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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化论到创造论——对加
里.派克博士的访谈

从进化论到创造论：我个人的见证
加.派克博士

  以下的访谈录是从收音机访问录中整理的。

生物学家加里.派克博士是佛罗里达
洲清水基督学院(CCC)科学部主任. 
在过去的十二年中, 他还任职于创造
研究中心(ICR)的科学部.他是一位非
常认真和有才华的演说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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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克博士开始他的教学生涯时是一
位不信神的进化论者.他在属灵和科
学方面的转变带有喜剧色彩. 例如, 
他曾经参加一场辩论. 在辩论中, 他
所在的科学部辩护圣经, 而与他辩论
的圣经部辩护进化论.
派克博士具有生物及化学本科学位, 
生物及生理学硕士学位,和波尔洲立
大学的生物及地质学博士学位. 派克
博士获得过多项学术荣誉, 是美国国
家学士院(Phi Beta Kappa) 的荣誉会员, 
美国动物学家协会的会员(因为他对
蝌蚪的杰出研究), 还获得过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十五个月的研究基金.
派克博士出版过五本生物学教科书
和六本创造科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
作被翻译成八种语言). 派克博士还出
现在众多的传媒和电视节目中,曾在
世界各地演说创造论.

派克博士在大会上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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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我最欣赏进化论观点中蕴涵
的无神性。

问：您对进化论的认同是否对您
的课堂教学有影响？

答：是的。在我早期多年的高
中和大学教学中我非常卖力地说服
我的学生进化论是正确的，我甚至
曾经使一些学生在课堂上掉泪。我
那时认为自己并不是在教授一种信
仰，而是在教授客观科学，但我自
己清楚我不断地尝试改变学生的信
仰，我希望学生改信进化论。事实
上，在一次与我教授的研究生班中
的高中老师讨论中，我的目的只有
一个——鼓励学生把进化论当作他
们宗教信仰的基础。

问：派克博士，据我所知, 当您开始
在大学里教授生物学时，您那时是一
个坚定的进化论者。

答：确实是这样的，我非常认可
进化论的观点，这个理论让我觉得自
己是一个巨大的，不停向前进化的宇
宙的一部分。那时进化论确实是我的
信仰，是我以之为生活中心的信念和
世界观，生活观，如果有人质疑进化
论，我总是变得非常激动.
当作是一种信仰，进化论解答了我关
于神，犯罪和救赎的问题。我们不需
要神，即使有神，他所作的也仅是创
造了使世界产生的原料，其它的一切
都自行发生，“罪”也只是人类残存
的动物天性的结果，救赎意味着个人
调整，自我兴趣的发现，或许有天,人
类基因改造成功就是救赎。既然世上
没有神, 人无须向神交帐，也没有神指
示人生的目的，我以为命运是掌握在
自己手中的。由于我相信进化论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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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夫人为了纯粹的社交的
目的参加了一个<圣经>学习小组，
通过这个聚会，神慢慢说服我不要
依靠自己或其它人为的观点，但要
从各个方面去认识神，并由神来引
领我的道路，神祝福我，给我这样
一个改变心意的经历，使我从真正
永恒的角度看待生活。

问：您是否从信仰基督教后才相
信创造论的 ？

答：不是。起码开始时不是这
样。象很多基督徒一样，我单单把
我新的基督教信仰与我所认为的进
化论中的科学事实结合起来，成为
了一个有神论的进化论者，然后又
成了一个渐进（进化）创造论者。
我以为<圣经>指出谁创造了世界，
进化论则指出神如何创造。但逐渐
地我开始发现进化论本身和科学的
矛盾，和它与基督教教义的冲突。

问：我以为公立学校是不允许教
授宗教的。

答：也许教授基督教是不允许
的，但把进化论当宗教信仰来教是
毫无问题的，我曾经这样教过，我
也目睹了进化论对一个人思想和生
活的影响。当然，我曾经认为那种
影响是好的，“把我们的头脑从已
知宗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人自
己的观点成为至高。

问：既然您曾经对进化论的观点
如此认同，并欣然教授进化论，是
什么使您改变了看法？

答：我常感叹神是如此奇妙，竟
能改变象我这样一个对进化论如此
推崇的人。尤其是当我周围很多信
神的人都舍创造论而信进化论(其中
两人还是我曾经任职的神学院里教
授<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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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反映了神的各个创造时期，为什
么基督徒应当对抗疾病和灾荒，
或帮助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如果
化石是在神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产
生的，那以上种种都应当是 “好
的”了。
当我最初相信进化论时，我浪漫地
认为进化是不断在进步的过程，但
是在《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最后一
章中，达尔文解释在进化过程中, 高
等的生物必须借着自然界的争战，
灾荒和死亡才能产生，这种“自然
界的争战，灾荒和死亡”听起来象
是神用来创造一个一切都是“好
的”的世界的方式么？
从“创世纪”第三章,“罗马书”第
八章和<圣经>中许多相关章节，
我们了解到这些负面的现象并不是
神最初创造的世界的一部分，而是
从亚当犯罪后才开始发生的。如果 
“神造进化论”者和 “渐进创造
论”者忽视这一点，无论是有意或

