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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無論是慕道者或是基督徒，在信仰的尋索中都遇上創造和進化論的難題，因

為進化論的教導都在學生的教科書裡和電視的科學節目中。究竟聖經中的創造和

進化衝突在甚麼地方？衝突到甚麼地步？這裡嘗試點出其中問題。 

 

達爾文進化論的不濟 

 

進化論是達爾文在 1859 年出版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所提出

的理論，今天進化論 主要有三個命題 : 第一就是「共同祖先說」(common 

ancestor )，意思是所有生物追溯其品種的源頭，都是由同一個祖先開始，就

是從同一個單細胞生物開始，繁衍至今天數以百萬計品種的生物。但 「共

同祖先說」基本上是一個描述，本身並不能解釋生物如何繁衍成不同種類。

第二，就是「物競天擇說 」(natural selection)，意思是生物因為外在的環境

因素，讓某些生物特質變成其繁殖後代的更優勝條件，並逐漸取代其他的品

種生物。物競天擇論基本上也是一種表述，本身也沒有叫生物構造變得更複

雜的能力 。第三，就是「基因變異說」(mutations)，就是生物的基因隨機

地，在細胞的基因複製過程中，出現個別變異，這種變異產生新的生物特質，

加上物競天擇，便慢慢產生新的生物結構和新的物種。然而基因突變的特性，

缺乏創造新結構所能力，因為基因突變絕大多數是破壞原本基因的功能，比

起能夠產生特定的改變容易百倍。 極少極少 的基因突變是有幫助的。  

 

隨機而出現的基因突變，也沒有連貫性和方向性，無法建造新的複雜結構。 

在簡單生物如細菌，由於繁殖的數目多和速度高，短時間內繁衍出千萬代、

數目達千億，因此基因突變的「成功」較容易出現。但複雜和高等的生物，

相對於細菌，生物繁殖率極低、生物結構幾何倍數的複雜，基因突變「成功」

的可能性變得微乎其微。這無意識、無方向、隨機的進化解說，不能解釋對

絶大部份生命根本的設計現象， 例如：DNA 的構造、視覺的出現、生物器

官的系統性、細胞內的生化系統等。生命運動之可能發生，顯然是一個生命

的設計，正顯明是創造主宰的作為。 

 

近代生物學的科技近年突飛猛進，更突顯生命在分子層面的奇妙計構造及運

作，生命現象是由無數的分子機器運作湊合而成，無論每個分子機器零部件

都有特定性和精心設計，零部件的製造由基因 密碼指示、零部件的組裝次

序與工序也需要另外的軟件操縱。就有如一個工廠生產汽車各種零部件，每

件都有特定生產工序和規格，然而即使全部件出來之後，還需要按特定的程

序組裝才能生產一部夠運作的汽車 。今天生物在分子層面的運作，正是出



現這個現象。整個生產及裝嵌過程的都按預設的藍圖進行，沒有任何一個程

序能夠從無意識、亂碰亂撞而產生的。每個分子機器零組件及運作程序都是

特定設計，只依靠基因變異推動的是完全不能滿意解釋生物在分子層面的構

造和運作。  

 

 

進化現象與上帝創造是否相容？ 

 

對生物演化現象的詮釋，自然唯物主義別無選擇地把一個複雜又奇妙的生化

過程歸咎於機遇及物競天擇的無方向、無意識過程，這樣就否定了上帝的工

作。其實生命的目的性、複雜性及生化系統的安排及佈局，正顯明了生命背

後的設計奇功。 

 

從創造論的角度，對生命演化又有何詮釋呢？首先，基督徒對創造的信念乃

是來自神的啟示，聖經中明確說明宇宙及生命都由神所創造，因此創造的信

念是一錘定音的，並不是從研究總結而得。也就是說，聖經告訴我們 誰 (who)

創造了天地，乃是上帝；但聖經卻沒有說明創造的過程 (how)。究竟上帝創

造生物是一隻一隻從無到有突然變出來呢？還是透過一個奇妙的生命演化

過程中產生呢？聖經沒有明說，但兩者均沒有違背創造的啟示：『起初，神

創造天地』。主張前者的，就引用【詩篇 33：9】“因為祂說有就有，命立

就立”；主張後者的，就引用【創 1：20】“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

物…”及【創 1：24】“神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因此，在聖經的創造

宇宙觀下，是可以容納生命的演化的。 

 

