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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

1起起起起初初初初，，，，神神神神創創創創造造造造天天天天地地地地。。。。
2地地地地是是是是空空空空虛虛虛虛混混混混沌沌沌沌，，，，淵淵淵淵面面面面黑黑黑黑暗暗暗暗；；；；神神神神的的的的靈靈靈靈運運運運行行行行
在在在在水水水水面面面面上上上上。。。。 3神神神神說說說說：：：：要要要要有有有有光光光光，，，，就就就就有有有有了了了了光光光光。。。。

4神神神神看看看看光光光光是是是是好好好好的的的的，，，，就就就就把把把把光光光光暗暗暗暗分分分分開開開開了了了了。。。。
5神神神神稱稱稱稱光光光光為為為為晝晝晝晝，，，，稱稱稱稱暗暗暗暗為為為為夜夜夜夜。。。。有有有有晚晚晚晚上上上上，，，，有有有有早早早早
晨晨晨晨，，，，這這這這是是是是頭頭頭頭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6神神神神說說說說：：：：諸諸諸諸水水水水之之之之間間間間要要要要晨晨晨晨，，，，這這這這是是是是頭頭頭頭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6神神神神說說說說：：：：諸諸諸諸水水水水之之之之間間間間要要要要
有有有有空空空空氣氣氣氣，，，，將將將將水水水水分分分分為為為為上上上上下下下下。。。。

7神神神神就就就就造造造造出出出出空空空空氣氣氣氣，，，，將將將將空空空空氣氣氣氣以以以以下下下下的的的的水水水水、、、、空空空空氣氣氣氣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的的的的水水水水分分分分開開開開了了了了。。。。事事事事就就就就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成成成成了了了了。。。。

8神神神神稱稱稱稱空空空空氣氣氣氣為為為為天天天天。。。。有有有有晚晚晚晚上上上上，，，，有有有有早早早早晨晨晨晨，，，，是是是是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日日日日。。。。 9神神神神說說說說：：：：天天天天下下下下的的的的水水水水要要要要聚聚聚聚在在在在一一一一處處處處，，，，
使使使使旱旱旱旱地地地地露露露露出出出出來來來來。。。。事事事事就就就就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成成成成了了了了。。。。



10神神神神稱稱稱稱旱旱旱旱地地地地為為為為地地地地，，，，稱稱稱稱水水水水的的的的聚聚聚聚處處處處為為為為海海海海。。。。神神神神看看看看
著著著著是是是是好好好好的的的的。。。。11神神神神說說說說：：：：地地地地要要要要發發發發生生生生青青青青草草草草和和和和結結結結
種種種種子子子子的的的的菜菜菜菜蔬蔬蔬蔬，，，，並並並並結結結結果果果果子子子子的的的的樹樹樹樹木木木木，，，，各各各各從從從從其其其其
類類類類，，，，果果果果子子子子都都都都包包包包著著著著核核核核。。。。事事事事就就就就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成成成成了了了了。。。。

12於於於於是是是是地地地地發發發發生生生生了了了了青青青青草草草草和和和和結結結結種種種種子子子子的的的的菜菜菜菜蔬蔬蔬蔬，，，，各各各各
從從從從其其其其類類類類；；；；並並並並結結結結果果果果子子子子的的的的樹樹樹樹木木木木，，，，各各各各從從從從其其其其類類類類；；；；
果果果果子子子子都都都都包包包包著著著著核核核核。。。。神神神神看看看看著著著著是是是是好好好好的的的的。。。。

13有有有有晚晚晚晚上上上上，，，，有有有有早早早早晨晨晨晨，，，，是是是是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日日日日。。。。13有有有有晚晚晚晚上上上上，，，，有有有有早早早早晨晨晨晨，，，，是是是是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日日日日。。。。
14神神神神說說說說：：：：天天天天上上上上要要要要有有有有光光光光體體體體，，，，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分分分分晝晝晝晝夜夜夜夜，，，，作作作作
記記記記號號號號，，，，定定定定節節節節令令令令、、、、日日日日子子子子、、、、年年年年歲歲歲歲，，，，15並並並並要要要要發發發發
光光光光在在在在天天天天空空空空，，，，普普普普照照照照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上上上上。。。。事事事事就就就就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成成成成了了了了。。。。

