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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億年前
宇宙大爆炸

Big Bang

46億年前
地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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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ICR

700萬年前
人類出現



地球年齡的兩種觀點

• 第一種觀點：地球有46億年歷史

–大部分人相信

–稱爲“人的智慧”——結論基於世人
(特別是不信主之人)的推測和猜想

• 第二種觀點：

–稱爲“神的見證”或“神的智慧”



創世記5:3-32

3 亞當活到一百三十歲，生了一個兒子，形像樣式和自
己相似，就給他起名叫塞特。4 亞當生塞特之後，又在
世八百年，並且生兒養女。5 亞當共活了九百三十歲就
死了。6 塞特活到一百零五歲，生了以挪士。7 塞特生
以挪士之後，又活了八百零七年，並且生兒養女。8 塞
特共活了九百一十二歲就死了。9 以挪士活到九十歲，
生了該南。10 以挪士生該南之後，又活了八百一十五年，
並且生兒養女。………………28 拉麥活到一百八十二歲，
生了一個兒子，29 給他起名叫挪亞，…………31 拉麥共活
了七百七十七歲就死了。32 挪亞五百歲生了閃，含，雅
弗。



• 亞當是地球被造之後第6天被造

• 亞當的年齡和地球的年齡只差6天，可忽略不計

• 從地球被造到挪亞的兒子閃出生一共1558年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bible-characters/ancient-patriarchs-in-genesis/



創世記11:10-26

10 閃的後代記在下面。洪水以後二年，閃一百
歲生了亞法撒。11 閃生亞法撒之後，又活了五
百年，並且生兒養女。12 亞法撒活到三十五歲，
生了沙拉。13 亞法撒生沙拉之後，又活了四百
零三年，並且生兒養女。14 沙拉活到三十歲，
生了希伯。15 沙拉生希伯之後又活了四百零三
年，並且生兒養女。…………24 拿鶴活到二十九
歲，生了他拉。25 拿鶴生他拉之後，又活了一
百一十九年，並且生兒養女。26 他拉活到七十
歲，生了亞伯蘭，拿鶴，哈蘭。



神的見證

• 亞伯蘭 = 亞伯拉罕

• 从閃出生到亞伯拉罕出生 = 390年
• 從地球被造到閃出生 = 1558年
• 因此從地球被造到亞伯拉罕出生 = 1948年

(390+1558=1948年)



神的見證

• 亞伯拉罕出生在 2166 BC 左右

– 根據考古發現亞述帝國的年曆eponym lists
– 以及以下聖經經文：列王記上6:1；出埃及記

12:40-41；創世記47:9；25:26；21:5。

• 從地球被造到亞伯拉罕出生 = 1948年
• 因此地球被造是在 4114 BC 左右

(1948+2166 BC = 4114 BC)

• 因此，宇宙和地球被造至今只有6000年左
右的歷史！



地球年齡的兩種觀點

• 第一種觀點：地球有46億年歷史

–大部分人相信

–稱爲“人的智慧”

• 第二種觀點：地球有6000年歷史

–稱爲“神的見證”或“神的智慧”

–少數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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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年齡的兩種觀點

• 第一種觀點：地球有46億年歷史

–稱爲“人的智慧”

• 第二種觀點：地球有6000年歷史

–稱爲“神的見證”或“神的智慧”



19世紀之後，基督徒開始抛棄聖經
所啓示的清楚年份，并試圖把46億

年塞進聖經當中去

• 一日千年論 Day Age Theory
• 間隙論 Gap Theory
• 框架論 Framework Hypothesis
• 家譜間隙論 Genealogy Gap
• 神造進化論 theistic evolution
• 漸變創造論 progressive creation



140 英尺(43米)

河流

A. 10年 B. 1000年
C. 100萬年 D. 1億年 E. 10億年

你覺得這個峽谷的形成需要多少年？



• 24小時之内形成

• 名叫Little Grand Canyon (小大峽谷)
• 比例爲科羅拉多大峽谷Grand Canyon的1/40
• 位於華盛頓州，聖海倫山Mt. St. Helens之下

