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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與演化 
            陳海 

 

第一講第一講第一講第一講 

科學與信仰科學與信仰科學與信仰科學與信仰  

 

信仰是什么？信仰的對象又是什么？這是

很讓人困惑的問題。人們常從自身的生活環境

出發，以邏輯來思考、分析信仰的事；但若問

題本身錯誤，答案也會有誤，對信仰的誤解因

而產生。 

 

一．理性與信仰 

1. 科學的方法 

觀察、假設、求證 

2. 科學的範圍 

科學家所作的假設和求證脫離不了理性判

斷和邏輯推理，兩者又與人的生活環境和背

景有關；因此，科學其實是在人四周可被接

受和被認知的環境中打轉的一門學問；科學

的範疇亦因人的有限而受限制。 

3. 信仰的超越性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

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1:20）神

的永能和神性是人感覺得到的。然而科學家

僅能了解神創造的自然律，卻不能從自然律

中了解神。除了神特別的啟示，人永遠無法

認識神。 

 

二．理性的限制 

A. 例一：“神是誰？” 

1. 聖經的啟示：“起初神創造天地”（創 1:1） 

2. 神是創造者，人是受造物 

B. 例二：“神在哪裡？” 

1. “起初”就是時間的開始，“天地”就是宇宙

的空間，在空間與時間創造之前，神已經

存在。 

2. 神是空間和時間的創造者，不受空間的限

制，且超越時間；人卻受空間觀念的限制。 

創造的神和受造的人是有很大的區別，這樣

的科學和邏輯的推理，是更為合理的。 

 

三．創造與科學 

創世記第一章中的創造程序與人在科學上

的發現也有很多非常吻合的地方，以下例子可

以作為一些說明： 

1. 水與空氣 

“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

（創 1:6） 

地球是先有水，然后才有含氧的空氣，因為

空氣中的氧是由水釋放出來。 

2. 海與地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

來。”（創 1:9） 

從科學研究的發現，地球最初時全被水覆

蓋，但海床很淺；后來由于火山活動，陸地

才漸漸露出來，海床也逐漸加深。 

3. 青草與菜蔬 

“于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

其類。”（創 1:12） 

植物是最先在地球上出現的生物體。 

4. 太陽與月亮 

“于是神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

夜。”（創 1:16） 



 良友聖經學院《創造與演化》 

2  

神在起初就造了太陽和月亮，但由于地球被

雲霧籠罩，因此，早期是看不到太陽和月亮

的。直到雲霧都消散了，太陽和月亮才可照

遍大地。 

5. 海中的生物與天空的飛禽 

“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

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創 1:20） 

從化石的記錄中，海中是先有各樣的生物之

后，天空中才有各樣的飛禽。 

從以上例子可見，神就是那位創造自然世界

的創造者。科學的發現也與聖經有關創造的真

理吻合，是神特別的安排和創造。“那使太陽白

日發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發亮，又攪動大

海，使海中波浪匉訇的——萬軍之耶和華是祂

的名。”（耶 31:35） 

 

 

 

第二講第二講第二講第二講 

科學的哲理科學的哲理科學的哲理科學的哲理  

 

基督信仰是否與科學研究相衝突？做基督

徒是否就不能從事科學研究呢？其實基督信仰

不僅與科學沒有衝突，而且是最能夠支持科學

上的基本假設。這一講將先探討科學的基礎，

再認識基督信仰的某些基本觀念，並且嘗試將

二者作一比較，觀察其中是否有衝突。 

 

一．科學的基本假設 

1. 大自然是有秩序的 

假如人覺得大自然是偶然形成的，其中並沒

有定律，那就不能探討和研究大自然的規律

了。因此，在研究科學之前，必須要先接受

大自然是有秩序、有定律的假設，才能開始

了解和尋求這個定律。 

2. 自然定律是人類能夠了解的 

若人只相信自然有定律，但這定律卻並非人

能夠了解，那么這自然律對人來說仍是枉然

的，沒有任何用處。 

一個科學家最重要的工作是“觀察”和“解

釋”。他們不但觀察自然界的變化和反應，還解

釋所觀察的現象，藉以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論或

觀念，讓人明白宇宙間變化的規則。 

 

