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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Acknowledgments for 1996 edition 
 
自1989年以來，我在東海大學開了一門課－自然科學與信仰，課程內容就是

這本書。我必須感謝東海大學提供多方面的協助。首先，是前任校牧盧美村牧師
透過行政上的努力向校方提出申請，我很感謝他看得出這個需要，並相信我有這
能力來授課。我也很感謝前任校牧林國亮牧師，繼續支持鼓勵我，尤其要謝謝他
鼓勵我把講義匯集成書。 

 
身為中文寫作能力欠佳的美國人，若沒有現代電腦設備，我是無法將這講義

整理成書的。我要謝謝物理系，特別是林進家主任，讓我使用電腦和印表機，也
謝謝系上助教們很有耐心的教我使用中文系統。 

 
有幾位朋友直接參與這份講義的預備：劉怡廷小姐，是中研所的學生，幾年

來擔任我的助教，她完全自願、不計薪資的幫助我，很高興後來校牧室能支付微
薄的工讀費，至少讓她得到部份的酬勞。她評閱學生的報告，那是我無法做到的，
她最大的貢獻是把講義譯成中文。我很感謝最初那幾個學期的學生，他們耐心地
去瞭解我的英文講義，但我發現他們的理解力實在非常有限，好些地方會錯了意。
所以我要謝謝1992年秋天的那批學生，他們的作業就是逐段的把講義翻譯成中
文。他們的翻譯經常出錯，但至少是個好的開始。劉怡廷小姐接著花了許多時間，
和我一起仔細地校對、修改，並將之輸入電腦。那次協助輸入電腦的還有一位是
我們朋友汪致中夫婦的朋友。 

 
另外兩位朋友，黃鄔錫芬和晏曉蘭女士，也花了不少時間來修改中文翻譯。

錫芬還做了不少電腦輸入工作。她們讀了好些講義的段落，細心修訂，改善文法，
以提高其可讀性。我自己後來增加的一些篇幅更是特別困難，因為那是用我的美
式中文寫的，她們加以潤飾，使之變成真正的中文。 

 
八十三學年度時，有陳麗玲小姐與我一同講授這課程，並貢獻她在生物學、

教育學、以及神學上的專長。 
 
所以，我很感激這些朋友，他們看見我的需要，也把這些當作是為神做的。

若沒有他們，就沒有這門課或這本書。若有未檢校出來的錯誤，當然都是我自己
的忽略。 

 
長遠看來，我這一輩子 (50個年頭，1946) 都在準備這門課。有許許多多的

人陶鑄了我這個人，我不可能一一提及，甚至不可能一一記得。 
 
首先當然是我的父母親，他們是基督徒，我才幾個禮拜大，就開始帶我去教

會。我們每晚睡前都讀一則聖經故事。我是聽主日學的聖經故事長大的，也聆聽
教會牧師在聖經上的諄諄教誨。這都融合在一起，成為我現在所知和所是的一部
份，雖然我不知道我從誰學了什麼。我永遠感激我的雙親，給我如此得天獨厚的
背景，很小就領受真理，而不是後來才去蕪存菁地找尋真理。 

 
在童年時，父母親激發我的好奇心，盡可能回答我的問題，並且鼓勵我藉著

閱讀再多找些問題。他們還教導我，基督教的信仰是無畏於現實的，事實上，一
個害怕現實的信仰是不太有價值的。我母親很直接的明講，我父親也完全同意。
他們都享受學習，也享受動手做事。我母親高中畢業後進了聖經學院；父親高中
後就沒再接受正式的教育，卻讀了我所有的大學教科書，比我讀的還多！ 

 
從六年級到大學畢業，我都唸教會學校：伊利諾州的 Peoria Christian School、

加拿大亞伯他 (Alberta) 省的 Prairie Bible Institute, in Three Hills，然後是依利諾州
的惠敦學院 (Wheaton College)。老師們全都是基督徒，每年都有聖經課程，這些
都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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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我開始懷疑我們如何能確定聖經是真的，如何能確定聖經是唯一的