• 此峽谷在1982年3月19日由火山噴發的泥石流，
在一天之内衝刷而成，並留下小河

Morris, J. and Austin, S., Footprints in the Ash, Master Books, 2009



Credit: NPS

科羅拉多大峽谷Grand Canyon



在一切問題上(包括地球年齡)絕不要
因為人的智慧，去懷疑神的智慧

• 基督徒是否可以相信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碳14和氬氬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在一切問題上(包括地球年齡)絕不要
因為人的智慧，去懷疑神的智慧

• 基督徒是否可以相信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碳14和氬氬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基督徒是否可以相信46億年的地球
歷史？

• What matters is the Rock of Ages, not the 
ages of rocks 

• (大意：千古磐石才重要，石頭的年齡
不重要)

• 如果基督徒相信地球46億年會有什麼
影響？



基督徒相信地球46億年的5個影響

• 亞當犯罪之前就有死亡

• 對神的良善的質疑

• 對神的誠實的質疑

• 顛倒的釋經學

• 對聖經確定性的質疑



基督徒相信地球46億年的5個影響

• 亞當犯罪之前就有死亡

• 對神的良善的質疑

• 對神的誠實的質疑

• 顛倒的釋經學

• 對聖經確定性的質疑



亞當犯罪之前就有死亡

• 羅馬書5: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
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
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亞當犯罪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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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犯罪之前就有死亡

亞當犯罪

死亡 死亡

亞當犯罪

死亡

46億年
的觀點

聖經
的啓示



基督徒相信地球46億年的5個影響

• 亞當犯罪之前就有死亡

• 對神的良善的質疑

• 對神的誠實的質疑

• 顛倒的釋經學

• 對聖經確定性的質疑



對神的良善的質疑

• 創世記1:21 “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
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
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神看著是
好的。”

• 創世記1:25 “於是神造出野獸，各從其
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
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

• 創世記1:31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基督徒相信地球46億年的5個影響

• 亞當犯罪之前就有死亡

• 對神的良善的質疑

• 對神的誠實的質疑

• 顛倒的釋經學

• 對聖經確定性的質疑



對神的誠實的質疑

• 第一，荊棘的化石

– 科學家號稱這些化石要比人類早千百萬年

– 創世記3: 18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
– 聖經說荊棘是犯罪之後的結果

– 如果科學是對的，神就説謊了



對神的誠實的質疑

• 第二，化石当中动物彼此厮杀

– 科學家號稱這些化石要比人類早千百萬年

– 創世記 1:30 “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
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它
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 亞當犯罪之前，動物都吃素

Credit: ICR



基督徒相信地球46億年的5個影響

• 亞當犯罪之前就有死亡

• 對神的良善的質疑

• 對神的誠實的質疑

• 顛倒的釋經學

• 對聖經確定性的質疑



顛倒的釋經學

• 以賽亞書40:15 “看哪，萬民都像水桶
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塵。他舉
起眾海島，好像極微之物。”