16於於於於是是是是神神神神造造造造了了了了兩兩兩兩個個個個大大大大光光光光，，，，大大大大的的的的管管管管晝晝晝晝，，，，小小小小的的的的
管管管管夜夜夜夜，，，，又又又又造造造造眾眾眾眾星星星星，，，，



17就就就就把把把把這這這這些些些些光光光光擺擺擺擺列列列列在在在在天天天天空空空空，，，，普普普普照照照照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上上上上，，，，
18管管管管理理理理晝晝晝晝夜夜夜夜，，，，分分分分別別別別明明明明暗暗暗暗。。。。神神神神看看看看著著著著是是是是好好好好的的的的。。。。
19有有有有晚晚晚晚上上上上，，，，有有有有早早早早晨晨晨晨，，，，是是是是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日日日日。。。。
20神神神神說說說說：：：：水水水水要要要要多多多多多多多多滋滋滋滋生生生生有有有有生生生生命命命命的的的的物物物物；；；；要要要要有有有有雀雀雀雀
鳥鳥鳥鳥飛飛飛飛在在在在地地地地面面面面以以以以上上上上，，，，天天天天空空空空之之之之中中中中。。。。

21神神神神就就就就造造造造出出出出大大大大魚魚魚魚和和和和水水水水中中中中所所所所滋滋滋滋生生生生各各各各樣樣樣樣有有有有生生生生命命命命的的的的
動動動動物物物物，，，，各各各各從從從從其其其其類類類類；；；；又又又又造造造造出出出出各各各各樣樣樣樣飛飛飛飛鳥鳥鳥鳥，，，，各各各各從從從從
其其其其類類類類。。。。神神神神看看看看著著著著是是是是好好好好的的的的。。。。22神神神神就就就就賜賜賜賜福福福福給給給給這這這這一一一一切切切切，，，，
說說說說：：：：滋滋滋滋生生生生繁繁繁繁多多多多，，，，充充充充滿滿滿滿海海海海中中中中的的的的水水水水；；；；雀雀雀雀鳥鳥鳥鳥也也也也要要要要說說說說：：：：滋滋滋滋生生生生繁繁繁繁多多多多，，，，充充充充滿滿滿滿海海海海中中中中的的的的水水水水；；；；雀雀雀雀鳥鳥鳥鳥也也也也要要要要
多多多多生生生生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上上上上。。。。

23有有有有晚晚晚晚上上上上，，，，有有有有早早早早晨晨晨晨，，，，是是是是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日日日日。。。。
24神神神神說說說說：：：：地地地地要要要要生生生生出出出出活活活活物物物物來來來來，，，，各各各各從從從從其其其其類類類類；；；；牲牲牲牲畜畜畜畜、、、、
昆昆昆昆蟲蟲蟲蟲、、、、地地地地上上上上的的的的野野野野獸獸獸獸，，，，各各各各從從從從其其其其類類類類。。。。事事事事就就就就這這這這樣樣樣樣
成成成成了了了了。。。。

25於於於於是是是是神神神神造造造造出出出出野野野野獸獸獸獸，，，，各各各各從從從從其其其其類類類類；；；；牲牲牲牲畜畜畜畜，，，，各各各各從從從從
其其其其類類類類；；；；地地地地上上上上一一一一切切切切昆昆昆昆蟲蟲蟲蟲，，，，各各各各從從從從其其其其類類類類。。。。神神神神看看看看著著著著
是是是是好好好好的的的的。。。。



26神神神神說說說說：：：：我我我我們們們們要要要要照照照照著著著著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的的的形形形形像像像像、、、、按按按按著著著著我我我我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樣樣樣樣式式式式造造造造人人人人，，，，使使使使他他他他們們們們管管管管理理理理海海海海裡裡裡裡的的的的魚魚魚魚、、、、空空空空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鳥鳥鳥鳥、、、、地地地地上上上上的的的的牲牲牲牲畜畜畜畜，，，，和和和和全全全全地地地地，，，，並並並並地地地地上上上上所所所所爬爬爬爬
的的的的一一一一切切切切昆昆昆昆蟲蟲蟲蟲。。。。

27神神神神就就就就照照照照著著著著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形形形形像像像像造造造造人人人人，，，，乃乃乃乃是是是是照照照照著著著著他他他他的的的的
形形形形像像像像造造造造男男男男造造造造女女女女。。。。