 

罪性 

 

除了記載的性質外，自然唯物主義的進化論本身也帶來神學上的困惑。若人

是低等動物進化而來，那麼動物生存的自然本能：自私自利、適者生存、偷

竊殺厮，怎可能一下子在人類身上就變成“罪”了，被上帝審判呢？若人是

由猿猴而來，那麼亞當是甚麼呢？聖經明說耶穌基督的救贖就是要處理亞當

犯罪而來的死亡和罪性 (羅 5:15) ，這種“從一本造出萬族”(使 17:26)的

觀念，乃是對照基督的救恩下的新人類(神的兒女)的觀念。若人乃猿猴而來，

那麼人類起點就不是亞當，乃是之前進化的先祖了！那麼罪的起點在哪裡？ 

 

處理這神學問題或可分為兩部份，第一，罪乃是人違反了神的律法，既然神

的律法是向人頒佈的，並不是向其他被造之物頒佈的，罪也是由神頒佈的律

法和對象開始（創 2:16-17），也就是從亞當夏娃開始。第二，人的先祖從



何時算起？若亞當和夏娃乃是神特別的創造，在動物界演化進程之外被特別

創造，那麼亞當夏娃的肉身和靈性都是人類的始祖。另一個可能性是，亞當、

夏娃肉身乃由地面來（演化），靈性﹝神的形象﹞卻由神獨特所賜﹝創 2: 7﹞，

擁有這獨特的靈性，才是「人類」真正的開始。如此，生命普遍的演化也不

一定與基督救恩的神學上有矛盾的地方。亞當之所以為人類先祖，是因為神

賜下神的形象和獨特的靈性﹝創 2:7﹞，有靈的活人才能領受神的律法﹝創

2:16﹞，而罪的意義也是從那時候才開始。 

 

 

弱肉強食的過程 

 

若接受生物進化，就要接受一種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物競天擇“不道德”

的過程。今天物種的存在，其實是建築在眾多弱者的滅絕上，上帝何以創造

一個如此不道德和殘酷的宇宙呢？這涉及生物演化的“道德”問題，需要先

思想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人的道德觀可否套用在其他生物上？除了人

之外，萬物的生滅聖經並沒有套以道德善惡的判斷，獅子吃了羚羊並不看為

謀殺，白血球的巨噬細胞吃了細菌也不視為殘忍，病菌致人於死地也不看為

有罪。反之，聖經看人和萬物有明顯分界，其他生物的性質﹝傳 3:21；詩

90:6；林前 9:9﹞和角色﹝創 1:26，9:3﹞都與人類有天淵之別。因此，即使

生物是由一個悠久演化過程而生，萬物之生滅的過程中並不存“道德”或

“殘酷”的問題，這也說明了萬物的虛無的本相，他們沒有本體的價值，所

有的價值都由神所賜予，人的價值不在乎這個肉身軀殼，乃在乎神賜下的靈

性﹝詩 8:3-6，創 2:7）。 

 

接受除人之外萬物生滅的“非道德性”，才可以回答一些自然唯物論的進化

論者把一些生物現象作為創造論的嘲諷：“神為甚麼創造致命寄生蟲那麼陰

毒？暴龍那麼殘忍？病毒那麼恐佈？”。並且接受萬物生滅的“非道德性”，

也能接受上帝在創造中的普遍性，上帝是宇宙生命之源，因此上帝可以叫生

命在宇宙任何一個角落演化而生，即使有一天科學家在別的星球上發現低等

生物，也不見得與聖經的創造觀有矛盾。 

 

 



「猿人」化石及亞當 

 

基督教對人類的起源的看法，始於《創世記》首數章對亞當夏娃的記載，基

督教並沒有獨立的人類起源自然科學研究，也就是說，基督教對人類的起源

的看法，也因為對《創世記》首數章記載的解讀而有分別。然而值得注意的，

對人類起源的看法，並不是基督教核心的教義，信徒在這課題中可以有不同

觀點，仍然可以是信仰純正的主內弟兄姊妹；正如信徒可以在末世論（前千

禧年、後千禧年、無千禧年）有不同見解一樣。亞當夏娃 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1. 亞當夏娃是神特別的創造：認為亞當夏娃是神創造有血有肉 真實的人類，

