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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信息 

教牧 
黄懿礼牧师(部份时间) 

 

9741 6822 
 jwongyili@gmail.com 

教牧 
张佩仪传道 

 

 6339 9251 
 9298 4749 

  peiyi@fgefc.net 

行政同工 
朱秀莉姐妹(部份时间) 

 

6339 9252 
 kristinechoo@fgefc.net 

每个进入恩家的人， 
都能经历到神丰盛的恩惠和福音的大能， 
并被主恩转变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 
活出福音、传扬福音 
并以主爱建立别人生命的基督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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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向办公室询问) 

 

主日崇拜 

上午10点30分至中午12点 
 

主日午餐团契 

中午12点至1点 
 

门徒加油站 

主日下午1点至2点 
 

门徒小组 

周间及周末  
 

长春团契 

每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六 

 

教会活动时间表 

 要兴起和建立 
   能传扬主恩、 

     建立主家 
  的门徒。 
                太Matt28：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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ŝƐƐŝŽŶ͗ 
我们的 我们的 

主日崇拜程序： 

FAMILY  OF  GRAC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2019年教会主题： 

11 Woodlands Close Woodlands 11 #07-03/04 
Singapore 737853 

网址：www.fgefc.net 
https://www.facebook.com/fgefc/ 

序乐 主在圣殿中 
 

宣召 诗篇72:1-7, 10-14 
 

同心祷告 张佩仪传道 
 

敬拜赞美 祢真伟大 

 我敬拜祢全能真神 

 伟大的救主 
 

祷告良辰 张佩仪传道 
 

经文诵读 谭国荣弟兄 
 

证道 张佩仪传道 
 

回应诗歌 将你最好的献给主 
 

 近主十架 
 

圣餐 黄懿礼牧师 
 

奉献 黄敏明执事 
 

谢祷 张佩仪传道 
 

颂荣 会众 
 

祝福 黄懿礼牧师 
 

阿们颂 会众 
 

家事报告 张佩仪传道 



在主里诚心欢迎您与我们一起在 

恩家播道会敬拜全能上帝。 

若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请您填写来宾卡， 

并欢迎您散会后与弟兄姐妹一起团契分享。 

愿至高上帝的喜乐、平安充满您。  

支票奉献抬头 �Ǉ��ŚĞƋƵĞ：&�D/>z�K&�'Z�����&���或��&'�&� 

 1月5日 1月13日 1月20日 

信息   委身的异象   以福音为耻？   因信称义的需要  

经文 罗12:1-2 罗1:1-17 罗1:18-3:20 

讲员 张佩仪传道 张佩仪传道 李宗高博士 

主领 黄敏明执事 朱心虔弟兄 卓少华弟兄 

助领 林礼沅/林丽玉 陈小岗/梁静芝 云明慧/陈子骢 

司琴 崔晗 陈展鹏 黄允佳 

乐器伴奏 黄允乐/黄允佳 谭恩倍/黄锐扬 卓佳乐/卓佳恩 

影音 卓佳乐/万智宏 黄俊哲/盧俞良 黄允乐 

读经员 谭国荣 郑景耀 王莉萍 

招待 卓少华/云明慧 

王莉萍/念炎莲 

关丽芬/叶秀琼 

吕凤群/文淑贞 

廖浩光/袁丽群 

林慧云/王莉萍 

儿童崇拜 何子恩/冼佩璇 何子恩/冼佩璇 何子恩/冼佩璇 

图书馆 - 张群玉/梁锡兰 张群玉/梁锡兰 

预备圣餐 余丽云/肖莉婵/林慧云 - - 

襄礼 黄志光执事/郑景耀 

关丽芬/詹俊娟 

- - 

少年崇拜 方星尹 黄允佳/冯咏如 黄敏明/黄晓蓉 

����年 

奉献统计 

月入预算至 

����年��月 

上周奉献 月入累计至 

��月��日 

十一奉献 ϭϮϬ�ϬϬϬ͘ϬϬ Ϯ�ϳϳϱ͘ϬϬ ϵϯ�ϰϳϮ͘ϱϬ 

成人崇拜 ϵϬ�ϬϬϬ͘ϬϬ ϭ�ϯϭϬ͘ϲϬ ϳϲ�ϭϵϰ͘ϲϬ 

儿童崇拜 ��ϯ�ϬϬϬ͘ϬϬ ϮϮϰ͘ϰϱ ϭ�ϴϱϯ͘ϲϬ 

感恩 ϭϴ�ϬϬϬ͘ϬϬ - ϭϵ�ϬϮϵ͘ϬϬ 

新堂 ��ϭϮ�ϬϬϬ͘ϬϬ ϱϬ ϵ�ϳϰϱ͘ϬϬ 

差传 Ϯϭ�ϬϬϬ͘ϬϬ - �ϭϴ�Ϯϭϲ͘ϭϬ 

累计差距 

;Ϯϲ�ϱϮϳ͘ϱϬͿ 

 ;ϭϯ�ϴϬϱ͘ϰϬͿ 

;ϭ�ϭϰϲ͘ϰϬͿ 

ϭ�ϬϮϵ͘ϬϬ 

;Ϯ�Ϯϱϱ͘ϬϬͿ 

(Ϯ�ϳϴϯ͘ϵϬͿ 

成人崇拜 86 

儿童崇拜 7 

儿童/少年加油站 - 

青成/成人加油站 - 

小组 7 

年终感恩祷告会 71 

上周人数统计  

  

电子转账        /-�ĂŶŬŝŶŐ��：K����ϱϴϭϯ�ϬϱϮϭ�ϲϬϬϭ 

 

成人加油站：“旧约概论” 

青成加油站：Old Testament Ba-

sics （Learn How the Old Tes-

tament Fits Together and How 

to Study It in Context） 

少年加油站：“使徒信经”。 

儿童加油站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敬请弟兄姐妹们踊跃参与学习，

并向秀莉姐妹报名。 

时间：2月17日主日聚会之后 

收费：每人$7 

敬请大家向凤喜姐妹报名。 

恩家将在2019年3月3日进行执事

选举。因此将在1月13日主日崇拜

之后将会有执事选举说明的时

段，请所有会友们留步参与。 

 

 

黄逸基弟兄和张群玉姐妹诚心邀请

弟兄姐妹参与咏欣与颖贤的结婚典

礼。 

日期：2019年1月12日，星期六， 

 早上11点。 

地点：笃信圣经长老会希伯仑堂，   

 蔡厝港52街10号 

Hebron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 

10 Choa Chu Kang St 52, 

S689284 

我们将在1月13日主日崇拜时有

小组组长设立仪式，请所有小组

组长们做好预备。 

 

日期：1月19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10.00-下午4.00 

费用：$10.00（包括午餐） 

集合时间：9.30am 

地点：兀兰图书馆外面。 

 巴士将在图书馆外面的巴

士站接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