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万物之灵人生何意
从生物与生理看人的生命是否特殊，是万
物之灵否？（創1：26-28; 約1:1-5；12-14）

• 複雜生命如人類的生命與單細胞生命的
生存條件要求有何差別？

• 人類的生命與人猿有何差別
• 人類生命有沒有特別的意義
• 生命若有意義，目的為何？



宇宙有多大？
How Big?



A 70 kg body would have approximately 7*1027 atoms. 
That is, 7 followed by 27 zeros:

70公斤体重的一个人大约含有7*1027个原子
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个原子

4.7*1027 would be hydrogen atoms氢原子
1.8*1027 would be oxygen atoms氧原子

7.0*1026 carbon atoms碳原子

An estimate of about 1080 atoms 
in the observable universe.

整个可观察宇宙大约有个1080原子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

人/宇宙～
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精密调治，不可思议

能量密度

質量密度





宇宙的起始狀態若多
或少一粒針頭的質量，
生命就不可能存在！

生命有沒有意義？



再看地球的所在位置，
人類能夠生存的地方，
其精密的調治難以想像！

生命有沒有意義？



类似于地球
的环境少於

之一的机率



從這些数据看來宇宙
有沒有設計者？人类
所在之地有沒有意义？

人生有沒有意义？



從机率看似乎的確：
1. 有创造者
2. 有目的有意义

什麼是這意义呢？
道路、真理、生命



什麼是人生的意义？

1. 道路 – 人從哪兒來
2. 真理 – 人往哪兒去
3. 生命 – 人活著為何



约 14:6 耶稣说:“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
里去。”



约 1:1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
就是 神。
约 1:2 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
约 1: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
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约 1: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
人的光。
约 1: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
受光。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
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
生子的榮光。
…
約 1:16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
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
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
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若真是造物主，是不是像這樣？



创1:1 起初 神创造天地。
创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创 1:3 

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创 1:3 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Light Equations



真造物主, 祂將如何創造宇宙？

E=MC2 …

+ “不可(謀)殺人,不可姦淫…”

+ “神愛世人，甚至…”

• 物能時空
• 定律
• 道德定律

• 屬靈定律



约 1:1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
就是 神。
约 1:2 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
约 1: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
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约 1: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
人的光。
约 1: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
受光。



约 14:6 耶稣说:“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
里去。”



诗 119:105 你的话是我脚前
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人生的意义与方向–

神的話是我們

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詩 119:89 耶和華啊，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
永遠。
詩 119:90 你的誠實存到萬代；你堅定了地，
地就長存。
詩 119:91 天地照你的安排 (律)存到今日；萬物
都是你的僕役。
詩 119:92 我若不是喜愛你的律法，早就在苦
難中滅絕了。
詩 119:93 我永不忘記你的訓詞，因你用這訓
詞將我救活了。
詩 119:94 我是屬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尋求
了你的訓詞。
詩 119:95 惡人等待我，要滅絕我，我卻要揣
摩你的法度。
詩 119:96 我看萬事盡都有限，惟有你的命令
極其寬廣。



詩 119: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
光。
詩 119:106 你公義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
必按誓而行。
詩 119:107 我甚是受苦；耶和華啊，求你照你
的話將我救活！
詩 119:108 耶和華啊，求你悅納我口中的讚美
為供物，又將你的典章教訓我！
詩 119:109 我的性命常在危險之中，我卻不忘
記你的律法。
詩 119:110 惡人為我設下網羅，我卻沒有偏離
你的訓詞。
詩 119:111 我以你的法度為永遠的產業，因這
是我心中所喜愛的。
詩 119:112 我的心專向你的律例，永遠遵行，
一直到底。



1.神的話創造天地永遠長存

詩 119:89 耶和華啊，你的話安定在
天，直到永遠。
詩 119:90 你的誠實存到萬代；你堅
定了地，地就長存。



真神如何創造宇宙？

E=MC2 …

+ “不可(謀)殺人,不可姦淫…”

+ “神愛世人，甚至…”



創造天138亿年



Eris

創造地



2.神的話是定律，維繫萬物

詩 119:91 天地照你的安排 (律)存到
今日；萬物都是你的僕役。
詩 119:92 我若不是喜愛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難中滅絕了。



