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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蒼訴說神的真實
高山

茫茫宇宙廣闊無際，實在有太多的奧秘。不能

二、宇宙的精密

不讓人生發感歎：人類實在太渺小了！也許我們永

天文學家發現，宇宙鋪陳之巧妙達到令人叫絕

遠也不可能瞭解到宇宙全部的奧秘，但是有一件奧

的地步。整個宇宙從無限大到無窮小、從星系團到

秘的事，卻不得不提：整個穹蒼都在訴說神的真

原子核，都組織得有條不紊、奇妙宏偉。所有星辰

實！

各司其位，在自己的軌道上精確運轉，絲毫不差！
拿我們所熟知的「一年」來說，是地球繞太陽

宇宙的概況資訊

公轉一周所需要的時間──365日5小時48分46秒，

以現在的科技水準，我們對宇宙的瞭解，仍只

其精確度和穩定度是沒法描述的。假如，地球繞太

是一點皮毛。即使如此，也足以讓我們驚詫莫名，

陽的速度不恆定，若是越來越快，根據萬有引力定

因為它實在太浩瀚精密複雜了！

律，地球距離太陽便會越來越遠，終有一天會因

一、宇宙的浩瀚
隨著科技的發展，觀測工具日益先進，人們對
宇宙的認識逐步加深，從月亮到太陽系，再擴展到
銀河系、銀河外星系、星系團、總星系。通過望遠
鏡，人類在宇宙中已發現近2,000億個星系，每一個

距離過遠，地球太冷，人類會凍死；反之，越來越
慢，距離太陽便會越來越近，人類終有一天會熱
死。對人類而言，哪一種情況都是災難性的。其它
的星辰與地球一樣，都有自己固定的軌道，而且運
轉極為精密。若說一顆精密是巧合，但所有星辰都
這樣，還能說是巧合嗎？

星系中又有約2,000億顆星球。但所有這些加起來，
僅佔整個宇宙的4.6％。 1 宇宙有多大呢？至今還是

三、宇宙的常數

無法測度，沒法觀測到邊界，能「觀測到的宇宙」

首先是宇宙的膨脹速度V，若速度不夠大，宇

只屬小部分，太陽只是銀河系中的一兩千億個恆星

宙會很快坍回去，大爆炸(參下述)剛開幕就馬上落

中的一個。宇宙的浩瀚無法想像！

幕。反之，膨脹速度若超過臨界速度，即使稍微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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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宇宙會很快飛散。無論哪種情況，都來不及

列的組合數量，BCA的排列方式只是其中一種，概

形成恆星、行星，也就沒有以後人類的事了。奇妙

率自然就等於1/N。而N又是多少？三個球的排列方

的是，宇宙膨脹速度始終維持在臨界速度上，既不

法共有ABC、ACB、BAC、BCA、CAB、CBA 這

快也不慢，穩定地走在這條「鋼絲」上，一走就

六種(即3x2x1=6)，也就是說各種可能性之間是相乘

2

是一百數十億年，且絲毫不差。 鋼絲實不足以形

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三個球排列的概率是

容其驚險程度，因為「宇宙膨脹速度與臨界速度的

1/6=(1/3)x(1/2)x(1/1)。

差異不超過10 分之1」， 且時刻面對各種干擾，

同理，以五個不同的球來排列，其概率便是 1/

如：超新星爆炸、黑洞誕生……卻從不會由鋼絲掉

(5x4x3x2x1)=(1/5)x(1/4)x(1/3)x(1/2) x(1/1)。若有n個

下。誰保持它能如此的穩定呢？

球，其概率便是 1/(nx(n-1)x……x3x2x1)=(1/n)x(1/

36

3

其次是電磁力N，相對於重力是1036。然而，只
要「自然界的引力強度稍有一點差異，或者電磁力
的強度稍稍遭到擾動，那麼穩定的恆星可能不復存
4

(n-1))x……x(1/3)x(1/2)x(1/1))。不管n有多大，它們
之間一定都是相乘的關係，這符合乘法定理。7
太陽系九大行星存在的概率又有多大？假定太

在。」 這種引力的精確程度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陽系中任意星球存在的概率為1/2，即該星球或者存

