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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督宗教作為當今世界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在現代世界文明中

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然而，隨着現代科學教育在世界越趨普及盛

行，基督宗教與現代科學之間的衝突似乎有增無減。究竟兩者是否真

的存在矛盾？若然是，此等矛盾又能否化解？以下本文將分析基督宗

教與現代科學在不同知識領域上的衝突，從而進一步了解兩者的關

係，並探討兩者和諧共存的可能性。

二、知識領域的重疊

　　雖然當今基督宗教本身有着複雜繁多的派系，難以一概而論或準

確定義，但其知識體系大致可劃分成兩種領域：倫理判斷與事實聲明。

　　倫理判斷乃宗教的重要元素。許多宗教着重為人類行為給出原則

及指引，告訴信徒應該做甚麼、不應該做甚麼，而基督宗教亦不例

外：當中「愛主愛人」仍為其重要原則，「十誡」則為信徒的行為提

供更明確的指引。而現代科學往往無法介入此領域，因為只有能以經

驗否證的知識才能歸類為「科學知識」。現代科學探究現實世界之現

象與規律，卻無法為人的行為給出「正確」的指引，因為我們無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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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觀察和實驗等科學方法證明任何價值判斷是錯誤的。換言之，現代

科學只談「實然」，不談「應然」，基督宗教有着無法被現代科學取締

的角色。

　　然而，倫理判斷並不是基督宗教的唯一元素。現實中基督宗教往

往以不同的事實聲明支持其倫理判斷。例如基督宗教之所以提出「人

當敬畏上主」與「不可傷害他人」等倫理判斷的指引，乃基於聖經中

耶穌的言論1，以及上帝藉先知摩西頒布「十誡」等事實聲明。而事實

上，許多宗教提出的事實聲明都能以科學方法檢驗及否證，此知識領

域上的重疊肯定了科學與宗教產生衝突的可能性。

三、基督宗教知識與現代科學理論的衝突

　　基督宗教以《聖經》為最高經典，並相信其內容為神對人的啟

示。然而，《聖經》中某些重要的事實聲明與現代科學認知有着顯著

衝突。

　　演化論可謂對基督宗教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創世紀〉記述神

分別地創造了魚、鳥、昆蟲、牲畜和野獸，並「各從其類」，這意味

神在創世之初已將所有生物分類。而演化論作為當代最能解釋物種起

源的科學理論，卻提出聖經中所描述的物種分類乃由共同祖先演化而

成，顯然與〈創世紀〉的情節產生矛盾，此科學理論難免引發信徒 

不滿。

　　基督宗教主張的自由意志亦為現代科學所質疑。基督宗教認為惡

之所以存在，並不是因為神創造了惡，而是人「選擇」了惡：亞當與

1 基於〈馬可福音〉12:28–31。耶穌提出最重要的兩條誡命為「以色列啊，你要

聽，主我們的　神，主是獨一的。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 

（12:30），以及「要愛鄰如己」（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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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之所以選擇吃禁果，乃基於其自由意志，不然上帝便沒有懲罰他

們的理由。但現代生物科學理論主張人的一切情緒、行為與抉擇，乃

由腦內物質的化學反應造成，因此物理與化學規則主宰人的一切選

擇，當中並不涉及任何超然力量的介入。近代人類學巨著《人類大命

運》更直接指出，人的選擇不是基因預設，就是隨機，所謂自由意志

在邏輯上並不存在，而只是人類的直觀感受2。

　　此等現代科學理論不斷衝擊基督宗教對人類獨特性的主張。在 

〈創世紀〉中，人類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所創造，更是唯一由上帝

賦予「靈魂」的生物，極具超然性。而現代科學卻質疑人類「萬物

之靈」的地位：演化論提出人類只是生物演化過程中的產物，與其他

物種並無本質上的區別。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 1928–）更在

DNA: The Secret of Life一書中提出「生命不過是物理與化學的事」， 

而此話很大程度反映了現代生物學態度：人類只是一部「生物計 

算機」。

四、解決衝突的可能性

　　面對種種衝突，現代科學與基督宗教其中一方，必須在重疊的知

識領域中有所改變或作出讓步，才可能化解矛盾。以下將討論各方讓

步的可能性。

（一）現代科學讓步的可能

　　雖然前文提及的現代科學理論乃是經過許多觀察與檢驗而歸納出

來的規律及總結，例如演化論便有大量古生物學的化石紀錄與分子生

2	 原文：「就目前最先進的科學來看，人的選擇不是基因預設，就是隨機，兩者就像

是把蛋糕一分為二，沒有哪一小塊是自由意志的份。」（Harari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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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學的基因理論等支持其合理性。但此等證據永遠不足以邏輯上證明

