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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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神所赐下生命是神所赐下生命是神所赐下生命是神所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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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Young Earth Creationism年轻地球年轻地球年轻地球年轻地球

创造创造创造创造论论论论 (Universal flood 洪水洪水洪水洪水,化石化石化石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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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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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进化微进化微进化微进化,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



3. Gap Theory Creation 间隔创造的间隔创造的间隔创造的间隔创造的

理论理论理论理论 (Genesis 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 1:1 and 
1:2b)

4. Old Earth Creation (progressive 4. Old Earth Creation (progressive 
creation, Day-Age Creation)         
年老的地球创造论年老的地球创造论年老的地球创造论年老的地球创造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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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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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有认为有认为有认为有

亚当与夏娃亚当与夏娃亚当与夏娃亚当与夏娃)

6. Theistic Evolution (evolutionary 6. Theistic Evolution (evolutionary 

creatio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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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

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有真实的亚当与夏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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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比喻比喻比喻



1.神可能造了一个成熟的宇宙神可能造了一个成熟的宇宙神可能造了一个成熟的宇宙神可能造了一个成熟的宇宙

2.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 1：：：：1与与与与 1：：：：2中间可能有间隔中间可能有间隔中间可能有间隔中间可能有间隔

3.创世纪的一日可能是一个时期创世纪的一日可能是一个时期创世纪的一日可能是一个时期创世纪的一日可能是一个时期

4.洪水影响了地质数据洪水影响了地质数据洪水影响了地质数据洪水影响了地质数据4.

5.亚当犯罪前死亡可能就存在亚当犯罪前死亡可能就存在亚当犯罪前死亡可能就存在亚当犯罪前死亡可能就存在

6.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意思可能很广意思可能很广意思可能很广意思可能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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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古斯丁強調，這段經文是很難理解，

應該重新解釋, 如果有新的知識可以使用。
特別是，基督徒不應該教條式的理解經文, 

去抵觸當人都知道的實物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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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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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ileoGalileoGalileoGalileo & & & & 與與與與哥白尼哥白尼哥白尼哥白尼 CopernicusCopernicusCopernicusCopernicus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時期，人所接受的科學觀

念和人對聖經教訓之了解有衝突。舉例來說，當義

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主後1564-1642年)開始教導說

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乃是圍著太陽

Nicolaus 旋轉時(他隨從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主後1472-1543年的看法)，便遭受到

批判，最後他的著作被羅馬天主教廷定罪。這是因

為很多人以為聖經教導說太陽繞著地球轉，但事實

上聖經根本沒有這樣教導，而正是哥白尼派的天文

學家使得人們重新審視聖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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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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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用的术他使用的术他使用的术他使用的术语语语语 “天天天天 day”和和和和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evening”不是寓不是寓不是寓不是寓言言言言，，，，就像我们通就像我们通就像我们通就像我们通常讲法常讲法常讲法常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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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所以这所以这所以这

世世世世界界界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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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字描述如文字描述如文字描述如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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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继续成为学生让我们继续成为学生让我们继续成为学生让我们继续成为学生，，，，让圣灵成让圣灵成让圣灵成让圣灵成

为我们的老师为我们的老师为我们的老师为我们的老师。。。。



圣圣圣圣经经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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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认为真正的科学应德认为真正的科学应德认为真正的科学应该不会予该不会予该不会予该不会予圣经又抵触圣经又抵触圣经又抵触圣经又抵触。。。。路德路德路德路德

认为不是惧怕科学认为不是惧怕科学认为不是惧怕科学认为不是惧怕科学，，，，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题目与圣经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题目与圣经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题目与圣经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题目与圣经

又关又关又关又关，，，，那就是应该增那就是应该增那就是应该增那就是应该增强对圣经认强对圣经认强对圣经认强对圣经认知知知知，，，，如果科学与圣如果科学与圣如果科学与圣如果科学与圣

经有冲突经有冲突经有冲突经有冲突，，，，那就是伪科学那就是伪科学那就是伪科学那就是伪科学。。。。科学是研究一部分的创科学是研究一部分的创科学是研究一部分的创科学是研究一部分的创

造造造造，，，，能就那些能用感官去理解能就那些能用感官去理解能就那些能用感官去理解能就那些能用感官去理解。。。。圣经的教导是包含圣经的教导是包含圣经的教导是包含圣经的教导是包含

可见于不看见的创造可见于不看见的创造可见于不看见的创造可见于不看见的创造。。。。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圣经是比科圣经是比科圣经是比科圣经是比科学有更学有更学有更学有更大大大大

的权威的权威的权威的权威。。。。 Luther did not consider true science should be 
at odds with Scripture. Rather than fear science, Lu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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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出从一人而罪出从一人而罪出从一人而罪出从一人而

