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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总是在这里
你有没有想过上帝是从哪里来的？ 上帝就在我们面前。 他永远在这里。 他是永恒的神。
我们怎么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的。 圣经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事。
上帝告诉人们很久以前, 把他的话写在一本叫做《 圣经》 的书里。 圣经告诉我们关于永恒的神。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

从圣经:
在一开始上帝创造了天堂和地球。 和地球是没有形式, 和虚空;黑暗就在那深邃的脸庞上。
神的灵在水面上移动。 创世纪 1:1-2 译本。
在其他任何事物存在之前, 都有基督与神同在。 他一直活着, 是他自己的上帝。 约翰 1:1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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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
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从哪里来的？ 太阳、 月亮和星星是从哪里来的呢？恐龙和其他动物是从哪里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创造了一切。
上帝创造了太阳、 月亮、 星星和天空。 上帝创造了海洋和陆地。 神造了那些东西,
就做了一切活和呼吸的事。 他做了树, 花和草。 他做了鸟, 鱼, 小狗和猫。 上帝把最好的留在最后。
你知道上帝最后做了什么吗？
人！他做了第一个男人和女人。 他们的名字是亚当和夏娃。 他们有许多儿女和孙子。

上帝说: "让光明来吧。 光出现了。 上帝说: "让蒸气分开, 形成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海洋。
让天空下的水聚集到海洋中, 使干涸的土地浮出水面。 所以。 然后上帝命名了旱地 "地球" 和水 "海"。
"让地球迸发出各种各样的草和种子植物, 果树里面有种子, 这样这些种子就会产生它们来自的植物和果实."
上帝说: "让明亮的灯光出现在天空, 照亮大地, 辨认白天和黑夜;他们要使地球上的四季,
并标记的日子和岁月, 并让他们的灯, 以照亮地球上。 它是如此。 上帝说: "让水与鱼和其他生命一起,
让天空充满各种鸟类 。 上帝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牛和爬行动物。 神对他所做的事感到满意。
上帝说: "让我们创造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 成为地球上、 天空和海洋中所有生命的主宰。 创世纪 1:26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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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很好
神在六天内造万物。 然后上帝说这是非常好的。
亚当、 夏娃和动物们住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 花园被称为伊甸园。 上帝给了他们美味的水果和蔬菜吃。
你知道那时候他们不吃肉吗？ 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动物也不吃肉。 都生活在和平之中。

神看了他所造的一切, 在各方面都是好的。 创世纪 1:31 LVB。
耶和华神在伊甸园里栽了一座花园, 往东边去, 把他所造的人放在园子里。
上帝在花园里种下了各种各样的美丽的树, 树上出产的是水果的精华。 在花园的中心, 他安置了生命之树,
还有良知之树, 给人以善与恶的知识。 创世纪 2:8-9 LVB。
于是耶和华神从泥土中形成各种动物和鸟, 把他们带到那人那里去, 看他叫他们什么。 不管他叫他们什么,
都是他们的名字。 创世纪 2:19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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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是坏的
上帝创造了天使。 他让他们监视我们, 让我们安全。
有些天使不想帮助我们。 上帝让这些坏天使离开天堂。 其中一个天使被命名为路西法。 我们称他为撒旦。
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在一棵特殊的树上吃水果。 撒旦去了伊甸园。 他哄骗夏娃从特殊的树上吃水果。
夏娃把一些水果送给了亚当。 他也吃了。 这使上帝伤心。

因为他命令他的天使在你去的地方保护你。 诗篇 91:11 LVB。
你是如何从天堂坠落, O 路西法, 早晨的儿子! 你是如何削减到地面-强 大的, 虽 然你是反对世界各国。
因为你对自己说: "我要升上天堂, 统治天使。 我要登上最高的宝座。 我将主持在遥远的北部的装配山。
我将攀登到最高的天堂, 像最高的。 但相反, 你将被带到地狱的深渊, 降到最低的深度。 以赛亚 14:12-15
LVB。
突然 (撒旦) 出现了。 他的尾巴在他身后画了第三颗星星, 他跳向了地球。 从启示录 12:3, 4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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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罪孽以后
神很伤心, 亚当和夏娃吃了撒旦给他们的果子。 当我们不听他的时候,
上帝是悲伤的。 当我们不听神叫罪的时候。
你认为上帝惩罚亚当和夏娃犯下罪恶吗？ 他让他们离开伊甸园。 上帝告诉他们现在杂草会生长。 上帝说,
他们必须努力工作, 以获得食物吃。 上帝告诉他们, 他们会变老而死。
你认为亚当和夏娃吸取了教训吗？ 他们又犯过罪吗？

