否因為耶穌
的確解答了我們一些生活上的基本問題？是否因為祂使我們內心喜
樂、平安、感到被愛？假如我們從來沒有任何對耶穌的內在經驗，那
很難在信仰上有基礎，很難說「認識」祂。 
 （Ⅲ）作證。如果內在的信仰經驗是那麼真實，那麼為耶穌作證是
必然的事，就像若翰洗者一樣把耶穌介紹給人。若是我們從未想過把
耶穌介紹給人，羞於在人前談耶穌，那信仰在我們身上所佔的重要性
很有限。作證是信仰的試金石。那些為耶穌作證的人，他們的信仰肯
定沒問題，這是教會的經驗。 
 讓我們記得信仰歷程的三步曲︰看見、認識、作證。時刻自問︰我
在人叢中看見耶穌嗎？我對祂有內在的經驗嗎？我在生活上有為祂作
證嗎？ 
 
反省與實踐: 
1. 為什麼耶穌是夾雜在那些社會上最微不足道的人群當中？從這些

人們身上的哪些特質，讓你看到了耶穌呢？ 
2. 上主說祂的救恩要普及到全世界，你能為天主的救贖計畫做些什

麼呢？ 
3. 犧牲和素祭都非天主所喜，全燔祭和贖罪祭也非天主所要，你知

道天主真正要我們做的是什麼？讓我們時常尋求天主的旨意並樂
意奉行。 

 
禱文： 
1. 請為各地福傳工作祈禱。願上主祝福所有宣揚天主福音的使者，

使更多的人相信耶穌就是天主子，並樂意接受祂的救恩，我們同
聲祈禱。 

2. 請為每位教友的聖召祈禱。教會需要不同的肢體，來完成天主的
各項善工，求主幫助我們明白祂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特別的計畫，
使我們能夠在不同的崗位上，完成天主所託付給我們的使命，我
們同聲祈禱。 

 

莫扎特與羔羊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沃爾夫岡．阿瑪多伊斯．莫扎特在《Ｃ大調加冕彌撒曲》中所

譜寫的「天主羔羊」，是他最美妙、最富於震憾力的音樂作品之一。 
多年前，赫伯特．馮．卡拉揚在羅馬的聖伯多祿大殿指揮了

《加冕彌撒曲》，當演奏到「天主羔羊」時，他的眼淚奪眶而出，順
勢往下淌。莫扎特為了作這首曲子（「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禰垂
憐我們，求禰賜給我們平安」），到底為甚麼付諸如此的深度與激
情？ 

莫扎特自己告訴我們，他在這些話和這些話的意義上面下了最
大的功夫。或許，讀完今天的福音，我們會多理解一點他的用心。在
福音中，洗者若翰第一次開口說出：「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
者！」這話已經成為基督文學的奠基石之一。在神聖彌撒中，這些話
出現了好幾次，尤其是在領聖體前，當司祭舉起麵餅，使之成為基督
聖體。 

雖然這些話聽起來耳熟能詳，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其實它們
愈來愈讓我們有聽沒有懂。 

我們當然知道一頭羔羊長得甚麼模樣。繁殖哺育羊隻今天在我
國其實更普遍。不過，為甚麼施洗者在約但河邊，用羔羊來形容那位
自己找上門來的強壯年輕人、來自納匝肋的木匠呢？ 

若翰並非只是單純地稱祂為羔羊，好像我們用半帶嘲弄的口吻
叫一個怯懦天真的人那樣。他稱耶穌為「天主的羔羊」，由此而觸及
當初一個眾所皆知的事實。 

當年，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裡，每天都有羔羊被當作祭祀用的犧
牲品；直到今天，猶太人的踰越節家宴中一定包含羔羊，用來紀念猶
太人民離開埃及、逃出奴隸歲月的那一晚。 

「天主的羔羊」：這意味著犧牲是獻給天主的，為了與祂重新
修和，為了獲得解放。 

這年輕人正值旺年（祂那時三十歲左右），若翰稱祂為「天主
的羔羊」，並說：祂將除免「世罪」。 

這些語帶玄機的有關耶穌的話，預告了祂將來的道路。祂要走
這條路，不是靠耀武揚威，不是憑豐功偉業，而是「如同被牽去待宰
的羔羊」（先知寫在依撒意亞書五十三 7）。就因為這樣，就因為看
似「像羔羊一般」無能為力，祂要去除罪惡壓在世界上的重擔的鉸
鏈。種種的不義、戰爭和仇恨不但在表面上有著無窮的破壞力，而且
歸根到底就是聖經所稱的「罪」，它們是極其沈重的負擔。不過耶穌
來了，把這些罪揹負到祂自己的肩上，「除免」了我們的重擔。 

