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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壇台語基督長老教會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ern Jersey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地址 Address : 343 East Cedar St,  Livingston, NJ 07039 

電郵 Email : tpcnj2021@gmail.com 

網址 Website : https://www.tpcnj.us/ 

視訊 Link :  https://meet.google.com/cjx-tqpb-wvz 

 

 

  

聚會及活動 
  主日 

      禮拜      9:30 AM     

      成人主日學    11:00 AM      

 週二 查經團契     暫停到三月底 

 週三 晚禱       8:00 PM -  8:30 PM   

 週四 好厝邊長青會   暫停到三月底 
  
 

事工分擔表 

事工 司會 司琴 讀經 講道 司獻招待 直播組 主日學 週二查經 週三晚禱 

3/19 潘政惠 黃春鳳 黃學政 林皙陽 
李文陽 

張美珠 

陳雨辛 

張拓三  
林興隆      

寒休   

(3/21)    

張美珠     

(3/22)  

3/26 張美珠 黃春鳳 周懿德 梁哲懋 
詹文哲     

楊瑞美 

陳雨辛 

張拓三  
林興隆      

寒休   

(3/28)    

張拓三    

(3/29)  
 

本月輪值同工：張拓三，四月輪值同工：廖武輝。   

https://www.tpcnj.us/
https://meet.google.com/cjx-tqpb-w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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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19 日(四旬節第 4 主日)    主日禮拜 
                                                            Sunday Worship Service, Mar. 19th,  2023     

                                     (Fourth Sunday in Lent) 9:30 AM 

                                     信眾聚集敬拜，恭候上帝的話語 

We Gather to Worship God and Wait for the Word of God 
 

序樂  Prelude                                                                                                                       司琴：黃春鳳 

歡迎  Welcome                           林皙陽牧師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會：潘政惠 

聖詩  Hymn   # 468       「萬國萬人攏有一擺」                                                                                                                      - 會眾  

啟應文:   13  詩篇 42 (啟應文第 1019頁)                                                 - 會眾 
 

啟: 上帝啊，我的心迫切欣慕祢，                         應:親像鹿切慕溪水。  

啟: 我的心嘴焦欣慕上帝，永活的上帝；            應: 我甚麼時會到上帝面前去朝見? 

啟:  我暝日用目屎準飯吞；                                      應:𪜶一直問我:「你的上帝佇叨位?」  

啟: 我早前導眾人做陣去上帝的厝，                      應:用歡喜稱讚的聲大家守節。  

啟: 我追念諸個代誌，                                                 應:心非常悲傷。  

啟: 我的心啊，你是按怎鬱卒?                                  應:是按怎佇我內面哼哼嗲?  

啟: 著仰望上帝；我猶久欲稱讚祂，                       應: 因為祂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  

啟: 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佇我內面鬱卒，               應:所以我欲對約旦的地及黑門以及米撒的山數念祢。 

啟:  祢的瀑布出聲，深淵及深淵相呼應;                 應:祢的波浪，祢的大湧淹沒我。 

啟: 日時上主施落祂的慈愛，                                      應: 暝時祂互我唱歌，對賜我活命的上帝祈求。  

(齊)  我欲對上帝，我的石磐，講:  

啟: 你哪會𣍐記得我?                                                      應:我是按怎因為對敵的壓迫悲傷皓皓行?  

啟: 我的對敵欺負我，拍碎我的骨頭；                     應:𪜶一直問我:「你的上帝佇叨位?」  

啟: 我的心啊，你是按怎鬱卒?                                     應:是按怎佇我內面哼哼嗲?  

啟: 著仰望上帝；我猶久欲稱讚祂，                          應: 因為祂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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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Prayer (讚美，感謝)             司會：潘政惠 

悔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林皙陽牧師 

    牧師引言後帶會眾齊聲祈禱                                                                      - 會眾 

