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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基督教恩家播道会 
FAMILY OF GRAC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11 WOODLANDS CLOSE WOOLANDS 11 #07-03/04 SINGAPORE 737853 

19-1-2020 

主日崇拜 Worship Service 上午10.30 

儿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上午10.30 

主日午餐团契  Lunch Fellowship 中午12.00 

青少加油站 
Youth Disciple-

ship School 
上午9.00 

成人/青成 

加油站  

Discipleship 

School 
下午1.00 

门徒小组  Disciple Group 请向办公室询问详情 

使命： 
复兴人心、 

动员家庭、建立 
传承，使人成为主
耶稣的门徒，一起
完成大使命！ 
太28:18-20 

Church Vision 

Let the Journey Begin 
耶和华你的神必把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要你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 

申Deut30:6 

The Lord your God will circumcise your hearts 

and the hearts of your descendants, so that you 

may love him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live.  



 1月19日 1月26日 2月2日 

信息  重建圣殿 旧约中的复兴 新约中的复兴 

经文 该2:4，11-14，23 诗51:10；赛61:4，

57:15；结37:1-14 

 

讲员 林采频牧师 张佩仪传道 张佩仪传道 

主领 万筱涵姐妹 黄敏明执事 卓少华弟兄 

助领 卓佳恩/陈子骢 林丽玉/梁静芝 云明慧/陈子骢 

司琴 崔晗 黄隽颖 黄锐扬/卓佳恩 

乐器伴奏 陈小岗/黄允佳 黄允乐/卓佳乐 陈保罗/温世骞 

影音 阮兆丰/黄俊熙 王莉萍/温世睿 阮兆丰/黄俊熙 

读经员 谭国荣 梁锡兰 蒋家琦 

招待 何易家/黄秀卿 

叶秀琼/余丽云 

肖莉婵/林慧云 

卓少华/阮兆丰 

念炎莲/文淑贞 

林恩奇/黄俊哲 

儿童崇拜 何子恩/文淑贞 

卓碧霞 

- 何子恩/卓碧霞 

朱秀莉 

预备圣餐 - - 肖莉婵/余丽云/林慧云 

襄礼 - - 黄敏明执事/黄志光执事 

詹俊娟执事/黄晓蓉执事 

上周人数统计  

成人崇拜 96 

儿童崇拜 8 

青少聚会 7 

青成加油站 - 

成人加油站 - 

小组 32 

  

2020年 

奉献统计 

 上周奉献 

 

奉献累计 

至1月12日 

 

十一奉献  2 065.00 4 127.00  

成人崇拜  2354.20 3 109.40  

感恩  385.00 690.00  

差传  250.00 1 115.00  

建堂  130.00 304.00  

尼希米计划  856.10 2 090.80  

其他奉献  6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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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转账 I-Banking  ：OCBC 5813 0521 6001 



家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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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至高上帝的喜乐、平安充满您。  

门徒加油站—家庭崇拜讲座 
青少特别加油站学习 

今主日开始暂停2周，2月2日复课，

请弟兄姐妹注意。 

灵修和家庭崇拜材料 

配合教会在家庭化成长方面的计划，

特别在灵修材料中加入了家庭崇拜材

料，盼望每个家庭成员都能藉此鼓励

彼此在神的话语中成长。 

欢迎和恭贺 

感谢林采频牧师分享上帝的话语来勉

励我们，愿天父赐福于她手所作的

工！ 
 

也欢迎新朋友和我们一起敬拜，散会

后敬请留步茶叙和分享，彼此认识。 
 

来临的星期六就是农历年初一了。再

此恭祝弟兄姐妹们新年蒙恩！愿主耶

穌保守你在新的一年中滿有神的恩惠

和膏油，平安喜樂，生命更加散發基

督馨香之氣成為世上光，願我主耶穌

基督的恩惠與你并你的家人同在！ 

从2020年开始，教会在每个主日收取

两次的奉献。第一次的奉献是为着尼

希米“信心”工程运动，希望在10年

内能还清教会场所的贷款，第二次收

取的奉献则为十一奉献和主日敬拜奉

献等等。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奉献，

每个人要照着心里预先定好的，不要

为难，也不要勉强，因为神喜爱那乐

意给与的人。 

江正忠弟兄和林礼慧姐妹婚礼 

江正忠弟兄和林礼慧姐妹将在1月27

日在家乡举行婚礼。恩家在此恭贺他

们。愿主照祂的旨意成全，赐福给这

新婚的家庭，荣耀主的圣名！夫妇俩

也诚邀恩家所有弟兄姐妹们出席他们

的新婚感恩晚餐，恳请可以出席的弟

兄姐妹们把名字注明在布告板上。 

日期：2月22日，星期六 

时间：傍晚6.00 

地点：Civil Service Club @Bt Batok 
Jasmine Room 
91 Bt Batok West Ave 2 
S’pore 659206 

声乐技巧-基础班 

日期：2月10-3月9日，每逢星期一 

时间：晚上7.30-9.00 

费用：$180 

教会将给予工作人士津贴35% 

学生及非工作人士津贴50% 

请向明慧执事报名。 

教会祷告会将在下主日暂停一周。

下一次的祷告会将会在2月9日。 

新春火锅午餐 

日期：2月2日 

收费：$8.00(中学以上） 

$4.00（小学） 

小学以下免费 

请向凤喜姐妹报名并付款。 



本周信息 

行政同工 

朱秀莉姐妹(部份时间) 
6339 9252 

 kristinechoo@fgef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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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圣殿 

经文：该Hg.2:11-14，23 

讲员：林采频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