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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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DLANDS 11 #07-03/04 SINGAPORE 737853 

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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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 3月8日 3月15日 

信息  圣经里的家庭观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in the Bible 

基督家庭生活的 

试探与得胜 

家庭里的角色 

经文 诗128:1-6；申6:4-9；

弗6：4 

太4:1-11  

讲员 张佩仪传道 何子恩弟兄 陈业玉牧师 

主领 林礼慧姐妹 卓少华弟兄 黄敏明执事 

助领 林慧云/万筱涵 云明慧执事/陈子骢 林丽玉/梁静芝 

司琴 黄锐扬 黄允佳/卓佳恩 黄锐扬 

乐器伴奏 陈保罗/温世骞 卓佳乐/卓佳恩 陈小岗/温世骞 

影音 阮兆丰/黄俊熙 黄俊哲/黄允乐 王莉萍/阮兆丰 

读经员 谭国荣 蒋家琦 谭国荣 

招待 何易家/卓少华 

王莉萍/温世睿 

肖莉婵/林慧云 

阮兆丰/林恩乐 

念炎莲/余丽云 

卓佳恩/林思灵 

预备圣餐 余丽云/林慧云/肖莉婵 - - 

襄礼 黄敏明执事/黄志光执事 

云明慧执事/黄晓蓉执事 

- - 

上周人数统计  

成人崇拜 62 

儿童崇拜 - 

青少聚会 - 

青成加油站 - 

成人加油站 - 

小组 5 

  

2020年 

奉献统计 

 上周奉献 
 

奉献累计 

至2月23日 

 

十一奉献  375.00 18 135.00  

成人崇拜  553.00 7 472.90  

感恩  35.00 1 405.00  

差传  50.00 2 445.00  

尼希米计划 

“建堂” 

 606.00 12 862.55  

其他奉献  - 1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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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组长装备 

日期：3月14日，星期六 

时间：早上10.30-中午12.30 

地点：教会 

新冠疫情措施 

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

边，我必不会动摇。（诗篇16:8） 

1。暂停所有加油站和其他聚会。小组组长们从3月开始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有小

组聚会或是透过网络共享媒体开始分享的时间。 

2。主日聚会将会增设Facebook直播, 请大家关注恩家Facebook链接https://

www.facebook.com/fgefc/，之后的午餐将暂时停止。 

3。我们会测量所有出席者的体温。让大家申报2周内自己或家人是否有刚从任何

地方回来。 

4。若身体不舒服，请立即就医并留在家里休息，避免来教会聚会或接触人群密集

的地方，直到完全康复后才恢复聚会 

5。用微笑或挥手 取代握手来互相问候。 

6。每天晚上2020，我们鼓励大家一起停下手上所做的工，大家一起同心为着这次

的瘟疫来呼求上帝，好像亚伦一样，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求神怜悯止住瘟

疫。（民数记 16:46-48） 

愿大家珍惜一起崇拜神的福份，我们将继续留意跟进有关官方发出的指南和信

息，并发出提醒或适当调整预防措施。 

主日两次奉献 

2020年第一个主日开始，教会在每个

主日收取两次奉献。分别是为着十一

奉献和主日敬拜奉献等以及尼希米

“信心”工程运动。请弟兄姐妹们预

备心奉献。 
 

我们鼓励所有弟兄姐妹们每月忠心遵

守十一奉献的原则。大家可上网，透

过电子转账I-Banking: OCBC 5813 

0521 6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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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晚餐 

江正忠弟兄和林礼慧姐妹夫妇俩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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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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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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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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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里的家庭观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in the Bible 
经文：启Rev 1:1-11；3:22 

讲员：张佩仪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