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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枝散葉
方舟動物在大洪水後怎樣散佈全球？ 
大洪水後，上帝的旨意是重整地球生態，包括脆弱的動物種
類，而動物必定是從一個名為亞拉臘的山區散佈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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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常用來挑戰聖經創世論者的議題是，動物怎樣分佈
到世界各地。批評者指，從世界各地動物的分佈，證明

從沒有全球洪水或方舟的存在。假如方舟停在中東某處，所
有動物之後在那裏登陸上岸（包括我們今日不會在中東找到
的動物，或該區發現有關化石記錄），那麼，袋鼠是怎樣去
到澳洲？幾維鳥（kiwi）又是怎樣去到新西蘭的呢？北極熊是

怎樣去到北極？企鵝又是怎樣到南極的呢？

聖經不是科學教科書
懷疑者往往聲稱，「聖經不是一本科學教科書」，當

然，這是對的 —— 因為科學教科書每年都會改版，而聖經是
上帝的話語，是不變的 —— 上帝不會說謊。不過，當觸及科
學，包括生態學時，聖經是可以信賴的。聖經給我們一幅大
圖畫，透過這幅大圖畫建立的科學模型，協助我們解釋過去
的事件如何塑造出今天。這類模型是根據聖經而建立，應只
作為參考，相反，聖經是絕對正確的。換句話說，日後的研
究可質疑實體模型，但不能質疑聖經的真實。
記住這點，接着的問題是：「有沒有一個以聖經為根據

的模型，可用來解釋動物怎樣從方舟停的位置，遷徙到現在
的棲息地？」答案是有的。

聖經記載是鐵般事實
建立動物遷徙聖經模型，歸根究柢由聖經開始。根據創

世記，我們可弄清以下的有關事實：
1.「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樣兩個，一公一母，你要帶進方
舟，好在你那裏保全生命。飛鳥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
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每樣兩個，要到你那裏，好保
全生命。」（創世記 6 章 19 至 20 節）聖經清楚表示，
方舟上包括了所有種類、有氣息的陸上動物和飛鳥。創造
論者的術語把「種類」稱為「baramin」—— baramin 是
希伯來文，是「受造物種類」（created kind）的意思，
這些受造物種類包含衍生目前所有物種的全部信息。例
如，方舟上未必會有一對獅子和一對老虎，較可能是一對
貓科動物上了方舟，之後在地上衍生出獅子、老虎及其他
像貓的生物。

2. 創世記 6 章 20 節教導我們另一事實，是動物自己來到挪
亞那裏。挪亞沒需要去捕捉牠們，世界各地的動物羣之
所以得保存是神控制的，大洪水後動物在大陸重新移植
（recolonization），也是神決定的，並非偶然。

3.「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創世記 8 章
4 節）聖經清楚說明，方舟停在亞拉臘山區（on the 

mountains of Ararat），但究竟是否當今亞拉臘山的所在
地，仍有很多的討論。稍後我們會談到這重點。聖經記載
的山是複數（mountains），因此，方舟未必會停在山頂
的位置，但兒童圖書的插圖往往是這樣描述。更確切些，
方舟停在土耳其東部的山區之間，而土耳其東部的山區是
當今亞拉臘山的所在地，範圍延伸至伊朗西部。

4. 動物在大地重新移植是上帝的旨意。「神對挪亞說︰你和
你的妻子、兒子、兒婦、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裏凡有血
肉的活物，就是飛鳥、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蟲，都
要帶出來，叫牠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興旺。於是挪亞和
他的妻子、兒子、兒婦、都出來了。一切走獸、昆蟲、飛
鳥、和地上所有的動物，各從其類，也都出了方舟。」
（創世記 8 章1 5 - 19 節）動物大量繁殖也是神的旨意。
我們根據上述的聖經原則得出，大洪水後，上帝的旨意

是重整地球生態，包括脆弱的動物種類，而動物必定是從一
個名為亞拉臘的山區散佈開去。
要建立動物在地上重新移植的聖經模型，必須包括上述

原則。以下的模型是憑着對聖經的信心所建立，透過聖經的
「眼鏡」去解釋觀察所得的事實。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我們
提出的科學模型卻不然。假如後來發現模型站不住腳，這不
會動搖我們對聖經絕對權威的信奉。
有關模型以狗的繁殖作為例子，解釋動物怎樣很快的

重新遍佈大地。一對狗在離開方舟後開始繁殖更多的狗，在
一段相對短的時間內，就會有數之不盡、不同形狀和大小的
狗。接着這些狗由亞拉臘區散佈開去，遍佈地球每個角落。
隨着這些狗分佈到世界各地，狗種類之間的差別，衍生

出今日我們所見的不同品種，但重點是，牠們仍然是狗。其
他動物亦然，種類本身之間的差別，衍生出不同的品種。

 圖：生生不息
一對狗在離開方舟後開始繁殖，
短時間內就會有數之不盡、不同
形狀和大小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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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重新移植到荒蕪之地
有人或會質疑聖經創造論者，袋鼠沒可能由
亞拉臘跳到澳洲，因沿途並沒有發現袋鼠的
化石。然而，期望發現這類化石是一個錯
誤的預先假定。這類期望是基於假定有動
物居羣的地方就必然會有化石，而化石是
由動物屍體逐步形成。事實上，動物屍體
並不一定會變成化石，因形成化石的條件
通常需要突然、快速的埋葬，否則骸骨在
完全礦化之前就已腐爛。同樣地，你或許會