假如引力強度稍有變化，哪怕只是1040 分之一，所

在，或者不存在，兩者的概率分別都是1/2。

有的恆星便只能是藍巨星或紅矮星(藍巨星是體積和

所以，僅對太陽而言，它存在的概率是1/2。

品質過大的恆星，一般表面溫度很高；紅矮星是體

若同時存在的太陽和地球，則它們共存的概率

積和品質不太大的恆星，其本身會有紫外輻射，並
發射高能帶電粒子。兩者皆不適合生命生存)，像太
5

陽這樣的恆星就不會存在， 我們自然也就不存在

是 (符合乘法定理) (1/2)x(1/2)=(1/2)2
若同時存在的太陽、地球和月亮，則它們共存
的概率是 (1/2)x(1/2)x(1/2)=(1/2)3
如此，太陽系9大行星共存的概率便是 (1/2)9

了。
每一個宇宙常數不但都很重要，宇宙基本的內
在結構和基本常數，都是一環緊扣一環，配合得天

同理，假設宇宙中共存有N顆星球，則宇宙存
在的概率可知為 (1/2)N

衣無縫，何等奇妙！若稍有不同，再也不會有可供

根 據現存的宇宙星球狀況，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居住的宇宙了。這方面的內容太多了，感興趣

N幾乎為無窮大(理論上是有數量的，但目前無法

的人可以去看有關的專門資料。

6

遍數）。僅僅銀河系的星球數量就有約2,000億

宇宙是如此複雜精密！面對這複雜奇妙的宇

顆，而像銀河系這樣的星系，目前已經發現的有

宙，很多人寧願簡單地相信一切都是自然碰巧產

近2,000億個。所以，假如宇宙中，只有2,000億

生，需要多麼強大的信心啊！又怎能算是科學的態

個星系的話，每個星系按2,000億顆星球計算。

度呢？

那麼，則N=(2000x10 8 ) x (2000x10 8 )=4x10 22 。所

宇宙存在的概率

以 ， 由 ( 1 / 2 ) N可 以 計 算 出 ， 宇 宙 存 在 的 概 率 為
。顯然，這個

我們不妨用數學知識來進行一個簡單的計算，
對宇宙的存在概率作一個初步估計。

概率已經小得我們無法想像。但是，實際宇宙存在的

甚麼是概率？若拿A、B、C 三個球來排列，

概率只會更小(因人為計算出來的概率數字約小了，

自然排成BCA這次序的概率是多少？若N是全部排

且只已知的星系不完整)。羅傑彭羅斯(Roger Pen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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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更加精準的計算，結果表明，對於偶然事
。8