来来来来，，，，死临到众人死临到众人死临到众人死临到众人。。。。

哥哥哥哥前前前前15：：：：20-22。。。。 历史上历史上历史上历史上的的的的哥哥哥哥前前前前15：：：：20-22。。。。 历史上历史上历史上历史上的的的的

亚亚亚亚当是重要的当是重要的当是重要的当是重要的，，，，因为圣因为圣因为圣因为圣经中经中经中经中

常常常常用亚当与历史上的耶稣用亚当与历史上的耶稣用亚当与历史上的耶稣用亚当与历史上的耶稣为为为为

对对对对比比比比。。。。

复活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新天新地



圣圣圣圣经与物理科经与物理科经与物理科经与物理科学学学学，，，，伦理伦理伦理伦理

学学学学，，，，社会学社会学社会学社会学，，，，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学，，，，

价值观价值观价值观价值观，，，，人生观人生观人生观人生观，，，，经济经济经济经济

学学学学，，，，唯物论唯物论唯物论唯物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学学学学，，，，唯物论唯物论唯物论唯物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

其他信仰其他信仰其他信仰其他信仰…有冲突时有冲突时有冲突时有冲突时，，，，

基督徒要如何面对于处基督徒要如何面对于处基督徒要如何面对于处基督徒要如何面对于处

理理理理？？？？



1 神从无造出了宇宙神从无造出了宇宙神从无造出了宇宙神从无造出了宇宙

2 神造出了灵界神造出了灵界神造出了灵界神造出了灵界

3 神直接创造亚当与夏娃神直接创造亚当与夏娃神直接创造亚当与夏娃神直接创造亚当与夏娃3 神直接创造亚当与夏娃神直接创造亚当与夏娃神直接创造亚当与夏娃神直接创造亚当与夏娃

4 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在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在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在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在

创造的工作创造的工作创造的工作创造的工作。。。。



唯物论唯物论唯物论唯物论 Materialism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物质物质物质物质



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 Deism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二元论二元论二元论二元论 Dualism

神神神神

神与宇宙都是神与宇宙都是神与宇宙都是神与宇宙都是

永存的永存的永存的永存的

Good vs. Evil  

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

神与魔鬼的对立神与魔鬼的对立神与魔鬼的对立神与魔鬼的对立



多神论多神论多神论多神论

多神论多神论多神论多神论 Polytheism 

多神论多神论多神论多神论



泛神论泛神论泛神论泛神论 Pantheism
New Age movement –新时代运动新时代运动新时代运动新时代运动

神神神神=宇宙宇宙宇宙宇宙神神神神=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基督徒宇宙观基督徒宇宙观基督徒宇宙观基督徒宇宙观：：：：神造世界神造世界神造世界神造世界，，，，

神托住世界神托住世界神托住世界神托住世界，，，，神超越世界神超越世界神超越世界神超越世界

神神神神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3
我我我我观观观观看看看看你你你你指指指指头头头头所所所所造造造造的的的的天天天天，，，，并并并并你你你你

所所所所陈陈陈陈设设设设的的的的月月月月亮亮亮亮星星星星宿宿宿宿，，，，
4
便便便便说说说说：：：：人人人人

算算算算甚甚甚甚麽麽麽麽，，，，你你你你竟竟竟竟顾顾顾顾念念念念他他他他？？？？世世世世人人人人算算算算

甚甚甚甚麽麽麽麽，，，，你你你你竟竟竟竟眷眷眷眷顾顾顾顾他他他他？？？？

5
你你你你叫叫叫叫他他他他比比比比天天天天使使使使微微微微小小小小一一一一点点点点，，，，并并并并赐赐赐赐

他他他他荣荣荣荣耀耀耀耀尊尊尊尊贵贵贵贵为为为为冠冠冠冠冕冕冕冕。。。。
6
你你你你派派派派他他他他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你你你你手手手手所所所所造造造造的的的的，，，，使使使使万万万万物物物物，，，，就就就就是是是是理理理理你你你你手手手手所所所所造造造造的的的的，，，，使使使使万万万万物物物物，，，，就就就就是是是是

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的的的的牛牛牛牛羊羊羊羊、、、、田田田田野野野野的的的的兽兽兽兽、、、、空空空空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鸟鸟鸟鸟、、、、海海海海里里里里的的的的鱼鱼鱼鱼，，，，凡凡凡凡经经经经行行行行海海海海道道道道

的的的的，，，，都都都都服服服服在在在在他他他他的的的的脚脚脚脚下下下下。。。。

9
耶耶耶耶和和和和华华华华 ─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的的的的主主主主啊啊啊啊，，，，你你你你的的的的名名名名在在在在
全全全全地地地地何何何何其其其其美美美美！！！！（（（（詩篇 8：3-9）