主神召亚当说: "你为什么躲起来？ 你有没有吃过我警告过你的树上的水果？"是的," 亚当承认,
"但那是你给我带来了一些, 我吃了它的女人。 耶和华神问妇人说: "你怎能做这样的事呢？ "蛇骗了我,"
她回答。 于是, 神对妇人说: "你们要承受剧烈的痛苦和痛苦的孩子。 而对亚当, 神说:
"因为你听了你的妻子, 吃了果子, 当我告诉你不要去的时候, 我在泥土上放了一个诅咒。 所有你的生活,
你将努力从它提取的生活。 凝聚从创世纪 3:9-13, 16-17 LVB。
耶和华神将他从伊甸园里永远放逐, 打发他到地上去耕种。 于是神将他逐出, 将大天使放在伊甸园的东边,
用一把熊熊的利剑守卫生命之树的入口。 创世纪 3:23-24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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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
亚当和夏娃有许多孩子。 他们的孩子长大了,
生了孩子。 不久, 人们就住在世界各地。
他们知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一直都很好取悦上帝吗？
不！ 世界人民没有吸取教训。
他们做坏事和犯了很多次罪。
你觉得这让上帝有什么感觉？
当上帝低头看着大地, 看见百姓的罪孽时,
他感到悲哀。 他决定大洪水覆盖地球。
洪水会消灭每一个呼吸的东西。
你猜上帝还发现了什么
上帝找到了一个名叫诺亚和他的家人的人。
上帝看见他们爱他。 上帝制定了拯救他们的计划。
上帝告诉诺亚要造一艘大船。 它被称为方舟。
上帝把每种动物都放在方舟上。
上帝告诉诺亚把他的妻子, 他的儿子,
和他们的妻子放在方舟上。 在那次大洪水期间,
上帝拯救了诺亚的家庭和各种动物,
让他们在水面上保持着。
亚当成为赛斯之父后的日子是800年;他还有其他的儿子和女儿。 创世纪 5:4 LVB。
当主神看到人类 邪恶的程度, 和人的生命的趋势和方向只是走向邪恶, 他很抱歉, 他作出了他们。
这伤了他的心。 他说: "我将从地球的表面上抹去我所创造的全人类 。 是的, 还有动物,
还有爬行动物和鸟儿。 因为我很抱歉, 我做了他们。 创世纪 6:5-7 LVB。
但诺亚是上帝的荣幸。 这是诺亚的故事: 当时他是世上唯一真正正直的人。
他总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他的事。 他有三个儿子--闪、 火腿、 雅弗。 创世纪 6:8-9 LVB。
用树脂木做一条船, 用焦油封起来;在船上建造甲板和摊位。 使它450英尺长, 75 英尺宽, 45 英尺高。
在船上建造一条天窗, 在屋顶下面十八英寸;并在船内三甲板-底部, 中间, 和上层甲板-并把一个门 在一边。
看! 我要用洪水覆盖大地, 毁灭每一个生命--这一切都是生活的气息。 都会死的 但我保证让你在船上安全,
和你的妻子, 你的儿子和他们的妻子。 带一双动物--一个雄性和一个雌性--和你一起上船,
让他们在洪水中活着。 带来一对每种鸟类 和动物和爬行动物。 创世纪 6:14-19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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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大塔
洪水过后, 诺亚和他的家人下了方舟。
所有的动物都从方舟上下来了。 诺亚和他的家人感谢上帝。 他们爱上帝, 上帝爱他们。
诺亚的家人有许多儿女和孙子。 神吩咐百姓在地上散开。 他们中的一些人建造了一座有高楼的大城市。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在一起。 他们不想散开。 你认为上帝又生气了吗？
神已经使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 上帝已经做了大洪水。 他现在会怎么做？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用同样的语言说话。 现在上帝让他们说不同的语言。 人们被混淆和害怕。
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

上帝告诉诺亚和他的儿子们, "我郑重地向你和你的孩子以及你带给你的动物--所有这些鸟、 牛和野生动物-发誓, 我再也不会再送洪水去毁灭地球了。 我用这个牌子封住了这应许: 我把我的彩虹放在云彩里,
作为我应许的标志, 直到时间的尽头, 到你和所有的地上。 创世纪 9:8-13 LVB。

"让我们下去,
给他们不同的语言,
使他们不会理解对方的话语!
这样,
神就把他们分散在地上。 这就结束了城市的建设。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城市被称为巴尔 巴 (意思是 "混乱"),
因为它是在那里, 上帝混淆他们给他们许多语言, 从而广泛地散布他们在地球的表面。 创世纪 11:7-9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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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百姓
诺亚有个很好的孙子 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爱上帝。 上帝对亚伯拉罕仁慈。
亚伯拉罕有一个名叫艾萨克的儿子。 以撒是犹太人的父亲。 上帝爱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爱他。
上帝答应照顾他们。
上帝答应派人来保护犹太人免遭敌人的攻击。 这个人被称为弥赛亚。
弥赛亚也会将他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
亚伯拉罕有一个名叫以实玛利的儿子。 他是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父亲。
阿拉伯人也称亚伯拉罕为他们国家的父亲。