二．基督徒的信念 

雖然科學能告訴人宇宙現象的存在，卻未能

告知人宇宙存在的原因。基督徒接受一些從聖

經教導而來的基本假設，因為其中有無法置疑

的真理。基督徒所相信的相對于科學的基本信

念包括有以下四點： 

1. 神是真實地存在 

神不是模糊不清的力量，而是真實地存在

的。神並不是人類，但卻有人格，會快樂，

會難過，會思想，而且能夠溝通。 

2. 神創造宇宙 

這個宇宙包含各樣物質，存有能量。神自由

地照著祂的美意來創造宇宙，祂就是至高的

力量和系統。 

3. 人是神所造 

神並不是在外太空散步時，偶然發現地球的

人類很可愛，才想辦法動手干涉人的生活；

乃是神創造人，表明了人在生命的開始，就

與神有密切的關係。 

4. 神主動把自己啟示給人類 

神主動把自己啟示給人類，並且告訴人要如

何認識祂，親近祂，如何與祂保持親愛的關

係。因此，人對神的認識並不是靠人自己來

摸索的。 

 

三．基督信仰支持科學的假設 

1. 自然是有秩序的 

基督徒相信有神，而這位神是一位有原則、

有秩序的神，祂所創造的宇宙當然也是有規

則和秩序的。聖經所強調的這位有秩序的

神，特別能支持科學所強調的原則和秩序。 

2. 科學的定律是人可以了解的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創1:27）人

跟神一樣有人格，能夠想，能夠愛，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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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有共同的語言，能夠彼此溝通。神

創造宇宙，人研究宇宙；當人與神的想法一

致，才能了解神所創造的宇宙。非基督徒的

科學家對人類能夠體察自然，顯得十分驚

訝，但對基督徒而言，這卻是理所當然的。 

 

四．神蹟與科學 

聖經賦予人使命和權力研究科學，正如聖經

所說：“……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1:28）

科學的前題與基督信仰的前題並無衝突，但很

多人認為神蹟是不可能的，害怕相信神蹟會推

翻了科學。 

基督教——作為一個相信神蹟的信仰——

有以下的回應： 

1. 神既創造了自然定律，當然也有能力來超乎

這些定律，這就是所謂的超自然能力。 

2. 神蹟並沒有推翻科學，但人要先了解科學，

才能了解神蹟；因為神蹟就是例外，人要先

了解“例”，才能認識“例外”。 

3. 神創造了一個有規律的宇宙，讓人們在生活

中有可依循的原則；然而，神有時也會安排

一些例外情況，以幫助人來認識祂，所以就

會有不合規律的神蹟出現。 

其實所謂的“衝突”，並不是基督信仰與科學

的衝突，而是部份科學家與部份基督徒觀念上

的衝突。 

 

五．總結 

科學能用較深較廣的敘述法去“解釋”一個

現象。科學永遠都有一個最深層的解釋，而這

個解釋都只是敘述一些已知的，加上“敘述”一

些“尚未能解釋”的。當科學家找到一個新的解

釋，那就成為最新、最深層的解釋。當人們說

某些事不科學時，不能說這些事就一定是不真

實、不可能和不合理的，只是人無法用科學的

方法來理解吧！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講講講講  

  信仰的認識信仰的認識信仰的認識信仰的認識  

 

創造和演化都不能算是科學，兩者都需要

憑信心來接受。在選擇信仰之前，要對“相信”

有一些認識。 

 

一．“相信”的定義 

1. 同意某件事是真的 

2. 必須採取行動或完全委身——信任或依賴 

 

二．對信仰的各種看法 

關于宗教信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每一個人

都必須要在其中選擇一個，這是人生中最重要

的決定，也關係到對其他事情的決定。人們怎

么知道哪一個或哪一些宗教是正確的呢？以下

四種常見的想法： 

1. 殊途同歸 

這類人宣稱條條道路通向神。他相信做好

事、勸人向善、心裏有平安、促進社會和諧

才是最重要的。人早晚要到神那裏去，但聖

經說這位神要審判每個人，只有藉著相信耶

穌，人們才能成為神的孩子，才能把神當成

父親。 

2. 思想的開明及寬容 

這類人表面上開明、寬容，不會去改變別人

的信仰，不會將自己所信的強加在別人身

上。其實，說這些話的人是很狹窄的，他們

對聖經有成見，想要改變基督徒的信仰。他

們說什么教都信，而基督教只是眾多宗教其

中之一，這等于拒絕基督的教導。基督徒認

為有些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想與別人分享

這好消息，這才真正地表現了接受和寬容。 

3. 要完全了解才相信 

這類人的見解是除非他完全了解，否則他不

會信。但是這是個完全不可能的理由，如果

可能，那就不是信仰了。在日常生活中，人

要等到有足夠理由才去相信某些事，但並不

一定要等到完全明白才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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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憑直覺經歷 

這類人認為根本不用去了解，他們只用直覺

去經歷。這是相反的極端，和迷信有什么差

別呢？要避免被愚弄，找出這兩個極端之間

的平衡點就顯得更為重要。 

 