• 與神的智慧相比，全世界科學家的智
慧加在一起就如天平上的灰塵！

• 聖經的權柄遠遠大於科學的權柄



顛倒的釋經學

• 當基督徒相信46億年，其實是把科學的權
柄凌駕在聖經之上。

• 科學可以補充我們對聖經的理解，但科學
絕對沒有資格修改我們對聖經的理解

• 人的智慧居然有權柄來否定神的見證，聖
經的理解居然需要服從人類科學的結論(而
科學又是常常犯錯的)！這是主次顛倒，無
法無天！



基督徒相信地球46億年的5個影響

• 亞當犯罪之前就有死亡

• 對神的良善的質疑

• 對神的誠實的質疑

• 顛倒的釋經學

• 對聖經確定性的質疑



對聖經確定性的質疑

• 如果地球真的是46億年

– 那麽創世記的歷史不能按字面理解

• 如果創世記不能按字面理解

– 那我們怎麽知道聖經其他地方可以按字面理解？

– 福音，耶穌的復活，未來我們的復活，耶穌的
再來是否可以按字面理解？

– 是不是只有不違反科學的内容可以按字面理解？



對聖經確定性的質疑

• 如果聖經在地球年齡的問題上搞不清楚，那我
們怎麼可以有理由相信，聖經在其他問題上就
搞清楚了？

• 如果聖經在過去歷史的問題上搞不清楚，那我
們怎麼可以有理由相信，聖經在未來的問題上
就搞清楚了？

• 如果聖經在這個物質的問題上都不清楚，那我
們怎麼可以有理由相信，聖經在屬靈的問題上
就搞清楚了？

• 如果聖經連現在看得見的地球的年齡都搞不清
楚，那我們怎麼可以有理由相信，聖經在看不
見的新天新地的問題上就搞清楚了？



基督徒相信地球46億年的5個影響

• 第一，亞當犯罪之前就有死亡

• 第二，對神的良善的質疑

• 第三，對神的誠實的質疑

• 第四，顛倒的釋經學

• 第五，對聖經確定性的質疑



在一切問題上(包括地球年齡)絕不要
因為人的智慧，去懷疑神的智慧

• 基督徒是否可以相信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碳14和氬氬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image: Freepik.com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一日千年論 Day Age Theory
• 間隙論 Gap Theory
• 框架論 Framework Hypothesis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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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千年論 Day Age Theory

• 號稱聖經的一日不是24小時正常的一天，
而是幾億年

• 創世記1:8 “神稱空氣為天。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二日。”

• 日 ：的語法(Yom) ”יֹום“

– 當與序數詞一起用，必定表示24小時的一天

– 當與早晨或晚上一起用，必定表示24小時的一
天

• 此處“晚上”和“早晨”均爲單數，換言之，是
一個晚上一個早晨，怎麽可能是幾億年？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一日千年論 Day Age Theory
• 間隙論 Gap Theory
• 框架論 Framework Hypothesis



間隙論 Gap Theory

• 號稱創世記1:1和創世記1:2中間有幾十
億年的時間間隙！
– 神之前創造了地球上很多的生命 (創世記1:1)
– 然後因為撒旦犯罪，地球被玷污了
– 神就審判世界，導致了今天世界上很多古老的

化石。在神審判世界之後，按照創世記1:2地變
得“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 從創世記1:3開始，神重新創造了世界，也就是
我們今天的世界。

• 這個時間間隙是聖經語法所不允許的



間隙論 Gap Theory

• 創世記1:2開頭的語法稱爲Waw-non-
verb, 也叫Waw-disjunctive。

• 這個語法的出現就說明：後面那句話
和前面那句話不存在時間先後關係。
這兩句話是在描述同一時間的事情。

• 可以理解爲 (1) 但是; (2) 後面對前面那
句話的補充説明。(次處為(2))



• 撒母耳记上3:6-7 “6耶和華又呼喚
撒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裡，
說，你呼喚我。我在這裡。以利回
答說，我的兒，我沒有呼喚你，你
去睡吧。7那時(Waw-non-verb)撒母
耳還未認識耶和華，也未得耶和華
的默示。”

• 間隙論的邏輯是第6和第7節之間有
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比如20年)。
這明顯是違反語法的。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一日千年論 Day Age Theory
• 間隙論 Gap Theory
• 框架論 Framework Hypothesis



框架論 Framework Hypothesis

• 號稱創世記1章其實不是真的歷史，僅僅是
詩歌。所以不能當作歷史來理解。

• 創世記1章中有一個反復出現希伯來語語法
結構叫Wayyiqtol，也稱爲Waw-Consecutive。

• 這個語法結構的出現就表示：這段經文不
是詩歌，而是歷史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一日千年論 Day Age Theory
• 間隙論 Gap Theory
• 框架論 Framework Hypothesis



• 出埃及記20:11 “因為六日之內，耶
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
安息日，定為聖日。”



在一切問題上(包括地球年齡)絕不要
因為人的智慧，去懷疑神的智慧

• 基督徒是否可以相信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碳14和氬氬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碳14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 講員削土豆的故事

