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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
除非另有说明, 圣经引文翻译从授权国王詹姆斯版本, 公共领域。 其他翻译可能包括:
新的国际版本 (NIV):
圣经取自《圣经》, 新的国际版®版权·1973年, 1978年, 1984年, 由国际圣经协会。 经
zondervan 出版社许可使用。 保留所有权利。 "niv" 和 "新国际版"
商标由国际圣经学会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注册。
使用任何一种商标都需要得到国际圣经协会的许可。
生活的边界 (LVB):
生活圣经, 版权©1971由廷代尔大厦出版商, 惠顿, 伊利诺伊州, 使用的许可。
修订标准版本 (RSV):
《圣经》的修订标准版本。 版权所有©1996, 1952, 1971
由美国基督教会的基督教教育司在美国, 并且使用的允许。

推荐在线边界:
"您的版本:"
从您的计算机、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超过900种语言的1200多个圣经版本中进行选择,
其中许多版本可作为音频圣经。
 计算机: https://www.bible.com/

 手机应用程序: https://www.bible.com/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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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
这个研究指南是为新读者设计的:
那些是新基督徒的人或者那些只想知道圣经说了什么的人。 它首先是《圣经》的书面总结:
一个人如何与另一个人分享《圣经》所赋予的内容。 下一节列出了支持这篇文章的经文。
中间部分是为那些已经开始理解的读者准备的。
圣经研究以对预言的深入解读和更深层次的概念结束。 另外,
还有㇐节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信徒接受当前的考古学和科学支持圣经文本。
作者的总体关注是拯救迷失的灵魂。
上帝为所有接受他恩典的人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弥赛亚和耶和华提供了道路。
这个学习指南是为了宣告圣经是神的字面话语,
对所有遵守他的诫命、学习他的话语、寻求只有他才能给予的智慧的人都是有用的。
上帝是造物主。 他拥有我们 只有他才有权利发出诫命和审判我们。
神的主计划因我们的罪恶行为而被重定向。 他对我们永恒的计划是, 我们跟随他的儿子,
弥赛亚, 谁已经作为罪的救赎者来了, 永远。 耶稣将返回征服撒旦和我们所有的敌人。
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的救赎者的人, 将永远与征服者同在。
作者提供他的所有产品作为免费下载从他的网站以及谷歌图书。

作者
作者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工程学院, 是一名退休的专业工程师。
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家大型私营工业公司的建筑行政和管理领域。 此前,
他曾担任同一家公司的特别项目经理, 专门从事食品制造和物料搬运。
lark 是 word 的创始人, 负责世界各部, 这是㇐个出版和分配免费见证资源的问题。

因此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 是忠心的神, 他与爱他的人立约怜悯, 并遵守他的诫命,
直到千代; (申命记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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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珍妮,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珍妮送给我的礼物包括㇐个儿子、女儿和八个孙子。 祝福上的祝福! 珍妮是我最好的朋友
老人的孙子是他最大的荣耀。 孩子的荣耀是他的父亲。 (箴言 17: 6)。
我想向我的父母, 已故的拉尔夫·h·和珍珠 n ·洛克致敬。 如果没有父母的祈祷和指导,
我的灵魂可能会迷失。

尊敬你的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地上长久。 (出境记
20:12)。

确认
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 救主和造物主。
感谢我父母教导我圣经和耶和华的道。 如果我能说我对他们有能力, 我会感到非常自豪!
我的叔叔埃德温·马克为之前的书贡献了圣经, 并简单地告诉我: "继续写作"。
谢谢你, 珍妮, 你给你丈夫的精神支持。
兰迪和玛丽亚·兰克提供了比他们所知道的更多的动力。
求你称谢耶和华。呼吁他的名字: 在人民中知道他的行为。 你们要向他歌唱, 向他唱赞美诗.
你们要述说他㇐切奇妙的作为。 (诗篇 10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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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开始学习
这㇐节是为那些希望熟悉圣经的人准备的,
或者是以最有意义的方式开始阅读整本《圣经》的人准备的。
它从一篇重述圣经故事的文章开始。