件，造成現有宇宙的可能性只有

動，而粒子－反粒子對在此期間也通過碰撞不斷地
創生和湮滅，宇宙中粒子和反粒子的數量是相等的
(宇宙中的總重子數為零)。直到其後某個時刻，一

可見，要爆炸出可供我們居住的這樣一個宇宙

種未知的違反重子數守恆的反應過程出現，它使誇

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試舉例來說明，一架波音

克和輕子的數量略微超過了反誇克和反輕子的數量

747飛機有數百萬的零件，假如這一大堆的零件放

──超出的範圍大約在3,000萬分之一的量級上，這

在倉庫裏，忽然一陣大風席捲過來，能刮出一架波

一過程被稱作重子數產生。這一機制導致了當今宇

音747客機的概率是多少呢？即使這個概率很少，

宙中物質多於反物質。12 然而，這種未知的、使物

但仍然遠遠大於宇宙誕生的概率吧！我們也清楚知

質多於反物質的力量何來？為何會在關鍵的時刻突

道，無論大風刮多少次，也不可能刮出一架波音

然進行干預(否則粒子與反粒子會彼此湮滅導致沒有

747飛機的。所以，靠自然巧合，宇宙根本不可能

物質產生)，且如此及時精準？為何會又這麼有智

誕生的。

能，僅減少反粒子而不減少粒子？

宇宙的誕生──科學界的說法

第六、在暴脹理論誕生之前，視界疑難、平直
性疑難和磁單極子疑難，是三個帶有根本性的疑難

科學界目前最有說服力的宇宙圖景理論，是大

問題。13 暴脹理論不僅解釋了視界、平直性和磁單

爆炸宇宙模型，得到當今科學研究和觀測最廣泛且

極子等重大疑難，還作出了宇宙幾乎精確平直等極

9

最精確的支持。 這種理論認為宇宙是來自一個緻

強的預言。雖然暴脹假設似乎不那麼自然，卻能與

密熾熱的「奇點」(也有人稱其為「宇宙蛋」)，於

高能粒子物理相印證，而且與大爆炸宇宙學極為銜

137億年前一次大爆炸後膨脹形成的。 然而，或許

接。暴脹理論認為暴脹只發生在宇宙極早期僅10-33

大爆炸理論正確，仍無法解決以下難題：

秒的短暫時間內，暴脹後的真空相變釋放能量，形

10

第一、「宇宙蛋」(奇點)為何在哪裏？來自哪
裏？

成大批粒子使宇宙「重新」加熱，從而與大爆炸宇
宙學自然接軌。儘管暴脹機制本身仍缺乏強的理論

第二、「宇宙蛋」內必須是密度和溫度都無限

依據，也未得到直接的觀測檢驗，但由於暴脹學說

高的狀態。11 這意味著裏面包含了無窮的能量和物

解決了一批重大的基本問題，它的預言又獲得了觀

質。那麼，這些物質和能量何來？

測檢驗，因而得到國際天文界的認可。國際天文學

第三、「宇宙蛋」為何會發生爆炸？甚麼因素
導致它發生爆炸？

聯合會(IAU)頒給顧斯(A. H. Guth)和林德(A. Linde)
2004年度的Gruber宇宙學獎。但，即使暴脹學說是

第四、這理論指明宇宙開始於一個「奇點」。

對的，這股支撐宇宙又再次莫名其妙暴脹的能量來

所以稱為「奇點」，因為所有的科學規律在此點都

自哪裏？是誰提供宇宙重新加熱的能源？又為何能

不適用，而在「爆炸」之後，宇宙就循著一個既定

如此智慧地在關鍵時刻加熱？

的模式──即現今所有的科學規律──來運轉了。

第七、現今的宇宙密度始終處於奇妙的臨界密

那麼，這些科學規律為何會突然「闖入」宇宙？如

度。問題在於，任何一個偏離臨界密度的微小擾

何來的？

動，都會隨著時間逐漸放大，但至今觀測到的宇宙

第五、這理論認為，「宇宙蛋」爆炸時非常熾

仍然是非常平坦的。14 若假設空間曲率偏離平坦所

熱，以至於粒子都在進行相對論性的高速隨機運

經的時間尺度為普朗克時間(即10 -43秒)，經過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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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年的演化，宇宙將會進入熱寂或大擠壓狀態，這

照祂奇妙的智慧，陳設月亮星宿(詩八3)，定下天地

一矛盾需要一個解釋。事實上，即使是在太初核合

間的一切定例(伯三十八8-11、33；耶五22，三十一

成時期，宇宙的能量密度也必須在偏離臨界密度不

35，三十三25)，宇宙星辰按照祂的設計法則來運

超過10 -14倍的範圍內，否則不會有我們的今天。 15

轉變化(伯三十八33)。這也是上述第四個問題的答

暴脹理論對此給予的解釋為：暴脹時期空間膨脹的

案，上帝也用祂的權能托住萬有(來一3)。我們可以

速度極快，以至能將產生的任何微小曲率都抹平。

利用科學知識發現上帝所創造的這些規律，但科學

現在普遍認為，暴脹導致了現今宇宙空間的高度平

從沒有創造出任何一個新規律來。

坦性，並且其能量密度非常接近臨界密度值。暴脹
理論能夠解釋宇宙為何能持續穩定在臨界密度的狀

第一、天空星辰無數

態，但為何宇宙最初爆炸的能量密度一開始就處於

數千年來，許許多多的聰明人曾埋頭數算天上

臨界密度範圍內？誰給它設定這樣一個初始臨界密

眾星，要算出它的數目來。古希臘天文學家伊巴穀

度呢？

(Hipparchus, 190-120BC)曾計算天上有1,022顆星，

所有這些難題，自然演化論者無法回答。那
麼，親愛的讀者，你心裏有了正確答案嗎？

為當時的星學家們所贊同。不久，克勞狄斯托勒
玫(Claudius Ptolemy, 100-170，古希臘天文學家、
數學家及地理學家) 多發現了4顆，即1026顆。16 後

