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北京福音路德教会年历 

主日敬拜三年系列—C年 
 

节期日 公历 第一经课 诗篇 第二经课 福音书 

将临期第一主日 11月28日 耶33:14-16 25 帖前3:9-13 路21:25-36 
将临期第二主日 12月5日 玛3:1-4 24 腓1:3-11 路3:1-6 
将临期第三主日 12月12日 番3:14-17 130 腓4:4-7 路3:7-8 
将临期第四主日 12月19日 撒下7:8-16 89 罗16:25-27 路1:39-55 

平安夜 12月24日 赛 9:2-7 96 多2:11-14 路2:1-20 
圣诞节 12月25日 赛52:7-10 98 来1:1-9 约1:1-14 
圣诞节第一主日 12月26日 撒上2:18-20,26 111 来2:10-18 路2:41-52 

圣诞节第二主日 1月2日 创17:1-7 148 加4:4-7 路1:68-75 

显现日 1月6日 赛60:1-6 72 弗3:2-12 太2:1-12 
我主受洗主日 1月9日 撒上16:1-13 2 多3:4-7 路3:15-17,21,22 

显现期第二主日 1月16日 赛62:1-5 133–134 林前12:1-11 约2:1-11 
显现期第三主日 1月23日 赛61:1-6 19 林前12:12-21,26,27 路4:14-21 
显现期第四主日 1月30日 耶1:4-10 78 林前12:27–13:13 路4:20-32 
显现期第五主日 2月6日 赛 6:1-8 85 林前14:12b-20 路5:1-11 

显现期第六主日 2月13日 耶17:5-8 1 林前15:12,16-20 路6:17-26 

显现期第七主日 2月20日 创 45:3-8a,15 103 林前15:35-38,42-49 路6:27-38 
登山变像主日 2月27日 出34:29-35 148 林后4:3-6 路9:28-36 

圣灰星期三（黑）                 3月2日 赛 59:12-20 51a 林后5:20b–6:2 路18:9-14 

预苦期第一主日 3月6日 申26:5-10 91 罗10:8b-13 路4:1-13 
预苦期第二主日 3月13日 耶26:8-15 42-43 腓3:17–4:1 路13:31-35 
预苦期第三主日 3月20日 出3:1-8b,10-15 38 林前10:1-13 路13:1-9 
预苦期第四主日 3月27日 赛12:1-6 32 林前1:18-25 路15:1-3,11b-32 
预苦期第五主日 4月3日 赛43:16-21 73 腓3:8-14 路20:9-19 

棕枝主日 4月10日 亚9:9,10 24 腓2:5-11 路19:28-40 
濯足星期四 4月14日 出12:1-14 116 来10:15-25 路22:7-20 
受难日（黑） 4月15日 赛52:13–53:12 22 来4:14-16; 5:7-9 约19:17-30 

 

复活节清晨 4月17日 赛12:1-6 30 林前15:51-57 约20:1-18 
复活节主日 4月17日 出15:1-11 118 林前15:1-11 路24:1-12 
复活节第二主日 4月24日 徒5:12,17-32 16 启1:4-18 约20:19-31 
复活节第三主日 5月1日 徒9:1-19a 67 启5:11-14 约21:1-14 
复活节第四主日 5月8日 徒13:15,16a,26-33 23 启7:9-17 约10:22-30 
复活节第五主日 5月15日 徒13:44-52 145 启21:1-6 约13:31-35 
复活节第六主日 5月22日 徒14:8-18 65 启21:10-14,22,23 约14:23-29 
升天日 5月26日 徒1:1-11 47 弗1:16-23 路 24:44-53 
复活节第七主日 5月29日 徒16:6-10 8 启22:12-17,20 约17:20-26 

圣灵降临主日 6月5日 创11:1-9 51b 徒2:1-21 约15:26,27 

圣三一主日 6月12日 民6:22-27 150 罗5:1-5 约16:12-15 
 

圣灵降临第二主日   6月19日  王上8:22,23,41-43 100 加1:1-10 路7:1-10 
圣灵降临第三主日   6月26日 王上17:17-24 30 加1:11-24 路7:11-17 
圣灵降临第四主日   7月3日 撒下11:26–12:10,13-15 32 加2:11-21 路7:36-50 
圣灵降临第五主日   7月10日 亚13:7-9 22 加3:23-29 路9:18-24 
圣灵降临第六主日   7月17日 王上19:14-21 62 加5:1,13-25 路9:51-62 
圣灵降临第七主日   7月24日 赛66:10-14 66 加6:1-10,14-16 路10:1-12,16-20 
圣灵降临第八主日   7月31日 申30:9-14 25 西1:1-14 路10:25-37 
圣灵降临第九主日   8月7日 创18:1-14 119a 西1:21-29 路10:38-42 
圣灵降临第十主日   8月14日 创18:20-32 6 西2:6-15 路11:1-13 
圣灵降临第十一主日 8月21日 传1:2; 2:18-26 34 西3:1-11 路12:13-21 
圣灵降临第十二主日 8月28日 创15:1-6 33 来11:1-3,8-16 路12:32-40 
圣灵降临第十三主日 9月4日 耶23:23-29 139a 来12:1-13 路12:49-53 
圣灵降临第十四主日 9月11日 赛66:18-24 72 来12:18-24 路13:22-30 
圣灵降临第十五主日 9月18日 箴25:6,7 119a 来13:1-8 路14:1,7-14 
圣灵降临第十六主日 9月25日 箴9:8-12 19 门1:1,10-21 路14:25-33 
圣灵降临第十七主日 10月2日 出32:7-14 51a 提前1:12-17 路15:1-10 
圣灵降临第十八主日 10月9日 摩8:4-7 38 提前2:1-8 路16:1-13 
圣灵降临第十九主日 10月16日 摩6:1-7 146 提前6:6-16 路16:19-31 
圣灵降临第二十主日 10月23日 哈1:1-3; 2:1-4 27 提后1:3-14 路17:1-10 

宗教改革主日 

最后审判主日 

10月30日 

11月6日 

耶31:31-34  

耶26:1-6 

46 
90 

罗3:19-28 

帖后1:5-10 

约8:31-36 

路19:11-27 
圣徒得胜主日 11月13日 赛65:17-25 150 帖后2:13–3:5 路20: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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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 基督是王主日        11月 20日 耶 23:2-6 98 西1:13-20 路23:35-43 
感恩节  11月25日 申 8:10-18 100 腓 4:10-20 路17:11-19 

      
 


	将临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