這一切光憑我們的腦袋永遠無法理解，我們必須用心去感受。
莫扎特就是用心體會到了，藉著他天賦的音樂才華，他淋漓盡致地表
達了天主羔羊必勝的安慰。 

 
反省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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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禰垂憐我們，求禰賜給我們平安」，
每次我們誦唱羔羊讚時，我們是否真誠相信耶穌來是把我們的罪
揹負到祂自己的肩上，「除免」了我們的重擔？ 

2. 耶穌夾雜在社會上最微不足道的人群當中？今日，我們是否可從
弱勢人群中看到耶穌呢？ 

3. 上主的救恩要普及到全世界，我們能否可以為天主的救贖計畫奉
獻出什麼呢？我們是否時常尋求天主的旨意並樂意奉行？ 

 

禱文： 
1. 請為每位教友體認到自己的聖召祈禱。教會需要不同的肢體，來

完成天主的各項善工，求主幫助我們明白祂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特
別的計畫，使我們能夠在不同的崗位上，完成天主所託付給我們
的使命。 

2. 請為世界各地的福傳工作平安順利祈禱。祈求天主聖三祝佑世界
各地的福傳工作，祈願上主祝福所有宣揚天主福音的使者，使更
多的人相信耶穌就是天主子，並樂意接受祂的救恩。 

 
 

第二主日"天主的愛子"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主日是常年期第二主日。 
一般來說，很少聽到常年期第一主日的說法，因為在常年期第一

主日，即上主日，教會慶祝主受洗節，而一般人則以「主受洗節」
來稱之。現在我們把常年期一詞的意義約略介紹一下： 

「常年期」這名稱，是由1969年教會禮儀年曆改革以後，才在普
世教會內開始流行的 。在這改革後的禮儀年曆中，「復活期」、
「四旬期」、「聖誕期」，以及「將臨期」，各有其特點；但是除
了這些特別節期之外，在禮儀年中仍有三十三，或三十四週。這個
時期並沒有指定慶祝基督的某一特定奧蹟，而是對基督的全部奧蹟
作綜合性的紀念。這一段時期就是現行教會禮儀年所謂的「常年
期」。「常年期」是由一月六日之後的星期一開始，直到聖灰禮儀
星期三；然後又從五旬主日後的星期一開始，直到將臨期第一主日
前夕第一晚禱時為止。 

「常年期」的各個主日，除了最後的幾個主日，特別強調基督救
世奧蹟全部完成的階段，突顯救世奧蹟的末世幅度之外，彼此並沒
有顯著的差別。每個主日都好比復活節，都是慶祝耶穌復活的奧蹟。
這原是教會傳統上主日的意義。 

常年期每個主日都編有專用的彌撒經文和特選的讀經。彌撒經文
包括集禱經、獻禮經、領聖體後經，年年相同。特選的讀經，則分

甲、乙、丙三年一循環，輪流選讀。在現行的教會禮儀中，主日彌
撒有三篇讀經。第一篇選自舊約聖經，第二篇選自宗徒書信，第三
篇選自四部福音。經文的選讀，都有各自的標準。在一般情形下，
常年期主日彌撒中的福音，甲年選自聖瑪竇福音，乙年選自聖馬爾
谷福音，丙年選自聖路加福音。但是，在特殊的機會和節日，甲、
乙、丙三年都會選讀聖若望福音中的某些章節。至於其他兩篇讀經：
讀經一的選擇配合於該主日福音的內容主題；讀經二則自成一系，
連續選讀某一新約書信，與福音不必有關係。 

今年是禮儀年曆的甲年，但是本主日常年期第二主日的彌撒福音，
不取自聖瑪竇福音，而取自聖若望福音的第 1 章第 29 到 34 節。這
篇福音的內容與上主日、「主受洗節」所紀念的，耶穌在約旦河，
由洗者若翰手下受洗的事蹟相關。洗者若翰是耶穌的見證。他用白
鴿和羔羊的形像，聲明了耶穌就是依撒意亞所預言的默西亞。 

