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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基督教是敌人还是朋友? 
 
好了，请大家注意。 

我说过,每周我们都会挑选一个 

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并努力从约翰福音中找到 

问题的答案。 

今晚的问题是: 

科学和基督教 

是敌人还是朋友? 

不知道大家 

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认为从大众的角度上看, 

它们往往被看作是敌对的。 

你认为那样讲公平吗? 

我认为是公平的。 

我认为它们经常被看作是敌对的, 

我们常常被迫 

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 

有人会说, 

“你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呢， 

还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 

你已经选择了基督教,还是…?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既是一名科学家， 

同时又是一名基督徒呢?” 

从大众的角度上看， 

它们往往是 

对立的, 

它们绝对不会是最好的朋友， 

绝对不会手拉手走在街上。 

他们通常都会以敌对的两方出现。 

我不相信, 

很多基督徒 

也不会信， 

事实上绝大多数基督徒 

都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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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存在冲突。 

我思考了一会儿，我将设法 

说服你，让你明白为什么我认为 

他们不应该是敌人-事实上， 

我认为 

他们应该是最好的朋友。 

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只需回想一下 

今晚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中 

学到的内容。 

我们已经发现了的,和我们还不知道的: 

这两点是关键。 

现在请想一想我们已经知道了的。 

我们发现我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我们是被设计出来的。 

有计划,有目的地被创造出来。 

这一点与科学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吗? 

我们被告知有一个造物主或设计师存在。 

事实上，许多科学家会告诉我们， 

众多迹象表明 

茫茫宇宙之中有一位设计师，他无所不在， 

如果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 

我们生活的世界 

并不是随意组合出来的， 

它的背后有一个设计者。 

许多科学家都 

会这么说。 

所以说，在本质上，被造物、 

造物主、设计师与科学之间， 

并不存在矛盾。 

但想想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没有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知道些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永恒的道 

是如何创造万物的。 

我们知道他确实做过这些， 

但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力学原理， 

不知道创造万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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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你反复通读圣经, 

也不会找到创造万物的方法。 

圣经所注重的问题 

与我们所重视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它所注重的是“谁” 

和“为什么”的问题。 

而不是“如何”的问题。 

事实上,圣经所注重的是 

告诉我们这名设计师是谁, 

为什么你和我会在这里,你和我如何得以存活, 

以及如何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 

但它并不是科学教科书。 

就算我们把圣经当做 

科学教科书来看, 

我们也无法正确回答永恒之道如何创造万物的问题， 

因为它回答的是别的问题， 

“谁”和“为什么”的问题。 

现在,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点, 

我们在这张桌子上放一个漂亮的蛋糕。  

现在,有些人问:“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是真的。 

现在,如果你想要去（研究）这个漂亮的蛋糕的话， 

有很多东西, 

可供你研究。 

但假如我们想要 

详细地了解这块蛋糕 

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这个嘛,我可以带上这块蛋糕 

去我们当地的中学 

我可以带它 

到不同的部门。 

比如说，我可以, 

把它带到化学系 

请化学家看一看这块蛋糕， 

然后告诉我（蛋糕）的所有成分。 

我确信他们能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情， 

一些关于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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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和中子的事， 

告诉我构成蛋糕的所有的东西。 

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他们能告诉我蛋糕的成分。 

我可以把它带去 

隔壁的物理系， 

物理系可能会说： 

“哦,他们（化学系）只是告诉你一些大的方面的东西， 

让我们去看看更小的方面。 

我们来谈谈夸克方面的东西。” 

我们会说：“真是令人振奋。非常感谢， 

你已经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个蛋糕的事。” 

我们也可以把它 

带到数学系, 

你觉得他们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们可能会 

拿出各种测量工具,  

他们可能会看看这些圆圈, 

他们可能会在黑板上写出方程式， 

告诉我们碰撞速度有多快… 

这将会很了不起, 不是吗? 

我们可以重新拾起这块蛋糕, 

我们可以把它带到厨房, 

我们可以问一问厨师, 

或许厨师能告诉我们 

如何将所有不同的制作材料放在一起, 

在烤箱里烤了多久。 

这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与这个蛋糕有关的事， 

每个部门都会用各自的术语 

对蛋糕加以描述。 

在不同的部门我们了解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但它们之间并没有矛盾冲突, 

它们是同时存在的事实, 

只不过他们用的语言不同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 

做蛋糕的人是谁, 

为什么要做这个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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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人就无法告诉你 

任何相关的事情。 

我们怎样才能更多地了解 

做这个蛋糕的人， 

以及为什么他要做这块蛋糕？ 

那个人会告诉我们的。 

我们看一下， 

今晚所有在座的各位， 

是谁负责做这块蛋糕的呢？ 

我知道不是你做的。 

是谁负责做这块蛋糕的呢？ 

是的,你身边的人。 

现在,请问你为什么——这是我的妻子—— 

为什么你要做这块蛋糕呢? 

Vicky:因为你让我做个蛋糕。 

Lee:因为我让你做个蛋糕。 

所以不是因为你爱我, 

或任何类似的原因,是这样吗? 

因为我——实际上的确如此, 

是我让她(做的)。 

现在,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蛋糕的制作者, 

以及她为什么做这块蛋糕, 

我们必须要听听她怎么说。 

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宇宙中。 

同样情况也会出现在各种被造物中。 

如果我们想知道东西是如何做成的， 

如何运作的， 

那么科学家们会告诉我们 

各种不同的答案。 

但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是谁做的, 

为什么我们能在这里, 

那么我们要听听 

创造了世间一切的神是怎么说的。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话语 

总是如此的好。 

想想我们今晚所学的, 

耶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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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神圣的。 

他是我们的造物主, 

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当我们倾听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关于神是谁, 

以及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然而,这里也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当你去聆听并更多地了解 

创造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 

很有条理性和目的性的神。 

因此,基督教和科学 

根本就不是势不两立的敌人, 

它们实际上是最好的朋友。 

因为你在圣经里所了解到的神 

是如此的有条理性和目的性, 

我们应该期望科学给我们良好的结果。 

事实上，基督教不是科学的敌人: 

正确的理解是, 

圣经为科学奠定了基础 

并鼓励我们去做科学。 

它也鼓励我们追随耶稣, 

去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就去看看这个世界。 

所以科学与基督教是敌还是友呢? 

正确的理解是, 

科学与基督教 

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要回到自己小组 

待几分钟的时间。 

请大家聊一聊我们刚才学的东西， 

这会很有帮助， 

等到9点半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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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 Who is God? Who a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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