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揚傳道

許多人深信「進化論」是科學的，認為所有生物是從單細胞經長時間進化出來
的，而單細胞是在自然界中，適合的條件下「意外產生」的。不過，隨著顯微
技術的進步，科學家對細胞內部的運作的研究越來越了解後，他們對「生命起
源」產生了很大的疑問，有許多已不相信 「進化論」 能夠解釋生命的起源。
原因就在 DNA 的研究和發現。
就目前所認知的，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有 DNA。精簡地說，DNA 是一條「數碼」，
有 4 種分子（A, T, G, C），而兩個分子組成一對，然後一對接一對地連接起來
的。人類的 DNA 大慨有 30 億對分子，全長大約 2-3 米，若將一個成年人身體
上的 DNA 全部連起來的話，其長度相當於地球與太陽的距離 300 倍以上。
DNA 中一對對的分子排列次序，決定了我們的物種、身型、性格、膚色等等，
就如建築說明書或電腦軟件程式。只是，連微軟公司的總栽 Bill Gate 也說過，
微軟還未有過像 DNA 那樣複雜的程式，而如此複雜的程式，卻能存在於連肉
眼都看不到的細胞核之中。
不僅如此，細胞內還有數十種功能性的蛋白質（如 DNA 複製、維修、運輸、
廢物處理、產生能量、看守門戶和死亡等），都是按照 DNA 的指示製造出來，
各按其職地來維持細胞的生命和運作。科學家也探測到在細胞中，這些蛋白質
之間互有通訊，它們會因應細胞的需要來作出協調，所以有人比喻細胞的內部
運作，就像一座城市。我們整個身體的器官和系統，就是由這 37.2 兆個「小
城市」，分門別類，互相協調下組成的，而 DNA 就是這一切背後的「指示程
式」。那麼，問題就來了！
細胞必須要有繁殖功能（即細胞分裂），才會有「DNA 特變」的可能性，而「進
化論」的假設就是細胞通過「DNA 特變」，在極長的歲月中，從一種原生物衍
生成各種各樣的物種，是從簡單進化到複雜的過程。現在，科學家發現從一開
始根本就不簡單！細胞分裂必須要有負責「DNA 複製」的功能蛋白質，來啟動、
讀取和複制 DNA，而這種蛋白質的構造是很複雜的，由三千多份胺基酸，根據
DNA 的指示排列而造成的。如果沒有這種蛋白質，就沒有 DNA 複製，那麼在
遠古最開始的時候，DNA 是怎樣被啟動、讀取、複製和繁殖的呢？難道這蛋白
質和 DNA 兩者是同時間、同地點，在偶然中出現，然後彼此合作起來的嗎？
更難想象的，是細胞分裂需要幾十種不同的蛋白質同時存在，各按其職才能完
成的。那麼史上第一個單細胞是如何具備了眾多，從自身 DNA 製造出來的蛋
白質，來達到能夠繁殖的地步呢？再想深一層，DNA 能夠指示出如此複雜和精
密的步驟，那麼 DNA 真的是自然界中「意外產生」的？
若你遇上一些自稱是「無神論」的朋友，你不妨邀對方想想 DNA 的來源。假
如對方以為世上有的是時間，在悠長的時間中，「偶然」都會變成「必然」，
那麼下一次我會告訴大家單單一個細胞，在自然界中出現的機會是多少。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成人 106 粵語 11 時 成人 170 粵語 5 成人 68 Bonnyrigg 成人 21 共 365 人
崇拜 小童 3 崇拜 小童 8 時崇拜 小童 1 普通話崇拜 小童 3 共 15 人
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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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八年二月四日

