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期 日期 主日和主要節日 顏色 經課一 詩篇 書信 福音

將臨期 29/11/2015 將臨期第一主日 藍/紫 耶三十三14–16 詩二十五1–10 帖前三9–13 路十九28–40

6/12/2015 將臨期第二主日 藍/紫 瑪三1–7下 詩六十六1–12 腓一2–11 路三1–14

13/12/2015 將臨期第三主日 藍/紫 番三14–20 詩八十五篇 腓四4–7 路七18–28

20/12/2015 將臨期第四主日 藍/紫 彌五2–5上 詩八十1–7 來十5–10 路一39–45

聖誕期 24/12/2015 我主誕生日前夕 白 賽七10–14 詩一百一十1–4 約壹四7–16 太一18–25

25/12/2015 我主誕生日 白 賽五十二7–10 詩二篇 來一1–6 約一1–14

27/12/2015 聖誕期第一主日 白 出十三1–3上、11–15 詩一百一十一篇 西三12–17 路二22–40

3/1/2016 聖誕期第二主日 白 王上三4–15 詩一百一十九97–104 弗一3–14 路二40–52

顯現期 10/1/2016
顯現後第一主日                  
(我主受洗日）

白 賽四十三1–7 詩二十九篇 羅六1–11 路三15–22

17/1/2016 顯現後第二主日 綠 賽六十二1–5 詩一百二十八篇 林前十二1–11 約二1–11

24/1/2016 顯現後第三主日 綠 尼八1–3、5–6、8–10 詩十九7–14 林前十二12–31上 路四16–30

31/1/2016 顯現後第四主日 綠 耶一4–10 詩七十一1–6 林前十二31下–十三13 路四31–44

7/2/2016
顯現後最後主日                            
(登山變像日）

白 申三十四1–12 詩九十九篇 來三1–6 路九28–36

蒙灰日 10/2/2016 蒙灰日 黑 珥二12-19 詩五十一篇1–13 林後五20下–六10 太六1–6、16–21

預苦期 14/2/2016 預苦期第一主日 紫 申二十六1–11 詩九十一1–13 羅十8下–13 路四1–13

21/2/2016 預苦期第二主日 紫 耶二十六8–15 詩四篇 腓三17—四1 路十三31–35

28/2/2016 預苦期第三主日 紫 結三十三7–20 詩八十五篇 林前十1–13 路十三1–9

6/3/2016 預苦期第四主日 紫 賽十二1–6 詩三十二篇 林後五16–21 路十五1–3、11–32

13/3/2016 預苦期第五主日 紫 賽四十三16–21 詩一百二十六篇 腓三8–14 路二十9–20

聖週 20/3/2016 棕枝主日 紅/紫 申三十二36–39 詩一百一十八篇19–29 腓二5–11 路二十三1–56

24/3/2016 濯足日 白 耶三十一31–34 詩一百一十六篇12–19 來十15–25 路二十二7–20

25/3/2016 我主受難日 黑 賽五十二13–五十三12 詩二十二篇 來四14–16；五7–9 約十八1–十九42

復活期 27/3/2016 我主復活日 白/金 賽六十五17–25 詩十六篇 林前十五19–26 路二十四1–12

3/4/2016 復活後第二主日 白 徒五12–20 詩一百四十八篇 啟一4–18 約二十19–31

10/4/2016 復活後第三主日 白 徒九1–22 詩三十篇 啟五8–14 約二十一1–14

17/4/2016 復活後第四主日 白 徒二十17–35 詩二十三篇 啟七9–17 約十22–30

24/4/2016 復活後第五主日 白 徒十一1–18 詩一百四十八篇 啟二十一1–7 約十六12–22

1/5/2016 復活後第六主日 白 徒十六9–15 詩六十七篇 啟二十一9–14、 21–27 約十六23–33

8/5/2016 復活後第七主日 白 徒一12–26 詩一百三十三篇 啟二十二1–20 約十七20–26

聖靈降臨期 15/5/2016 聖靈降臨主日 紅 創十一1–9 詩一百四十三篇 徒二1–21 約十四23–31

22/5/2016
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                          
(聖三一主日）