我至今还有很多朋友相信 “神造
进化论”或 “渐进（进化）创造
论”，但我最终不得不放弃这种信
仰。

问：您发现进化论与基督教教义
有什么样的冲突？

答：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圣
经>中提到的神创造的世界是“好
的”。每一天神创造完后（除去第
二天外），神都说他的创造是 “好
的”。在第六天创造结束后神说他
所造的一切都是 “好的” 。
所有我知道的 “神造进化论”或 
“渐进创造论”者，包括当时的我
都试图把“地质年代”和化石记录
与圣经中的创造记录吻合起来，但
无论那一个年代的记录或化石，显
示的都是与我们今天世界上同样的
事件——饥荒、疾病、灾难、灭
绝、洪水、地震等等。如果化石记



从进化论到创造论：我个人的见证  加里.派克博士

�0 ��

除此之外，身为一个科学家的优越
感和虚荣心也令我挣扎，信创造论
的人总是被人看不起，觉得他们是
属于十九世纪的愚昧无知的人，或
更糟。所以我联想到我一生在学术
界的成就与荣誉，坦白说，我不愿
面对来自学术界的嘲笑。
最后，象许多基督徒一样，我对《
圣经》中一些内容感到很困惑。我
是在一所神学院授课时接受创造
论的，但你可能无法相信，我的创
造论信仰竟然在圣经部激起轩然大
波。我才刚开始教授创造论，圣经
部的教工马上向我挑战，要我和他
们辩论。圣经部辩护进化论，我与
另外两个科学家辩护创造论！
那场辩论显示了进化论确实是一种
信仰，也显示了由于一些基督教领
袖愿意为进化论说话，这使得一般
的基督徒更难支持创造论了。说实
话，做为一个生物学的教授，如果
不是由于我发现有如此多的科学证

无意, 他们就与整本圣经所阐述的相
抵触：神创造的用意，人的犯罪和
神的拯救——神如何创造了一个完
美的世界，人的罪如何使世界活在
诅咒之下，耶稣基督如何把我们从
罪中拯救出来，使一切事物都恢复
起初神创世的美好。

问：既然<圣经>的立场如此
明确，是否有许多基督徒还在相
信 “神造进化论”或 “渐进创造
论”？

答：是的。当然了，我无法替他
们所有人说话，但我可以告诉你我
在放弃相信 “神造进化论”前所
经历的挣扎。首先，我不喜欢与人
争论，我喜欢保持中立。当我还是 
“神造进化论”的信徒时，我不需
要与任何人争辩，在遇到激烈争论
时，我总是笑一笑说：“反正重要
的就是记得一切都是神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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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论的观点。令我吃惊，但最终
又令我欣喜的是：几乎我所选的每
一门课都显示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
据支持《圣经》所持的创造论，和
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推翻进化论的
观点。

据证明进化论是错的，我也没有勇
气放弃进化论或 “神造进化论”。

问：这样说，是科学证据使您彻
底地从一个进化论者，转变为 “神
造进化论”者，又转为 “渐进创
造论”者，最终成为与圣经相符的 
“科学创造论”者，是么？

答：是的。最初我对身为一个创
造论者，又同时是一个科学教授感
到很尴尬，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
去解释进化论的“如山的铁证”。
这时生物系的同事爱伦.大卫斯，向
我介绍了莫里斯和白克姆的著作《
创世纪大洪水》。一开始我大大反
对这本书，运用我所熟知的进化论
理论来抨击书中的观点。但在那个
关键时刻，神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
给我一份极高的研究奖学金，所以
我决定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又同
时兼修地质学，以便亲自查证一些

莫里斯和白克姆的著作《创世纪大洪水》对派克
博士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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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还有其他例子么？

答：有很多例子，我从《创世纪
大洪水》这本书中了解到支持进化论
的地质学家常提到“平行不整合地
层”(Para conformity)这个名词. 这一词
用来形容无侵蚀或掩冲断层现象，
但不符合地质时间的化石体系. 所以
当我听到教授提到“平行不整合地
层”这名词时,我顿时心跳加速. 结果
教授说了什么呢？竟然和《创世纪
大洪水》的作者一样: 进化论无法解
释“平行不整合地层”这个到处可见
的自然界现象. 而随后的户外实地考
察更印证了进化论无法解释地层变
化。
再一次地，研究院的地质课不仅没有
推翻创造论，反而全部我所学到的都
证实创造论所持的观点.我甚至用创
造论的观点向教授解释“平行不整合
地层”这现象，结果我和在场的学生
研讨出更多有利创造论的证据。