叙事
旧的试验
法律规定

历史

诗歌与智慧

成因
出 埃及 记
利未提库斯
数字
申命记

乔舒亚
法官
露丝
1和2塞缪尔
1和2国王

工作
诗篇
谚语
传道书
所罗门之歌

预言

以赛亚
耶利米
悲叹
以西 结
丹尼尔

1和2编年史
艾拉
尼希米
以斯帖

霍塞亚
乔尔
阿莫斯
奥巴迪亚

乔纳
弥迦
纳胡姆
哈巴谷
泽夫尼亚
哈盖
撒 迦利亚
玛拉基

《圣经》从五本名为《律法》的书开始。 他们也被称为 "摩西的书。 耶稣在地上事奉期间,
把书献给摩西。
圣经的开始也是宇宙的开始, 也是宇宙中的一切。
上帝在创世记第㇐章中创造了物质、时间、空间、光和所有生命, 包括人类。
神宣告一切都好: 完全的创造。 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 人违背神 (罪), 带来死亡和毁灭。
这就是所谓的 "原罪", 也是为什么弥赛亚的诞生、死亡和复活需要救赎的原因。
第四节审查了 "创造与科学"。
一个熟悉的罪和毁灭的模式, 其次是宽恕发展。 这种模式在创世纪中建立,
并一直延续到《圣经》的最后㇐页。 创世纪继续与猖獗的罪, 到了一定程度,
使上帝选择毁灭生命。 他找到了一个正直的人, 诺亚, 并选择拯救这个人, 他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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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植物和动物的生命。 上帝在方舟上放置呼吸空气的动物,
从而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洪水, 拯救诺亚的家庭, 幸存的植被和动物。
洪水过后, 上帝命令人们在地球上传播。 他们不听。 事实上, 他们联合起来,
试图建造第㇐座 "摩天大楼", 以便更接近上帝。 上帝混淆了他们的语言,
所以他们只能在群体中交流。 这导致他们通过语言分离, 分配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一些圣经学者认为, 在这种分散之后,
上帝导致构造板块从单㇐的潘加大陆转移到目前的形态。
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进入画面, 成为人民的父亲, 被称为 "以色列人"。
(他也成为以实玛利和阿拉伯人的父亲。 他的后裔, 以色列人, 最终在埃及作为法老的奴隶。
这是人们熟悉的 "犯罪、惩罚和救赎" 的情景。 上帝选择㇐个不情愿的英雄, 名叫 "摩西",
带领 "神的子民" 离开埃及。
以色列人逃到应许之地。 在漫长的旅程中, 他们多次重复 "犯罪、惩罚和救赎"。
上帝给他们律法 (十诫和其他律法), 带领他们战胜法老的军队,
以及生活在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的人的军队。
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挑选㇐个国王和法官来统治人民。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
他们重复着 "犯罪、惩罚和救赎"。 这记录在第二组圣经中, 一组12本书叫《历史》。
在同一时期, 著名的国王大卫, 他的儿子所罗门, 和其他人记录的歌曲, 诗歌和智慧的书籍。
这五本书被称为 "诗与智慧", 包括著名和珍贵的诗篇和谚语的标题。
下一个圣经部分总结 "旧约", 或 "希伯来圣经"。 这十七本预言性书籍的收集预示着未来:
坏消息和所有古老王国的好消息。 他们还预言了即将到来的弥赛亚,
他将到达拯救他的人民。 我们称这个人为耶稣, 或基督。

(请参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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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精密的产品
乔尔
乔纳
阿莫斯
霍塞 亚
弥迦
纳胡姆
公元前
泽法尼亚
哈巴谷
耶利米

850-700年
800年
780-752年
760-710年
740年
740-680年
700-615年
630-620年
627-585年
626-580年

精 益 求 精 的 产品
丹尼 尔
奥巴迪 亚
公元前

604-535 年
593-570 年
585 年

精 益 求 精 的 产品
哈盖
520 年
撒 迦利 亚
520-518 年
玛拉基
450-400 年

新的测试
制备

事件

传播

解释

完善

旧约

福音书

的行为

书信

的启示

"遗嘱" 的同义词包括 "证据、见证、证明和认证"。 圣经将被接受为上帝万无㇐失的话语。
旧约为新约铺平了道路。 《新约》以四本书开头, 这四本经文讲述了旧约《耶稣》中预言的
"新" 圣经人物的生命。 耶稣出生在伯利恒, 在加利利长大成人。 他经受住了撒旦的诱惑,
充当了老师和医治者, 为了实现预言, 他死在十字架上, 就像一只无辜的羔羊。
耶稣在第三天复活, 继续教导四十天, 并升天到天上, 在父神的右手统治。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和复活上的死, 是为了赎罪,
并将永生赐给任何接受他为耶和华和救主的人。
新约的第二部分从㇐本书开始, 使徒行传或使徒行传。
使徒的劳动解释了使徒的劳动历史和基督教会的基础。
接下来的 2 1 本经文是解释书:


我们被信仰、神圣的恩典而不是仪式 (工作) 所证明。



保罗警告他的门徒不要出错, 并劝他们履行某些职责。



在信仰和神圣的谈话中继续的指示。



牧师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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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仰的效力与善行相结合的论述。




对基督徒生活的劝诫。
基督教仁慈的美。



尊重我们的主的人, 并规劝基督徒的爱和行为。



警告对虚假教师和骗子的行为。

《圣经》的最后㇐节是㇐本名为《启示录》的书。 这本神性的圣经预示着教会的未来。
同样预言的是日子的结束, 死者的复活和活着的圣人 (信徒) 的狂喜。
接下来是七年的苦难时期, 然后是千年 (千年时期)。 最后, 预言了撒旦和死亡被抛入地狱。
对信徒的永恒和天堂的辉煌进行了描述。
第四节回顾了《圣经》历史与考古学和科学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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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阅读计划:
创造、腐蚀和催化
《旧约》(第㇐卷)
1. 第1-2 章: 物质、时间、空间和生命的创造, 第一 (或埃德尼) 约。
2. 第3-4 章: 腐败和人的堕落。 原罪。 救赎的承诺。 第一次谋杀
3. 第6章第1章: 洪水前的生活。
4. 第6-7 章: 审判、恩典和洪水。
5. 第8-9 章: 洪水后果、人类政府的分配 (比较罗马书
13)、诺亚希约、诺亚的罪、诺亚的预言。
6. 第11章: 1-9: 更多的失败和散射。

上帝的人
《旧约》(书 2)
1. 第1章: 以色列人的压迫
2. 第2-4 章: 摩西: 出生, 与以色列的身份, 燃烧的灌木, 上帝揭示自己, 和他的反对。
3. 第5章: 摩西与法老的竞争。
4. 第6章: 摩西鼓励。
5. 第7-11 章: 摩西委员会续会, 前9个瘟疫。
6. 第12章: 逾越节, 第十个瘟疫, 匆匆离开埃及。

《旧约》(第三册)
1. 第16章: 赎罪日。
2. 第17章: 牺牲法。

编号 (旧约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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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36 章: 从埃及到约旦的旅程摘要, 准备进入应许之地、利未人的城市和避难所,
关于继承的法律。

《旧约》(第5章)
1. 第四章: 伟大的法律教导了新㇐代。

《世界与拯救》

伊斯兰 (旧约书 23)
1. 52-66 章: 弥赛亚的承诺, 对信徒的奖励, 拯救。

圣卢克的上帝 (新约第三册)
1. 第1-4 章: 耶稣的诞生、洗礼、诱惑和家谱。
2. 第5-19 章: 耶稣的事奉和凯旋进入。
3. 第20至23章: 基督的拒绝和死亡
4. 第24章: 复活, 门徒的使命, 提升。

圣约翰圣国的上帝 (新约书 4)
1. 第三章: 耶稣揭示了如何来到拯救, 洗礼, 和约翰的见证。
2. 第19章: 耶稣被审判, 钉十字架, 埋葬。
3. 第20章: 复活。

基督返回天堂后的可口证人

《新约》的内容 (新约书 5)
1. 第1章: 等待教会。
2. 第2-8 章: 五旬节, 索尔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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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9-14 章: 扫罗改名为保罗, 第一次传教之旅。
4. 第15章: 耶路撒冷的议会, 外邦人的召唤。
5. 第16-20 章: 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传教士之旅。
6. 第27-28 章: 保罗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的旅程。

对浪漫的影响 (新约第六卷)
1. 第1-12 章: 世界在神面前是有罪的, 耶稣是靠对基督的信心,
成圣是通过与基督的联合, 在他的死亡和复活, 基督徒的生活和为上帝的荣耀服务。
2. 第13章: 基督徒和政府。
3. 第14-16 章: 基督教爱情的流出。

对 加拉蒂安 的影响 (新约第九卷)
1. 第1-6 章: 我们是以信仰为理由的, 而不是以仪式 (工作) 为理由的。

永恒

《再创新》 (新约第27卷)
1. 第一章:
介绍了最后几天和未来的揭
幕, 并对其进行了记录。
2. 第21章:
新的天堂、新的大地和新的
耶路撒冷。
3. 第22章:
一个新的天堂,
最后的警告, 最后的承诺。