對福音有信心
對肢體有愛心
對社區有關心

「因聽說你對眾聖徒的愛心，和你對主耶穌的信心。願你與人分享信心的時候，能產
生功效，讓人知道我們所行的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腓利門書 5-6 (修訂版)
Bonnyrigg 堂 普 通 話 崇 拜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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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大使命:手語《聖經》 全球有 7 千萬聾啞人士，其中只有不到 2%的人
能閲讀聖經。目前威克理夫翻譯會與多個主要夥伴合作，把聖經翻譯為
各種手語，因為手語有 400 多種，難度極大。請大家代禱紀念。
2. 白弟兄夫婦
已啟程返回福音工場述職，但當地政府對宗教團體的自
由進一步收緊，情況仍然嚴峻，請為他們一家守望。求神保守他們路途
有平安和順利，又求神為當地人的需要大開福音的門。
3. 委身基督
為教會中的聖徒們禱告，求神使我們眾人的心思目光不偏
離基督和天國的使命，使我們常省察自己的說話、行事和志氣，不斷學
像基督，學習在乎主的心意過於自己，學習造就他人在天國窄路中前行，
學習為神和教會來承擔職份，學習把握機會關心鼓勵肢體和分享福音。
1.

特別需要：
1. 求主恩待二月中回鄉的弟兄姊妹，特別紀念李小兵弟兄和黃弟兄夫
婦及家人，保守他們平安的去，和平安的回來，求主看顧他們的腳蹤。
2.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讓他們參與正在安排的 3 月 31 日的復活節外展活
動，帶領預備的工作。
3. 求主恩待楊世平弟兄賜他力量和細心去照顧中風的父親，求主賜他
有智慧與父親分享福音，求主賜救恩給楊影弟兄，憐憫他在中風後也
經歷上帝的看顧。
4. 為在世上短暫健康的需要:求主看顧身體軟弱有病痛的弟兄姊妹，讓
他們得到安慰与醫治。特別記念 Jack 弟兄，陽陽小弟弟，郭宗翰弟兄，
陳桂光弟兄，陳文輝姊妹，鐘美麗姊妹和 Tina 姊妹的健康，也記念沒
有提名的。為已經得到醫治的弟兄姊妹獻上感恩，求主繼續保守看顧
他們。
5. 為天國永恆的福氣:求主施恩給我們未信的家人和相遇的人，求主施
恩典憐憫，讓他們也可得著這寶貴的救恩，賜給我們智慧如何向他們
傳揚福音，以言行一致活出真理，為我們的信仰作美好的見證。
6. 為在世上短暫的物質需要:求主恩待為生活、健康、辦理移民手續和
工作有壓力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加添他們的力量去面對前面的困
難，信靠上帝，把握上帝所賜下的應許，憑信心去活出主的教訓。也
願意捨己，背負十字架去跟從主耶穌。
7. 為教會將來的發展，等候仰望上帝的時間，求主賜下智慧和能力去處
理這件事。

註：你想請教會為你禱告的事項可告訴霍添炳教士（0411 786 218 ）或王旭姊
妹（0430 325 988），我們彼此服侍一同經歷上帝奇妙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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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今天午膳的時候，我們舉行慶祝生日會和愛宴，為本月出生的弟兄姊妹
一同感恩。請將你的生日月份告訴王旭姊妹，以便安排。也請大家帶備
食物一同分享愛筵。
2. 18 日農曆年初三中午我們一同慶祝農曆新年，請預備一些賀年的應節
食品一同分享，有弟兄姊妹會預備午餐，請各位預留時間參加。
3. 澳神課程： 2018 年第一學期延伸神學課程「啟示錄」及「神學導論」
現已開始接受報名，報名表格可於學院網站下載。詳情請參閱單張海
報。
4. 宣教雜誌書刊，福音單張，在進入大堂內左手放在進入大堂內左手邊書
架上，隨便取閱或轉贈有需要的人。
5. 鼓勵兩三個人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1.

講道大綱：信耶穌跟你想的不一樣样
引言：

一.人跟隨耶稣想得到不同的好處 (vv.1-15)

二.真正跟隨耶穌帶來危難與挑戰 (vv.16-31)

三.耶穌所賜的超過人的所想所求 (vv.32-42)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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