宇宙的誕生──神的創造

來，人們不斷有新發現。至目前，我們知道肉眼可

事實上，上帝是滿有能力的神。祂不需要天天

見的星星共6,000多顆，一份名叫「耶魯亮星星表」

在那玩爆竹，一刻不停的扔「宇宙蛋」，終於發現

(Bright star catalogue)列出了所有這些恆星。17 正如

一個好蛋，炸出現今的宇宙來那麼繁瑣。祂的能力

文章開始時提到，現今人類在宇宙中已發現近2,000

超乎人類的想像，祂只一次就把宇宙設計、製造完

億個星系，但以目前的科技水準，我們根本不可能

成了。

探測到宇宙的邊界，我們根本不可能真正統計出天

宇宙由神所創造的，這答案更合理也更科學
化，也可以完美地解答前面的七個問題。

上究竟有多少顆星辰。其實，早在舊約耶利米書時
代已經指出了，「天上的萬象不能數算」(三十三

聖經開宗明義的說：「起初，神創造天地。」

22)。但在人不能，在神卻凡事都能(可十27)，詩一

(創世記一1)「起初」希伯來文的本意是世界的開

四七4中明確指出：「祂數點星宿的數目，一一稱

始或時間的開始；「創造」則是指神從無到有的創

它的名。」上帝不但能數算星宿的數目，並給每一

造。

顆星星都賦予名字。

宇宙必然有一個開始，而這個世界是有物質
的，根據質能方程式E=mc²，可以反推出m= E/c²。

第二、地球是個球體

換句話說，現今的宇宙需要一個巨大的能量提供

主耶穌論到祂再次降臨之時說：「人子顯現的

者。大爆炸理論解決不了的源頭問題，但在聖經中

日子也要這樣……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兩個

可以找到答案──能量提供者就是上帝，宇宙萬物

人在一個牀上，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

由祂所造(賽四十四24，四十五12；詩一零二25；

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有古卷加兩

約一3；林前八6；西一16；伯一10)，就是現今也

個人在田裏，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路十七

依靠祂的命存留(彼後三7；詩一一九91)，祂也按

30、34-36)當主耶穌再來的那一刻，有的地方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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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人們在牀上睡覺；有的地方是凌晨，從前的
人往往凌晨便起牀推磨；也有些地方是白天，人在
田裏幹活。我們現在都知道地球是圓的，各地有時

神是何等偉大！
聖經不是一本關於科學的書，但卻充滿了這位
創世之神的榮耀。

差。奇妙的是，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利用地球有
不同的時區來教訓，而我們卻在1622年，葡萄牙航

我們的神，就是這麼奇妙，祂的智慧無法測

海家麥哲侖(Ferdinand Magellan)領導的航行中，才

度，祂的能力無法想像。祂創造了這個世界，向我

確認地球是球形的。
再看另一節時間更早的經文：「神坐在地球大
圈之上」(賽四十22)。「大圈」這字，在希伯來文
的意思不是指在平面上畫一個圈子，而是說地球本
身是球形的，或圓弧形的物體，神就坐在這球形的
物體之上。

第三、天氣氣象定律
聖經中說：「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江
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傳一7)幾千年前簡

們彰顯祂的榮耀，整個穹蒼都在訴說祂的真實。所
以，羅馬書一20說：「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
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
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是的，神的
存在是無可推諉的，只要我們肯用科學的態度去查
考，去認真思想，必然會得出這個結論。當我們看
到一只精美的手錶時，我們不會說它是自己冒出來
的，一定有它的製造者。簡單如手錶尚且如此，何
況比手錶精密複雜無數倍的宇宙，它的背後豈不是
更有一位創造者嗎？

短的一句話，卻道出了地球的水迴圈奧秘。太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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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蒸發上騰，水蒸氣集在空中以後，遇冷而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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