演化論為絕對正確，歸根究底現代科學就是一門透過不斷用經驗證據

推翻假設，再建立更合理假設來追求真理的學問，我們只能用經驗證

明某科學理論不是真理，而不能反為之。因此，任何與聖經描述產生

矛盾的科學理論皆有被新證據推翻的可能。然而，若基督宗教堅持傳

統的事實聲明，繼續視聖經所有內容為神聖並不可侵犯的事實，即使

科學界有證據推翻演化論等不符合聖經情節的理論，亦不代表新的科

學理論會與聖經情節相容。這樣一來，除非現代科學界有重大發現，

以符合聖經情節的新理論取代舊者，否則現代科學將不能與基督宗教

和諧共存。

（二）基督宗教讓步的可能

　　基督宗教可主動在一些事實聲明上作出讓步，務求「與時並 

進」。事實上，現代社會中許多基督徒亦擁護一些被指有違聖經的現

代科學理論。2005年，美國一萬多名基督教牧師聯署支持演化論，

並形容科學與宗教的關係為「兩種不同形式的相互補充的真理」3。 

（〈演化論〉）此等牧師正正主張基督宗教在某些事實聲明上作出讓

步，務求與科學和諧共存。換言之，若基督宗教在現時與科學重疊

的知識領域作出讓步，便可能與現代科學達至「相互補充真理」的 

關係。這樣一來，基督宗教便需把可否證的事實聲明交給科學判斷真

偽，而其保持權威的知識領域便剩下倫理判斷，以及「不能被否證的

事實聲明」。

3	 公開信原文翻譯為：「……我們相信演化論是科學的基本事實，它經受住了嚴格的

檢驗，人類許多豐富的知識和成就都建築在這個理論之上。拒絕這個事實，或者認

為它只不過是『許多假說中的一種』，是對科學無知的蓄意容忍，而且將把這種無

知傳遞給我們的後代。……我們要求，把科學作為科學來對待，把宗教作為宗教來

對待，這是兩種不同形式的相互補充的真理。」（〈演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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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能被否證的事實

　　如前文提及，基督宗教的倫理判斷固然是現代科學不能介入的。

然而，即使在事實聲明的層面，亦存在現代科學不能介入的領域。

在古希臘時代，除了尋找世界運作規律，世界的本質以至其存在目的

皆為哲學的重大議題。當時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主張世界上

所有物質的運動或變化都有其「目的因」，而追溯到最後，必定有着

「不動的推動者」（Prime Mover）的存在（Lindberg 33）。然而，此

等主張卻不能被經驗否證，而隨着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 

科學觀盛行，此等議題亦不被納入科學的研究範圍，而被歸類為形 

上學。

　　此等形上學的主張正正是基督宗教的一個重要元素。基督宗教相

信只有一個神的存在，而神賦予了人類和世界存在意義。在形上學的

層面上，這其實與亞里士多德的主張同出一轍：它們都相信第一因的

存在。即使科學能否證神分開創造地球上的物種，卻不能否證物種的

存在有其目的，亦不能否證自然律為神所創造。可見即使在事實聲明

的層面，宗教亦擁有科學難以干預的領域。

六、基督宗教讓步的衍生問題─聖經的地位

　　然而，面對現代科學理論的挑戰，即使基督宗教不必失去全部事

實聲明的掌控權，亦始終要放棄堅持《聖經》中的所有內容為真，才

能達至和諧。這樣一來，《聖經》會否失去其神聖的地位，使基督宗

教失去其倫理判斷的重要依據？

　　其中一個保持其地位的方法是改變理解《聖經》的方法：不再執

着於其字面上意思的內容真偽，而改為「寓意解經」，即從《聖經》

故事中尋找象徵性的意義。例如信徒可能視〈創世紀〉為神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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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中的具體情節卻能使讀者更易明白某些深層意義。雖然信徒接受

真實的創造過程未必與〈創世紀〉相同，但仍能從中得出其他結論，

例如第一因的存在，以及人類管理大地的任務。

　　這樣一來，聖經的意義便在於啟示一些不能被現代科學否證的事

實（即形上學的概念），以及道德倫理上的指引。具體的故事情節雖

不必為真，但卻有着以具體事物引導讀者理解抽象事實與倫理原則的

意義。

七、結論

　　從以上分析可見，雖然科學的盛行使基督宗教一些事實聲明受威

脅，但基督宗教亦有着科學不能取代的角色。而基督宗教是否與現代

科學相容，很大程度取決於基督宗教的定位。若基督宗教要與現代科

學和諧共存，便不免調整其角色：把關注點放在形上學範疇的主張與

道德倫理的指引，並接受現代科學以客觀方法為一些事實聲明判別真

偽。同時，基督宗教亦需調節其看待《聖經》的態度，不再執着於相

信其字面上的內容為全真。

　　歷史上很多宗教一直擔當所有知識的權威，但隨着愈來愈多人相

信現代科學乃追求某類知識的更好方法，宗教的地位開始受威脅。而

願意在傳統的事實聲明上作出讓步，正正是許多宗教能「與時並進」， 

在科學盛行的社會中存留下來，甚至發揮巨大影響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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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老師短評

　　基督宗教與科學往往給人一個互相衝突的第一印象。隨着科學的

急速發展，科學看來比聖經更能提供有系統和具充分證據的理論去解

釋自然。那基督教是否終有一天會被科學完全取代？莊同學簡明地點

出兩者在事實聲明上之衝突，繼而討論基督教面對科學理論挑戰時的

出路。同學亦在討論「第一因」的問題上點出科學不能干預的領域從

而探討宗教的角色。此文章定能引起讀者思考科學與宗教在人類文明

當中的定位。（張恆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