聖神像鴿子一般，自天而降，臨在他上面。」這句話一方面使人
想起諾厄時洪水的故事，顯出了新救恩時代的來臨，又使人記起依
撒意亞先知說過的：「由葉瑟的樹幹將出一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
發出一個幼芽。上主的神將住在他內。」另一句話：「請看，除免
世罪的天主羔羊」，「羔羊」的形像則令人聯想到依撒意亞先知所
歌頌的受苦的上主僕人：「他受虐待，謙遜忍受，總不開口，如同
被牽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聲，他也同樣不開
口。」 

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選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 49 章第 3，以及第
5到6節，內容講的就是上主的僕人：天主將以他為榮，他將集合以
色列子民，又將成為萬國之光，使天主的救恩普及全世界。 

本主日彌撒中的答唱詠援引聖詠第40篇的話，強調福音和讀經一
的訓誨，指出耶穌基督及我們該以生活的奉獻，來承行上主的旨意： 

「犧牲和素祭你都不喜愛，全燔祭和贖罪祭你也不接納，卻要我
側耳細聽。於是我說：看，我已來到！我的天主，我已來到！我樂
意承行你的旨意。」 

這是本主日彌撒讀經教訓我們：耶穌是以色列所期待的默西亞，
上主的僕人，他是天主子，他來到世上，不但為尋找以色列家的亡
羊，更是為奉行天主的旨意，奉獻自己，愛人到底，流血犧牲，為
普世人類贏得救恩。這也是我們作為基督信徒所要跟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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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耶穌的名號 
 

上一個主日教會慶祝主受洗節，正好為耶穌的公開傳教生活展開了
序幕，而這個主日（常年期第二主日）繼續帶領信眾，進一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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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除了透過祂的教導和行實外，亦特別透過深入認識
祂的名號，幫助我們心口如一地明認祂就是我們的主¾¾基督耶穌。 
 
當以色列人流亡到巴比倫時，依撒意亞先知書的作者指出將有一位
「上主的僕人」來拯救他們，帶他們重返以色列，並成為「萬民的
光明」。在福音中，作者透過若翰的作證，揭示耶穌是「天主的羔
羊，除免世罪者」，因若祂的身份和使命，我們可以知道祂就是那
位「上主的僕人」；若翰並指出祂就是「天主子」（若 1:34）。      
 
教會一直以來，以不同的名稱來揭示和宣認「耶穌」¾¾這身份的奧
秘。以下四個常用的名號，可幫助大家從聖經和教理方面進一步確
認那位向我們宣講喜訊的耶穌基督是真人真天主。 
 
1)  「主」（Lord/Kyrios） ¾¾這是對人的敬稱。在若望福音第四
章，撒瑪黎雅婦人與耶穌相遇於井旁時，她以此稱呼耶穌；而在默
示錄中，「主」更具有深層的意義，寓意著祂是那位受天父光榮、
並將於末日第二次來臨的「主」（格前 16：22，得前 4：17，默 22：
20）。 
 
2)  「基督/默西亞」（Christ/Messiah）¾¾意即「受傅者」，指被
天主所召選和祝聖的人，為侍奉、履行天主派遣給他的使命。在舊
約中，很多君王是被天主所召選，而接受傅油，治理人民；亦有少
數的先知接受傅油，接受天主的特別差遣。在新約中，伯多祿以
「默西亞」向耶穌宣信，明認祂就是拯救萬民的那位（谷 8：29，
路 9：20）。天主教教理也清楚地解釋「基督」賦予於耶穌身上，
是因為祂就是那位天主所許諾的：「默西亞，應被上主的神所傅油，
在同一時刻中成為君王、司祭和先知。耶穌以其司祭、先知和君王
的三重功能，實現了以色列對默西亞的期望。」（天主教教理 436） 
 
3)  「天主子」（Son of God）¾¾福音中所記載耶穌的受洗和顯聖
容的事蹟，都是以「有聲音由天上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
的。』（瑪 3：17, 17：5）」來敘述。此外，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時，站於十字架旁，看見所發生的一切異象的士兵說：「這人真
是天主子！」（瑪 27：54, 谷 15：39）。教會以此稱號指出耶穌是
天主的獨生子，並與聖父有同一的天主性（444）。」  
 
