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哇！你看这个东西。这
上面说它已经超过六千
五百万岁了！



我不相信它有那
么老。

你是什么
意思？

嗯… 你记得我们都被教导说化
石的形成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

吧。

是啊，当然！电视节目和

书上都这么说。

那种说法根本 。化
石是可以在

形成的。

这里有几个化石在短时间内形成的
例子：在美国有一袋面粉自从1903 
年就已经石化了（1）。在纽西兰
也有石化的香肠（2）、石化的帽
子（3）、石化的火腿（4），它们
都是在1886年塔拉乌伊拉火山（Mt 
Tarawera）爆发时被掩埋的。仅仅
从那个时候起它们就已经完全变成
石头了！

在澳洲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
一个废弃的矿坑里发现到一顶半石
化的帽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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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却被教育：东西形成化石
或变成石头往往要数百万年的时
间！另外一个错误教导的例子是：
洞窟里的石笋和钟乳石要花很长一

段时间才能形成。

右图： 这是位于澳洲艾萨山区（Mt Isa）
的一个矿坑，1987年拍摄此照片时，它只
有55年的历史。方解石堆积物的程度明显
可见。

左图： 澳洲的珍罗兰山洞（Jenolan Caves）
里的一个瓶子，其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方解
石。这是1954年瓶子放在那里之后才开始
堆积的。

对呀，我曾听说过这种
东西需要数十万年的时
间才能堆积出来。

那也不是事实。有许
多例子可以看到这些
过程发生得很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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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美国的莫利凯瑟琳（Mollie Kathleen）
金矿坑里的坑道和隧道上随处可见的石笋和钟
乳石！它们是从1961年停止开采后才开始形成
的。

蛋白石是具有美丽色彩的石头，全
球只有某些特定地方找得到。一般
的教导和所相信的观念是：这种石
头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才能形成。
澳洲的新南韦尔斯州有一位研究员
蓝坤（Len Cram）透过科学实验发
现在短短几周制造一颗蛋白石的方
法！他发现只要把从地里自然存在
的化合物按正确比例混合，就有可
能复制它在自然情况下发生的过程，
用科学方法证明了蛋白石的形成并
不需要花上百万年的时间！

右图：一个含有蓝坤配方的罐
子，罐内显示蛋白石的形成。
在电子显微镜下，这些「人
造」的蛋白石与自然生成的蛋
白石毫无差别。

。我以
为这些东西
都是需要很
漫长的时间
才能形成
呢！

我们通常被教导这些过程

显示地球有极悠久的历

史。然而事实是：许多受

到进化论引导的科学家都

是以符合进化论的观点来

他们所看见的事情。

因为这都是书上依据进化／漫长
时间理论所说的。可是，

，在条件恰当
时，这些过程有可能

。除此之外，还有更
让人惊奇的东西喔！

他们 我们刚才
所说的过程都是需
要很漫长的时间

的。
可是，为什
么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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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可能
呢？我记得学校的教科

书上宣称，煤是经过数百万年
以上的时间，在沼泽里形成的！

教科书上所说的和我
们实际在地里所发现
到的情况有相当大的
差异。以澳洲维多利亚
的 Yallourn 大煤田为
例子，这个区域据说曾
经是一片沼泽，在为期
数百万年的泥炭* 形成
后，煤床才出现。但其
实有很多非常清楚的

煤，这种黑色或褐色的岩石是我们许多
发电厂的燃料，也可以在几周内就形
成！只需要提供正确的热度、压力和
天然存在的物质，就可以在实验室里
制造出煤炭了。[Organic Geochemistry 6:463-
471, 1984]