維繫萬有



3.神的話是訓詞，維繫生命

詩 119:93 我永不忘記你的訓詞，因
你用這訓詞將我救活了。
詩 119:94 我是屬你的，求你救我，
因我尋求了你的訓詞。



詩 104:10 耶和華使泉源湧在山谷，流在山間。
詩 104:11 使野地的走獸有水喝，野驢得解其
渴。
詩 104:12 天上的飛鳥在水旁住宿，在樹枝上
啼叫。
詩 104:13 他從樓閣中澆灌山嶺，因他作為的
功效，地就豐足。
詩 104:14 他使草生長，給六畜吃，使菜蔬發
長，供給人用，使人從地裡能得食物，







Importance of Oxygen Cycle 氧元素循環



Importance of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



Importance of Carbon Cycle 碳元素循環



Importance of O2 & CO2 Cycle 氧元素和碳元素循環



Importance of Nitrogen Cycle 氮元素循環



Importance of Nitrogen Cycle 氮元素循環



Phosphorus Cycle 磷元素循環



Life Sustaining Cycles 重要有关生命的元素循環



Life Depends on 生命氣息依賴於
1. Water Cycle 水循環
2. Carbon Cycle 碳元素循環
3. Oxygen Cycle 氧元素循環
4. Nitrogen Cycle 氮元素循環
5. Phosphorus 磷元素循环



Plate Tectonic Cycle 地殼的循環



Life Depends on 生命氣息依賴於
1. Water Cycle 水循環
2. Carbon Cycle 碳元素循環
3. Oxygen Cycle 氧元素循環
4. Nitrogen Cycle 氮元素循環
5. Phosphorus 磷元素循环
6. Plate Tectonic Cycle 地殼循環



地球原始生物合成汤？









合成生命？







“There is an elaborate apparatus involving 

messenger RNA, adapter RNA, ribosome, 

and a diversity of specialized enzymes…. 

We cannot imagine these complex and 

specific accessory molecules to have arisen 

spontaneously in the primitive environment.  

The apparatus for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genetic code must itself have evolved slowly, 

through billions of years of evolution.”

- Astronomer Carl Sagan,

“Intelligent Life in the Universe”, p.237



Zero Time Paradox

零時間的困惑

Heavy bombardment period – 4.5 to 3.5 billion 

years ago. Most intense episode occurring 

between 3.8 and 4.0 billion years ago.  地球在 38

到40億年前隕星長期撞擊, 生命無法存在

Earliest Geochemical evidence for life – 3.83 

billion years ago. 但隕星撞擊停止後，生命跡象
立時產生

Simple Form of Life 

Appeared Instantaneously!







“Sudden” = Narrow Time Frame (530-525 mya)

Earth’s total 4.6 billion year football field history

Cambrian explosion: less than 4 inches (near 11 yard line)

Today

1st Day of 

Planet

Earth

530 mya

(11 yard line)
Origin of life: 3.8 billion (17 yard 

line)?

5 million
year frame

QuickTime™ and a
GIF decompressor

are needed to see this picture.

QuickTime™ and a
GIF decompressor

are needed to see this picture.

4 inch thick line = 
thin slice of time

Discovery Institute



???



























合成蛋白質的概率（100氨基酸組成）
Probability of Building a Protein

With 100 amino acids undirected

~20 amino acids to pick 20種氨基酸

Only left-handed amino acid 

useable    左手氨基酸才能用

Probability 機率~  One Chance in 

10191



合成生命基因的概率

Minimum No. of types of genes 最少基因數

~ 250 for H. Flu virus  病毒：250

Probability ~ 1 out of 10 18,750

~ 1500 for a Bacteria 細菌：1500

Probability ~ 1 out of 10 142,500



人與其他生物有何不同？



人與其他生物有何不同？



創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
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
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
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創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
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創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
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
行動的活物。”

*只有人是由神的形象而创造

*人为神的代表治理地球



創 2:4 創造天地的來歷，在耶和華 神造
天地的日子，乃是這樣：

創 2:5 野地還沒有草木，田間的菜蔬還沒
有長起來，因為耶和華 神還沒有降雨在
地上，也沒有人耕地，

創 2:6 但有霧氣從地上騰，滋潤遍地。

創 2:7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
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名叫亞當。(Adam – Adama就是尘土）

*人的物质部分是由尘土而制造，

与其他动物一样







Gorilla

Chimp

Orangutan



From “Book of Life”, by Stephen Jay Gould



From “Book of Life”, by Stephen Jay Gould



一．人与其其他猩猩物种有何不同？
其实人的物质部分以地上的尘土造成，
其他的生物也都是由地球上的原子合
成，从生物物质的眼光来看，两者基
因非常接近，没有什么不合理。唯有
基督教聖经教导让我们了解这是神创
造的方法。人之所以特别，不是物质
的部分，而是人的灵魂，特别由神的
形象而创造。