问：您可以就此举一些例子么？

答：当然可以。当研究院的课程上
到如何利用放射性物质，如铀-铅测
年法来计算地球的年龄时,我十分紧
张, 因为我以为这种方法一定会证明
地球年龄并非创造论所宣称的那么年
轻. 结果却和我所想的相反。
其中有一堂课，教授告诉我们不需要
去背地质的年代，因为这些数据都
不准确，又互相矛盾. 然后上地质物
理学时, 我们探讨了所有关于放射性
元素测年法 (Radiometric dating) 所采
用的假设. 最后，教授是这么下结论
的“如果一个持圣经传统教义的人拿
到这些资料，他一定会大肆宣扬放射
性测年 法根本无法测出世上任何东
西的年龄! 所以，你们要守住（进化
论）这个信仰。”
他就是那么说的“要守住你们的信
仰”. 如果进化论到头来只是一个信
仰，那我已经找到一个更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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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所谓的创造论的证据指的
是什么？

答：任何人都能辨认出人类做出
来的东西，不论是油画、雕塑、 或
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因为人做东
西所留下来的痕迹与时间，巧合和
自然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是不同
的，所以我们知道有外来的创造者
的涉入，我注意到同样的现象发生
在生物身上, 尤其在生物细胞上。
所有的生物都是DNA(脱氧核糖核
酸)和蛋白质组成的，而这两者之
间必须互相配合无误,生物才得以生
存。但是在自然状况下, DNA和蛋
白质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有害的，经
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对细胞造成伤害. 
正如磷、玻璃和铜在自然状态下是
无益的, 只有经过工程师人为的组
合, 三者才能构成一台有益的电视机. 
DNA和蛋白质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 
只有经过外来创造者巧妙的组合排

置, 才能完美的互相配合，让生物得
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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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一些研究生和教授（包括我的
生物分子学的教授在内）发表了
DNA和蛋白质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创
造论者的存在的观点. 教授对我发表
的生物, 生化内容没有任何批评，
她只是说她不信我所发表的，因为
她不信真的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 但
是如果我的信仰允许一位造物者，
那我是能从他所造的生物里看见造
物的证据的（正如保罗在 “罗马
书”1章18至20节所提出的）.

问：作为科学家和教师，创造论
是否对您的研究和教学有影响？

答：有很多积极的影响，科学其
实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那就是宇
宙万物是有秩序地在运转, 和这秩序
是可以被人类理解的. 这两个假设都
是<圣经>保证的: 神造了一个有秩序, 
有规律的世界, 而人有能力去了解, 

发现它. <圣经>这样的立场让研究
科学更具意义, 也更有趣. 而且，从
创造论的角度可以看出许多看似自
然形成的生物其实蕴涵神智慧的设
计. 这让我能想出更多的学说和设
计模型来分析生物学、分类学和生
态学的资料。
我和我的学生都深深觉得创造论的
观点把上课这件事变的有趣多了。
生物学在很多方面都关系到道德争
议，例如基因工程、生态危机、生
物繁衍。现在（接受创造论后）除
了我个人的观点和其它深受局限的
人为观点，我可以讲授更多的内
容。当然，关于起源的基本问题，
我和我的学生可以自由地探讨进化
论和创造论，可悲的是很多在校的
年轻人都没有这种自由。
创造论者会在学术上被嘲笑，有时
甚至被人身攻击，但这种代价和因
为接受了耶稣基督而得到的丰富的
知识和智慧相比，真算不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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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老师和
学生能够感受我的喜悦. 这喜悦来
自用神的眼光来看神一手造的世
界. 也希望更多人象我一样, 愿意接
受这个挑战。

好消息
创世宣教国际组织 (CMI) 以传播
<圣经>关于人类及世界起源和历
史的真理为宗旨, 把荣耀归于我们
的创世主神.
人类历史的坏消息源自从神创造
人类始祖亚当以来, 人类选择背叛
神, 因此无法与一个圣洁的神一起
生活,被诅咒与神隔绝. 圣经说我们 
“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 3章23节). 因此 “要受
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
他权能的容光”( “贴撒罗尼迦后
书” 1章9节).
但好消息是神要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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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 3章16节). 
创世主耶稣基督, 以无罪之身, 为人类
承受了罪的代价, 受死与神分离. 他如
此做是受了公正和圣洁的父神的呼召. 
耶稣是完美的献祭, 他受死在十字架上, 
但第三日, 他从死里复活, 战胜了死亡, 
因此所有相信他的人, 承认自己的罪并
真心信靠他(而不是自己美德)的人都可
以到神面前与创世主一起过永恒的生
命.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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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 3章18节). 圣
经还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
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
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 
1章9节).
多么奇妙的救世主---多么奇妙的在耶
稣基督中的救赎!
(如果您愿意更多了解圣经中所讲述的
永生, 请与您国家的创世宣教国际组织
办公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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