• 在正正好好1分鐘裏

– 講員給土豆削皮，

– 把土豆放回鍋裏，

– 拿起第二個土豆

• 你觀察了10分鐘，講員精準
的削了10個土豆的皮。

• 你數了一下，發現鍋裏總共
有35個削過皮的土豆。

• 所以得到結論：這個講員在
臺上已經削了35分鐘的土豆。



講員削土豆的故事分析

• 第一，我們不知道10分鐘之前，他削皮的速度。
講員不一定從頭到尾都是1分鐘削1個土豆。

• 第二，我們不知道在我們來之前，是否有人從鍋
裏已經拿走了一些削完皮的土豆

• 第三，我們不知道講員在上臺的時候，鍋裏是否
已經有削過皮的土豆。

• 基於這些不確定因素，35分鐘的結論絕不是一個

可靠的結論。應該問問講員本人，他到底削皮多
久了。



講員削土豆的故事分析

• 放射性測定法得到的結論就好比這
個35分鐘的結論。

• 不管你信不信耶穌，這都不是可靠
的結論。對於信的人更是如此。

• 但今天的世界不允許我們詢問見證
人，反而强迫我們相信這個不可靠
的結論。



原子 (Atom)

• 每個原子是由一定數量的質子 (Proton)，中
子 (Neutron)，電子 (Electron) 組成

• 原子核由質子和中子組成

• 質子的數量決定這個原子是什麼原子

電子Electron

原子核Nucleus



原子 (Atom)

• 原子的重量集中在質子和中子上

• 電子的重量忽略不計。

• 一個質子和一個中子的重量差不多

• 大約爲1.67 × 10-24克

• 為方便計算，我們會把質子和中子的重量
都算爲1 (這裏的1是相對質量，代表1.67 ×
10-24克)

• 所以，如果一個原子有3個質子，3個中子，
請問他的質量多少？



碳14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 什麼是“碳”
• 什麼是“14”
• 什麼是“放射性”





碳14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簡寫，因此碳14也可以寫成C-14碳原子質子數

碳原子的質量為12
寫成C-12



碳14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 什麼是“碳”
• 什麼是“14”
• 什麼是“放射性”



同位素 (isotope)

• 相同元素，相同質子數，不同中子數

質子 中子 電子

碳12穩定 碳13穩定 碳14不穩定



碳14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 什麼是“碳”
• 什麼是“14”
• 什麼是“放射性”



“放射性衰變” (Radioactive decay)

• C-14的一個中子變成一個質子
• 本來6個質子8個中子，變成7個質

子7個中子
• C-14 → N-14 + Beta射线
• C-14称为衰變當中的“母體” (Parent atom)
• N-14称为衰變當中的“子體”

(daughter atom)



“放射性衰變” (Radioactive decay)

• 這世界上所有的C-14原子都在
慢慢衰變，变成N-14

• 於此同時，還會有新的C-14不
斷形成



碳14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 什麼是“碳”
• 什麼是“14”
• 什麼是“放射性”
• 怎麼測定作“年齡測定”



“半衰期”(half-life)

• 一個獨立個體內的某種放射性元素
衰變一半的時間。

• C-14 → N-14 非稳定速度，而是一
半一半的减少

• 每過一段時間，減少一半

• C-14的半衰期是5730年



“半衰期”(half-life)

初始狀態

C-14

5,730 年
1個半衰期后

N-14

C-14

11,460 年
2個半衰期后

N-14

C-14

1/2

1/2

3/4

100個
C-14原子 ？ ？



碳14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 原子，同位素，放射性衰變，半衰期
• C-14年齡測定法原理



C-14年齡測定法原理

• 氮原子(N)得到1個中子，但遺失1個質子

• 本來7個質子7個中子，變成6個質子8個中子

• N-14 + 中子→ C-14 + 質子

宇宙射綫衝擊讓N-14變成C-14



C-14年齡測定法原理

• 全世界每年在大氣當中會形成1024

個C-14原子，分散在世界各地。

• N-14 → C-14 → N-14



C-14年齡測定法原理



C-14年齡測定法原理

• 在大氣，植物，動物，以及人的體内

• 每1萬億個C-12原子就會有1個C-14原子

• C-12與C-14的比例為 1萬億(trillion)比1



牛死了11460年

C-12原子數目 C-14原子數目 比例 半衰期數量 年齡

100 萬億 100 1萬億 : 1 0 0
100 萬億 50 2萬億 : 1 1 5,730
100 萬億 25 4萬億 : 1 2 11,460
100 萬億 12 8萬億 : 1 3 17,190