诺亚是另一个信任上帝的人。 当他听到上帝对未来的警告时, 诺亚相信他, 尽管当时没有洪水的迹象,
也没有浪费时间, 他建造了方舟, 救了他的家人。
诺亚对上帝的信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罪恶和怀疑形成了直接的对比--他们拒绝服从--而且由于他的信仰,
他成为了上帝所接受的人之一。 希伯来书 11:7
亚伯拉罕信靠神, 当神吩咐他离开家, 到远方去, 他应许赐给他的那地, 亚伯拉罕就听从了。 他走了,
甚至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甚至当他到达神应许之地的时候, 他住在帐篷里, 就像一位游客, 以撒和雅各一样,
神给了他同样的应许。 亚伯拉罕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有信心地等待上帝把他带到那座强 大的天朝,
他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就是上帝。 希伯来书 11:8-19 LVB。
因此, 一个全民族都来自亚伯拉罕, 他年纪太大, 连一个孩子都没有, 这个国家有这么多千百万人,
就像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子一样, 没有办法数他们。 希伯来书 11:12 LVB。
至于以实玛利,
我赐福给他,
必使他硕果累累,
将他加倍。 我会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但我要与艾萨克建立我的约, 在明年的这段时间里, 莎拉将向你承担。 从创世纪17:20-21 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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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诺的土地
犹太人并不总是听从上帝的旨意。 上帝会惩罚他们教他们教训。
埃及领导人是法老。 他对犹太人很刻薄。 犹太人祈求上帝允许离开埃及。

一种方法是在埃及生活多年。

上帝听到他们的祈祷。 他总是听到我们的祈祷。 当时机正确时, 上帝会回答我们的祷告。
上帝使法老让犹太人走。 法老让他们走了, 然后改变了主意。 但上帝帮助他的人民安全逃生。
他带领他们到一个富裕的, 承诺的土地。

你不记得 (哦, 永远别 忘了!) 你是如何不断地愤怒, 你使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
从你离开埃及的那一天到现在？ 这段时间你一直在反抗他。 申命记 9:7 LVB。
这根本不是因为你们是如此好, 正直的人, 耶和华必将他们赶出你们面前! 我再说一遍,
这是因为其他国家的邪恶, 以及他对你们的祖先、 亚伯拉罕、 艾萨克和雅各的应许, 他必这样做。 申命记
9:5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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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应许
上帝信守诺言。 他最好的诺言是弥赛亚。
弥赛亚会将我们从罪中解救出来。 人们过去常常向上帝献祭以赦免他们的罪。
神应许弥赛亚是我们的祭品。
人们常常对犹太人很刻薄。 上帝许诺弥赛亚会打败他们的敌人。
犹太人祈祷弥赛亚很快会来拯救他们。 他什么时候来？

因为我们有一个孩子出生;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政府应在他的肩上。 这些将是他的皇室头衔:
"精彩"、 "辅导员"、 "全能的上帝"、 "永恒的父亲"、 "和平的王子"。
他不断扩张、 和平的政府永远不会结束。 他将以完美的公平和正义统治他的父亲大卫的宝座。
他将为世界各国带来真正的正义与和平。 这将会发生, 因为天国的军队已经献身于这样做了! 以赛亚 9:6-7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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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恩赐
上帝派来了救世主
弥赛亚是他的儿子。
玛丽和约瑟夫是他的父母。 他们爱耶稣, 好好照顾他。

他的名字是耶稣。

耶稣是一个平凡的孩子。

耶稣出生, 躺在马槽里。 马槽是喂养动物的槽。 我们称之为他的生日圣诞节。 他变得很聪明。
耶稣是特别 的, 不像其他的孩子。 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服从他的父母玛丽和约瑟夫。 最重要的是他爱上帝,
他的父亲。

约瑟夫, 大卫的儿子, 天使说, 不要犹豫, 把玛丽作为你的妻子! 因为在她里面的孩子被圣灵所孕育。
她必有一个儿子, 你要叫他耶稣 (指 ' 救主 '), 因为他必救他的百姓免受他们的罪。 马修 1:20-21 LVB。
她领起长子的儿子, 把他裹在襁褓中, 放在马槽里。 因为旅店里没有他们的房间。 卢克2:7 译本。
耶稣受洗的时候, 就立刻从水里出来了, 天就向他开了, 他看见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 照在他身上,
从天上传来声音说, 这是我心爱的儿子。 , 我很高兴 。 马修3:16-17 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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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爱孩子
耶稣来到人间, 救犹太人脱离罪。 他也来拯救任何爱他的人。
有一天,
一群孩子来看耶稣。
大人们试图把他们赶走。
他告诉其他人不要把孩子送走。 他说: "这就是天国。

耶稣叫孩子们来找他。

耶稣爱每一个人。 他治好了病人。 他喂饱了饥饿的人。 他告诉他们如何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
耶稣告诉百姓, 他们应该信靠他, 荣耀神。 如果是这样, 有一天他们会和他在天堂。

