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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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on: 

Everyone who enters FGEFC will be transformed by God’s 
abundant grace and the power of Gospel into Christ’s 
Disciple who is Gospel-centered, lives out the Gospel, 
preaches the Gospel and builds the lives of others with 
the love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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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及第四个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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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raise and build up 
    Disciples who preach  
  God’s Grace and build 
God’s House! 

ission: 

我们的 我们的 

主日崇拜程序： 

FAMILY  OF  GRAC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基督教恩家播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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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棒的遗产—信仰承伝 
提后1:5-7 

序乐 主在圣殿中 
 

宣召 诗篇23 
 

同心祷告 张佩仪传道 
 

敬拜赞美 成为我异象  

 主我高举祢的名 

 软弱的我变刚强 
 

祷告良辰 张佩仪传道 
 

敬拜赞美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经文诵读 郑景耀弟兄 
 

证道 严潘惠仪宣教士 
 

回应诗歌 使命 
 

奉献 卓少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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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动向 

 5月12日 5月19日 5月26日 

信息  
最棒的遗产— 

信仰承伝 

圣经中的家庭， 

家庭中的圣经 
家庭蒙福何处来 

经文 提后1:5-7 申6:1-9 

加3:7-9,3:14,来

13:2,太10:40-42,创

22:16-18,彼前3:5-6 

讲员 严潘惠仪宣教士 林慈信牧师 蒋家琦宣教士 

主领 卓少华弟兄 黄敏明执事 杨桂莲姐妹 

助领 云明慧执事/陈子骢 黄锐扬/林礼慧 平安小组 

司琴 李恩临 崔晗 黄锐扬 

乐器伴奏 卓佳乐/卓佳恩 陈小岗/黄允佳 卓佳乐/卓佳恩 

影音 阮兆丰/林礼沅 卢俞良/万智宏 阮兆丰/林礼沅 

读经员 郑景耀 王莉萍 黄晓蓉执事 

招待 何易家/文淑贞 

林慧云/王莉萍 

廖浩光/袁丽群 

林思灵/黄俊哲 

卓少华/云明慧执事 

肖莉婵/念炎莲 

儿童崇拜 何子恩/冼佩璇 何子恩/冼佩璇 何子恩/冼佩璇 

少年崇拜 - 万筱涵 黄敏明执事 

图书馆 张群玉/梁锡兰 张群玉/梁锡兰 - 

预备圣餐 - - - 

襄礼 - - - 

支票奉献抬头 By Cheque：FAMILY OF GRACE EFC  或  FGEFC 

2019年 

奉献统计 

 上周奉献 月入累计至 

5月5日 

 

十一奉献  2 765.00 30 090.80  

成人崇拜  925.75 33 077.95  

儿童崇拜  - 524.15  

感恩  545.00  14 472.00  

新堂  -  2 087.00  

差传  170.00 6 030.00  

上周人数统计  

成人崇拜 97 

儿童/少年崇拜 11 

少年加油站 7 

青成/成人加油站 26 

小组 50 

祷告会 - 

  

电子转账        I-Banking  ：OCBC 5813 0521 6001 

我们欢迎与感谢严潘惠仪宣教士
莅临恩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1。门徒加油站 

时间：下午1-2点 

请弟兄姐妹们踊跃参加。 

报告事项 

3。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华传）与
恩家播道会协办差传讲座 : 

(1) 公开特会 

日期：5月16日和17日，周四/五 

时间：晚上7.30-9.30 

地点：荣耀堂教育馆3楼礼堂 

讲题：福音传到地极 

讲员：来自美国的王钦慈牧师 

(2)专题讲座 

日期：5月18日，周六 

时间：早上9.30-下午4.00 

地点：荣耀堂教育馆#04-19课室 

讲题：发掘卓越人生使命方向 

讲员：华传国际总主任 

冯永梁牧师 

鼓励弟兄姐妹踊跃向秀莉姐妹报

名参加。装备自己为主所用。 
 

4。教会花艺与主日献花讲座 

日期：6月29日，星期六 

地点：柔佛再也异象基督教会 

费用：马币30(包括讲义及午餐) 
 

5。华幸福小组推介会 

日期：7月20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00-下午6.00 

地点：卫理公会女皇镇堂 

费用：$15(不包括午餐) 

报告事项 

1。恩家家庭营 2019 

教会家庭营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了，并且优惠价格将会延续到5月

12日才结束。请弟兄姐妹们从速

回应！详情请参阅海报和单张！ 
 

2。“与希望有约”全国布道会 

日期：5月18日（六）  

时间：晚上730 

地点：国家体育场   

讲员：寇绍恩牧师 

免费入门票已经分发完毕，我们

拿不到候补门票。请大家在祷告

中纪念这个布道会。 

今天是妈妈主日，让我们一起恭祝妈

妈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力量满满奔跑

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