3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因因因因着着着着信信信信，，，，就就就就知知知知道道道道诸诸诸诸

世世世世界界界界是是是是藉藉藉藉神神神神话话话话造造造造成成成成的的的的；；；；

这这这这样样样样，，，，所所所所看看看看见见见见的的的的，，，，并并并并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从从从从显显显显然然然然之之之之物物物物造造造造出出出出来来来来的的的的。。。。

By faith we understand that the entire By faith we understand that the entire 
universe was formed at God‘s 
command, that what we now see did 
not come from anything that can be 
seen. （希希希希伯伯伯伯來來來來書書書書 Hebrew 11:3)



•
16因因因因為為為為萬萬萬萬有有有有都都都都是是是是靠靠靠靠他他他他造造造造的的的的，，，，無無無無論論論論
是是是是天天天天上上上上的的的的，，，，地地地地上上上上的的的的；；；；能能能能看看看看見見見見的的的的，，，，
不不不不能能能能看看看看見見見見的的的的；；；；或或或或是是是是有有有有位位位位的的的的，，，，主主主主治治治治
的的的的，，，，執執執執政政政政的的的的，，，，掌掌掌掌權權權權的的的的；；；；一一一一概概概概都都都都是是是是
藉藉藉藉著著著著他他他他造造造造的的的的，，，，又又又又是是是是為為為為他他他他造造造造的的的的。。。。
17他他他他在在在在萬萬萬萬有有有有之之之之先先先先；；；；萬萬萬萬有有有有也也也也靠靠靠靠他他他他而而而而他他他他在在在在萬萬萬萬有有有有之之之之先先先先；；；；萬萬萬萬有有有有也也也也靠靠靠靠他他他他而而而而
立立立立。。。。

16 For by Him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both in the 
heavens and on ear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whether 
thrones or dominions or rulers or authorities-- all 
things have been created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17
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1:16-17



最终的无冲突最终的无冲突最终的无冲突最终的无冲突

圣经与科学并无冲突圣经与科学并无冲突圣经与科学并无冲突圣经与科学并无冲突：：：：

如果所有的事实被正确如果所有的事实被正确如果所有的事实被正确如果所有的事实被正确如果所有的事实被正确如果所有的事实被正确如果所有的事实被正确如果所有的事实被正确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圣经与自然科学圣经与自然科学圣经与自然科学圣经与自然科学

之间之间之间之间，，，，会没有冲突会没有冲突会没有冲突会没有冲突。。。。





以弗所書第一章 3, 4, 10節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
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
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
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1. Charles Hodge, Presbyterian

2. Louis Berkohf, Reformed

3. Michael Williams, Calvinist

4. Issac C. Jen (任以撒), Reformed

5. Karl Barth, Reformed – Liberal5. Karl Barth, Reformed – Liberal

6. R. A. Torrey, Evangelical

7. Charles C. Ryrie - Baptist

8. R. C. Sproul, Calvinist

9. J. I. Packer, Anglican

10.Wayne Grudem, Baptist



Until we are fundamentally convicted in the 

incarnation through the virgin birth of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and His resurrection by faith through 

His words, Christians are ill-equipped to face the 

issues pose at them by human intelligence of 

Genesis One or any other parts of the Scriptures.Genesis One or any other parts of the Scriptures.

By basing our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he faith that 

His Word is true, our scientific theories are much 

more likely, in the long run, to come to accurately 

represent reality.



FAITH IN GOD THE CREATOR

Karl Barth

The insight that man owes his existence and 
form, together with all the reality distinct from 
God, to God’s creation, is achieved only in the 
reception and answer of the divine self-witness, 
that is, only in faith in Jesus Christ, i.e., in the that is, only in faith in Jesus Christ, i.e.,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unity of Creator and creature 
actualized in Him, and in the life in the present
mediated by Him, under the right an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goodness of the Creator 
towards His creature.



相信上帝是創造者
Karl Barth

能意識到人類之所以存在，並具有形體，以及
除神以外的一切實質，是歸功於上帝的創造。
這樣的體會，唯有從接受和回應神的自我見證這樣的體會，唯有從接受和回應神的自我見證
(the divine self-witness)，就是只有相信耶穌基
督，認識造物主和受造者在基督裡合一的實際，
並在現實生活中，通過基督為中保，經歷到造
物主對受造者所彰顯的良善,才能達成。



CREATION AND COVENANT

Karl Barth
Creation comes first in the series of works of the 
triune God, and is thus the beginning of all the things 
distinct from God himself. Since it contains in itself 
the beginning of time, its historical reality eludes all 
historical observation and account, and can be 
expressed in the biblical creation narratives only in expressed in the biblical creation narratives only in 
the form of pure saga. But according to this witness 
the purpose and therefore the meaning of creation is 
to make possible the history of God’s covenant with 
man which has its beginning, its center and its 
culmination in Jesus Christ. The history of this
covenant is as much the goal of creation as creation 
itself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history.