三．如何對一個信仰問正確的問題 

正確的問題應該是：“這個信仰所說的是否

真實？”聖經中的神說：人有一種病，稱為

“罪”，唯一可消除這種病的方法是改變人現有

的價值系統，讓神給人一種新的生命。最重要

的問題，不在于這個講法是否寬容或受歡迎，

而在于它是否真實。 

 

四．不同的信仰分類 

A. 無神論/唯物論/人本主義 

1. 這幾類人相信這個世界沒有神，所以物質和

自然法則必須是永恆的。人需要決定生活和

社會相關的每一件事情。 

2. 唯物論者相信物質性的宇宙是僅有的存在，

所以它必須是永恆的。他們相信宇宙碰巧具

有一致性，至少他們相信人類觀察到的事物

都是如此。 

3. 無神論者沒有辦法解釋宇宙和生物的起源，

只好說這一切都是偶然發生的。他們常會說

“基督徒選擇的是相信一個永恆不變的神，

但是我們所選擇的是相信一個永恆不變的

宇宙。” 

 

B. 不可知論 

不可知論者有兩種： 

1. “我不知道是否有神？” 

2. “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他們有時也會採取跟無神論者一樣的看

法，或者他們至少堅持宗教完全與科學無關。 

 

C. 泛神論 

泛神論者說：“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

其實我們都有神在我們裏面，我們就是神。”這

種信仰是印度教的主要信仰。 

D. 萬物有靈論 

這是世界上各種民族的民間宗教，包括很多

自稱印度教、佛教或回教徒，甚至自稱是基督

教徒的人。但他們有一些共通點，就是相信人、

動物、物體都被許多靈所控制，這些靈包括已

死之人的靈魂。萬物有靈論的目標是跟這些靈

魂和平共處，禁止它們惹麻煩，並說服它們去

完成自己的慾望。 

 

E. 自然神論 

自然神論者相信有一位神創造宇宙和人

類，然后離開，不再關心他們了。他們借用了

一個基督教的觀念：認為自然界是被創造的，

所以它是可以研究的；但是他們不能解釋基督

徒的屬靈經驗。 

 

F. 一神論 

一神論相信有一位神，人類可以與祂有親密

的關係。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

（回教）都是一神論的。但回教沒有強調人與

神的親密關係。 

 

五．神學與科學 

神學是基督徒對聖經的解釋，科學則是人對

自然界的認識。若神學和科學之間有衝突，常

常會被誤解為聖經和自然界的事實之間有衝

突。其實這表示人一定誤解了其中之一，或是

兩者都誤解了。 

 

六．通往基督信仰的四個步驟（賽 6:10） 

1. 眼睛看見：要發覺個人的需要或不足。 

2. 耳朵聽見：要感覺到有一位神，祂是慈愛

的、有智慧的，而且是有能力的；祂不單給

予人一切所需，祂就是人全部的需要。 

3. 心裏明白：要找到證據來驗證聖經是由神而

來的，是真實的，可信賴的。聖經不只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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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寫下來的書，更是來自于神的啟示。 

4. 回轉過來，便得醫治：從過去不理會神的

生活中悔改，並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神。 

 

首三個步驟只是信仰的預備工作，第四步的

“回轉過來”才是“信仰”。許多初信主的基督徒跳

過了第三步，直接嘗試第四步，然后相信他們

可以感覺神正在改變和幫助他們；但是 21世紀

的基督徒必須回答別人所問的問題，有些人可

能為了這些問題而產生懷疑，必須解決了這些

問題才能讓他們相信下去。 

 

七．認識邏輯、證據和信仰 

1. 移開障礙 

邏輯和證據只能移開通往信仰神之路上的

障礙，但它卻不能強迫任何人相信。 

2. 信仰的根據 

邏輯和證據可以為基督信仰提供“證據”，保

護信徒，使信徒避免盲目的相信、欺騙和迷

信。 

 

八．真理何處尋？ 

只有聖經告訴人一個重要的真理，就是有一

位真神是創造者，人人都是罪人。若人能相信

耶穌，他便能認識神，並且愛祂，且可以有新

的生命，天天能夠更新，也確信能夠永遠與神

同在。 

第四講第四講第四講第四講  

創造與演化創造與演化創造與演化創造與演化  

 

一．科學的定義 

奧地利學者 Carl Popper 歸納科學的定義為

下列幾項： 

1. 受自然律引導而來 

2. 用來解釋自然律 

3. 可以用經驗來證實 

4. 能被否定的 

5. 不是絕對的 

科學要求的是證據，這就是所謂的“科學主

義”。胡適在〈演化論與存疑主義〉中就指出科

學主義就是“存疑主義”。這種科學精神，是嚴

格地不信任一切不具有事實證據的結論。 

 

