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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四主日 
 
凡要誇耀的，應因主而誇耀。~ 格林多前書 1:319 
 
進堂詠 
上主，我們的天主，求你拯救我們，由異民中召集我們，為讚美你的
聖名，並以讚美你為光榮。 
 
讀經一（我必在你中間，留下謙遜和貧苦的百姓。） 
恭讀索福尼亞先知書 2:3; 3:12-13 

地上所有遵守上主法律的卑微人！你們應尋求上主，你們要追求
公義，要務求謙和，也許你們在上主憤怒的日子，能藏身免禍。 

但我必在你中間，留下謙遜和貧苦的百姓；他們必依賴上主的名
號。以色列的遺民不再作惡，也不再說謊；在他們的口裡，也再找不
到欺詐的舌頭。的確，他們或是牧放，或是休息，再沒有人來恐嚇他
們。——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46:7, 8-9, 9-10 
【答】：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領：上主為被欺壓的人辯護，上主賜食物給飢餓的人；上主使被囚的

人，獲得自由。【答】 
領：上主開啟瞎子的眼睛；上主使傴僂的人挺身；上主喜愛正義的人；

上主保護旅客。【答】 
領：上主扶助孤兒寡婦；上主迷惑惡人的道路。願上主永遠為王！熙

雍，你的天主萬壽無疆！【答】 
 

讀經二（天主召選了世上懦弱的。）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26-31 
弟兄姊妹們： 

你們看看你們是怎樣蒙召的：按肉眼來看，你們當中有智慧的人
並不多，有權勢的人也不多，顯貴的人也不多。 

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愚妄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了世上懦弱
的，為羞辱那堅強的；甚至天主召選了世上卑賤的和受人輕視的，以
及那些一無所有的，為消滅那些有的，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
前無所誇耀。 

你們得以結合於基督耶穌，全是由於天主，也是由於天主，基督
成了我們的智慧、正義、聖化者和救贖者，正如經上所記載的：「凡
要誇耀的，應因主而誇耀。」——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福音（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恭讀聖瑪竇福音 5:1-12 

那時候，耶穌一見群眾，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門徒來到他面前，
他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說：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

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上主的話。 
 
領主詠 
上主，求你以你的慈容，光照你的僕人，求你以你的仁慈，拯救我。
上主，因為我呼號了你，求你莫讓我蒙羞。 
 
 

真福八端的挑戰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山中聖訓（瑪 5-7 章）濃縮地道出基督徒應有的生活，真福八端

是山中聖訓的序言、天國大憲章的開始。瑪竇有意突出這是新開始，
故拿梅瑟來作比較。梅瑟在山上接受十誡，使以色列子民開始新生
活；耶穌卻以自己的權威，在山上「頒布」新約憲章，指出基督徒生
活的準則。真福八端每端都具革命性，挑戰人以全新的態度去生活。 
 
 （一）神貧︰「貧」指有所欠缺，神貧是指極需要天主，把一切希
望交託於祂手中。富貴的人較難成為神貧，因財富為他帶來一切，不
須依賴天主。神貧的人對財富有一全新的態度，財富只是事主愛人的
工具。若財富成為事主愛人的障礙，則願意捨棄它。對財富有如此逍
遙的態度，才懂得甚麼是神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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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哀慟︰指強烈地感到傷心，痛哭自己的罪過或世界的苦難及
罪惡。人若未能哀慟，大概未到傷心處，還未深深領略天主的愛。聖
經記載伯多祿三次不認主後，耶穌回頭看了看他，他感受到基督的慈
愛，哀慟痛哭起來。對世界的災難與不幸，也許我們變得麻木。如果
我們為別人、為世界的不幸與罪惡而哭，像耶穌為拉匝祿、為耶路撒
冷而痛哭一樣，這顯示出我們愛之所在，我們會受安慰。 
 
 （三）溫良︰是指相信溫良力量的人，無論甚麼情況，都像基督一
樣，不記仇、不報復、不以暴易暴。只有溫良的人堪當承受天國的土
地。以色列人以武力維護自己的土地，不明白真正的福地不需要武力
維護，溫良的人永遠不會失去它。 
 
 （四）饑渴慕義︰「義」是指「因信成義」的義，指天主的恩寵，
我們渴慕義德，渴慕天主的恩寵，好像渴望飲食那麼殷切、那麼自然
嗎？我們曾否對天主說︰「主啊！我需要 ！」天主怎會不令我們飽
飫？ 
 