創造與約
Karl Barth

創造首先是三一之神一系列的工作，這是除神
以外萬物的開始。因為創造本身包括了時間的
起點，創造的真實不能用歷史的觀測和記載來
表明，只有藉聖經裡對創造事件的敘述表明出
來。然而根據這個證人﹝聖經﹞，創造的目的來。然而根據這個證人﹝聖經﹞，創造的目的
和意義，乃是使上帝與人立約的歷史得以建立。
這歷史的起點，中心，以及其極致乃是耶穌基
督。這個 ‘約的歷史’不單是創造的目的，創造
之本身也就是這歷史的開始。 (The history of 
this covenant is as much the goal of creation as 
creation itself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history.)



歌羅西書第一章 15-18節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
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
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
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
先；萬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
他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
凡事上居首位。





古德恩

“本章(創造)的內容和本書前面大部份章節的內
容不同。因為本章要處理的問題是福音派基督徒
觀點有分歧之處。”

E. 聖經與近代科學發現之間的關係
(在這裏我只注重於物理科學，包括天文及地質)(在這裏我只注重於物理科學，包括天文及地質)

2. “揚棄那些明顯與聖經教訓不合的理論”

a. 世俗的理論 Secular Theories

4. “古老地球論和年輕地球論都是合理的意見”
b. 年輕地球論 Young Earth Theory

10/26/14



2. “揚棄那些明顯與聖經教訓不合的理論”
a. 世俗的理論 Secular Theories

“世俗的[大爆炸] (big bang)理論 (將神排除在外)，或任

何堅持物質永遠存在的理論，都不合聖經的教訓。”

• “將神排除在外” 
“in a secular form in which God is excluded”

那一樣科學理論不是? 但並沒特別排除神。

• “堅持物質永遠存在的理論”

恰恰相反! 大爆炸宇宙學 Big Bang Cosmology:

• 從無帶出整個宇宙 Ex nihiloEx nihiloEx nihiloEx nihilo

• 時間有起點 (138 億年前) “起初”

• 空間有起點而且在擴展 expanding universe

好像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104:2 104:2 104:2 104:2 鋪張穹蒼，如鋪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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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model, the early universe, which was so hot that electrons and nuclei 

cannot bind together to make up atoms, was filled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lectric charges. Light (that is electromagnetic waves) interacts readily with 

these electric charges and therefore would not travel far. However, as the 

universe expanded, the temperature fell and when the universe was 380,000 

years young (in proportion, like a 100-year old man looking back to when he 

was one day old), it expanded enough to cool down to the temperature for 

electrons and nuclei to combine into atoms (mostly hydrogen atoms). Since 

atoms are neutral, light does not interact with them much and therefore light 

can travel a long distance. In other words, the universe suddenly became can travel a long distance. In other words, the universe suddenly became 

transparent. Genesis 1:2-3 describes this moment well. This is the earliest 

universe we can observe. The universe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wavelength of primordial light continued to stretch until today it is in the 

microwave region. The microwave background can give a snapshot of the 

universe when it was 380,000 years young. In 1992 the COBE (COsmic

Microwave Explorer) satellite did just that. These are truly beautiful pictures 

– the earliest picture of the Universe. It is like a 100 year old man look at the 

baby picture when he was one day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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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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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οίηµα

• 神的創造是美好的

• 神創造的法則是奇妙的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111 Psalm

2
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察。

2 Great are the works of the Lord;

they are pondered by all who delight in them.10/26/14



4. “古老地球論和年輕地球論都是合理的意見”

在二十世紀由於發現放射性以及某些化學同位素的自然衰

變，我們很簡潔且精確地測定了地球上各種石頭的年紀。

半衰期: 238U�206Pb 44.7億年，235U�207Pb 7.04億年

結論：地球年齡是45.5億年
甚至月球石頭及近七十顆隕石都被測定有45億年之久。

b. 年輕地球論Young Earth Theory

(1) 古老外貎的創造

不止亞當和夏娃受造時就是成人，植物動物及發星

光的星星也已成熟。但化石如何？神創造動物殘骸？

(2) 大洪水地質論

挪亞大洪水產生極巨大的壓力，改變了物質的性能。

“沒有說服任何(包括篤信聖經的)專業的地質學家。” 

洪水壓力與放射性衰變是完全不同領域。前者最多也

不過影響分子或原子結構，而後者是核子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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