二．科學的證據 

1. 有完全可知的證據 

2. 證據足夠，但不易觀察 

3. 證據少，但能被接受 

4. 證據多，但不易從科學的角度來解釋 

5. 證據很少，卻被一般人接受 

 

三．科學的限制 

科 學家 始 終 只 知 “ 自 然現 象 ”(Natural 

Processes)，而不知其終極起源(Initial Causes)。

科學只是有真理的味道，卻不是真理。惟有真

理的創造者所啟示的，才是真理。 

 

四．創造說 

1. 從科學的角度來說，一次過的“創造”不能算

是科學，因為科學證據有重演性、條件性和

可知性。但是討論聖經上所提到的創造過

程，卻可以用科學精神來思考。 

2.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

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

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 1:20）在神

所創造的大自然裏面，不但可以看到神創造

的奇妙，而且可以了解祂的永能和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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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造說客觀的證據 

當研究地球科學的基督徒，讀到創世記第 1

章時，就連連說道：阿們！因為真理就顯明在

聖經上了，那裏清楚地記載著客觀的證據：“起

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渾沌，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創 1:1-2）研究舊約的

聖經學者認為，“水面”不是指現在的水，而是

指一種物質性的水。證據如下： 

1. 科學家們發現“水”這個物質是整個宇宙形

成時的初始物質。水不是有了地球以后才形

成的，而是在宇宙形成的時候就有了。神早

就把祂的恩典，放在水份子裏面，因為水到

后來變得無比重要。 

2.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

來，事就這樣成了。”（創1:9）這節經文指

出是先有海洋，后有陸地。1970年代的“板

塊構造說”，也認為地球先有海洋，才有陸

地，陸地是從海底下形成的。地從海中生出

來是真的，正如彼得后書3:5所講：“他們故

意忘記，從太古憑神的命有了天，並從水而

出藉水而成的地。”今日科學家們的研究成

果發現，原來聖經講的是對的。 

3. “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

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創1:20）

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滋生各樣有生命的

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

其類，神看為是好的。神創造這些海洋中

的生物時，說要滋生繁多，充滿海中的

水。科學家發現，原來這些小生物是用來

調節空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的。 

 

 

 

 

 

 

 

 

 

第五講第五講第五講第五講 

演化的謬誤演化的謬誤演化的謬誤演化的謬誤  

 

一．達爾文的看法缺乏證據 

1. 達爾文認為長頸鹿的脖子，是因為生存競爭

的關係而變長的。達爾文所看到的是“微演

化”，即外形的些微變化，這是可以在實驗

室證實的。 

2. 一個“種”演變成另一個種是可能的；但一

個“科”演變成另一個科，在化石上是沒有

證據的，實驗室也做不出來。其實“演化說”

到現在還沒有被證實，只是一些人憑信心相

信而已。 

 

二．關于生命起源 

在生命起源問題上，創造說和演化說的觀點

截然不同。前者認為從原始到高級的各種生

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按其類造出來的；生命

只能源于生命，各種生命皆來自永生的神。后

者卻認為生命是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由無機

物變成有機物，由有機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

質，最后演化為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產生了

生命。 

和宇宙的起源一樣，生命的起源已經完全超

出了科學研究的範疇，無法直接用科學方法證

明。以下從幾方面比較上述兩種模式的合理性。 

 

三．演化說 

A. 米勒的實驗 

1. 1953年，生物界發生的大事之一，是米勒

(Stanley L. Miller)從無機物中製造了氨基酸

等重要的生命必須的物質，被認為是“無生

源論”——支持生命由無機物逐漸演化而

來——的重要科學證據。米勒的實驗所揭示

的，也許就是生命從無機物起源過程中的重

要一步，證明生命是演化而來的。 

2. 然而，米勒的實驗並不像當時很多人預想的

那樣，拉開了創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地，人

們對米勒實驗的意義，提出了越來越多的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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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米勒的實驗遇到的最強而又力的挑戰，

是關于原始大氣層的性質問題。長期以來人

們認為原始大氣是還原性的，沒有氧氣存

在；但若地球的原始大氣層中確實含有氧氣

的話，米勒及其他人的實驗意義就需要完全

從新評估了。 

 

