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是猿进化来的因为人和猿很像?  
  _____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 (3)             

-王仁宏弟兄 

經文： 
創世記  /  Genesis 5:1-2 

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當 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著自己的樣式造的、 

並且造男造女、在他們被造的日子、 神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為人。 

This is the written account of Adam's line. When God created man, he 

made him in the likeness of God. 

He created them male and female and blessed them. And when they 

were created, he called them "man. " 

 

大綱： 

达尔文进化论者认为人是猿进化来的因为人和猿很像。并声称 人与黑猩猩

DNA 只有 1.23%差异，或人与黑猩猩 DNA 98.7% 相似。讲座将分析这论点

的逻辑错误并列举人与猿猴的许多差别。从科学的角度，和众多科学家研究及

鉴定的结果证实人与黑猩猩 DNA 的差异远大于 1.23%。人不是从猿进化来的， 

人是神造的。是照著神自己的樣式造的. 愿我们都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們個人的

救主成为神的儿女得着蒙恩的福分。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王仁宏 汪提先 Jenny        Amy 

下週 陳品真 宋建成 Jenny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盧增福 周碧惠  

下週 盧增福 應鑾  

 

                 橙 郡 華 人 基 督 教 會 

        Orange Count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借用)  St.  Paul   Lutheran  Church                     

            21 Still  Road , Monroe  NY                   

             http : // www.occccny.org                    

 

           連絡處: P.O. Box 362 ,Monroe NY 10949                                                               

           連絡人:  梁北生弟兄  845-928-6838             

               施約瑟弟兄   845-427-5388                                                                                                                                                                                                                                

                    使命方針                            

       主日崇拜  團契活動  宣教事工  同工培訓   

           青少年 培育活動與發展   家庭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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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2 月 25 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我要一心稱謝你 

                   全然向祢 

              一切歌頌讃美 

禱告讀經       創世記  /  Genesis 5-1-2             會眾 

虛心領受       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 (3)             王仁宏弟兄 

回應詩歌       因祂活著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王仁宏弟兄                                                                                

                  三 一 頌                        會眾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迎新報告                                    領會 

                                    （默禱散會） 

主日  2:30 pm  中文崇拜 青少年主日學 兒童 

主日  4:20 pm  主日学 

週三  10:00am  妇女查经                

週五  8:00 pm  聖徒裝備 

每月最後主曰 4:00 pm  禱告會  

主日  1:45PM   禱告 

上週奉獻 

經常奉獻 愛心獻 建堂 Building Fund Loan 

1500 ---- 150  
                                                                        
 

 
本日特選經文：  

 Ephesians 3：20  

Now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immeasurably more than all we 

ask or imagine, according to his power that is at work within us, 

 

以弗所書 3：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

所求所想的。 

 

事工報告: 

1. 今年洗禮崇拜訂於四月八日在 Wyckoff Church 舉行，有想了解

或意向的請與陳強儀弟兄聯係，參加洗禮班的課程, 並準備洗禮的

見証. 

2. 唯有禱告搖動神的手，推動教會的事工 。請弟兄姊妹們踴 躍參

加，讓我們ㄧ同在神的殿中仰望禱告,敬拜讚美，經歷神的同在。

每個主日下午 1：45  - 2：15 讓我們同心以禱告來到主跟前尋

求主的面。 

3.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27911.79 

 

感恩與代禱. 

1 感謝神保守我們從歲首到年終，祂的眼目時常眷顧祂所喜悅的人， 

甚願主賜給我們平安蒙恩，福杯滿溢的新歲月。 

2 為美國執政掌權者代禱，民心回歸真神。 

3 請為今天的主日講台信息、講員王仁宏弟兄、服事同工禱告 求聖靈運

行在我們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