正如其他動物一樣，每一種都是上帝特別的創造。因此，這個 看法就否

定化石紀錄中的「猿人」是人類， 那些不過是已絕種的古代直立猴子或

猩猩。 

 

2. 亞當夏娃是進化和揀選：既然《創世記》不是記載人類起源的歷史，因此

與現代人類學的進化論學說也沒有甚麼矛盾的地方了。上帝大可使用進化

的過程去創造生命，這就是神導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的想法。神引導

生物進化的過程，按祂的旨意及時間（例如大腦進化到能認識明白上帝和

衪的啟示），上帝才揀選當中的一種人類或一對夫婦，能認知上帝，也就

是亞當夏娃所代表的人類的開始了。然而，在神導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 

之下，其實也能容納上帝特別創造的一對男女亞當和夏娃，開始今天的人

類，二人與各種古代直立猿人無直接關係。 

 

3. 亞當夏娃是人類的代表：認為亞當夏娃是人類的代表，沒有真實存在過（或

至少亞當夏娃是否真實存在過，並不重要），他們與上帝缺裂和向神的悖

逆（羅五 19），正是代表了人類今天屬靈的境況，也正是耶穌基督來世救

贖所針對的罪。《創世記》既然不是記載宇宙或人類物種起源的歷史，進

化與否不是聖經關心的問題。 

 

 

創世記載與科學 

 

聖經是人類歷史中很重要的著作，自希臘羅馬文明崩潰後，整個西方文化的

重建都建基在這本書上。從聖經帶出的基督教文化再孕育出民主、科學精神，

帶來人類文明正面的影響。但不少人翻開聖經第一卷創世記便讀不下去；因

為說到這個宇宙是在七天裡被神創造，好像地球比太陽先被造，人類及宇宙



的年齡只有不到一萬年等，與今天的科學發現矛盾重重，因此斷言聖經並不

可靠、並不科學、只是神話！這個普遍的誤解出於讀者沒有注意創世記本身

的文體及目的，把它當作二十世紀的科學報告去理解。我認為創世記中的創

造記載，並非科學報告有三個原因。 

 

第一，創世記的文體本身並非科學報道：聖經並非由上帝寫好、從天而降的，

聖經乃是神的啟示透過人寫下來，故此聖經一方面是神的啟示同時也有其寫

作時的歷史文化的特徵。其信息是超時空不會陳舊地向人類說話，但其傳達

的媒介卻有時間及文化的處境。約在三千多年前當摩西把創世記寫下來時，

神要人知道宇宙是有一位超然的創造主，世界和人類本是祂美善的創造。祂

的超然性在於創造日月星晨（古代人類都以日月星晨動物為他們的神）並在

於其獨一及有次序的創造（古代都是多神、泛神的信仰和神明之間的戰爭神

話）。祂的美善顯於祂對祂所創造的世界的描述：七次說世界是好的，也顯

於人類是祂創造的高峰（古代宗教觀中人類都在那些邪惡神明降災下勞碌求

存，活在虛無之中）。這些從神而來的信息，在創世記第一、二章中鮮明突

出，對摩西時代和今天的人類說話並且同樣重要。摩西沒有我們今天對宇宙

天文的認識，他寫不出今天的科學語言，對摩西來說，天海日月、飛禽走獸、

花草樹木就是全宇宙，神要他寫下來的，是誰創造這一切？我們在創造主的

眼中又是怎樣？至於創造宇宙的真正“過程”，相信並非神啟示的重點。所以

認為宇宙被創造時間是７ｘ２４小時之類的聖經解釋是錯誤的。 

 