白 箴八1–4、22–31 詩八篇 徒二14上、22–36 約八48–59

29/5/2016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綠 王上八22–24、 27–29、41–43 詩九十六1–9 加一1–12 路七1–10

5/6/2016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 綠 王上十七17–24 詩三十篇 加一11–24 路七11–17

12/6/2016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 綠 賽四十1–5 詩八十五7–13 徒十三13–26 路一57–80

19/6/2016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綠 賽六十五1–9 詩三篇 加三23—四7 路八26–39

26/6/2016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 綠 王上十九9下–21 詩十六篇 加五1、13–25 路九 51–62

3/7/2016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綠 賽六十六10–14 詩六十六1–7 加六1–10、14–18 路十1–20

10/7/2016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 綠 利十九9–18 詩四十一篇 西一1–14 路十25–37

17/7/2016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 綠 創十八1–10上 詩二十七7–14 西一21–29 路十38–42

24/7/2016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 綠 創十八20–33 詩一百三十八篇 西二6–15 路十一1–13

31/7/2016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 綠 傳一2、12–14；二18–26 詩一百篇 西三1–11 路十二13–21

2015–2016 教會年丙年三代經文

2015年11月29日–201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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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016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 綠 創十五1–6 詩三十三12–22 來十一1–16 路十二22–34

14/8/2016 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 綠 耶二十三16–29 詩一百一十九81–88 來十一17–31；十二1–3 路十二49–53

21/8/2016 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 綠 賽六十六18–23 詩五十1–15 來十二4–24 路十三22–30

28/8/2016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 綠 箴二十五2–10 詩一百三十一篇 來十三1–17 路十四1–14

4/9/2016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綠 申三十15–20 詩一篇 門 1–21 路十四25–35

11/9/2016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 綠 結三十四11–24 詩一百一十九169–176 提前一12–17 路十五1–10

18/9/2016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 綠 摩八4–7 詩一百一十三篇 提前二1–15 路十六1–15

25/9/2016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 綠 摩六1–7 詩一百四十六篇 提前三1–13 路十六19–31

2/10/2016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 綠 哈一1–4；二1–4 詩六十二篇 提後一1–14 路十七1–10

9/10/2016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 綠 得一1–19上 詩一百一十一篇 提後二1–13 路十七11–19

16/10/2016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二主日 綠 創三十二22–30 詩一百二十一篇 提後三14–四5 路十八1–8

23/10/2016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 綠 創四1–15 詩五篇 提後四6–8、16–18 路十八9–17

30/10/2016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
宗教改革紀念主日）

紅 啟十四6–7 詩四十六篇 羅三19–28 約八31–36

6/11/2016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          
(諸聖主日）

白 啟七9–17 詩一百四十九篇 約壹三1–3 太五1–12

13/11/2016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六主日 綠 瑪四1–6 詩九十八篇 帖後三6–13 路二十一5–28

20/11/2016 聖靈降臨後最後主日 綠 瑪三13–18 詩四十六篇 西一13–20 路二十三27–43

將臨期 27/11/2016 將臨期第一主日 藍/紫 賽二1–5 詩一百二十二篇 羅十三8–14 太二十一1–11

4/12/2016 將臨期第二主日 藍/紫 賽十一1–10 詩七十二篇1–7 羅十五4–13 太三1–12

11/12/2016 將臨期第三主日 藍/紫 賽三十五1–10 詩一百四十六篇 雅五7–11 太十一2–15

18/12/2016 將臨期第四主日 藍/紫 賽七10–17 詩二十四篇 羅一1–7 太一18–25

聖誕期 24/12/2016 我主誕生日前夕 白 賽七10–14 詩一百一十篇1-4 約壹四7–16 太一18–25

25/12/2016 我主誕生日 白 賽五十二7–10 詩二篇 來一1–6 約一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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