真理。世界上還有許多其它的宗教，我們怎知哪個是真的？也許都是真的，也許
沒有一個是真的。在大學時代和就讀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所（當時我去的是Campus 
Baptist Church）的前幾年，我真的很嚴肅地思考這問題。我很感謝這幾年間來自
雙親、老師們、和牧師們的鼓勵，以及他們找來解答我問題的好書。這些書有的
列在本書的參考書目中，感謝主讓我看到這些書。最後，我被說服了，聖經果真
是神的話語，確實有憑有據，如果我沒有找到這些證據，我可能就不會再繼續信
下去了，怎麼信得下去呢？ 

 
我所聽到、讀到的，有些我已發現是錯的！但仍然被神用來幫助我後來去找

到滿意的答案，而這些都是信心的絕佳例證，是用心去面對事實，去找答案，而
不是逃避。 

 
從小我就酷愛科學。在大學、研究所時，主修的是物理學，所以，基本上，

是循著科學來找尋真理，我要找的答案以及我找到的答案，也大半是科學的答案。 
 
高中時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我認識一位名叫 Judy Bruce 的女孩。畢業後她去

加州的 Westmont 大學，而我去伊利諾州的惠敦學院。我們通信三年半，在 1966 
年聖誕節期間﹙那時我剛進研究所﹚結婚。她讓我明白：生命中除了物理還有別
的。我常說：「生命不過是簡單的物理──除了 Judy。她既不簡單、也非物理！」 

 
她也來自基督徒家庭，她的父母當時在菲律賓當宣教士。她和我一起盡心盡

力服事主，假使沒有她充滿愛的協助，我不可能在這裡，也不可能從事現在的工
作。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對臺灣有任何貢獻，其中最大的貢獻就是和她相依相守！ 

 
我原打算在愛荷華州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卻沒能如願。我的研究工作觸了

礁，難題多到無法解決，四年後，雖然修完了博士學位的所有學分，卻因做不出
論文而只拿到碩士文憑。我長那麼大，第一次遭遇挫敗，這是個非常艱苦的體驗，
但在今天看來卻有許多好處。當時，第一次發現我自己親身從聖經得到幫助，尤
其是從詩篇，在失望中感受到神的安慰。我開始讀些有關生命問題和輔導協談的
書籍，而不再只讀科學和聖經方面的書。神似乎是說：「好吧，你在信心的基礎
上，如今已經夠穩固了，所以，現在要學著應用在你自己和別人的生命中。」就
在那時，有幾個人開始帶著他們個人的問題來找我，我就去思索如何讓他們也從
聖經獲益。 

 
當我在亞利桑那大學讀研究所的那幾年，我在第一福音教會 (The First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教專門為大學生開的主日學。我感謝該教會領袖給我這機
會，也感謝學生們的耐心，事情總是這樣的：老師學到的遠比學生來得多。 

 
在讀研究所時，我們加入了海外基督使團 (簡稱OMF，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打算到海外的大學去教書。主給我們許多的教會和朋友，在經費和禱
告上支持我們。1976 年以來，許多 OMF 的領袖和同工關心我們，讓我們得以在
臺灣生活、工作，並於1981年來到東海大學任教。OMF 讓我們用兩年時間來專心
學習語言，並鼓勵所有宣教士儘可能繼續在語文能力上求進步，這都是為了神的
榮耀。 

 
就這樣，將這篇致謝帶回起點--東海大學。基督徒老師、行政人員、牧師、

以及教會，都一直很有耐心，也很用心幫我們這些外國人去克服弱點，希望我能
為華人社會略盡棉薄。他們給我們的幫助，遠比我們給他們的多。我們無以回報，
願主報答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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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Preface 
 
寫作此書時，我企圖讓它適合三種人。也許這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是我的目

標。 
 
首先，是為有理工背景的基督徒，因為這些人必須回答科學與基督信仰關聯。

他們常聽說兩者之間有衝突，他們有什麼必須知道如何去思考這些問題，以及如
何去回答別人，其中包括了從他們自己的孩子發出的問題。這些孩子在學校裡學
的是進化論之類的講法，基督徒該怎樣談論恐龍？大爆炸？如果沒甚麼答案，他
們就無法回答別人的問題，自己的信心也可能開始軟弱、甚至瓦解。我希望這本
書能堅固他們的信心，並且讓他們能夠回答別人的問題。 