孩子们被带到耶稣面前, 把手放在他们身上, 祈祷。 门 徒就骂那些带他们来的人。 "不要打扰他," 他们说。
耶稣说: "让小孩子来找我,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这是天国。 他把手放在头上, 在他离开前祝福他们。 马修
19:13-15 LVB。
一天晚上天黑后, 一位犹太宗教领袖名叫尼哥底母, 是法利赛人教派的一员, 他来采访耶稣。 "先生," 他说,
"我们都知道上帝派你来教我们。 你的奇迹是足以证明这一点。 耶稣回答说: "我所拥有的一切语重心长,
我告诉你, 除非你重生, 否则你永远无法进入神的国度。 "重生! "你是什么意思？ 因为只有我, 弥赛亚,
来到地球, 将再次回到天堂。 当摩西在旷野中举起一条蛇在柱子上的青铜形象时, 即使如此,
我也必须被举起在柱子上, 这样任何相信我的人都有永生。 因为神爱世人如此之多,
以致祂 赐给他唯一的儿子, 使信他的人不灭亡, 却有永生。 约翰 3:1-4, 13-16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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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住
有些人对耶稣生了气。 他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他们把他吊死在十字架上, 使他死亡。
我们称那一天为星期五好。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血从他的身体里跑了出来。
他的血就像人类 在他面前所做的牺牲一样。 他的血流出来洗去我们的罪孽。
你有过一只死了的宠物吗？ 你把它埋了吗？ 当事情死了, 我们埋葬他们, 这是他们的结束。
这不是耶稣的末日。 耶稣曾应许他要从死人中复活。 第三天, 他从死人身上升起。
我们把那天叫做复活节。

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把那十二门 徒带到一旁, 跟他们说, 他们到的时候会怎样。
"我将被背叛的祭司长和其他犹太领导人, 他们会谴责我死。 他们将我交给罗马政府,
我将被嘲弄和钉十字架, 第三天, 我将再次复活。 马修 20:17-19 LVB。
因为我, 弥赛亚, 不是来服侍的, 乃是为我的命, 为许多人作赎金。 马修 20:28 LVB。
天使说: "别 这么惊讶。 你不是在寻找耶稣, 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吗？ 他不在这里! 他又活过来了!
看, 这是他的身体躺在那里。 马克 16:6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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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永远同住
耶稣在复活节复活。 然后他又教了上帝40天。 然后他从云层中升到了天堂。 耶稣将永远与神同在。
耶稣应许我们有一天可以上天堂。 他说我们可以和他和上帝在一起 我们可以和耶稣救赎的人在一起。
凡信耶稣的, 必得救。
你听过大人说生活中最好的东西是免费的吗？ 耶稣会免费救你的。 你不能花钱去天堂。
你不能靠做好事去天堂。 耶稣做了一切。
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 你就可以得救。 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 你就可以上天堂。
为此, 请祈祷:
亲爱的上帝, 我很抱歉, 有时我做不好的事情。
我知道耶稣可以把我从我的罪孽中解救出来。 主啊, 请进我的心,
做我的救世主。 请帮我试着做好。 我知道有时候我会做坏事。
但我知道你会原谅我, 当我要求你。 谢谢你救了我 阿门 。
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进入世界各地, 向每一个人宣扬好消息。
那些相信并受洗的人将得救。 但那些拒绝相信的人将受到谴责。 马克
16:15-16 LVB。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去, 就举起手, 赐福给他们。 这事发生了,
当他祝福他们的时候, 他与他们分开, 进入天堂。 他们敬拜他,
带着极大的喜乐回到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24:50-52。

"不要让你的心陷入困境。 你相信上帝, 现在相信我。
我父亲住的地方有很多家, 我要为你的到来做好准备。
当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就会来接你, 这样你就可以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如果不是这样, 我会坦率地告诉你。 你知道我要去哪里,
怎么去那里。 不, 我们没有, "托马斯说。 "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我们怎么能知道路呢？ 耶稣对他说: "我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没有人可以得到父亲, 除了我。 约翰 14:1-6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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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大多数故事都有结尾。 这一条没有尽头。 这个故事之后还有更多。 有一天救世主耶稣会再来的。
耶稣会回来的。 他将击败爱他的人的所有敌人。
爱耶稣的人必与他同在。 我们将永远和他一起统治天堂。 我们将与永生的神同住。