第二，神創造是否自然科學能形容？今天的科學是人類對存有界的了解過程

中，所累積的認識而生的工具，因此科學能描述這自然界。但神創造是在自

然界之先，所以這超自然的創造是否在科學能描繪的範圍內，本身是一個疑

問。若創造是屬神的超自然活動（神蹟），人類科學則不能言喻；因此神是

否要用創世記第一、二章用作創造“過程”科學的描述，也是一個大的疑問。

當然現代科學的發現：大爆炸理論，亦指出現今的宇宙，其時、空、質、能

皆有一起點，這與聖經的信息相附。但不等於聖經是關乎自然科學的書，並

用這角度去評論；甚至用聖經去証明或指導科學，這與聖經寫作的目的不

附。 

第三，科學本身有時間性。即使創造的過程在科學描述範圍內，要用那種科

學語言去記載？牛頓語言？量子物理學語言？科學不停在更新，有新的科學

語言出現取代舊的。舉例說，聖經若用今天的科學語言描繪創造，之前幾千

年內所有的人都看不懂；一百年後的人看這記載便覺得聖經落伍，因為有更

新的科學出現了！這說明即使神要啟示創造過程的真相，因人類科學語言的



演變性和時間性，也只能對一個時間狹縫裡的一小撮人（科學家）有意義。

這並非神向人啟示的目的。 

 

創世記記載了比幫助科學研究更重要的事：您是誰？宇宙的根源在那裡？祂

與您的關係是甚麼？祂在做甚麼？您又在做甚麼？你若能掌握這個，你就掌

握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Q 上帝為何要等那麼多億萬年才得來人的先祖呢？幾天不就夠了嗎？ 

時間長短乃是人存有的問題，永恆的上帝並沒有時間長短的困擾﹝彼後 3:8﹞，

正如全能的創造主，沒有大小、多少的問題﹝否則神怎會創造百億以上的星球，

只有地球上才有人類，那不是很浪費嗎？﹞。 

 

 

七日創造論? 

創世紀第一章 聖經記載上帝在七日內創造天地，在路加福音記載由亞當開始到耶穌 

的家譜， 總計下來到如今大概六千到一萬年，有人便以為估算世界有上帝創造世界

的第一天到今天就是大概一萬年左右，這種宇宙年紀的計算方法 出現了嚴重的謬誤，

與今天科學家確實計算的宇宙年齡 138 億年相差甚遠 ，意味科學和聖經的記載有嚴

重的矛盾。然而，把創世記第一章視為 創世過程的科學紀錄，是錯誤地解釋聖經。 

創世記第一章是古代的文體，述說全世界是上帝有秩序、有心思和美好的創造，並且

上帝創造人為萬物之靈， 有神的形象。創世記第一章並不是創造過程的科學紀錄描

述，因為當時作者的年代，並沒有今天科學的知識。因此聖經沒有告訴我們究竟這個

宇宙是如何創造、如何形成的，也沒有提到恐龍等古生物。對宇宙和生物的研究，神

讓人用神所賜的智慧自己去發掘。若明白聖經創世紀第一章的文體和主旨，就不會錯

誤地以為聖經與科學的發現有衝突 。 

 

宇宙年齡 

今天科學家得到 138 億年宇宙年齡的計算，乃是由不同的科學線索推算，包括量度

超新星(supernova)的紅移(red shift)、重子聲學振盪 (baryon acoustic oscillations)、宇

宙微波背景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去推算宇宙膨脹的歷史，以及觀測最古

遠的超巨星 (supergiant star)死亡的年紀，分別推算得到相同的宇宙年齡，科學的



量度及結果非常準確，因此 ，138 億的年宇宙年齡不容置疑。 

 

創世記第一章的解釋  

創世記第一章 記載上帝七日創造天地，細看這段經文的文體結構，七日創造中 的第

一、三、五日，上帝分別創造了天空、海洋和陸地，然後第二、四、六日分別創造當

中的主管的，這就是太陽和月亮 、空中的鳥和海中的魚，以及動物和最後創造人。

這個公整、對稱的文體結構，明顯並不是科學的記述，乃是古代人描述上帝創造世界

萬物。 

聖經啟示我們一個上帝所創造的宇宙，在創世記第一、二章中清楚描繪了一全能無比

的上帝，出於祂的美意、設計和奇功，創造了一個井井有條的世界，祂創造並賜人靈

性，又安置人在樂園之中。創世的描述深刻地啟示了上帝的主權、權能、心思、恩慈

和良善，並且建立與人的密切關係。在短短的兩章裏，聖經清晰地建立了正確的神觀、

人觀和宇宙觀。雖然這段啟示是用了古代近東的語文、文體和文化盛載，但當中的神

學訊息和意義乃是跨越人類的時空和文化，並且仍向今天的你和我說話，是永恆不朽

的真理。 

 