28神神神神就就就就賜賜賜賜福福福福給給給給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又又又又對對對對他他他他們們們們說說說說：：：：要要要要生生生生養養養養眾眾眾眾
多多多多，，，，遍遍遍遍滿滿滿滿地地地地面面面面，，，，治治治治理理理理這這這這地地地地，，，，也也也也要要要要管管管管理理理理海海海海裡裡裡裡
的的的的魚魚魚魚、、、、空空空空中中中中的的的的鳥鳥鳥鳥，，，，和和和和地地地地上上上上各各各各樣樣樣樣行行行行動動動動的的的的活活活活物物物物。。。。的的的的魚魚魚魚、、、、空空空空中中中中的的的的鳥鳥鳥鳥，，，，和和和和地地地地上上上上各各各各樣樣樣樣行行行行動動動動的的的的活活活活物物物物。。。。

29神神神神說說說說：：：：看看看看哪哪哪哪，，，，我我我我將將將將遍遍遍遍地地地地上上上上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結結結結種種種種子子子子的的的的菜菜菜菜
蔬蔬蔬蔬和和和和一一一一切切切切樹樹樹樹上上上上所所所所結結結結有有有有核核核核的的的的果果果果子子子子全全全全賜賜賜賜給給給給你你你你們們們們
作作作作食食食食物物物物。。。。

30至至至至於於於於地地地地上上上上的的的的走走走走獸獸獸獸和和和和空空空空中中中中的的的的飛飛飛飛鳥鳥鳥鳥，，，，並並並並各各各各樣樣樣樣爬爬爬爬
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上上上上有有有有生生生生命命命命的的的的物物物物，，，，我我我我將將將將青青青青草草草草賜賜賜賜給給給給他他他他們們們們作作作作
食食食食物物物物。。。。事事事事就就就就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成成成成了了了了。。。。

31神神神神看看看看著著著著一一一一切切切切所所所所造造造造的的的的都都都都甚甚甚甚好好好好。。。。有有有有晚晚晚晚上上上上，，，，有有有有早早早早
晨晨晨晨，，，，是是是是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日日日日。。。。



2天天天天地地地地萬萬萬萬物物物物都都都都造造造造齊齊齊齊了了了了。。。。. . .

3神神神神賜賜賜賜福福福福給給給給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日日日日，，，，定定定定為為為為聖聖聖聖日日日日；；；；因因因因為為為為
在在在在這這這這日日日日，，，，神神神神歇歇歇歇了了了了他他他他一一一一切切切切創創創創造造造造的的的的工工工工，，，，
就就就就安安安安息息息息了了了了。。。。

7耶耶耶耶和和和和華華華華神神神神用用用用地地地地上上上上的的的的塵塵塵塵土土土土造造造造人人人人，，，，將將將將生生生生耶耶耶耶和和和和華華華華神神神神用用用用地地地地上上上上的的的的塵塵塵塵土土土土造造造造人人人人，，，，將將將將生生生生
氣氣氣氣吹吹吹吹在在在在他他他他鼻鼻鼻鼻孔孔孔孔裡裡裡裡，，，，他他他他就就就就成成成成了了了了有有有有靈靈靈靈的的的的
活活活活人人人人，，，，名名名名叫叫叫叫亞亞亞亞當當當當。。。。



1. 神创造万物神创造万物神创造万物神创造万物

2. 神从无造出了万物神从无造出了万物神从无造出了万物神从无造出了万物

3. 神的创造是美好的神的创造是美好的神的创造是美好的神的创造是美好的

4. 人是神特别的创造人是神特别的创造人是神特别的创造人是神特别的创造，，，，生命是神所赐生命是神所赐生命是神所赐生命是神所赐

3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因因因因著著著著信信信信，，，，就就就就知知知知道道道道諸諸諸諸世世世世界界界界是是是是藉藉藉藉神神神神話話話話
造造造造成成成成的的的的；；；；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所所所所看看看看見見見見的的的的，，，，並並並並不不不不是是是是
從從從從顯顯顯顯然然然然之之之之物物物物造造造造出出出出來來來來的的的的。。。。（（（（希希希希11：：：：3））））



基基基基督徒对创造不同的观点督徒对创造不同的观点督徒对创造不同的观点督徒对创造不同的观点，，，，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1章不同的解释章不同的解释章不同的解释章不同的解释 Th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reation 

