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创世记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1:26-28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
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
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
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
动的活物。”

2: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
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2:18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
他。”

2:21-23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
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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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进化论的意义”

 如果不按照进化思想思考问题，生物学的一切将无法理解。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 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ubzhansky）

 进化论是一个理论，一个体系还是一个假说？它比这些都要高
级 — 它是一个普遍的公理。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假说、所有的
体系要真实可信，都必须服从和满足这个公理。进化论是一道照
耀了所有事实的光，一个所有的思路都必须遵循的轨道，这就是
进化论。

Is evolution a theory, a system or a hypothesis? It is much more: 
it is a general condition to which all theories, all hypotheses, 
all systems must bow and which they must satisfy henceforth if 
they are to be thinkable and true. Evolution is a light 
illuminating all facts, a curve that all lines must follow. 

-- 思想家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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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论点
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提出生物自然
进化论（Naturalistic evolutionism）。

1）物种起源学说：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
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

2）共同祖先学说：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

3）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适者
生存，不适者被淘汰）；

4）渐变性学说：生物进化的步调是渐变式的，是一个

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累积微小的优势变异而逐渐改
进的过程，而不是跃变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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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进化论的“三大经典证据”

☆ 比较解剖学

Comparative Anatomy

☆ 胚胎发育的重演律

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 

（Recapitulation Theory）

☆ 古生物学（化石）

Paleobiology (Fos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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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中一些支持进化论的“实验观察”

比如：

A）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

B）昆虫对杀虫药的抗药性

C）鸟的体格变化和在暴风中的生存能力

D）食物结构的改变和鸟类嘴部形状的变化

E）飞蛾工业黑化现象

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例子是物种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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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环境并不是进化

• 描述种内变异的“微进化论”是生物学家
所一致认同的。生物受环境影响而产生某
种的变异，然而这种变异并不产生新的物
种，只说明了适者生存的现象。自然淘汰
的结果，不过是保存了生物的适应性而已。

• 把“生物的适应”与“进化”联在一起，
把种内有限的变异，无限推广到跨种间生
物的变异，而提出的“广进化论”或“自

然进化论”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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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比较解剖学”的逻辑错误

用比较解剖学来证明进化论，形像地
来说就是：“如果人是从猿进化来的
（这个命题假设是无法证明），人和
猿就会有许多相近的特征（“进化”
变成“有许多近似之处”）；因为人
和猿有许多相近的特征，所以人就是
从猿进化来的。（正命题成立，逆命
题不一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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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重演律”的逻辑错误

• 由德国的海克尔（Haeckel）在1866年提出：认
为高等生物胚胎发育会重现该物种进化的过程

• 假定“重演律”是真实的，用来归纳出“重
演律”的证据都是根据“进化论”来判断的，

所以“进化论”已经用作归纳假设的前提了，

现在又回过头来证明“进化论”。形像地说
就是：“由于进化论的真实性，胚胎发育会重
演进化的过程；因为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
程，所以进化论是真的。”这在逻辑学上叫做

“循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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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的“古生物学证据”
• 钱锟教授上周五和周六在本教会的两次交通:

教会网站 http://www.hgsb.us

• 按达尔文预测，化石中应该有大量的中间体。目前
全世界各博物馆中有上亿的化石，包括25万个物种，
除了尚具争议的“始祖鸟”化石外，还没有发现令人
信服的物种过渡形式的化石。

始祖鸟 总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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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纪动物大爆发

与生命在地球上三十多亿年的历史比较，

动物大爆炸的时间如一天24小时的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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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怎么说？

• 如果可以证明，任何复杂的器官存在，不是经过无数的、连续
的、轻微的变异而形成，那么我的学说就要完全破产。（第6章）

If it could be demonstrated that any complex organ existed, 
which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been formed by numerous,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 my theory would absolutely 
break down.

• 物种的全群忽然发展起来，如果是真的话，对与我的观点将会
是致命伤。（第11章）

• 自然选择仅能藉着轻微的、连续的、有利的变异之积累而发生
作用，所以它不能产生巨大的或突然的变化。（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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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bo Song et al: JCI 2008

糖尿病与胰岛素

chain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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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概率理论能最深刻、直接地表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数学不是理论的构建者，也不是假说，但是
它却是理论和假说的法官，是理论和假说必须
服从的裁判者。没有数学的认可，既没有规律
可以遵守，理论也得不到解释。”

美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教育家 本杰明•皮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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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进化论的概率计算
人胰岛素由A、B两条肽链组成，A链有21个氨基酸，B链有30个氨基酸，共51个
氨基酸组成，有三个双硫键。自然界约有500种氨基酸，因此自然产生胰岛素的
可能性：

1 / 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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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IH Website

细胞

细胞核

染色体

基因

碱基

C 胞嘧啶

A 腺嘌呤T 胸腺嘧啶

G鸟嘌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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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IH Website