創世記第一章七日創造的記述， 信息非常清楚，即使在科學年代幾千年的古代人來

說，他們沒有現代的科學知識，甚至對大自然有很多的誤解，但上帝藉這段經文啟示

的心意，仍然清楚明白的。然而勉強使用現代科學的角度去閱讀創世記第一章，就自

然得出各種荒謬的結論。 

 

七日創造論之錯誤和矛盾 

七日創造論錯誤地把創世紀的七日，當作世界的開始， 同時利用挪亞方舟的大洪水

去解釋各種 地質的現像以及化石的出現。這樣強解當然出現各種不符事實的歪論和

矛盾。以下是一些例子:  

1. 先有早晚才有日頭。第四日才創造太陽，何以第一、二和三日都說「有晚上、

有早晨」？未有太陽，何來早晚？ 

2. 兩個矛盾的描述。創造的次序混亂了，若不考慮創世紀第一章及第二章 的文

體構造，硬要把經文看作創造過程的歷史描述，那麼就出現 聖經就出現有兩

個創造(第一章先造植物再造人和第二章先造人才造植物)互相矛盾的紀錄。 

3. 化石中沒有現代動物及現代人類。 七日創造論 意味著 全世界的生物在都在 



兩天內創造出來包括 如今發現的古生物恐龍等等， 這意味著世界上所有生

物是同時期生存在地球上，人類和恐龍是同一時間出現的！七日創造論利用 

挪亞洪水淹沒全地去解釋化石的出現及地質的現象。 然而洪水來的時候，世

上每種生物只有一對能進入方舟，也只有挪亞一家八口可以在方舟裏，其他

所有的人類和動物都死在大洪水中被埋成為化石。然而在化石的紀錄中，完

全沒有現代人和現代動物的化石出土，所有的化石 不單是古遠，並且跟現代

生存在地球上的 動物和猿人完全不一樣，這顯然否定了七日創造論所說。況

且方舟中如何容納世上目前發現的八百多萬種生物，地質學家也沒有找到全

球洪水科學證據。 

4. 另外，就是七日創造論無法解釋天文現象。若宇宙只有 一萬年的歷史，那麼

地球不應該看到一萬光年以外的星球。然而絕大部分 的星體都是 1 萬光年以

上的距離，甚至 100 億光年之外。並且宇宙中 觀察到有銀河系互相碰撞，這

些巨大的天文物體，數十萬光年闊，移動的速度和距離絕不可能是一萬年之

內能夠相撞，唯一的解釋就是上帝創造的時候，他們已經在碰撞中，這是非

常荒謬的！也意味天文現象充滿了假象。 

5. 在人類的歷史當中有超過 6,000 年的人類文化 無論是埃及和中國都有 10,000

以上的文化遺蹟，古城耶利哥更有 10,000 年以上，與七日創造論的理論相違

背。 

 

這種錯謬創造論不幸成為了世人的笑柄、多少未信主的朋友對基督教的誤解和

鄙視、及知識分子拒絕福音的原因。這種怪論始於衛道護教的本意，遇上科學

威脅的恐慌，踏入曲解聖經的歧途，得來反智錯誤的謬論。這種七日創造論的

招牌是「忠於聖經是神的話」，實質是違背最基本解經原則的怪論，也是在世

上找不到一所正規的基督教神學院認同這種創造論的原因。 

 

有神進化論 (theistic evolution) 

「進化」 這個名詞基本上有幾個含意，首先就是生物有演化的現象，古代生物與現

代生物不同， 另外是生物因著環境因素而有所改變，例如例如細菌變得有抗藥性（微

進化 micro-evolution）。 第三，就是 達爾文進化論，進化夠單靠基因的變異及環境

的物競天擇，生物漸漸演化成為多品種。有神進化論就是接受這種達爾文的進化論，

並且認為上帝利用進化 的過程而產生世界上的生物。在創世紀第一章的記載中， 上

帝指令世界演化出生物來： 

「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神說：水



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說：地要生出活

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地上的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創一 11, 