1. Young Earth Creationism 年年年年轻地球创造论轻地球创造论轻地球创造论轻地球创造论

2. Six-Day (24 hours) Creation六日六日六日六日（（（（24小时小时小时小时））））创造论创造论创造论创造论 (成熟的亚成熟的亚成熟的亚成熟的亚

当当当当Mature Adam)

3. Gap Theory Creation 间隔创造的理论间隔创造的理论间隔创造的理论间隔创造的理论 （（（（创创创创世纪世纪世纪世纪 1:1 and 1:2b））））

4. Old Earth Creation (progressive creation, Day-Age Creation)年老年老年老年老
的地球创造论的地球创造论的地球创造论的地球创造论，，，，渐进创造论渐进创造论渐进创造论渐进创造论，，，，一天是一个时期的创造论一天是一个时期的创造论一天是一个时期的创造论一天是一个时期的创造论

5.     Theistic Evolution (evolutionary creation/with a literal Adam 
and Eve) 神神神神造进化论造进化论造进化论造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认为有亚认为有亚认为有亚认为有亚当真当真当真当真人人人人））））

6.    Theistic Evolution (evolutionary creation/no literal Adam & Eve) 

神神神神造进化论造进化论造进化论造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不相信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不相信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不相信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不相信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

7.     Allegorical Language寓言语言寓言语言寓言语言寓言语言



1. Young Earth Creationism年轻地球创年轻地球创年轻地球创年轻地球创

造论造论造论造论 (Universal flood 洪水洪水洪水洪水) 

2. Six-Day (24 hours) Creation六日六日六日六日（（（（242. Six-Day (24 hours) Creation六日六日六日六日（（（（24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创造论创造论创造论创造论 (成熟的亚当成熟的亚当成熟的亚当成熟的亚当Mature 

Adam)              Micro-Evaluation –微微微微

进进进进化化化化,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



3.    Gap Theory Creation 间隔创造的理间隔创造的理间隔创造的理间隔创造的理

论论论论 （（（（Genesis 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 1:1 and 1:2b））））

4.    Old Earth Creation (progressive 

creation, Day-Age Creation)年老的年老的年老的年老的creation, Day-Age Creation)年老的年老的年老的年老的

地球创造论地球创造论地球创造论地球创造论，，，，渐进创造论渐进创造论渐进创造论渐进创造论，，，，一天是一天是一天是一天是

一个时期的创造论一个时期的创造论一个时期的创造论一个时期的创造论

Macro-Evolution 广进化广进化广进化广进化



5.   Theistic Evolution (evolutionary 
creation/with a literal Adam and 
Eve)  神造进化论神造进化论神造进化论神造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

认为有亚当认为有亚当认为有亚当认为有亚当））））

6.   Theistic Evolution (evolutionary 6.   Theistic Evolution (evolutionary 
creation/no literal Adam and 

神造进化论神造进化论神造进化论神造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有神的进化论，，，，

不相信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不相信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不相信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不相信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

7.     Allegorical Language寓言语言寓言语言寓言语言寓言语言



进化论
（Theory of Evolution）

Zhang Qing Yi 

prepared this topic ppt 



Evolution字义有演变的意思，是用来解

释生物在世代与世代之间具有变异现象
的一套理论，从原始简单生物进化成为
复杂有智慧的物种

恩格斯将 “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恩格斯将 “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
的三大发现之一（+ 细胞学说，能量守恒
和转化定律）



达尔文，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1809—1882年

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大量资料证

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都不是神創造
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
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
不断发展变化的，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
，从而摧毀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
变论。



其核心是“自然选择原理”

用進廢退與獲得性遺傳

生存竞争, 适者生存生存竞争, 适者生存



思想冲击:进化论给人文领域带来了一场颠
覆性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人们普遍认
為人是神根据自己的形像创造出来

但达尔文指出：

人类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今天
的一切生物都是人类的亲属，人类和猿猴的一切生物都是人类的亲属，人类和猿猴
分享同一个祖先。所以，当进化论提出之
后，不断受到各種攻击和污蔑。直至后来
证据越来越多，人们才普遍接受进化论的
正确性