至聖、慈悲的上帝，阮欲專心仰望祢，總是，阮承認阮常常作沒到。阮違逆(ui-keh)祢的教

示與法度; 致到因為阮的罪受傷，阮求祢醫治阮的傷痕，洗清阮的污濊。阮懇求祢憐憫阮所

遭遇的困苦，在黑暗裡用真光照阮，互阮復原; 求祢賜聖神的氣力，用阮做祢的器具，來榮

光祢，用歡喜感恩來見證祢的慈愛和信實。願阮充滿聖神的氣力，倘做祢善良忠心的百姓。

阮祈禱是倚靠愛阮、憐憫阮、不時扶持阮的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會眾各自靜默祈禱 
 

赦罪的恩言 Assurance of Pardon                     林皙陽牧師 

 (牧師宣告後起立同唱「榮耀頌」） #388  Gloria be to the Father                              - 會眾 

「榮光歸聖父上帝，榮光聖子聖神，三位一體，昔在的，現在在的，將來亦永遠在的，無窮

無盡。阿們，阿們。 

互相請安 Passing Peace                    - 會眾 

恭受上帝的話語 

We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聖經  Scripture Readings                                          -黃學政   

                            以弗所人書 5:8-14 （新約 222 頁) 

                讀經者：這是上帝的話     會眾應：感謝上帝 
 

講道 Sermon  

                              「在光明中與上帝同行」                      林皙陽牧師 

 

聖詩  Hymn   # 543   「我愛學主的款式」                                                                                                                                       - 會眾  

     

                                               回應上帝的話  

We Response to the Word of God 
 

信仰告白  Confession of Faith – The Apostels’Creed                   - 會眾 

使徒信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咱的

主。祂由聖神投胎，由在室女馬利亞出世；在本丟彼拉多任內受苦，釘十字架，死，埋葬，

落陰府；第三日由死人中復活，升天，今坐在全能的父上帝大傍；祂要自彼再來審判活人及

死人。我信聖神。我信聖，公同的教會，聖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體的復活；永遠的活

命。阿們。  
 

祈禱  Pastoral Prayer and the Lord’s Prayer                                                                           林皙陽牧師 

[祈禱前]   啟: 恁的心著仰望       會眾應: 阮的心仰望上帝              
 

（牧師祈禱後，會眾齊聲以主禱文結束）            -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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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阮在天裡的父，願祢的名聖，祢的國臨到，祢的旨意得成，在地裡親像在天裡。阮

的日食今仔日給阮；赦免阮的辜負，親像阮也有赦免辜負阮的人。勿得導阮入於試，著救阮

脫離彼個惡的。因為國，權能，榮光，攏是祢所有，代代無盡。阿們。 

主，聽阮祈禱(x3)，賞賜阮平安，阿們   #330  Hear our prayer，O Lord                 - 會眾                                                                                       
 

報告 Announcement                司會：潘政惠 

 3/12週日參與: 實體 21人，線上 6人。 

 3/12經常奉獻: $1,850。 

奉獻請寄淑貞姐：Mrs. Sue Lin   38 Park St. Apt. #4D, Florham Park, NJ 07932。      

 成人主日學: 今日 3/19將由林興隆牧師帶領。 

 週二查經：因有很多兄姐外出旅遊或返台，二月、三月暫停，但仍希望兄姐們自習上帝的

話語。 

 4/9 主日禮拜後，在教會開長執會，歡迎本會會員參加。 

 4/16 將開本年度的大會，選一位新長老和一位執事。 

 今年退修會決定於 7/21 noon (禮拜五) to 7/23 (禮拜日) noon 舉行，地點: APA Hotel 

Woodbridge – 120 Wood Avenue, S. Iselin, NJ 08830。詳細情形另行通知，請大家預留時間

參加。 

 好厝邊長青會: 四月之第一個週四 4/6 將恢復活動，林興隆兄主講的題目待定。 

 本教會歡迎有志兄姐尚未正式加入為會員者，慕道兄姐有意進一步追求真道者，林興隆牧

師將帶領堅信班，為期六週，請接洽每月的輪值長執，以便安排面洽 。 

 

奉獻的祈禱  Prayer of Dedication                                                                        -李文陽 張美珠 

聖詩 Hymn   # 427         「日斜西山，願主祢及我住」                                   - 會眾  

差遣，祝禱  Charge and Benediction                                                                               林皙陽牧師 

阿門頌 Amen Song                          - 會眾                                                             

殿樂靜默祈禱 Postlude and Silent Prayer                         司琴：黃春鳳       

事奉交誼 Fellowship and Service Beg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