核糖体

氨基酸
DNA链

转运核糖核酸

信使核糖核酸

密码子

RNA链

新合成的肽链(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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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单倍体基因组 Human Genome

含 31 亿 碱基对 (bp) 的 DNA序列 (3,095,677,412）

编码序列约占3%，非编码序列约占97%。

包括约4 ～ 10万个基因，分布于22条常染色体和

X、Y性染色体。

图片来自网络19



生物的遗传信息：DNA编码
 细胞中的30多亿DNA编码，决定了人体的一切特征。

 世界各地人的30多亿编码序列是一致的，仅仅在千分之
一的位点上，字码有所不同。

 DNA编码序列，在物种繁衍遗传中具有极高的保真度

 依据DNA编码去探索生命起源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最近二三十年，用分子人类学的方法（比如亲子鉴定的方法）：

否定了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的结论

否定了尼安德特人是欧洲人祖先的结论

肯定了2.8万年前的克罗马农人是欧洲人的祖先

确定了沙皇一家人全部遇害，没有逃脱的公主

从曹操后裔的血液中，找到了1800年前曹操的Y染色体类型，并被古墓
中的一颗牙齿的DNA所证实

确定了全世界的人都是来自于一对父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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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遗传标记
• DNA遗传标记就是DNA编码上一些确定的序列位点

• 由于DNA严格复制的机理，并会产生一些微小的差异，
这些遗传标记，有些是千年不改，有些是万年不变

• 有些标志着人类源头的“固有遗传标记”，其长度达
到几百甚至几千个字符的DNA序列。它们存在于全世

界每一个人身上，自从人类诞生以来，都没有一个字
符的改变。

• 人类的DNA序列，就是存储了从最早的祖先、一直到
现在的历史档案。利用这个档案，可以研究：

 人类的起源

 祖先的迁徙轨迹

 全世界所有人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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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科学亚当”：亚当理论

• Y染色体只传男、不传女
• 1995年《科学》期刊论文：人类Y染色体在ZFY 
区上不存在多态性》

• 1997年《科学》期刊论文：Y染色体显示亚当是
一位非洲人

• 测定38名世界各地男性Y染色体的ZFY基因区中
包含的729个DNA序列，竟然完全相同

• 证实猴子、猩猩或者古代的类人猿尸骨中，都
没有和这个序列相同的标记：故称“亚当标记”

• 结论：所有男性的Y染色体都是从最早的一条Y
染色体中复制的结果。

• 现代人类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这就是亚当
理论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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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和线粒体DNA
16569个碱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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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科学夏娃”：夏娃理论

• 1987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研究人
员，从不同人种的147个胎盘中提取了线
粒体DNA，并测试了它们的DNA序列

• 发现世界上所有人种的线粒体16,569个
DNA的编码序列高度惊人的相似

• 确定现代各种族人类的线粒体DNA均来自

同一位共同祖母，称之为“科学夏娃”，
她的世系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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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随机形成”否定了进化的可能
• 在不同族群人的常染色体上，还可以找到许多相同的、

长达几千个DNA序列遗传标记

• 男性与女性的22条常染色体包含的DNA编码都是一样的

(为29亿DNA编码，世上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差异通常不会

超过千分之一）

• 随机发生29亿4进制编码相同序列概率的计算式：

P = 1/429亿 = 1/1017.4亿


P=0.00000（之间17.4亿个0）0001

这完全是不可能随机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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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亚当理论”和“女人出自男人”

• 亲子鉴定的误差率，即随机产生相同DNA测试编码的

可能性，只要小于百万分之一，就能满足司法认定。
而上面计算的结果远小于此，绝对可信！

• 两个结论：
 男和女常染色编码都出于同一个“源序列编码”

 每人身体中的编码，都是由这个“源序列编码”，一代代复制
下来的。

• 这个“起始的个体”是男还是女？

• 因为只有男性包含了全套的染色体（22条常染色体，Y

染色体，X染色体和线粒体），因此推论一定是男！

• 从考古发现和DNA编码的证据，都确定这位男子大约

出现在25万年前的非洲，他就是“唯一的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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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创 2: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
人，名叫亚当。

创 2:21-23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

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
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徒17:24-28：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将生命、气息、

万物赐给万人。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
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
揣摩而得。其实祂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祂。

提前2:13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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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万物“各从其类”（创1章）

•对黑猩猩的DNA解码分析表明它们都是
一对“起始父母”的后裔

•对牛的DNA解码分析表明它们都有共同
的“牛奶奶”为祖先

•对猪的DNA解码分析表明它们都来自于
共同的“猪奶奶”，出于同一个祖宗

•对小麦染色体的DNA解码分析，也表明
所有的小麦都是出于最早的一粒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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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黑猩猩染色体的差别
 人类的基因组（22条常染色体和