B. DNA的形成 

1. 退一步說，即使米勒等人的實驗確實在原始

大氣中曾經發生，即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

大氣中由無機物產生，這離生命的起源還有

遙遠的距離。 

2. 生命有很多特點，最主要是要有新陳代謝及

繁衍后代的能力。這兩種能力都來自DNA

的功能。要產生生命，首先要產生DNA（少

數原核生物除外）。 

3. DNA是藉著四種不同的核醣核酸的不同排列

順序而產生不同的基因，並由此產生不同的

生物及其他生物所必須的化合物。這四種不

同的核醣核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組合

的可能性之巨大，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然

而這些巨大的組合排列的可能性中，只有一

種可能性可以產生第一個生命。故此，無論

宇宙的年齡有多長，“演化”的速率有多快，

單靠隨機組合而產生第一個生命所必須的

DNA分子的可能性，幾乎等于零。 

 

C. 化石的證據 

1. 如果生命真是從無機物逐漸演化而產生的，

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這種演化的證據。可

是，化石的證據對演化說的觀點是非常不利

的。正如詹腓力博士引用道斯所講的：這些

動物化石好像有人故意放進去似的，完全沒

有演化的歷史可以追尋。大量的動物門類同

時突然出現，展示了地球上生物形式的爆炸

性突變，沒有演化痕跡可尋。 

2. 雖然古生物學家在古老的岩石中，找到一些

原核生物的化石，但它們與寒武紀時期（約

5.7億年前）突然出現的複雜真動物之間並沒

有任何演化的過程。 

 

四．論戰的實質 

1. 演化說與創造說從一開始就不是學術之爭，

而是哲學、信仰和世界觀之爭。演化思想的

產生是信仰衰落的結果。演化說被用以彌補

否定“創造”后遺留下來的空缺，並不是演化

說本身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學事實

解釋得更加合理；演化說只是人摒棄“創造”

后，用以彌補空缺的代替品而已。 

2. 達爾文在發表“物種源起說”時，就面對著幾

個極為嚴重的困難： 

a. 化石的難題 

b. 演化所需要的漫長時間 

c. 創造的證據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個好例

子，就連達爾文自己也承認眼睛不可能

由自然選擇形成。 

可見達爾文的演化說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

來自充份的科學依據。 

3. 著名物理化學家池迪克博士指出：“今日仍未

有很多人察覺演化說的本質，不認識它屬哲

學過于科學的範疇。人們需要一種自然主義

的律來解釋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創

造說；達爾文主義恰巧填補了這個空缺。” 

4. 再者，演化說被寫入教科書裏，並不是說明

它是真理。人們所持的演化說觀點，主要是

從老師那裏聽來，從教科書上看回來的，並

沒有對演化說的立論依據作過深入的考證。 

5. 只有虛心聽取不同觀點，並且作出深入的思

考，人們才能不斷地修正自己的思想體系，

使它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 

 

五．創造說 

A. 權威創造說 

持權威創造說的基督徒是完全按字面解釋

聖經，認為宇宙萬物是神用六日創造的，一日

二十四小時，全然反對任何演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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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神導演化說 

神導演化說相信神，又相信演化說，認為各

類生物與人是神用演化的方式創造，相信地球

歷史久遠。 

C. 漸進創造說 

漸進創造說則介乎兩者之間。它不像權威創

造說般拘泥字義，又不全然接受神導演化說的

合成演化理論；他們相信神所創造的生物的祖

先，確實經過某些有限、微小的演化過程，才

演變為今日的種類。他們用“一日千年說”來統

一聖經的記載和關于地球年齡長久的說法。 

 

D. 三者之比較 

1. 權威創造說和漸進創造說都相信聖經的記載

是完全真實無誤的；而神導演化說的最大弱

點正在于與聖經的記載不吻合。 

2. 生物是被神造出來的，而不是演化來的。科

學的發現總是相對的和不斷變化的，而聖經

所教導的是終極真理。聖經和大自然是神用

以啟示人類的兩本書，決不會彼此相悖。基

督徒需要做的是堅信聖經，耐心等候更多科

學發現，正像關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

發現一樣。 

 

 

 

 

 

 

 

 

 

 

 

 

 

 

 

 

第六講第六講第六講第六講 

問題與解答問題與解答問題與解答問題與解答 

 

1. 陳海教授是否接受有神觀之演化論？為什

么？ 

（神創造萬物的方式是說了幾句話：造了基

本的原素后，經由自然的力量來進行演化。） 

 

2. 究竟恐龍等生物的存在，如何與創世記的神

學（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與記載協調？

若恐龍在人墮落前已死亡，又如何解釋羅馬

書 5：12所說：“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

界，死又是從罪來的，于是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3. 請問陳教授，當面對課堂上老師的講授與考

試上答案的填寫時，接受創造論的我們該如

何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