• 這頭牛死了很多年之後，科學家測量出他體内C-12與C-
14的比例是100萬億比25。換言之，每100萬億個C-12
只有25個C-14。請問牛死了多久？

• 記得C-12與C-14的比例為 1萬億(trillion)比1。C-14原子
的半衰期是5730年



C-14年齡測定法原理總結

• 挖出來以前死亡的動物/植物

• 檢測死亡動物/植物内C-12和C-14比例
• 與我們常規的比例1萬億:1相比較，計
算少了多少

• 從缺少的部分可以計算出這個動物/植
物已經死亡經過了多少個半衰期

• 最後根據C-14的5730年的半衰期，我
們計算出他死了多久！



爲什麽C-14年齡測定法不可靠？

• 講員在上臺的時
候，鍋裏是否已
經有削過皮的土
豆？(初始數據不
確定)



爲什麽C-14年齡測定法不可靠？

• 第一，科學家根本不知道動物/植
物死亡時體內的C-14有多少！

–在計算的時候，科學家直接把今天
大氣當中C-12和C-14的比例 (1萬億:1)
作爲動物死亡時的起始C-14含量

–如果動物死在1000年前，1000年前
大氣當中C-12和C-14比例真的與今天
一樣嗎？



• 牛死於3000年前

• 假設當時地球環境更好，大氣中C-14比今天
少。C-12和C-14的比例為4萬億:1

• 假設今天有科學家把牛挖出來，檢測出其
體内C-12和C-14的比例爲4萬億:1
– 當科學家以今天的C-14含量作為初始數據

– 他們覺得牛死的時候應該是1萬億:1，
– 現在是4萬億:1——這就證明經過了2個半衰期

– 因此這頭牛死了11460年！



爲什麽C-14年齡測定法不可靠？

• 你想要計算準確的年齡，你必須要知
道C-14起始數據

• 但問題是：我們不可能知道起始數據
• 所以在計算的時候，科學家就直接把

我們今天大氣當中的C-14數據當作幾
千年的數據來用，以此計算年齡



爲什麽C-14年齡測定法不可靠？

• 地球磁場每200年減弱9%

宇宙射綫影響變大

磁場減弱
今天形成的C-14更多

今天生態環境中C-14
比古代更高

把今天更高的C-14數據
作爲初始數據，必然導
致計算出來的年齡偏大



爲什麽C-14年齡測定法不可靠？

• 第一，科學家其實根本不知道動物/
植物死亡時體內的C-14有多少！

• 第二，科學家不知道在過去，C-14
的半衰期是否一直是5730年
–如果有段時間，半衰期更短

–死亡的動物體内大量C-14會變爲N-14
–我們今天會發現該動物體内C-14很少

–我們會以爲它死了很久，但其實是因爲C-
14半衰期變短導致



C-14支持6000年的地球歷史



C-14支持6000年的地球歷史

• 科學家使用AMS (加速器質譜法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可
以在10000萬億的C-12原子中找到1
個C-14原子

• 但死亡超過10萬年(17個半衰期)的
動物/植物，我們現有技術無法偵
測到如此微量C-14。



檢測恐龍化石當中的C-14
• Brian Thomas and Vance Nelson
• Radiocarbon  in Dinosaur and Other Fossils (在恐龍
和其他化石中的放射性碳)

• 刊登在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2015年
51冊第4期的299-311頁

• https://www.creationresearch.org/crsq-2015-
volume-51-number-4/



埃德蒙顿龙

鸭嘴龙

埃德蒙顿龙

鸭嘴龙

三角龙

三角龙

大鼻龙

角龙

percent Modern Carbon



檢測煤炭(coal)當中的C-14

• Thousands Not Billions
• 第4章



州煤層

percent Modern Carbon



C-14年齡測定法總結

• C-14年齡測定法根本不可靠

–樣本裏的C-14初始含量根本不知道

– C-14的半衰期是否穩定也不知道

• 化石和煤炭中的C-14含量説明這些動
物和植物的死亡根本不超過10萬年，
符合聖經所説6000年的立場。



在一切問題上(包括地球年齡)絕不要
因為人的智慧，去懷疑神的智慧

• 基督徒是否可以相信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聖經是否允許46億年的地球歷史？

• 碳14和氬氬放射性年齡測定法



氬氬放射性年齡測定法(Ar-Ar)