对此感到高兴 ! 很高兴 ! 巨大的奖赏在天堂等待着你。 记住, 古代先知也受到迫害。 马修 5:12 LVB。
耶稣对她说: "我是复活死人, 又赐给他们生命的人。 任何相信我的人, 即使他像其他人一样死去,
也应再次活下去。 约翰 11:25 LVB。
相信主耶稣, 你就得救了。 徒 16:31 LVB。
因为他的仁慈, 你通过信任基督得救了。 即使信任也不是你;这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
救赎不是我们所做的好事的奖赏, 所以我们谁也不能为它做任何功劳。 以弗所 2:8-9 LVB。
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时, 他就成了一个崭新的人。 他已经不一样了。 新的生活开始了! 2科林斯 5:17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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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母
学校教孩子们进化论是科学事实。 进化论是理论, 不是事实! 进化论是无神者的主导理论,
他们想解释一个世界的起源, 而不存在全能的上帝。 好的科学支持圣经的创造帐户。
它确实取决于你选择哪一方。
圣经的历史也受到了攻击。 现代主义声称圣经中的故事是虚构的, 只是用来教我们教训的神话。
现代考古学家发现越来越多的网站和文物, 支持圣经的历史。
我选择相信一个全能的, 无所不知的神的话, 他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中。 下面是一些例子,
说明科学如何能被理解为与圣经, 神的话语完美和谐。
圣经与科学
许多人, 如果不是几乎所有科学家称自己 "博物学家" 一个哲学观点根据它一切从自然物产和起因发生,
并且超自然或精神解释被排除或被贴现。 (注: 根据定义, 自然主义是一种信仰系统, 一种宗教。
领先的科学家成为博士, 或哲学博士。 创造-进化的分歧实际上是两种宗教之间的冲突。
科学被定义为智力和实践活动, 包括通过观察和实验系统地研究物理和自然世界的结构和行为。
观察和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 进化论是一种理论。 它是人的哲学观点, 易犯错误的人, 不相信上帝。 而且,
被多数人 "欺负" 的人 "接受" 了, 他们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与现实脱节。 以下是一些争论点:
大爆炸理论
这只是一个理论。 而是一些理论。 圣经的 "等值" 这是有趣的: 在开始上帝创造了天堂和地球 (创世纪
1:1);有一天, 上帝创造了空间、 时间和物质。 博物学家可以说, 它 "刚刚发生", 从没有什么东西来了。
创论者认为, 一个无所不知、 全能的人, 从一无所有中创造了一切: 上帝。 这些都不能被观察或测试。
让我们看看更实际的论据。
首先, 所有不相信的科学家都不赞同进化论。 是的, 大多数博士生都相信进化论,
但有些人认为设计师已经开始了这一切, 尽管他们不能回答是谁。 利哈伊大学的迈 克尔 . Behe
博士是该阵营反驳达尔 文进化论的著名科学家之一。 Behe 说, 最著名的原则是 "不可约的复杂性",
我对复杂生物化学系统的进化感兴 趣。 细胞中的许多分子系统需要多个成分才能起作用。
我把这些系统称为 "irreducibly 情结"。 (Behe 1996, 2001) "Irreducibly
复杂系统在我看来很难在一个传统的, gradualistic 的达尔 文框架内解释,
因为系统的功能只有在系统基本完成时才会出现." Behe 援引捕鼠器为例:
捕鼠器需要所有部件才能正常工作。
Web: https://www.lehigh.edu/~inbios/Faculty/Beh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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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
博物学家在各地挖出化石骨头, 然后根据他们的观点开发故事和时间线。 其他人看到的化石记录只是尖叫
"上帝"。 为什么？ 世界上几乎所有生命都在地球上丧生的洪水, 将会留下数以亿计的死物,
埋在地球上由水所铺设的岩层中。 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 此外,
世界范围内的洪水将把海洋化石存放在山顶上。 这也是存在的。 博物学家相信动物会死;被地球逐渐覆盖,
最终 fossilize。 尝试这个实验: 找到一个死了的动物, 让它躺在你的后院,
看看它是否仍然有足够 长的时间来成为一个化石。

3月的进步
鲁道夫 Zallinger 了一个图像, 我们都看到了在所有的教科书中发现。 它的目的是显示 "3月的进步"
从猴子到人类 的进化。

这个插图的问题是所有的代表人物要么是猴子, 要么是人。 没有过渡代表。
创造论者并不是唯一一个看到这种思想谬误的科学家。 从世俗杂志美国科学家,
"思考史前人类 行为变异的各种适应性策略提供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差异。 但首先,
我们需要摒弃一个不正确和过时的关于人类 进化的观念, 即史前智人可以被划分为 "古老" 和 "现代"
人类 的信念。
Web: https://www.americanscientist.org/article/refuting-a-myth-about-human-origins

DNA
所有生命所拥有的 DNA "程序" 只能被描述为设计。 下面是一个自然主义的观点:
斯蒂芬. 迈 耶博士领导了发现学院的科学和文化中心, 一个非党派的公众智囊团, 在西雅图, 华盛顿和阿灵顿,
弗吉尼亚州的办事处。 梅耶把他的职业生涯的两年献给了他称之为 "DNA 谜" 的奇怪案例。
他在2009年6月发表的2009本《 细胞、 DNA 和智能设计证据》 的书记载了他个人和专业的调查,
其原因是对细胞内生物信息起源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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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作为探索地球物理学家的时候, 梅耶出席了在达拉斯举行的会议,
讨论宇宙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和人类 意识的本质。