二．人与其他类人猿种有何不同？
北京山顶洞人，爪哇人，尼安德塔人
是不是人呢，与现代人种有什么不
同呢？从现代人类学发掘知道现代
人种不是北京人的后代，现代人种
是从非洲开始发源的。从非洲到北
非到欧洲到中东到亚洲，往北到西
伯利亚，跨过波令海峡到北美，再
往下留传，现代人的起源差不多10
万到15万年左右。









三．人与其他类人猿种有何不同？
从化石中找到的北京人猿，爪哇人猿，
尼安德塔人以人类种学来说不是人种，
现代人类按照生物的分类学是人科人
属人种（homo sapiens sapiens），
现代人是人属里唯一的一个物种，以
圣经的观点看，本人认为其他的类人
猿都不是人，是人猿，英文用的词也
不一样。人种是Human, 类人猿是
Hominid. 



人科人属人种

Homo sapiens:

智慧人



国家健康总署署长科林博士



4.神的話是法度,鑑定是非善惡

詩 119:95 惡人等待我，要滅絕我，
我卻要揣摩你的法度。
詩 119:96 我看萬事盡都有限，惟
有你的命令極其寬廣。



社會主義的“进化”論

-社會達爾文主義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

結果：種族歧視,大屠殺,
人無生命的尊嚴 – 原因？





5.神的話是光,指示正確道路

詩 119: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詩 119:106 你公義的典章，我曾
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



6.神的話是律法,生命蒙福之道

詩 119:108 耶和華啊，求你悅納
我口中的讚美為供物，又將你的
典章教訓我！
詩 119:109 我的性命常在危險之
中，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



7.神的話是我們永遠遵行之真理

詩 119:110 惡人為我設下網羅，
我卻沒有偏離你的訓詞。
詩 119:111 我以你的法度為永遠
的產業，因這是我心中所喜愛的。
詩 119:112 我的心專向你的律例，
永遠遵行，一直到底。



難題
…羅 7:15 因為我所做的，我自己
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
我所恨惡的，我倒去做。羅 7:22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
神的律；羅 7:23 但我覺得肢體中
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
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
律。
羅 7:24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
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罗 7:25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就能脱离了...

耶 31:33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
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
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
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
的子民。

耶稣基督立新约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
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
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
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
子的榮光。



大光
约 1:1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
是 神。
约 1:2 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
约 1: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
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约 1: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
人的光。
约 1: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
受光。



我的光



如同物理，化學，生物定律
同样，也有一些属灵的定律

管理着你和神的关系:

第一律：神爱你，并且为你
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计划。



上帝的爱
“上帝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
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

恒的生命”（约翰福音3:16)

上帝的计划
耶稣说：“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

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
(约翰福音10:10)



羅馬書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以弗所書4:18 他们心地昏昧，
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而与上帝
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19 既然他
们已经麻木，就放纵情欲…

為什麽人不了解這目的？



第二律：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
所以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

神为他生命的计划。
神创造人原是要人享受与他同
在一起的爱和喜乐，但因各人
任性，偏行己路，背向真神，
以致与神隔绝。这种向神任性
的态度，使人对神漠不关心或
公开反对，就是圣经所说的罪。



神
(聖洁)

人
(有罪)

善行

宗教

哲学

道德

人与神之间,有如深渊隔绝,难以交通



第三律：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
的唯一救法。籍着他你可以知道并经验

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

神
(聖洁)

人
(有罪)

耶稣基督



神差他的儿子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成為神与人中間的橋梁,溝通了兩者之間的深淵。

西 1:12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西 1:13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西 1:14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
得以赦免。



我们必须个人亲自接受耶稣基督: 
（神爱“我”，甚至赐下他的独子“给我”,要使
“我”不致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约3:16个人版

第四律: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作救
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经验

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



我们必须接受基督: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
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2

第四律: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作救
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经验

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



自我



请问您是否愿意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
儿女?您可以用以下的祷告,来表明您的心
志：

“亲爱的上帝，我需要您。我愿意打
开心门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
主。亲爱的主耶稣，上帝的唯一儿子，
谢谢您爱我，并为我舍命，赦免我的
罪，求您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您
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