• 也稱爲鉀氬年齡測定法 (K-Ar)
– C-14只能用來測植物，動物
– 氬氬年齡測定法是當今4種可以
檢測石頭年齡的方法之一

–不是所有的石頭都可以用放射
性年齡測定法來檢測



火成岩 igneous rock 可以測試

Yosemite的half dome
Granite (花崗岩)

devils postpile
Basalt (玄武岩)



沉積岩 sedimentary rock 不可以測試

Bryce Canyon N. Park
Arches National Park
Sandstone (砂岩)



氬氬年齡測定法原理

• 鉀的穩定形態：K-39 (19質子20中子)
• 不穩定同位素：K-40 (19質子21中子)
• K-40 → Ar-40 + Beta射线

• Ar-40是穩定的 (18質子22中子)
• K-40的半衰期為12億5000萬年

• 如果一塊石頭50%的K-40變成了Ar-40
請問過了多少年？

• 如果一塊石頭75%的K-40變成了Ar-40
請問過了多少年？



氬氬年齡測定法原理

• 只要知道有多少K-40變成Ar-40，我
們就可以計算石頭的年齡！！

• 因此我們需要回答兩個問題：

• 第一，這塊石頭在形成的時候，裡
面有多少K-40？

• 答案是：沒人知道！



氬氬年齡測定法原理

• 怎麽知道初始的K-40數量？

• 今天世界上K-39和K-40的比例是7770:1
• 科學家用中子衝擊石頭

• K-39 +中子→ Ar-39 +質子

• 然後計算Ar-39的數量，就得到了K-39的數
量

• 然後根據7770:1的比例，推算出K-40的數量

• 問題： 7770:1是今天的比例！這塊石頭在
形成的時候的K-39和K-40的比例我們不知道！



氬氬年齡測定法原理

• 因此我們需要回答兩個問題：

• 第一，這塊石頭在形成的時候，裡
面有多少K-40？(科學家其實不知道)

• 第二，今天石頭內部的Ar-40是不
是全都由K-40衰變而成？
–換言之石頭形成時是否已經有Ar-40
在内部？

–科學家沒有證據，直接默認初始Ar-
40為0，所有Ar-40都是由衰變形成。



氬氬年齡測定法原理

• 形成的時候有10個K-40原子，10個Ar-40原子。

• 過了10年，科學家用氬氬年齡測定法來計算
石頭年齡。科學家找到了10個K-40原子10個
Ar-40原子。

• 但因爲科學家默認石頭形成時Ar-40為0，所
有的Ar-40都是衰變形成，因此他們得到結
論一半的K-40已經衰變，成了Ar-40。

• 因此石頭經過了一個半衰期

• 由於K-40半衰期是12億5千萬年，因此石頭
已經形成了12億5千萬年



氬氬年齡測定法總結

• 第一，科學家不知道石頭形成時裏面有多
少K-40。

• 第二，科學家也不知道石頭形成時裏面有
多少Ar-40

• 其他問題：第三，石头是否受到环境影响，
損失了化學物質？我們也不知道。

• 第四， K-40到Ar-40的半衰期是否一直是12
億5千萬年？我們也不知道。



有證據表明
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不是固定的

• 參看Thousands, not Billions，第5-6章
• 參看Determination of the Radioisotope Decay 

Constants and Half-Lives: Rubidium-87 (87Rb)
–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geology/radiometric-dating/determination-

radioisotope-decay-constants-and-half-lives-rubidium-87-87rb/

• 參看Determination of the Radioisotope Decay 
Constants and Half-Lives: Samarium-147 (147Sm)
–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geology/radiometric-dating/determination-

radioisotope-decay-constants-and-half-lives-samarium-147/

• 參看Determination of the Decay Constants and 
Half-Lives of Uranium-238 (238U) and Uranium-
235 (235U),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Pb and Pb-
Pb Radioisotope Dating Methodologies