"这是一个关于科学家们知道他们不知道的问题的讨论," 迈 耶说。 "我很惊讶地发现,
与我在许多教科书中所读到的相反, 关于生命起源的主要科学专家对生命最初的产生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些专家, 其中许多人是在达拉斯的周末, 公开承认, 他们没有一个足够 的理论, 他们所谓的 "化学进化",
这是一个理论, 第一个活细胞是如何从简单的化学物质在原始海洋中产生的。 从他们的讨论中, 很明显,
DNA--其神秘的化学特征排列--是造成这种僵局的一个关键原因。
Web: http://www.vision.org/visionmedia/reviews/intelligent-design-signature-in-thecell/17451.aspx
碳14
创论者和年轻地球科学家经常提到 C14 放射性碳的约会是一种 "错误的约会方法"。
碳14在一定速率下衰减。 但是用这个衰变率来确定某种东西的年龄是很脆弱的。 例如, 在 "史前史" 中,
人们必须对大气层的构成进行假设。 再次: 假设。
以下是辐射碳约会的两大问题:
首先, 发现了含有碳14的恐龙软组织。 C14 的衰变率不能超过10万岁。 如果恐龙7500万年前就死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试图解释。

"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开始分析大约100年前在加拿大艾伯塔省的恐龙园编队出土的八只恐龙化石时,
期望值较低。 大部分的骨骼, 追溯到白垩纪时期, 在碎片;剩下的碎片质量低于平均水平。 然而,
对科学家们的惊讶, 用电子显微镜进行的分析显示, 在大约7500万年的石化中,
红血球和胶原纤维一直保持完好。
"不像骨骼和牙齿, 它可以存活上亿年, 软组织是最早的材料, 在石化过程中消失。 尽管如此,
科学家们在恐龙骨骼中发现了完整的软组织。 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 2005,
当时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玛丽。 但这种发现是罕见的, 以前只发生了非常完好的化石。
伦敦帝国学院的科学家本周在《 自然通讯》 杂志上报道的关于新发现的最不寻常的事情是,
他们所研究的化石的条件相对较差 (仁慈地说)。
Web: https://www.history.com/news/scientists-find-soft-tissue-in-75-million-year-olddinosaur-bones
其次, 发现了含有 C14 的钻石。 科学家们再次认为, 钻石是地球上最坚硬的物质,
在数以亿计的年份前就形成了。 而且, 再一次, C14 应该腐烂在没有马超过10万年。 C14
也被发现在煤中。
放射性碳的约会一般只限于5万岁以上的约会样本, 因为比那些年龄较大的样品没有足够 的 C14 可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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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特殊的样品制备技术、 大样本和非常长的测量时间, 可以获得较早的日期。
这些技术可以使日期的测量达到 6万, 在某些情况下, 在目前的7.5万年前 (沃克, 麦克 (2005)。
第四纪约会方法 (PDF)。 23. 奇切斯特: 约翰. 威利和儿子。 国际标准书号 978-0-470-86927-7。
显然, Creationist 和自然主义观点之间有许多 "分歧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做的不够 ,
但可能激起你的兴 趣。 众多的科学家组织也是基督徒, 他们形成了研究机构, 出版文章、 书籍、 dvd
等支持他们的观点。
生命的气息
耶和华神造了地上尘土的人, 将生命的气息吸入他的鼻孔;人类 变成了活生生的灵魂 (创世纪 2:7)
我曾经有过帮助肯火腿, 在创世纪部的答案执行主任, 在圣经学院, 神学院和高中的一系列程序。
我事先熟悉圣经的创作科学。 听了大部分的演讲稿后, 我有机会在一个难得的休息时和肯恩说话。
我与他分享, 圣经创作帐户中的四个模糊的词使我相信了特殊创造的真理: "生命的气息"。
《 圣经》 的创作顺序可能起初似乎不合逻辑:
光是在太阳之前创造的;爬行动物是在哺乳动物和人类 的同一天创造的
(进化论者认为恐龙比人类 早活);在恐龙之前创造的鸟类 (进化论者相信鸟类 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
一个信奉圣经的基督徒怎么解释这个？ 如果圣经是真实无误的, 那么就应该很容易证明这些 "不一致"。
那么, 我们有什么证据, 一个方法还是另一个？ 让我们从 "生命的气息" 开始。
活着的那一刻死亡后, 身体仍然包含着所有必要的 DNA 链, 分子, 器官和体液, 在活着的时候它拥有。
为什么会死？ 防止有组织的物质生活的根本缺失是什么？ 肯火腿是个科学家。 他同意这种 "生命气息"
是我们人类 的理解和感知之外的。 单单这个原因就可以让我接受一个至高无上的人 (上帝) 的智能设计,
但还有许多其他原因。
早期的人
发现频道播出了最后一个尼安德特人, 这是关于我们假想的野蛮祖先。
进化论者必须让尼安德特人适应他们漫长的时代框架, 所以他们把尼安德特人们描绘成类 人猿。
我相信任何年龄的男人都是 "男人" 以下是进化论索赔和 creationist 响应:
尼安德特人也许有复杂的语言 (从最后尼安德特人)。 圣经教导, 只有神的百姓, 不是尼安德特人,
Magnons, Africanus 等。 他们都是从亚当创立之日 (creationist 的位置) 说起的。 所以, 我们同意。
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欧洲和中东成千上万年前。 我们同意《 圣经》 所示的早期人类 的位置。
住在小团体。 彼此关心。 猎人/采集者。 粗糙的工具。 埋葬了他们的死。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的后裔来自2人。 亚当和夏娃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 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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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给了我们所有的草药来做食物。 洪水过后我们才吃肉。
突然消失了。 几种可能性。 在诺亚洪水之前居住的人被埋在洪水中。
另一些人在巴贝尔 混乱后迅速散开。 其他人不时地拾起并移动。
尼安德特人有大骨, 大脑袋, 肌肉发达。 将爱斯基摩人比作美洲原住民, 与欧洲人进行比较。
所有人可以被修造不同地包括头骨形状。
一位新的 "前任", 在法国被发现。 他的头骨和尼安德特人不同, 他个子高, 骨骼更轻, 吃了更好的食物,
还做了首饰。 听起来像现代人!
第二个群体是 "非洲以外的", 要么流离失所, 包括尼安德特人, 要么混合, 并与其他人合并。 这些天,
我们混合和合并所有的时间和使用可恨的名称 "混血儿"。
这里有一个关于进化论的伟大引述: 进化如此微妙的花朵 , 它必须得到保护吗？ 如果是的话,
那一定是出了问题。 安德鲁 Wert, 创造科学奖学金。
创造是一种信念, 事实是合适的。 你可以相信圣经是上帝的错误的话语。 它包含真理, 它是真理。
圣经不是童话故事, 也不是故事来引导我们的道德。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可能不知道圣经中最好的消息;那就是, 在天上与神的救赎和永生, 根据他的应许:
圣经与历史
现代考古学始于过去几个世纪。 这些科学家发掘了许多古老的遗址, 让我们了解到旧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他们的能力。 最主要的例子是埃及和法老时代。 这个北非国家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 圣经遗址呢？
这里是一个人和地方的列表, 世俗主义者认为是由创造宗教的人发明的, 写了一本 "神话" 的书。
全球水灾
进化论者不接受全球洪水。 他们指出, 神创论者接受洪水的主要原因是不正确的。
进化论者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洪水。 大多数创造论者都承认,
大峡谷是由水所堆积的分层沉积物的证据, 洪水过后, 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在峡谷中雕刻。

