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粵 語  合 堂 崇 拜 

預備我心    

序樂    

宣召、默禱 彼得前書 1:3-4 葉峰 

讚美我主   

頌讚 
  因祂活著      十字架 

基督我主今復活  神掌權 
會眾  

禱告  葉峰 

恭聽我主   

讀經 
使徒行傳 17.30-31 

哥林多前書 15.14, 17 
葉峰 

證道 七大復活證據 張麟至牧師 

回應詩歌 主復活  

敬獻我主   

奉獻  會眾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張麟至牧師 

阿門頌  會眾  

迎新與報告   葉峰 

默禱散會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七日                     上午 9:30AM 

本週主日(4/17/2022) 華/粵語合堂服事人員  

證道 張麟至牧師 主席 葉峰 

崇拜領詩 章毓璐 司琴 李蓓華 

AV 同工:李順從,劉隸華,葉毅志,邢灼   

下週主日(4/24/2022) 服事人員  

 華語堂 粵語堂  華語堂 粵語堂 

證道 陳煌輝傳道 丁少文傳道 主席 葉峰 周鏡華 

崇拜領詩 黃玲真 車潔玲 司琴  王家傑 

AV 同工:李順從,葉毅志, 
劉隸華,邢灼 

李詠恩,李麗卿 
姜子榮 

招待  黄諫梅 
謝群英 

七大復活證據 

主的復活是可信的憑據(徒 17.30-31)﹐是歷史事實(林前 15.14, 

17) 鐵證待判提出七大客觀證據： 

 

    空墳墓            裹屍布            墓石 

    墳墓封條        守衛                反對者的默認 

    復活後顯現﹕四十日有十次記載下來的顯現 

此外尚有間接/主觀證據如﹕聖徒的經歷﹑教會的建立等。 

 

駁斥反對說法 

1.主未復活且屍體尚在﹐空墓說由於以下錯謬產生﹕ 

    錯墓論﹕門徒門走錯了墳墓﹐而恰巧又是一座空墳墓…. 

    幻覺論﹕只不過是門徒們的幻覺而已…. 

    傳說論﹕只是初代教會的一個宗教傳說﹑神話而已…. 

    精神復活論﹕不是肉身的復活… 

→以上說法皆無法解釋主的復活的記載。 

 

2.空墳墓可能原因如下﹕ 

    盜屍論﹕無法解釋門徒信仰的力量。參太 28.11-15。 

    移屍論﹕官府怕門徒盜屍﹐移走了﹐以致空墓…. 

    昏厥論﹕主被釘﹐但未死﹐昏厥過去了﹐後來醒過來…. 

    計謀論﹕根本就是逾越節計謀﹐叫人以為耶穌復活了…. 

→以上說法皆無法解釋空墓的原因。 

 

3.空墳墓只有一個超然的原因﹕祂復活了﹗ 



主日 聚會時間 

華語崇拜/ Worship Center 
粵語崇拜/  Chapel  
English Worship/ Worship Center 

9:30am-10:45am 
9:30am-10:45am 
11:15am-12:30pm 

English Sun. School/兒童主日學 
  
國粵語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教會禱告會   

北洛麗姊妹禱告會  
姊妹禱告會 

每週三 7:30-9:00pm 

每週五 9:00-11:30am 
每月第三個週六 8-9:30am 

教會教室 

方曼雲/919-676-3998 
車潔玲/919-460-0663 

禱告會、查經班、團契、家庭小組  

以諾 (粵語)   

基恩 (粵語)   

每隔週五(2,4) 7:30pm 

每隔週六(2,4) 10:00am 

教會/黎笑卿/   919 702 6138 

教會 A122 室/喬燊華/ 919-460-0663 

Grace (English) 每隔週五(1,3) 7:30pm Katelin Bartley 
katelin.bartley@gmail.com 

Young Adults 每週六 7:00-8:30pm Zoe Tham 
zoe.tham@gmail.com 

Men of Grace 每隔週六(2,4) 7:30am 教會/YP Lee/ yplee27613@yahoo.com 

姜君仁/   919-467-0113 

每週五 7:30pm 每月第一、三週 聚會 

神州 Shenzhou 黃文健/ 919-703-7874  週四 10am 長青團  陳國強/919-783-5972         

讚美 Praise 朱    儉/ 757-810-2107 每月第二、四週 聚會 

真愛 Agape 萬自弘/919-378-1568 週五 7:30 pm 林勁松/919-450-7866 

信心 Faith  江正瑋/240-606-2575 每隔 週六 7:30pm     

真理 Truth 文    英/513-295-2856 更新 Renewal (1,3)  鄒顯正/919-388-8935 

清心 Pure 朱明宇/919-757-1986 磐石 S. Rock (1,3)  林聖貴/510-676-0828 

和平 Peace 李    彤/919-521-0306 週間姐妹查經班   

成長 Rise 葉    峰/ 919-332-7958 每週一 9:30am 朱佩君/919-386-9345 

學生團契 NCSU 蔡芊芊/ 919-670-6748 每週二 9:45am 畢小紅/919-641-6180 

五餅二魚 陳一倩/ 919-601-6588 每週三 9:30am  周奕婷/919-468-9738 

奉 獻 報 告/Offering Report (4/6-4/12/2022) 

一般/General    

宣道/Missions 
建堂/Building 

愛心/Benevolent 

其它/Misc. 

上週總計/Total 

 $ 15,922.00 
$ 10.00 

 
 
 
 

 $ 15,932.00 

Actual Gen. Income YTD 
Actual Mission (FPO) Income YTD 
Actual Building Income YTD 
Actual Benevolence 
Actual Total Contribution YTD 
Actual General Fund Expenses YTD 
Actual Mission (FPO) Expense YTD 

$ 190,469.88 
$ 4,080.00 
$ 1,200.00 
$1,000.00 

$ 196,749.88 

$ 123,548.19 

$16,570.00  

上週出席人數 4/10 (Live Streaming & In Person)  華語堂:  183    粵語堂: 50    英文堂: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