–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geology/radiometric-dating/determination-decay-
constants-half-lives-uranium/



氬氬年齡測定法總結

• 總而言之，放射性年齡測定
法根本不可靠！

• 到底多麽不可靠？

• 我們來測定已知年齡的石頭
就可以知道



測定已知年齡的石頭

• 例1
• https://www.icr.org/i/pdf/research/r

ate-all.pdf
• RATE科學家研究報告

• 參看128頁



夏威夷火山噴發形成的石頭
意大利火山

西西里島火山

加州火山
夏威夷火山

新西蘭火山

南極洲火山

夏威夷火山
夏威夷火山



© Guillaume Piolle / CC BY 3.0

例2：Mount Ngauruhoe



例2：Mount Ngauruhoe

• The Young Earth, p57

• Rb-Sr：Rubidium-strontium 銣鍶年齡測定法
• Sm-Nd：Samarium-neodymium 釤釹年齡測定法
• Pb-Pb：lead-lead 鉛鉛年齡測定法

等時線法



• 1980-1986年閒爆發。1996年，科學家拿僅僅形
成10年的石頭去測試。得到34萬-280萬年的結果
– Radio-Dating in Rubble
–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geology/radiometric-dating/radio-dating-in-

rubble/

例3：聖海倫山 Mt. St. Helens



測定已知年齡的石頭總結

• 當我們知道石頭的年齡，放射性年
齡測定法的結果都是錯的

• 那當我們不知道石頭的年齡，憑什
麽我們會覺得放射性測定法的結果
是可靠的呢？？？？？



總結

• 請不要因爲人的智慧懷疑神的智慧！

• 聖經說了6000年就是6000年！

• 不要爲了“常常説謊的人”去懷疑“不會
説謊的神”！

• 不要爲了“常常犯錯的科學”去懷疑“不
會犯錯的神”！



關於地球/宇宙年齡的其他問題

• 遙遠星光問題 Distant Starlight



關於地球/宇宙年齡的其他問題

• Greenland格林蘭島冰核問題

–Ice Cores, Seafloor Sediment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Part 1 and Part 2)

–Acts and Facts 2014年6月和7月
–下載地址：

• https://www.icr.org/i/pdf/af/af1406.pdf
• https://www.icr.org/i/pdf/af/af1407.pdf



關於地球/宇宙年齡的其他問題

• 地質層問題

Footprints in the Ash: 
The Explosive Story of Mount St. Helens

(难度5)

Earth's Catastrophic Past: 
Geology, Creation, & the Flood (难度10)



Dr. Martyn Lloyd-Jones鐘馬田

• 1969年講道 “The Narrow Way”
•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her utter folly during this present century 

has been recognizing a new authority. And the new authority of 
course is the man of knowledge, the man of culture, and 
particularly the ma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church has 
been at great pains to do everything she can to please this new 
authority. This man of learning must never be offended. And in 
order to please him and duplicate him, the church has been ready 
to take things out of the Bible. She rejects and throws out the 
whole of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Genesis, much of the other 
history, throws out all the miracles . . . She'll throw out anything in 
order to make her message pleasing and acceptable to this new 
authority—the man of knowledge, the man of learning, the man of 
science.



在這一世紀，基督的教會在她極度
的愚昧之中開始崇拜一個新的權柄。
這個新的權柄當然就是有知識的人，
有文化的人，特別是有科學知識的
人。教會盡她所能來討好這個新的
權柄。絕對不可以得罪這個有學識
的人。爲了取悅這個新的權柄，教
會可以把聖經裏的東西扔掉。她扔
掉了創世記的前三章，扔掉了許多
的歷史，扔掉了神跡……任何東西
她都情緣扔掉，為要討好這個新的
權柄——就是有知識的人，有學識
的人，講科學的人。

Martyn Lloyd-Jones
鐘馬田

1969年講道



• 彼得後書2:5 “神也沒有寬容
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
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
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



• 你要站在全世界這一邊，還是
站在8個人這一邊呢？

• 你要站在人的智慧這一邊，還
是站在神的智慧這一邊呢?



聖經可靠嗎?

地球年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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