 
其次，是為毫無理工背景的基督徒。包括基督徒父母，他們的兒女會問，還

有教會領袖，他們的青少年也會問。他們必須回答，卻多半覺得這話題超過他們
的能力範圍、覺得掌握不住、或不知如何解釋。所以，每當有人問到這些問題時
他們無法回答，只好想辦法將他轉介給某位既是「專家」又是基督徒的人。但這
樣的專家非常少，他們也不可能為所有人解答，因此就留下許多未解的問題。這
可不妙。我希望「非專家」的基督徒發現此書是可理解的，雖然讀的時候，必須
比那些學理工的人多下點功夫。但只要他們多下功夫，就會有斬獲！我希望他們
能用這些想法，來回答自己以及別人的問題，也就能加強許多人對神、對聖經的
信心。 

 
第三，是給沒有聖經背景的非基督徒。我知道他們不太可能會買這書，但我

希望基督徒可以買來送給朋友。這可能是帶領他們走向耶穌基督的第一步。 
 
本書的結構相當合邏輯。先討論一些基本的科學觀。然後，廣泛地討論一些

基本的信仰，特別是基督徒的信仰，包括一些針對這信仰的反對論調。最後，有
了科學和信仰的背景，我們可以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並從許多人看到的衝突談
起。 

 
這差不多佔了半本書的篇幅，可說是辯護、解決問題。要先完成這部份，否

則我們所說的都無法被接受。比方說，如果你聽到有人想證明地球是扁的，你不
相信﹙我希望！﹚，就算聽起來很有學問，又有許多你無法回答的證據，你還是
覺得其他人都說地球是圓的也很有道理，不可能那麼多人和道理都錯了。同理，
我們說有一位真神，而聖經是祂唯一的啟示。我們得讓人知道，為什麼這許多拒
絕神和聖經的人以及拒絕的理由，都是錯的。 

 
本書的後半段是建設性的，基礎在於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因此可以作為祂

確實存在的證據。從這裡，我們終於談到了創造論、進化論、和大爆炸。大部份
基督徒以為「科學與聖經」這題目，是「創造與進化」，然而創造與進化並不是
唯一的問題，甚至不是基本問題。好些基本問題必須先解決，然後，創造的問題
也差不多解決了。如果不先處理這些問題，不管我們怎麼談論創造，都好像是企
圖證明地球是扁的。 

 
本書的最後一章，(not yet in Chinese version) 是為很保守的基督徒寫的，對

他們而言，這很重要：聖經和科學在宇宙的年齡方面是怎麼說的？這是個主要衝
突嗎？我的答案：當然不是。有些基督徒相信聖經說整個宇宙是在六天﹙每天二
十四小時﹚裡造成的，年代不會早於距今 10,000 年前，因此，他們認為他們必須
拒絕大爆炸的說法，因為大爆炸是在 15,000,000,000 年前發生的──多了六個
零！他們宣稱發現了科學證據，來確定宇宙是年輕的，而非年老的。我相信這些
都是很嚴重的錯誤，是個主要而不必要的絆腳石，攔阻許多非基督徒來信基督。 

 
在所有這些相當正式的事實和邏輯的研究之後，我提供了個人身為基督徒、



 xiii 

又是科學家的感想作為結尾。 
 

新版致謝詞                   2009 年 三月 
 

本書第三版在 2008 年售磬，我在 2007-8 這兩年做了很多方面的修改，並
且加入新資料和插圖。晏曉蘭姊妹義務重新對照整本新舊內容，修訂我的美式中
文，非常感謝她的貢獻，沒有她，這本書是無法使用的。 
 

經原出版之雅歌出版社同意，以非營利為目的，現將這本書放上網路，禱告
祈求盼望能夠幫助許多人找到並加強他們對聖經和聖經中所啟示的那位神的信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