種系（進化）樹

例如人類的DNA序列與黑猩猩的差異
約為1.2%，與大猩猩的差異約為1.6%

，與狒狒則為6.6%，如此就能推斷並
量化人類與猿類的親緣關係量化人類與猿類的親緣關係



人工選擇對家養植物和動物特定性狀進行育
種，使這些性狀的表現逐漸強化，而人們不
需要的性狀則可能逐漸消匿的過程不同類型
的狗。大小之間的差異是人工選擇的結果



最早生命形式诞生最早生命形式诞生最早生命形式诞生最早生命形式诞生

氫、一氧化碳
－》氨基酸－》蛋白質

－》核酸

_-_-_-___-_-_-__

－》－》 細胞？





現代细胞理論

1.細胞是生命最基本的單位

2.所有生物體由細胞組成

3.所有細胞由先前的細胞繁衍而來3.所有細胞由先前的細胞繁衍而來









進化樹進化樹進化樹進化樹



進化的理論和分析方法在
古生物學, 系統發育, 

發育生物學，比較解剖學, 發育生物學，比較解剖學, 

比較胚胎學, 物種分類學等等
領域都有很多很好的應用.



进化论是一種科學理论进化论是一種科學理论进化论是一種科學理论进化论是一種科學理论

尤其是跨越種屬的進化尤其是跨越種屬的進化尤其是跨越種屬的進化尤其是跨越種屬的進化

絕絕絕絕不是已證明的事实不是已證明的事实不是已證明的事实不是已證明的事实絕絕絕絕不是已證明的事实不是已證明的事实不是已證明的事实不是已證明的事实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

）被称为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上的一大悬
案──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自达尔文以来
就一直困扰着进化论等学术界。大约5亿
4200万年前到5亿3000万年前，在地质学4200万年前到5亿3000万年前，在地质学

上称做寒武纪开始，绝大多数无脊椎动
物门在只2000多万年时间内出现了。这
是曾让达尔文为之不解的“寒武纪大爆发
”





1.化石化石化石化石：：：：進化中間物種進化中間物種進化中間物種進化中間物種？？？？
完全缺失完全缺失完全缺失完全缺失！！！！

始祖鸟始祖鸟始祖鸟始祖鸟
北京猿人头盖骨北京猿人头盖骨北京猿人头盖骨北京猿人头盖骨北京猿人头盖骨北京猿人头盖骨北京猿人头盖骨北京猿人头盖骨

物种分类物种分类物种分类物种分类：：：：各從其類各從其類各從其類各從其類





2. 微进化微进化微进化微进化：：：：可因突变岸隔离可因突变岸隔离可因突变岸隔离可因突变岸隔离
而产生而产生而产生而产生，，，，可导致可导致可导致可导致同种同种同种同种生物的生物的生物的生物的
差异性差异性差异性差异性



3. 眼睛



4. 生物适者生存生物适者生存生物适者生存生物适者生存？？？？
其结果是使生物其结果是使生物其结果是使生物其结果是使生物「「「「更适应更适应更适应更适应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而非使生物而非使生物而非使生物而非使生物「「「「由由由由
低等变高等低等变高等低等变高等低等变高等」，」，」，」，二者之间二者之间二者之间二者之间低等变高等低等变高等低等变高等低等变高等」，」，」，」，二者之间二者之间二者之间二者之间
并无任何关联并无任何关联并无任何关联并无任何关联



5. 各种生物具有不同套数的染色体

小麦有14套
玉蜀黍有10套
人有23套染色体

这些染色体数目的差异在生物进化的过程
如何造成，是一项非常难以解释的问题。如何造成，是一项非常难以解释的问题。
目前遗传学上染色体四种结构发生突变的
现象：缺失、重复、颠倒、移位，均无法
使染色体的数目发生改变

6., 7., 8.,....