 （五）憐憫︰指寬恕慈悲的心腸，把慈悲放在公義之上。聖經中慈
善的撒瑪黎雅人撇開和猶太人之間的恩怨，對一個有需要的猶太人，
「動了憐憫的心」而去幫忙他。我們能寬恕和慈悲待人，因為天主先
寬恕和慈悲待我們。 
 
 （六）心地純潔︰不光是指心中無惡念，更指行為動機純正，出自
真誠的心。法利塞人被斥責，就是因為只重外表的潔淨；耶穌卻要求
人內心潔淨，意向純正。天主將來會按我們的內心和動機審判我們。 
 
 （七）締造和平︰一方面指內心的平安，另一方面指人與人之間的
和平。不單是「愛好」和平，更要「締造」和平。耶穌是和平之子，
把耶穌帶到生活工作的圈子，必能締造人與人之間的和平。 
 
 （八）為義而受迫害︰伸張正義，往往要吃苦頭。大則受迫害，小
則被取笑、被排擠。人要靠天主的恩寵，才有「雖千萬人，吾往矣」
的道德勇氣。 
 
 耶穌並沒有說，八種基督徒的生活態度與質素，任君選擇。祂要求
人八樣皆備。八端並非只屬理想，達不到的理想是沒有意義的。真福
八端是接觸到天主的人的倫理生活，有天主的愛及恩寵，人有能力達
到，並可經驗到︰「喜樂吧，因為天國是你們的」。 
 
反省與實踐: 
1. 你要如何以真福八端的生活態度，來面對你在實際生活上所遇到

的各種人事物？ 

2. 回想一下你是如何蒙召的呢？你願意讓基督成為你每一天的智
慧、正義、聖化者和救贖者嗎？ 

 

禱文： 
1. 為世界的和平與正義祈禱。祈求天主讓所有的民族、政體、宗派

等，在天主的愛中化解一切的仇恨、利益衝突與各種歧見，共同
建造安定和樂的世界秩序，我們同聲祈禱。 

 
 

真福八端 
張春申神父 著 

默想: 
耶穌主要、唯一的使命，是以祂的言語宣告並以祂的行動實現

天國來臨的福音。反過來說，祂的宣講和行為，唯有在天國來臨的新
時代背景中，才能正確地解釋。我們今天的主日福音，開始採用瑪竇
聖史寫得很長的山中聖訓。傳統上，山中聖訓稱為天國的大憲章；我
們設法綜合性地按照耶穌傳報的新時代精神，默想真福八端。真福八
端是在天國臨近的背景中，耶穌宣告八種不同生活實況或態度的人，
定要蒙受天父的祝福。這八種生活實況或態度，含有人生的三個基本
面：面對自己、面對別人和面對天主，我們便從這三面來分析八端真
福。 

首先，哀慟和心地純潔可以視為屬於個人自處的態度。哀慟或
哭泣，是人由於不同的原因所產生的情緒。至於心地純潔，按照福音
原意，是指誠實無欺，表裏一致的人，其反面便是耶穌常常指斥的內
外不合的法利塞人。在耶穌的新時代中，天主要以父親的身分安慰哀
慟的子女，祂要臨在於心地純潔的生命之中。當然天父的祝福並非是
機械性的，而是對那哀慟而信賴天父仁慈的人、對相信天父知道一切
而心地純潔的人，要恩賜安慰與自己的父愛。 

其次，憐憫和締造和平，是面對別人的態度。憐憫是對於身處
不幸的人所懷有的仁慈與愛。締造和平，小則解決個人之間或家庭中
的糾紛，大則消除國家民族中的衝突。天父必要祝福這兩種人，因為
祂自己是憐憫人的天父；祂是要人類如同自己的子女一般彼此和平相
處的天地大父。因此，這兩端真福要求人：為了效法天父的憐憫而憐
憫人；為了承行天父的旨意而締造和平。在耶穌宣告的新時代中，憐
憫人的人要蒙受天父的憐憫、締造和平的人要稱為天父的子女，因為
他們都有天父一般的態度。 