「人子」（Son of Man）¾¾在對觀福音中出現過 80多次，這名號沿
於舊約達尼爾先知的神視中所形容的那位乘着天上的雲彩而來，具
尊榮、永遠王權和審判權的人子（達 7：13-14）。耶穌一如舊約所
預告，要以人子的身份，擁抱人性，屬人類的一份子來履行祂的使
命（谷 2：10， 28）、苦難和復活（谷 8：31， 9：31）及再次來
臨，聚集祂的被選者（谷 13：26）。藉著伯多祿所作的信德宣認，

耶穌進一步指示了「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
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瑪 20：28）。因此，「祂的王權的真正
意義只有在祂高懸在十字架上時才顯示出來¼¼。」（440）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四個名號外，還有別的名號：如解放者
（1741）、新的創造（349）及完美的人（520）；且於不同時代，
教會處於當代的處境中作出反省，以新的名號來表達對耶穌這身份
奧秘的洞悉和理解。 
 
生活反思／實踐： 
1. 上述所解說的耶穌名號，你有甚麼新的理解？那一個名號最具啟

發性，使你對耶穌的人性和天主性有更深的認識？ 
2. 嘗試在這個星期，用你在此時此刻，最能表達你對耶穌的渴望的

名稱來向祂祈禱，並留意自己的感受。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經文脈絡】 
新約四部福音都提到若翰洗者，然而若望福音的敘述和其他

福音之間相關性很少；若望福音所強調的重心在於若翰為耶穌作
證，以及他如何透過天主所給予的記號認出耶穌。這個主日的福
音選自若一 29-34，就形式而言，這段經文是若翰洗者一段「獨
白」。福音作者沒有說明若翰洗者講話的對象，並且在若一 34採
用完成式語態：「我（已經）看見了，我便作（了）證：祂就是
天主子。」透過這種特殊的敘述方式，強調若翰的見證具有超越
時空、恆久不變效力。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整段敘述有如一幅古老聖像所描繪的情景，其中只有兩個角

色：若翰洗者與耶穌。若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便說：「看，天
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29）這句充滿讚嘆意味的圖像性語
言含有雙重幅度的難題，首先是福音作者的神學訴求，其次則是
這個概念在猶太聖經傳統中的根源。 

耶穌代人贖罪 
若翰的呼喊本身就是基督信仰的表達，認為耶穌死亡的意義

是為普世贖罪；這裡所謂的「世罪」是集合性的表達人性整體的
罪。若望壹書清楚地傳達了這個思想：「你們也知道，那一位曾
顯示出來，是為除免罪過，在他身上並沒有罪過。」（若壹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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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受苦的僕人 
初期基督徒團體將「代人贖罪」的思想和關於「上主受苦僕

人」的先知話（依五二 13-五三 12）連結在一起，因為先知書中
的詩歌就已經運用「贖罪」和「羔羊」來描述上主受苦的僕人：
這位僕人「擔負著我們的罪」（依五三 4），「如同被牽去待宰的
羔羊」沈默地不發一語（依五三 7）。 

真實的逾越羔羊 
對觀福音敘述耶穌的最後晚餐恰好是當年的逾越節晚餐，但

是若望福音的作者卻將耶穌的最後晚餐提前一天（參閱：若十三
1-2，十九 31）；因此，根據若望福音，耶穌死亡時，正是猶太人
在聖殿中宰殺逾越節羔羊的時辰。藉著這樣的敘述，福音作者刻
意地說明，耶穌才是真實的「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耶穌的「先存性」 
若翰說：「有一個人在我以後來，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

先我而有。」（30）這句話不僅說明耶穌已經存在於人民之中，
只是尚未被認出來；而更是指出祂最深的根源。洗者若翰的話是
見證耶穌的「先存性」，在世界存在之前，祂就「與天主同在」
（若一 1）。 

洗者若翰的職責 
若望福音所表達的若翰洗者的圖像也和對觀福音大不相同；

讀者所熟習的恐嚇與警告性的審判宣講，在這裡完全看不到任何
蹤跡。若望福音中的若翰將自己的職責明確地縮減為，透過施洗
將拯救者耶穌由以色列人民中指認出來：「我也不曾認識祂，但
為使祂顯示於以色列，為此，我來以水施洗。」（32）。 

辨識的記號 
洗者若翰接著說明，他原來也不認識「要來的那一位」，但

是天主卻給了他清楚地辨識記號：「你看見聖神降下，停在誰身
上，誰就是那要以聖神施洗的人。」（33）這段經文和對觀福音
一樣敘述「耶穌受洗」的事件，但仍有其特殊之處，若望福音沒
有記載耶穌受洗的過程。 