PBS 在2017年11月11日提交了一集题为 "杀手洪水" 的新星插曲。 这是广播中的一句名言: "世界各地,
三个偏远的地方有着怪异的相似之处。 在美国, 1.6万英里的干峡谷和奇异的岩层覆盖了西北部;在冰岛,
一个300英尺深的峡谷似乎已经在瞬间被撕裂;在英国的海岸上, 一个神秘的峡谷网深深地刻在海底,
可以揭示出这条通道是如何首先把现在英国从法国分离出来的。 远没有逐渐侵蚀, 有证据表明,
巨大的洪水在地质眨眼间撕裂了这些景观。 但有什么能触发这种致命的洪水呢？ 再一次罢工？
新星计划的结论是, 大量的水在短时间内导致了这些事件。 他们将其中一些人比作大峡谷, 但 (我认为)
仔细地忽略了大峡谷事件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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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神论者的科学家们把大峡谷的证据看成是一种突然的和最近的事件。 沃尔 特.
布朗博士在他的书中提出, 在一开始, 大量的沉积层是由全球灾难产生的, 并且像毯子一样覆盖着地球。
布朗博士推测洪水的排水产生了一些巨大的后洪水湖泊。 "由于当地的情况, 许多湖泊最终干涸了。
其他人仍然到今天, 但其他人增长。 最终, 拥有这些大湖的天然水坝让路, 水开始从缝隙中倾泻而出。
发生的事情越多, 差距就越大, 直到整个湖泊在灾难中激增, 快速地雕刻峡谷。 这些职位坚持科学模式。
Web:
https://www.missionimperative.org/uploads/4/7/7/0/47708539/how_did_the_grand_canyo
n_actually_form.pdf
多玛和蛾摩拉
圣经对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破坏只是一个神话吗？ 一位考古学家认为, 在约旦死海近12年的时间里,
他发现了该地区最大的双胞胎城市的废墟, 符合圣经帐户的所有标准, 这是不太可能的。
在西南大学三位一体的圣经研究和教义教授史蒂芬？柯林斯说,
位于死海东北部八英里的约旦南部山谷的一个 "可怕" 的地方, 完全符合圣经的描述。 "罪恶之城"
在一天内被烈火和硫磺摧毁。 柯林斯在2005年开始探索瓦砾, 最终得出结论,
它确实是由亚伯拉罕救出的遗址, 是由亚伯拉罕从统治的城市状态的判断中拯救出来的。
"当我们探索这一地区时, 选择高大的土耳其为所多玛的地点几乎是一个不动脑筋的事情,
因为它至少比整个地区所有其他青铜时代遗址大五到10倍." 该网站是一个大土堆, 或电话,
他认为代表了两个城市的废墟。
研究小组从那以后发现了高和厚实的防御墙壁、 门 、 塔、 广场和城墙以及一个宫殿在上部城市。
Web: http://mobile.wnd.com/2018/03/have-sodom-and-gomorrah-been-found/
埃及的以色列人和流亡的人
一些现代史学家否认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 根据 "出埃及证据: 埃及古物学者看圣经的历史"
从圣经考古学评论的可能/2016年6月问题搏斗与这两个问题-"出埃及发生了？在这篇文章中, 有证据表明,
一般支持第十三世纪公元流亡在 Ramesside 时期, 当埃及的第十九王朝统治。 这篇文章审查埃及文本,
文物和考古遗址, 这表明圣经叙述了准确的记忆从第十三世纪公元例如,
在圣经中出现的关于以色列从埃及外流的三个地方的名称与 Ramesside 时期的埃及地名相对应 (13th–
11th 世纪公元)。 圣经叙述, 作为奴隶, 以色列人被迫建造 Pithom 和拉美西斯的商店。 十瘟疫之后,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著名地越过了山药 Suph (翻译成红海或芦苇海), 他们的水奇迹般地分开了。
圣经的名字 Pithom, 拉美西斯和山药 Suph 对应于埃及地名 pi Ramesse, pi 阿托姆和 (Pa) Tjuf。
这三个地名在埃及文本一起仅出现在 Ramesside 期间。 Ramesse
的名字在埃及第三个中间时期开始的时候被使用了, 它开始了大约1085公元, 并且不再再现直到以后。
Web: https://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biblical-topics/exodus/exodus-fact-or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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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国王
大卫是一个圣经人物, 他曾有争议地否认曾经存在过。 但是, 在以色列北部古城丹的废墟 ( "电话 ")
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个叫做 "丹碑" 的考古发现。 它是由玄武岩, 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石头在古代。
由于生产成本高昂, 这座纪念碑不可能由任何人竖立起来。 这很可能是一个国王的工作。
字母表的早期形式保存了十三行文字。 这些信是清晰和优雅的刻记,
并承认作为一个古叙利亚的母语的亚拉姆语。 九线吸引了第一批读者的集体眼球。
有辅音拼写出大卫的名字: DWD。 但这个名字并不孤独。 这是一个更大的词的一部分, "大卫的房子"。
Web: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first/m/mckenziedavid.html?mcubz=1
所罗门
像他的父亲, 大卫, 许多拒绝所罗门 作为一个虚构字符。
一些人认为最近在以色列南部的圣经添马舰公园发掘了所罗门 的一个商店城市的入口。
该遗址考古工作者保罗？拉戈认为, 他在最近的挖掘中帮助揭开的大门 ,
导致了《 第一国王》 书中所描述的一个设防城市。 "圣经说, 所罗门 在沙漠中建造了一座堡垒,"
他告诉以色列打破了新闻。 "考古学证据是符合1国王 9:19, 它说, 所罗门 在旷野建造添马舰。
Web: http://patternsofevidence.com/blog/2018/01/26/have-solomons-gates-been-found/
耶稣
旧约中包含了无数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到来的预言。 有人声称, 早期的基督徒回到圣经中,
改变它们以表明耶稣完成了这些预言。 证据表明, 这没有发生在死海卷轴, 这是古老的犹太宗教,
主要是希伯来文, 在死海附近的昆兰洞穴发现手稿。 写在耶稣的时代, 他们表明, 现代旧约 (希伯来圣经)
是一样的当前版本。 早期的基督徒没有恶作剧。
其他圣经个性
现代史学家质疑一个名叫尼布甲尼撒的国王存在。 他是夺取犹太人并摧毁第一座寺庙 的国王。 最近,
考古学家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砖块, 上面印有他的名字。 证据已经浮出水面, 许多圣经人物确实存在。
越来越多的《 圣经》 的历史性被证实了。
Web: https://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people-cultures-in-the-bible/people-inthe-bible/50-people-in-the-bible-confirmed-archaeologically/
第一和第二寺庙 的遗骸是已知的, 并且许多新约地点和地方与耶稣相关。
你可以去一个虚拟的旅游和访问这些地方 "从家里。
Web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IZJ4YUj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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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一血中,
每一个国家的人都要住在地球上所有的面孔,
并确定了他们的指定时间和他们居住的边界.....。
行为17:26

荣耀归父、子和圣灵: 因为它是在开始, 是现在,
并将永远。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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