最後，神貧、溫良、慕義如飢似渴和為義而受迫害，都是面對
天主的生活實況。神貧和溫良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意義；在人世間無依
無靠，謙卑自下，一心唯天父是盼而期待祂救恩的來臨，這樣的人是
神貧的、溫良的。在新時代中，耶穌向他們傳報福音，因為天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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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更好說天父自己要以祂的方法滿足他們。至於慕義如飢似渴，在
路加福音中，直指飢餓的人；而我們今天所聽到的瑪竇福音，更深一
層地指渴慕天主的救恩與義德的人；其實在耶穌實踐的天國來臨時代
中，天父一方面要求自己的子女彼此相愛，給飢餓的人吃、口渴的人
喝；另一方面藉著聖子耶穌，拯救人類，成為義人。總之，飽飫，不
論軀體的或精神的，都是天國來臨的祝福。末了，為義而受迫害，也
是新時代中的生活實況。耶穌自己為了完成天父的使命，必須忍受苦
難，那麼相信和跟隨祂的人，在這有罪的世界中，為了按照福音的標
準而生活，也會蒙受壞話毀謗，甚至辱罵和迫害。不過這便是真福，
因為他們已經肖似了耶穌基督，堪稱為天國的子女。 

真福八端是耶穌面對當時具體的八種生活實況或態度，宣告天
國來臨所蒙的祝福；我們今天不是依舊存有這八種生活實況或態度
嗎？那麼相信福音的人，今天同樣地在這種生活實況或態度中，可以
經驗到真福。 
 
反省與實踐: 
1. 我是哀慟和心地純潔的人嗎？ 
2. 我是憐憫和締造和平的人嗎？ 
3. 我是神貧、溫良、慕義如飢似渴、和為義而受迫害的人嗎 
 

禱文： 
1. 請為全體天主子民祈禱。當年耶穌親自為門徒們揭示了天國真福

的意義，今天，我們也衷心祈求天主恩賜我們智慧與能量，面對
此時此刻人間複雜的情況與嚴峻的挑戰，能活出天國真福的精
神，改變世界的面貌。 

2. 請為所有貧困的人祈禱。年關將近，有些同胞卻為無法歡樂過年
而心焦。祈求天主感動有能力的人，發揮同胞愛，慷慨解囊，真
誠且尊重的協助貧困的家庭，能有衣有食，善度好年。 

 
 

第四主日 "天主召選卑微的人"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在本主日彌撒的福音，瑪竇則用了八個「有福」來記述同樣的
道理。這就是向來所說的「真福八端」，或「山中聖訓」。 在本主
日彌撒中耶穌所講的山中聖訓，其要點是在：「神貧」、「悲痛」、
「溫良」、「饑渴」、「憐憫」，「心地純潔」、「締造和平」和
「受迫害」，那些被世俗看作是軟弱的標記。因此，有人以為在山
中聖訓裏，耶穌宣講了一個上下顛倒的世界。但是，這不等於肯定
貧窮，說貧窮好，因為天主的降福可能體現在物質的富有中。福音

要說的，是富有世間財物的人，難以維持心靈的自由，而貧窮可以
促使人尋求天主。 

至於迫害，耶穌把它視為是目前的事實，也是未來必會發生的
事情。對受迫害者，耶穌表示同情。但是，山中聖訓的結論是招呼
他們歡樂，因為他們在天國的賞報將是豐厚的。 

這樣，在本主日的彌撒福音中，耶穌邀請我們把我們的生活和
判斷，與他所宣布的新價值，作一個對照。這新的價值，在不信仰
他的人眼中，沒有意義，但是，在基督信友團體中，卻發生了作用。
在那裏，我們可以看到：有人吃苦，卻依然歡樂；受迫害，卻愉快
地為主作證；家裏沒有必需的食糧，卻神情清爽，毫無怨氣。更令
我們驚訝的是：有人雖然在物質上富有，卻懷著開放的心，認識自
己在許多方面不如他人，而知道接納自己和他人，在認識自己的微
小當中，能謙虛地接受別人的給予，又能同樣給予別人。他們就是
福音上所說的「神貧者」。像這樣理想的基督信徒生活，沒有信德，
是不能領悟並實現的。 

雖然說，物質上的貧乏本身不是價值，但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能促使我們尋求天主。這就是在今天讀經一裏，索福尼亞先知所講
的弱者的優點。先知心目中的弱者，原來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先
知要他們追求公義，遵守天主的法律，作「卑微貧苦」的人。他說，
這樣，他們便能在天主審判的日子，脫身免禍。但先知所說的「卑
微貧苦」，並不單指物質上貧乏，他指的是經過了各種浩劫，得到
淨化的「殘存的以色列人」。他說他們不再行邪惡，不再說謊言，
而全心依賴上主。總之，他們是聖瑪竇福音上所說的「神貧者」。 