浩瀚的宇宙浩瀚的宇宙浩瀚的宇宙浩瀚的宇宙

銀河系中心圖象

由1,000至4,000多億顆恆星
直徑約為100,000多光年
太陽系屬於這個龐大星系的恆星之一



•太陽系以每秒250千米速度圍繞銀河中心旋
轉，旋轉一周約2.2億年
•依據歐洲南天天文台的研究報告，估計銀河
系的年齡約為136億歲（1.36×1010年），幾乎系的年齡約為136億歲（1.36×1010年），幾乎
與宇宙一樣老

有大約1,000億顆恆星

銀河的盤面估計直徑為100,000光年，太陽至銀河中心的距離

大約是26,000光年



根據最新哈佛太空望遠鏡觀測估計的結果根據最新哈佛太空望遠鏡觀測估計的結果根據最新哈佛太空望遠鏡觀測估計的結果根據最新哈佛太空望遠鏡觀測估計的結果，，，，宇宙中大概有五千億個星雲宇宙中大概有五千億個星雲宇宙中大概有五千億個星雲宇宙中大概有五千億個星雲（（（（銀河系銀河系銀河系銀河系））））
宇宙外宇宙外宇宙外宇宙外？？？？





人体：

有约100万亿细胞100 trillion (1014)

细胞直径为 1 and 100微米 (10－6米)

人脑的神经细胞数多于银河系的恒星

任何一个细胞都有别于另外的一个细胞，每个细胞都有不同的生理功能任何一个细胞都有别于另外的一个细胞，每个细胞都有不同的生理功能

人体的血管总长度为60,000 英里

人平均的头发数目约为100,000 根

人脑细胞和容纳 3 and 1000 兆兆字节的信息（Terabytes），比有1000多年历史的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存的信息都多（up to 70 terabytes)

……



起初起初起初起初，，，，神創造天地神創造天地神創造天地神創造天地



Augustine (430 AD.) emphasized that the text 

wa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should be 

reinterpreted as new knowledge became 

available. In particular, Christians should not 

make absurd dogmatic interpretations of 

scripture which contradict what people know scripture which contradict what people know 

from physical evidence.奥古斯丁强调奥古斯丁强调奥古斯丁强调奥古斯丁强调，，，，这段这段这段这段

经文是很难理解经文是很难理解经文是很难理解经文是很难理解，，，，应该重新解释应该重新解释应该重新解释应该重新解释, 如果有新如果有新如果有新如果有新

的知识可以使用的知识可以使用的知识可以使用的知识可以使用。。。。特别是特别是特别是特别是，，，，基督徒不应该基督徒不应该基督徒不应该基督徒不应该

教条式的理解经文教条式的理解经文教条式的理解经文教条式的理解经文, 去抵触当人都知道的实去抵触当人都知道的实去抵触当人都知道的实去抵触当人都知道的实

物证据物证据物证据物证据



In the 13th century, Thomas Aquinas, like Augustine, 
asserted the need to hold the truth of scripture 
without wavering while cautioning "that since Holy 
Scripture can be explained in a multiplicity of 
senses, one should not adhere to a particular 
explanation, only in such measure as to be ready to 
abandon it if it be proved with certainty to be false; 
lest holy Scripture be exposed to the ridicule of 
unbelievers, and obstacles be placed to their 
lest holy Scripture be exposed to the ridicule of 
unbelievers, and obstacles be placed to their 
believing."

托托托托马斯马斯马斯马斯·阿奎那阿奎那阿奎那阿奎那：：：：我们需我们需我们需我们需要守要守要守要守住圣经的真理住圣经的真理住圣经的真理住圣经的真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摇摆摇摆摇摆摇摆,但但但但要小要小要小要小心心心心,因因因因为圣经的解释有不同的见解为圣经的解释有不同的见解为圣经的解释有不同的见解为圣经的解释有不同的见解。。。。一一一一

个人不应该守住单一的解释个人不应该守住单一的解释个人不应该守住单一的解释个人不应该守住单一的解释，，，，当这解释被证明是当这解释被证明是当这解释被证明是当这解释被证明是

错误错误错误错误，，，，那时才放弃这种解释那时才放弃这种解释那时才放弃这种解释那时才放弃这种解释。。。。以免圣经受到非信以免圣经受到非信以免圣经受到非信以免圣经受到非信

徒的嘲笑徒的嘲笑徒的嘲笑徒的嘲笑，，，，成为他们信仰的障碍成为他们信仰的障碍成为他们信仰的障碍成为他们信仰的障碍.



伽利略伽利略伽利略伽利略 Galileo & 与哥白尼与哥白尼与哥白尼与哥白尼Copernicus



• Martin Luther (1517) “He [Moses] calls 'a spade a spade,' 
i.e., he employs the terms 'day' and 'evening' 
without Allegory, just as we customarily do we assert that 
Moses spoke in the literal sense, not allegorically or 
figuratively, i.e., that the world, with all its creatures, was 
created within six days, as the words read. If we do not 
comprehend the reason for this, let us remain pupils and 
leave the job of teacher to the Holy Spirit.”leave the job of teacher to the Holy Spirit.”