而且蛋白石并不

是唯一一种可以

很容易在实验室

里制造的东西。

*泥炭是指在水里，半腐烂植物体的
堆积物。

理由证明
那并非事

实。

然而，所发现到的并非

如此！我们发现到的反

而是清楚分明的植物

沉积层，有时还会有树

干居间或贯穿其间。这

些是依沉积物质而区分

的，这与由大量的水运

作而快速形成的多地层

结构相符。

其中一个最令人惊叹的

证据就是：贯穿数个沉

积层的化石树！

这里有一个简单易懂的解说：
如果这些煤床曾经是个沼泽（如书
上所教的），那么证据应该类似这
样：地层应显示出平稳、规律的植
物体堆积，像树叶、树枝和树干等
物全部混杂在一起，而且跟活的植
物的根同时存在，如同上图所示。

泥炭沼泽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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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有树

干可以从一个煤

层贯穿过重重迭

迭的沉积层，有

时甚至进入到另

你是什么
意思？

假如每个沉积层都需要数千或数百万
年的时间才能堆积而成，树木绝对不
可能在周围物质持续堆积的状况下存
活这么久的时间！这树木一定会在一
个小沉积层累积过程的一小段时间里
就腐烂掉了！这些树木化石就是我们
所知的「多地层」化石。（poly ＝「
多」；stratum ＝「地层」）

在纽卡斯尔（ Newcas t l e）和
Yallourn 的煤床都发现有呈各种
不同角度的化石树，就像我们讨
论过的。它们呈现出来的状态，
正如我们所预期，如果整个区域
是由于一场大洪水造成的一样。
树干的位置符合直接被大洪水冲
积所致，或与此类洪水造成的植
物漂浮层的结果相符。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事
实：某些化石树是松树，是一种
绝对不会在沼泽环境生长的树
种！

所有像这样的证据既清楚又具说
服力，它指出只需短短的时间就可
以形成许多以前被认为得花百万
年以上才能形成的地理景观！

同样的证据在全球其
它地方也找得到吗？

这真是太令人
了！

一个煤层。



是的！同样的证据在全

球的煤层里都被找到。这

与曾经发生过一场淹没

全球的大洪水的观念相

符。

很多科学家相信火星

曾经被水覆盖，才会

形成我们所见的巨大

峡谷及山谷！然而火

星上只有一点点或根

本没有液态水！相

反地，地球上却有

70% 被水覆盖！

如果把地上所有的高
峰夷为平地，且使海
洋的深处向上升高，
那么就会有足够的水
量覆盖整个地球！圣

经描写过一场淹没整个
地球且毁灭所有陆上生物

的大洪水。

圣经描述一个叫做挪亚的人如何建造
一艘巨大的船以躲避那场大灾难，并
且拯救了每一种当时存在的动物。许多
世界最高的山上都有海洋生物化石在
其最上层的岩层里，显示出它们原本是
处于地势较低的陆地，后来被大洪水淹
没，然后被推挤上升至目前的高度。

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观点都与圣经不相符合。他们教导没有上帝或
创造者的存在，而且人类是由似猿猴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进化论
者还一直不断的尝试寻找「失落的环节」来证明人类只是一种高
等先进的动物而已。他们致力于解释无生命的化学物质如何自己
变为有生命，且获得所需的新基因讯息以演变成更复杂的生物
体。进化论的教导否定圣经所记载上帝约于6000年前在六天之内
创造宇宙万物的说法，也否认有全球性大洪水之说。

遍及全球数十忆的化石正是我们从圣经洪
水之灾的记载所预期发现的证据，那场灾
难不但几乎毁灭了所有生活在陆地上的生
物，也毁灭了许多住在海里的生物。

圣经说这是一场上帝对人类的邪恶所做的
审判，圣经也把它和将来上帝所要对人类
执行的审判相比，下一次将会是用火。圣
经上也说除了信靠耶稣基督使罪得赦免的
人外，没有人死后能躲过上帝的审判。根
据上帝自己给我们的话－圣经－所言，我
们所犯的罪（过错）使我们与上帝分离：
只有向上帝承认自己的过错，且祈求祂拯
救的人才会得救。责任是在我们自己身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