20, 24) 

經文說：「地要發生青草」、「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地要生出活物來」。 有神

進化論 認為生物進化的背後，是神的心意。 進化論不是完全隨機、沒有方向的進程，

進化的過程乃是上帝在當中奧秘的引導，達成上帝的目的。神賜生物自我演化的命令 、

自由 和能力 。 

有神進化論既然完全接受達爾文進化論，因此與現代科學不會有矛盾，但 由於自然

主義的達爾文進化論能夠解釋所有演化現象，因此上帝引導的角色既不能言喻，也變

得多餘了。並且達爾文進化論 沒法解釋基因內數碼生物資訊的來源，也無法解釋  生

物體複雜結構的產生，例如各種複雜的分子機器，所以達爾文進化論的「創造力」也

面臨不少質疑。另外，達爾文進化的過程是以物物競天擇、汰弱留強去達成進化。如

此非常粗糙、甚至殘忍的進化過程，被視作神的旨意，並不容易解釋。 

 

智慧設計 創造論  (Intelligent Design ) 

智慧設計創造論是從對 生物結構的系統性和複雜性的觀察，推論各種生物系統都是

被智慧設計而成的。智慧設計論者接受生物有演化的過程，並且有接受「微進化」（例

如細菌的變得有抗藥性）， 但認為自然主義下的達爾文進化論( Darwinian Evolution)

提倡的進化過程，單靠基因變異及物競天擇，並不能產生複雜的生命結構。 

主要論點 ： 

1. 生物的最原始部分就是在基因當中的數碼資料（ biological digital information），

這些生物數碼資訊 主宰了所有蛋白質的製造，亦即是所有生物體的設計藍圖。

而數碼資訊的來源，就只有由有意識的思想去設計和創造，並不能由無意識、

無方向的隨機碰撞產生的。達爾文進化論依靠基因的變異去產生新觔生物構

造，但基因的變異首先需要有能運作的基因，才從中刪改變異，所以有能運

作的基因的存在本身需要解釋。並且基因變異絕大部分的結果是刪除及破壞

原先健全有用的功能的數碼排序，對生物本身是百害而無一利，因此依靠基

因變異去產生新的．有用的蛋白質結構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2.  生物除了器官（例如眼睛的構造）、組織（免疫系統）的奇妙構造，生物體

的生命活動和系統，都是發生在蛋白質分子層面，而所有生命的生化活動都

是由無數極其複雜的蛋白質分子機器去完成，而這些分子機器的「不可簡化

的複雜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  ，並不是如達爾文進化論所說，可以依靠 

無方向、無目的、隨機亂撞、逐小逐步累積而能夠產生的。反之，所有蛋白



質分子機器明顯是智慧設計的產品。 

3. 在化石紀錄中，在 5 億年前出現「寒武紀大爆發」 （Cambrian Explosion），

揭示了 生物種類乃是突然產生。生物種類共有 36 門（Phylum），其中 20 門

在寒武紀化石突然出現！ 並非如達爾文進化論所說新品種是慢慢逐漸地進

化產生。並且由基因的角度，任何新的身體結構( body plan)或是蛋白質結構，

都是需要全新的設計藍圖和生物數碼資料，並不是慢慢一步一步碰撞能進化

出來的。 

智慧設計論的理論基礎 

 羅馬書第一章 20 節：「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

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見，叫人無可推諉。」說明藉辨識萬物的設

計，人能知道一位不能看見的創造主的存在。 然而智慧設計論者強調他們的推論

並不建基於聖經的啟示，更不是由於對大自然的無知，而硬把上帝當作現象的解釋。

反之，他們按照已知的智慧運作和設計的特性，知道數碼資料（如電腦軟件）及複

雜的系統設計（如一台機械），只有是來自智慧的思想和設計的心靈。藉此 識別出

生物運作乃是智慧設計的結果。 因此智慧設計論提出科學的發現，去指出達爾文

進化論缺乏創造力去產生新的、有用的生物數碼資料，以及複雜的生物結構和系

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