一对性染色体），共有: 
3,095,677,412个碱基对

 黑猩猩的基因组（23条常染色体
和一对性染色体），共有: 
3,323,267,922个碱基对

人类的基因组和黑猩猩的基因组：
 总尺寸的差异是 1 : 1.07
 Y染色体的差异是 1 : 0.44
 13号常染色体的差异是 1:1.08

这样大DNA序列数据的差异，以及Y
染色体这个最稳定、最不易变化的
染色体，有着这样大的差别，彻底
地否定了人和黑猩猩共祖的可能。

(资料来源 NCBI GenBank http://www.ncbi.nlm.nih.gov/genome/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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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建立在“群体的、逐渐的”进化论的基点

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点是“代代相传，略有差异”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猿与人之间染色体数目差异的“鸿沟理论”

黑猩猩（包括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有24对染

色体。而现代人只有23对的染色体。染色体对数的

差别，成为了靠着“渐变进化”无法跨越的鸿沟。

因为染色体条数不能以非整数存在，这就阻断了古

人猿进化成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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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Collins论科学与信仰

“每当人类基因组有新发现时，我体会一种敬畏的感受，
觉悟到人类如今明白了从前只有上帝知道的事。这是一
种感人至深的情怀，它帮助我欣赏生命的属灵层面，也
使得从事科学收益更丰。好多的科学家不去发掘他们属
灵的感受，他们真不知所失为何。”

When something new is revealed about the human genome, 
I experience a feeling of awe at the realization that now 
humanity knows something only God knew before. It is a 
deeply moving sensation that helps me appreciate the 
spiritual side of life, and also makes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more rewarding. A lot of scientist really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missing by not exploring their spiritual feeling. 
(quoted as saying in Science, vol. 277, p.890, Aug.15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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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Collins论科学与信仰

“不要怕，还有大量关于上帝的秘密。许多考量过科学与属灵证据的人
依然明察上帝创造与引导的手在运作。至于我，在关乎生命本质的发现
里没有丝毫的失望与幻灭！相反，生命原来是如此的美仑美奂！DNA数

码雅致得令人心旷神怡！生物的组成部分是何等的美感悦目，真是一种
高贵的艺术享受！。。。对信仰上帝的人，现在有理由不是更少、乃是
更多地叹为观止。”

Do not fear, there is plenty of divine mystery left. Many people who have 
considered all the scientific and spiritual evidence still see God’s creative and 
guiding hand at work. For me, there is not a shred of disappointment or 
disillusionment in these discoveries about the nature of life – quite the 
contrary! How mavelous and intricate life turns out to be! How deaply
satisfying is the digital elegance of DNA! How aesthetically appealing and 
artistically sublime are the components of living things! … For those who 
believe in God, there are reasons now to be more in awe, not less. 

-- Collins: The Language of God, page 106-107, Free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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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Collins论科学与信仰

“作为信徒，你坚守上帝是造物主的概念是没错的；
你坚守圣经真理是对的；你坚信科学不能回答最紧
迫的人类生存问题也是正确的；而且你确信要坚定
不移的拒决无神唯物主义也是正确的。”

“As believers, you are right to hold fast to the concept 
of God as Creator; you are right to hold fast to the 
truths of the Bible; you are right to hold fast to the 
conclusion that science offers no answers to the most 
pressing question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you are 
right to hold fast to the certainty that the claims of 
atheistic materialism must be steadfastly resisted. ”  

-- Collins: The Language of God, page 178, Free Press, 200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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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使命

科学本身建立在几个无法证明的预设上，这些假
设都只能凭信心接受，不能证实。爱因斯坦曾说：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眼的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

神造人的时候，赐给人特别的使命和权柄，就是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
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1：28）

神呼召人作科学研究，目的是更有效地作工，去
荣神益人。因此世人若存不敬虔、自私、世俗的
心来研究科学，实在是破坏了神赋予科学的崇高
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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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

希伯来书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诗篇53：2

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祂的
没有。

耶利米书17：9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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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保方晴子

中国韩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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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律是一个重新发现的大骗局

英国胚胎学家李察逊，组织了十七个单位的

科学家，研究了50种不同脊椎动物的胚胎及

其生长过程，联名在1997年8月的Anatomy & 

Embryology学报上发表论文，指出“海克尔

的胚胎”是生物学上的大骗局。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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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解剖学和胚胎学 Anatomy & Embryology》

38



进化论与人类道德的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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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堕落犯罪和神的救恩
以赛亚书59:1-2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
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罗马书1：19-22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
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
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约翰福音3：16-18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
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
独生子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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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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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称谢你 ， 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
的作為奇妙 ，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I praise you because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your works are 
wonderful, I know that full well.

詩篇 Psalm 1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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