問，雖然北美草原曾有百萬計的野牛奔騰，但
為何當地少有發現野牛的化石。儘管我們知道以色

列一帶曾有獅子居住，但在以色列卻未曾發現獅子化石。
我們亦可以用近代的重新移植例子來比較。例如，大英百

科全書就冰島的敘爾特塞（Surtsey Island）與印尼喀拉喀托
（Krakatoa）的物種繁衍有以下的說法：
「1963 年冰島海岸對開一次火山爆發形成了敘爾特塞火山

島，六個月後，少數的細菌、徽菌、昆蟲和鳥類移植到島上。1883 
年位於太平洋熱帶的喀拉喀托島火山爆發，不出一年，少數品種的
草、昆蟲和脊椎動物便移植到此地。無論是敘爾特塞或喀拉喀托，
僅僅數十年就有數以百計的物種移植到島上，雖然並非所有物種都
能夠在島上繁衍和落地生根，但最終島上的羣落建立了穩定的動態
平衡。」
因此，我們不難明白，大洪水後不懂得飛的動物是怎樣移動到

世界各地。牠們可乘坐巨型浮木漂浮，大洪水期間，大森林的樹木
被連根拔起，這些巨大樹木在海上漂浮許多十年，由洋流運送到世
界各地。其他動物可以是稍後人類遷徙帶走，例如，P. Savolainen 
et al. 提出，所有澳洲野犬是東南亞一隻家犬的後代。第三個解釋
是，動物利用陸橋（land bridges）於稍後遷徙到各地，畢竟，進
化論者亦以此作為假設：許多動物和人類利用白令海的陸橋由亞洲
遷徙到美洲。要有這類陸橋的存在，我們需要假設大洪水後的海平
面較現時的為低 —— 這個假設基於聖經冰河時期模型。 

根據聖經的冰河時期模型
冰河時期研究員、前氣象學家奧阿德（Michael Oard）提出，

冰河時期可能是緊接在大洪水之後。在其詳細分析中，奧阿德提出
了一個物理過程，解釋大洪水怎樣形成罕有條件促成冰河時期的誕
生，並以此解釋冰河時期的現場顯示證據。
極端氣候改變可能是促使某物種向某方向遷徙的催化劑，這些

極端改變亦可能是引致大量絕種的原因。奧阿德的研究亦提供了一
個模型解釋陸橋的形成。
奧阿德指出，進化論者難以解釋某些冰河時期的跡象，但創造

論者不會因而被難倒，創造論者的冰河時期模型對細節有更好的解
釋。舉例說，化石的不協調現象 —— 正常情況下不同棲息條件的

生物（如適應熱氣候或適應冷氣候的生物），牠們的化石卻在非常
接近的範圍被發現。
冰河時期均變論（均變論：地質變化並非突變引起而是緩慢漸

進過程所致）其中一個疑難，是化石的不協調現象：棲息於不同氣
候地區的物種並置在一起，例如，河馬化石和馴鹿化石竟於同一處
被發現。
奧阿德表示，即使現代地形學亦提到，假如以往的海平面比目

前的僅低 55 公尺，會暴露出若干數目的主要陸橋，造就動物和人
類的遷徙。甚至有證據顯示，一些要由陸橋才可通往的大陸地區，
陸橋可以更高。所以，冰河時期造就陸橋的出現，是解釋部分可行
遷徙途徑的重要模型。
或許有人會質疑，陸橋連接到澳洲的概念，不過，結合剛才

讀過的方法（包括陸橋的存在），就能得出動物是如何分佈世界遙
遠角落的合理解釋。當然，我們並非身處當時見證這遷徙是如何進
行，然而，堅守聖經世界觀的人可以肯定，動物無疑是由亞拉臘山
去到很遠的地方，過程並有合理的解釋。
因此，我們不用去懷疑聖經的真實性。創世論者的動物遷徙科

學模型與進化論模同樣、甚至更有根據。這類模型不被接納，原因
是它們不符合傳統世俗的進化論世界觀。
為何某些動物不在世界某些地區，這不是我們要去解釋的問

題。例如，為何澳洲有如此不平常的動物羣，包括許多的有袋動
物？世界其他地區亦有已知的有袋動物，例如在北美和南美發現的
負鼠科動物，其他地區亦有發現負鼠科動物的化石，但許多地區的
氣候變化及其他因素可導致牠們絕種。
其他洲沒有大型的有袋動物，好比世上現今沒有恐龍，並不構

成問題。今日有許多物種逐漸消失 —— 提醒我們一個被罪詛咒的
世界。有理論稱，有袋動物因為用袋載着年幼動物，所以比其他需
要停下來照顧年幼的哺乳類動物，走得更遠和更快，牠們能夠在競
爭者到達遙遠的澳洲之前，在那裏落地生根。
類似的說法亦可用來解釋新西蘭許多珍貴鳥類品種，直至歐洲

早期開拓者抵達之前，島上並不存在哺乳類動物。

結論
一開始時，我們假定聖經記載屬實，以此為根據建立科學模

型來解釋大洪水後的動物遷徙過程。這類模型與觀察數據相符合，
並且與聖經的記載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反對聖經創造論的人亦以
類似的模式，以進化論解釋動物遷徙。儘管提出的模型或最終被取
代，重要的是知道有這一類與聖經一致的模型存在。對於任何事
情，我們對聖經的記載有信心，引證聖經的正確無誤和權威性。動
物遷徒到世界各地的事實，顯示上帝的美善和仁慈，祂的供應遠超

過我們的所需所求。 

原文刊：The New Answer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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