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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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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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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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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和兒童主日學復課 感謝神！賜教會有心志願意服事幼童和學生的
弟兄姊妹，讓學生們從年幼就聽見天國的福音，得以認識基督。求神不斷
加力更新老師們的心志，使他們能面對新一年的挑戰，又求神透過他們的
努力，使學生們從年幼就走在福音的路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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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需要：
1. 長青區何紹祥弟兄（Albert Ho）的母親於上週在港安息主懷，夫婦倆將於
10 日回港奔喪，請為其家人代禱。
2. 胡雷寶玲姊妹已出院回家休養，求主繼續保守醫治。
3.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羅承香姊妹、陳素珊傳道、李小容姊妹、李印生姊妹
和在香港的謝宏光弟兄等；為莫何鳳仙姊妹因身體軟弱而長期未能參加
崇拜代禱。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

$78,235

$72,000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8 年 1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35,869
$52,000
-$16,131(-31%)

上週獻金
$6,175
$13,000
-$6,825(-52.5%)

+$6,235(+8.7%)

中文大使命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59,517
$72,000
-$12,483(-17.3%)

教會賬戶名稱: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銀行:Westpac Bank
建堂帳戶:032-000 206603 經常費帳戶:032-000 274948 大使命帳戶:032-000 206611
【
】
& Family Sandy Au H & Hsu
本月獻花

Didy & Greg

羅安牧師

羅德麟牧師夫婦

Johnson & Helen Soe

中學/兒童主日學 是日復課。因中學主日學至下午 1:00 才下課，為免影
響中學主日學上課，敬希兒童主日學家長先在樓下等候，至下午 12:30 後才到
樓上接貴子弟。
2. 普通話主日學 於是日上午 11:15 開課。
「信仰探索班」於二樓第二課室進行;
「民數記查考」於二樓圖書館進行，敬請大家依時出席。
3. 教會停車埸
為照顧有特別需要的家庭，教會將會按需要的優先次序重新
安排主日預留停車位。弟兄姊妹如有需要（包括現有車位者），請是日起向辦
公室登記並索取泊車指引。截止登記日期為 11 日（下主日），重新安排的停泊
車輛將 25 日（主日）公佈，而 3 月 4 日（主日）將開始執行新的泊車編排。
4. 關懷技巧課程（
關懷技巧課程（2018 第一期）
第一期） 將於 2 月至 4 月，逢週六(2 月 10、17、24
日，3 月 10、17、24 日，4 月 14、21 日)上午 10:00 至 12:00 在本會第三禮堂
（二樓）舉行，共八課，導師：周天馼先生(Anselm Chow）。本會會眾$150/人，
是日報名$135。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報讀。報名和查詢：黃高懷德姊妹
（Rosemary Wong）。
5. 領袖退修日營 將於 24 日（週六）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舉行，主題：「上
好的福份」，地點： Peter Canisius House，Pymble，費用$35/人（包早茶及午
餐）。有意參加者請於 11 日前向辦公室報名。詳情請與陳朝發長老或盧偉民長
老聯絡。
6.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課程 中神舉辦「詩篇 II」課程將於 3 月 13 日至 5 月 8 日(共
8 堂)(4 月 3 日停課)在本會授課，逢週二晚上 7:45-9:45，目的是鼓勵信徒建立
認真、委身的讀經生活。請從速在 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index/au 或
到教會辦公室報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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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穩坐釣魚台样
引言：

一.人心灰意冷時會信心搖動
二.人信心搖動時耶穌仍支撐
三.人跟隨耶穌時便得享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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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7-19)

(vv.20-30)

林羽莊

Amy Xu & John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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