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二（格前 1: 26-31），恰巧也與彌撒福音
的主題相配合。在這篇讀經中，聖保祿宗徒也強調耶穌的來臨，給
人類帶來新的價值觀。他告訴格林多的信友說，天主召選了像他們
那樣的人，是為了推翻那些自認為重要的人。所以他叮囑他們不能
在天主面前有所誇耀，而該感謝天主抬舉了他們。 

聖保祿宗徒這樣說，是因為他注意到，在當時的格林多，流行
著一種趕時髦和冒充高雅的風氣，他恐怕當地的信友受到這種風氣
的影響，於是向他們解釋天主的判斷與世俗見解不同，而且提醒他
們，在他們當中有智慧和權勢的人並不太多。 

在今日國際社會劇烈變化、人類的價值觀模糊混亂的時代，本
主日彌撒讀經所發揮「天主召選卑微人」的道理，實在是一帖難得
的對症良藥。耶穌並不反對物質文明的進步，也不反對個人在社會
上的成就與成功，但是他教訓人要從另一個角度，從他所宣告「未
來的天國」的角度，來衡量人間的禍福。從這個觀點看來，一般人
所認為不幸的貧窮、懦弱，及受迫害，卻可能是天主的降福，可能
是人的真正幸福。所以，我們若受到天主這樣的降福，應該歡樂，
應該謙虛地感激天主的特別恩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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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真福八端  

【經文脈絡】 
瑪竇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的內容，記載耶穌在加里肋亞一座

山上對民眾的教導，這段經文通常被稱為「山中聖訓」，常年期
第四到第九主日一連六個主日的福音都順序選讀這段經文。這個
主日的福音是「山中聖訓」的開場白，也就是所謂的「真福八
端」，這個標題非常符合經文的形式與內容。但主日彌撒中的福
音經文沒有收錄瑪五 12的最後一句話，這種安排嚴重影響對經文
的瞭解，我們將在下文中補上這段經文，並逐句對這段福音略做
解釋。 

群眾 
「群眾」是那些自整個區域來到耶穌跟前的人（瑪四 25），

他們代表現在來聆聽耶穌的教導和訊息的以色列人民。「山中聖
訓」是耶穌有關天國喜訊的教導，對象首先是由以色列子民所產
生的天主子民；然而，福音具有超越時空的性質，因此也是針對
每一時代的基督徒團體 ― 新的天主子民 ― 所提出的教導。 

山 
福音指出耶穌上了「山」，卻沒有明說是哪一座山，大概應

該當作敘述的類型來瞭解：就如梅瑟曾上到天主的山，向天主的
子民宣講天主的啟示和法律（參閱：出十九 3，二四 18），現在
耶穌也登上「山」，宣告教導那超越舊約法律的福音喜訊。來到
耶穌前的「門徒」並不代表任何特殊的團體，而是一切蒙召接受
耶穌話語的人。「山中聖訓」是對一切人說的，瑪竇在整段經文
結尾時也說，這是針對整個群眾所提出的有權威的教訓（瑪七 28-
29）。而「耶穌開口教訓他們」也是一個聖經中常用的表達方
式，顯示耶穌所教導的就是天主的話和旨意（參閱：出四 12；戶
二二 28）。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這句話強調「精神」貧窮，因此是針對每一個人說的：指凡

是知道自己在天主前是貧窮的，在一切困苦急難中唯有天主是唯
一可信靠的人。這種「貧窮的虔誠」根源於舊約（參閱：詠三
四，三七），耶穌時代的以色列民族中也有許多人深深體驗到這
個事實（參閱：路一 46-55）。耶穌向窮人傳報救援喜訊（路四
18），但並未將祂所帶來的救援侷限在以色列的「神聖遺民」範
圍之內。凡是體認自己在天主前是絕對的「貧窮」，需要天主仁
慈憐憫的人，都將得到耶穌的救援 ― 天國。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到安慰！」 