天主聖神的施予者 
聖神停留在耶穌身上，顯示祂將是聖神的施予者。這是若望

團體已經得到的信仰體驗：在耶穌被高舉之後，祂已將聖神派遣
給門徒們。這個事實使我們明顯地看出，信仰團體的經驗和歷史
中洗者若翰宣講的區別，若翰由於熱切地期待末世審判，因此宣
講「要來的那一位將以火與聖神施洗」（瑪三 11）。 

天主的「特選者」 
若翰這段證詞的最高峰是隆重地宣告耶穌「就是天主的特選

者」（34）！多數學者認為這個翻譯比思高本聖經所翻譯「天主
子」更為恰當。大概由於這個頭銜在若望福音中僅出現這一次，
因此被後來的抄寫員改為「天主子」。「特選者」其實就是「特
別喜愛者」的另一種說法，而且清楚地顯示依四二 1的經文。因

此，天上來的聲音在這裡再次影射上主受苦的僕人，祂是天主的
特選者，天主所喜悅的，並且上主的神臨在祂身上。 

【綜合反省】 
福音作者的目的不在於報導客觀歷史，而是傳達高度的神學

與信仰的領悟。天主賞賜洗者若翰的深刻洞察，和人們缺乏認識
能力被對立突顯出來。福音作者透過若翰洗者的見證，介紹耶穌
在他的作品中隆重登場，並開始啟示自己（啟示天主）的救援工
程。 

這段經文和教會的禮儀有密切的關連，「天主的羔羊」的呼
喊，大概就是若望團體中的禮儀用語；而今日的感恩禮儀，信仰
團體也一再被邀請隆重地表達信仰：「請看！天主的羔羊，除免
世罪者！」 

真正威脅世界的是罪惡，世界的得救就是從罪惡中釋放出
來，「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耶穌基督是真實唯一的救主。這是
一種啟示性的洞察，在信仰內才能體驗到天主子對世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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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an 2023: 2nd Sunday of Ordinary 

Time-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All the earth shall bow down before you, O God, and shall sing to you, shall sing 

to your name, O Most High! 

 

FIRST READING    Is 49:3, 5-6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Isaiah 
I will make you the light of the nations so that my salvation may reach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e Lord said to me, ‘You are my servant, Israel, in whom I shall be 
glorified’;  

I was honoured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my God was my strength. And 
now the Lord has spoken, he who formed me in the womb to be his 
servant, to bring Jacob back to him, to gather Israel to him:  

‘It is not enough for you to be my servant, to restore the tribes of Jacob 
and bring back the survivors of Israel; I will make you the light of the 
nations so that my salvation may reach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39:2. 4. 7-10 

R. Here I am, Lord; I come to do your will.  
1. I waited, I waited for the Lord and he stooped down to me; he heard 

my cry. He put a new song into my mouth, praise of our God. R.  

2. You do not ask for sacrifice and offerings, but an open ear. You do not 
ask for holocaust and victim. Instead, here am I. R.  

3. In the scroll of the book it stands written that I should do your will. My 
God, I delight in your law in the depth of my heart. R.  

4. Your justice I have proclaimed in the great assembly. My lips I have 
not sealed; you know it, O Lord. R. 

 

SECOND READING    1 COR 1:1-3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The grace and peace of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 

I, Paul, appointed by God to be an apostle, together with brother 
Sosthenes, send greetings to the church of God in Corinth, to the holy 

people of Jesus Christ, who are called to take their place among all the 
saints everywhere who pray to our Lord Jesus Christ; for he is their Lord 
no less than ours 

May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send you grace and 
peace.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JN 1:14. 12 
The Word of God becam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He enabled those 
who accepted him to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GOSPEL    JN 1:29-34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This is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s of the world. 

Seeing Jesus coming towards him, John said, ‘Look, there is the lamb 
of God that takes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This is the one I spoke of 
when I said: A man is coming after me who ranks before me because he 
existed before me. I did not know him myself, and yet it was to reveal him 
to Israel that I came baptising with water.’  

John also declared, ‘I saw the Spirit coming down on him from heaven 
like a dove and resting on him. I did not know him myself, but he who sent 
me to baptise with water had said to me, “The man on whom you see the 
Spirit come down and rest is the one who is going to baptise with the Holy 
Spirit.” 

 Yes, I have seen and I am the witness that he is the Chosen One of 
God.’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You have prepared a table before me, and how precious is the chalice that 

quenches my thir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