• 马丁路马丁路马丁路马丁路德德德德（（（（1517）：）：）：）：““““他他他他（（（（摩西摩西摩西摩西））））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实实实实话实话实话实话实说说说说““““，，，，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他使用的术语他使用的术语他使用的术语他使用的术语””””天天天天““““和和和和””””晚上晚上晚上晚上““““不是寓不是寓不是寓不是寓言言言言，，，，

就像我们通常做的就像我们通常做的就像我们通常做的就像我们通常做的，，，，我们断言我们断言我们断言我们断言，，，，摩西在字面意义讲摩西在字面意义讲摩西在字面意义讲摩西在字面意义讲，，，，

不是比喻或象征意义不是比喻或象征意义不是比喻或象征意义不是比喻或象征意义，，，，即即即即，，，，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所有的生物与所有的生物与所有的生物与所有的生物，，，，

是六天内创造是六天内创造是六天内创造是六天内创造，，，，为文为文为文为文字阅读字阅读字阅读字阅读。。。。如果我们不理如果我们不理如果我们不理如果我们不理解解解解，，，，让我让我让我让我

们继续成为学生们继续成为学生们继续成为学生们继续成为学生，，，，让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让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让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让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



圣经圣经圣经圣经与与与与科学科学科学科学 Bible and Science

路路路路德认为真正的科学应该是不应予圣经又抵触德认为真正的科学应该是不应予圣经又抵触德认为真正的科学应该是不应予圣经又抵触德认为真正的科学应该是不应予圣经又抵触。。。。

路德认为不是惧怕科学路德认为不是惧怕科学路德认为不是惧怕科学路德认为不是惧怕科学，，，，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题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题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题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题

目与圣经又关目与圣经又关目与圣经又关目与圣经又关，，，，那就是应该增强圣经的认知那就是应该增强圣经的认知那就是应该增强圣经的认知那就是应该增强圣经的认知，，，，

如果科学与圣经有冲突如果科学与圣经有冲突如果科学与圣经有冲突如果科学与圣经有冲突，，，，那就是伪科学那就是伪科学那就是伪科学那就是伪科学。。。。科学科学科学科学

是研究一部分的创造是研究一部分的创造是研究一部分的创造是研究一部分的创造，，，，能就那些能用感官去理能就那些能用感官去理能就那些能用感官去理能就那些能用感官去理

解解解解。。。。圣经的教导是包含可见于不看见的创造圣经的教导是包含可见于不看见的创造圣经的教导是包含可见于不看见的创造圣经的教导是包含可见于不看见的创造。。。。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圣经是比圣经是比圣经是比圣经是比科科科科学有更学有更学有更学有更大的权威大的权威大的权威大的权威。。。。 Luther did not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圣经是比圣经是比圣经是比圣经是比科科科科学有更学有更学有更学有更大的权威大的权威大的权威大的权威。。。。 Luther did not 

consider true science should be at odds with Scripture. Rather than fear 
science, Luther felt that true science, where it touched a subject 
revealed in Scripture, could be expected to complement it. Science 
which was at odds with Scripture was therefore false science. While 
science deals only with that part of the creation which can be 
apprehended by the senses, Scripture deals with major aspects for both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parts of creation. Scripture therefore is a 
greater authority than science, he argued.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genesis/luther-on-

evolution/））））



亚当亚当亚当亚当，，，，罪罪罪罪，，，，死亡死亡死亡死亡，，，，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

罗罗罗罗马马马马5：：：：12-21罪出从一人而来罪出从一人而来罪出从一人而来罪出从一人而来，，，，死死死死

临到众人临到众人临到众人临到众人。。。。

哥哥哥哥前前前前15：：：：20-22。。。。 历史上的亚当历史上的亚当历史上的亚当历史上的亚当

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重要的，，，，因为圣经中常用亚当因为圣经中常用亚当因为圣经中常用亚当因为圣经中常用亚当

与历史上的耶稣为对比与历史上的耶稣为对比与历史上的耶稣为对比与历史上的耶稣为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