這句話並非表達另一組人，「哀慟的人」其實就是「貧窮的
人」（參閱：依六二 1-2）。這裡只是強調的角度不同，指出一切
因承受苦難債務壓迫而哀嘆，並且只能期待天主安慰的人（依四
九 13）。這個期待清楚地表達在被動語句中：「因為他們要得到
安慰！」聖經中常用被動語態，表達真正的主動者就是天主。只
有天主的安慰能化悲傷為喜樂。在耶穌所說的許諾中，聽眾看見
了業已露出曙光的天國。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溫良的人」所表達的意義基本上和「神貧」與「哀慟」的

人相同。詠三七 11說：「善人將繼承樂土，必將樂享平安幸
福。」聖詠中的「樂土」和瑪竇這裡所說的「土地」就是指天
國，因此這句話是一個普遍性的救援許諾，針對一切謙遜溫和、
期待天主的平安喜樂的人。 

「慕義如饑似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神貧、哀慟、溫良」的人所渴望的就是「義德」，也就是

由天主或祂所派遣的默西亞所建立的救援秩序（依九 4；耶二三
5-6）。福音經文以「飢渴」描述對天主的「義德」的期待，明顯
地影射以色列子民在曠野中流徙的經驗（詠一０七 4-9），他們在
那裡體驗到深度的飢渴，也經驗了天主如何以瑪納和由岩石流出
的水養育了他們。福音類比地運用這個民族生命的體驗，表達對
天主聖言（亞八 11）以及天主智慧（德二四 21）的渴望。 

瑪竇所使用的「義（德）」這個概念一方面表達天主賞賜的
救援，另一方面也表達要求於人的正確生活態度。天主賞賜的救
援就是天國，而渴望天國的人所應表現的基本生活態度，就在下
面「四端」真福之中。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渴望得到天國的人應該「憐憫」他人，而且是像天主（耶

穌）一般地仁慈憐憫（瑪十八 33）。針對只重視外在表現的法律
主義（瑪二三 23），耶穌強調天主「喜歡仁愛勝過祭獻」（瑪九
13，十二 7）；面對呼求憐憫救助的病患與困苦之人，耶穌從不讓
他們失望而歸；誰若接待受苦者、看顧遭受遺棄者，就是屬於被
天父所祝福的人，將在最後審判中得到天主的憐憫（瑪二五 31-
46）。 

「心地純潔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所謂「心地純潔」並不是狹隘地指某一個特殊的美德，而是

如同猶太法律對於參加聖殿禮儀者（參閱：詠十五）所要求的
「手潔心清」（詠二四 4）。這裡強調發自正直良心的行動，尤其
是真實的言論，忠於自己所說出的話，與人交往絕不欺騙不實
（詠十五 2-5），也就是必須仿效天主的仁慈與信實（詠二六）。 

「看見天主」是由猶太虔誠傳統所引出的一個許諾。猶太傳
統相信人們在聖殿中「觀看天主的面」，這個傳統後來演變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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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期待：義人的靈魂將在天堂看見天主；初期基督徒團體繼續
接受這個思想，強調在未來將看見天主。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和平」是聖經思想中一個意義極為豐富的概念。所謂「締

造和平」是指積極努力促進天主願意在人間散播的和平（參閱：
路二 14），標準則是在世上、各民族間建立天國（依二 4；米四
3）。更進一步則是針對門徒們的教導：要求他們放棄報復的權利
（瑪五 38-42）、放下武器暴力（瑪二六 52-54）、隨時準備與人
和好（瑪五 23-24）、愛仇並為迫害自己的人祈禱（瑪五 44-
45）。 

期待「成為天主子女」是以民傳統的渴望（參閱：歐二 1-3；
智二 16-18），是救援觀點下另一個表達天國的方式；初期基督徒
認為自己就是實現了天主子女的團體，若壹三 1-2 更把這個概念
和「看見天主」連結在一起。這個「真福」的許諾為今日的「和
平運動」指出一條明路，但卻必須透過正確的詮釋，使之在每一
個具體的時空環境之中實現。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為義而受迫害」表達由於忠於耶穌和祂的福音而遭受迫

害，這是初期基督徒團體已有的經驗（瑪十 23，二三 34）。這個
「真福」的許諾要求他們，平安接受迫害，並為迫害者祈禱（瑪
五 44）。雖然耶穌「愛仇」的最高要求，對初期基督徒團體具有
非常真實的意義；但這個要求也是對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中的人
都有效的。「被迫害」屬於耶穌門徒的命運（瑪十 22-26），福音
的力量在迫害中更為彰顯，被迫害者更有機會證明自己真是耶穌
的門徒（瑪十 38-39），配得天國永福。 

「人若為了我的緣故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
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
是豐厚的。因為在你們之前的先知，人也曾經這樣迫害過他
們。」（瑪五 12）這最後兩節經文已不屬於所謂的「真福八
端」，耶穌講話的對象變成具體的「你們」，說明瑪竇將「真福
八端」的內容直接應用在基督徒團體上；因此，這兩節經文也可
以看做整段教導的結論。 

耶穌的門徒（瑪竇的團體）經歷到先知們 ― 舊約中天主的
代言人 ― 所經歷過的迫害，也遭遇到他們的主相同的命運（瑪
二 13-18，二一 33-39，二三 37-38），基督徒團體因此而明白，
他們已被列入救援史的行列之中。猶太傳統敘述舊約先知多人遭
到謀殺（參閱：瑪二二 6，二三 34-36）；「來自加里肋亞納匝肋
的先知耶穌」（瑪二一 11）不僅在祂的家鄉經驗到人民的排斥
（瑪十三 57），更在耶路撒冷經歷苦難和死亡；為了祂的緣故，
門徒們必須忍受相同的命運，但卻因此而能夠期待「天上的賞
報」。門徒們由於確信自己將得到圓滿的救援，因此現在就有理

由「歡喜踴躍」，在這樣的生活態度與具體的生活情況中，天國
已臨在於他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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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ntrance Antiphon  
Save us, O Lord our God! And gather us from the nations, to give thanks to your 

holy name, and make it our glory to praise you. 

 

FIRST READING    Zep 2:3; 3:12-13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Zephaniah 
In your midst I will leave a humble and a lowly people. 

Seek the Lord, all you, the humble of the earth, who obey his commands. Seek 
integrity, seek humility: you may perhaps find shelter on the day of the anger of 

the Lord. 

In your midst I will leave a humble and lowly people, and those who are left 

in Israel will seek refug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They will do no wrong, will tell 
no lies; and the perjured tongue will no longer be found in their mouths. But they 

will be able to graze and rest with no one to disturb them.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45:7-10. R. Mt 5:3 
R. Happy the poor in spirit;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theirs! 
1. It is the Lord who keeps faith for ever, who is just to those who are oppressed. 

It is he who gives bread to the hungry, the Lord, who sets prisoners free. R. 

2. It is the Lord who gives sight to the blind, who raises up those who are bowed 
down, the Lord, who protects the stranger and upholds the widow and orphan. 

R. 

3. It is the Lord who loves the just but thwarts the path of the wicked. The Lord 
will reign for ever, Zion’s God, from age to age. R. 

  

SECOND READING    1 Cor 1:26-31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God has chosen what is weak by human reckoning. 

Take yourselves for instance, brothers, at the time when you were called: how 

many of you were wise in the ordinary sense of the word, how many were 

influential people, or came from noble families? No, it was to shame the wise that 
God chose what is foolish by human reckoning, and to shame what is strong that 

he chose what is weak by human reckoning; those whom the world thinks 

common and contemptible are the ones that God has chosen – those who are 

nothing at all to show up those who are everything. The human race has nothing 

to boast about to God, but you, God has made members of Christ Jesus and by 
God’s doing he has become our wisdom, and our virtue, and our holiness, and our 

freedom. As scripture says: if anyone wants to boast, let him boast about the 

Lor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Mt 4:23 
J Rejoice and be glad; Your reward will be great in heaven. 
Alleluia! 

  

GOSPEL    Mt 5:1-12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Happy are the poor in spirit. 

Seeing the crowds, Jesus went up the hill. There he sat down and was joined 

by his disciples. Then he began to speak. This is what he taught them: 

‘How happy are the poor in spirit;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ppy the gentle: 

    they shall have the earth for their heritage. 
Happy those who mourn: 

    they shall be comforted. 

Happy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what is right: 
    they shall be satisfied. 

Happy the merciful: 

    they shall have mercy shown them. 

Happy the pure in heart: 
    they shall see God. 

Happy the peacemakers: 

    they sha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Happy those who are persecuted in the cause of right: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ppy are you when people abuse you and persecute you and speak all kinds 

of calumny against you on my account. Rejoice and be glad, for your reward will 
be great in heaven.’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Let your face shine on your servant. Save me in your merciful love. O 

Lord, let me never be put to shame, for I call on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