耶稣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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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间研究
创建后的历史

《旧约》(第㇐卷)
1. 第五章: 亚当的家庭和早期文明。
2. 第10章: 诺亚的家庭。
3. 第11章: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介绍。
4. 第12-16 章: 承诺的分配, 亚伯拉罕之约, 更多的失败。
5. 第17章: 作为全能的上帝的启示。
6. 第18章: 亚伯拉罕作为 "神的朋友"。
7. 第19章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批号和毁灭。
8. 第21-22 章: 以撒的诞生, 以撒的供品。
9. 第37章: 约瑟卖给埃及。
10. 第45章: 约瑟向他的弟兄显现自己。

上帝的人: 上升和失败

《旧约》(书 2)
1. 第13章: 第一次出生, 为耶和华分开, 旅程, 从上帝的帮助。
2. 第14章: 法老追赶以色列人。
3. 第15-19 章: 被救赎之歌, 神满足饥渴, 特别的安息日约。
4. 第20-24 章: 给出的法律。
5. 第25-27 章: 神指示摩西建造一个会幕和约约的方舟。
6. 第32章: 破碎的法律, 金牛, 和纪律。
7. 第34章: 法律的第二片。
8. 35-40 章: 建造塔棚、神圣的家具、祭司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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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第三册)
1. 第8章: 亚伦和他儿子作祭司的奉献。
2. 第9-10 章: 祭司开始他们的事工, 奇怪的火, 和禁令。
3. 第11-13 章: 清洁、圣洁的法则。 母亲的法律。 一个神圣的上帝和神圣的人民。
4. 第15章: 人员的清洁。
5. 第18-20 章: 婚姻、欲望、偶像崇拜、穷人、不道德。
6. 第21-23 章: 牧师身份、牺牲、宴请。
7. 第24-27 章: 额外的法律和处罚、国家法律以及敬业的人和事物。

犯罪、法律和改造牛奶和蜂蜜的土地

编号 (旧约书 4)
1. 第1-4 章: 准备离开西奈, 摩西准备战争, 人口普查的人按任务;在荒野中流浪的故事。
2. 第5-9 章: 对旅行的纯度和法律的要求。
3. 第10-12 章: 银喇叭, 从西奈到卡德什-巴内亚的行军, 抱怨和惩罚。
4. 第13-14 章: 在卡德什-巴内亚, 以色列间谍, 叛逆的不信, 责备和赦免。
5. 第15-16 章: 多年的流浪, 法律, 叛乱, 和惩罚。
6. 第17-18 章: 阿伦和他的职责。
7. 第19-25 章: 行军、胜利和死亡, 预言, 第26-32 章:
摩西为战争、更多的法律、定居在基列做准备。

乔舒亚 (旧约第六卷)
1. 第1-5 章: 准备进入巴勒斯坦, 乔舒亚指挥军队, 进入约旦。
2. 第6至17章: 征服, 更多的罪, 祝福和诅咒。
3. 第18至22章: 分配土地。
4. 第23-24 章: 乔舒亚呼吁人民, 回顾以色列的历史, 以及他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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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返回和第㇐个主题

艾拉 (旧约第15册)
1. 第1-6 章: 第一次从巴比伦回来, 建造第二圣殿。
2. 第7-10 章: 以斯拉的事工。

尼希米 (旧约第16卷)
1. 第1-13 章: 尼西米亚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哈盖 (旧约第37卷)
1. 第1-2 章: 对寺庙重建的回扣、鼓励和预言。

一个保护她的人的女王

埃瑟尔 (旧约书 17)
1. 第1章: 以斯帖, 犹太人, 被选为波斯女王。
2. 第2-7 章: 以斯帖拯救犹太人, 使他们免遭毁灭。
3. 第8-10 章: 犹太人对他们的敌人进行报复。

一个信使

伊斯兰 (旧约书 23)
1. 40-48 章: 上帝的伟大。
2. 49-51 章: 受苦受难的主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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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 结 (旧约第26卷)

1. 第1-3 章: 以西结的召唤。
2. 第4至24章: 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警告。
3. 第25-32 章: 对外邦人的判决。
4. 第33章: 以西结的责任。

丹尼尔 (旧约第27卷)
1. 第1章: 丹尼尔斯的早期生活。
2. 第2章: 尼布甲尼撒的视野和解释。
3. 第3章: 火热的熔炉: 沙德拉赫、美沙赫和阿贝尼戈。
4. 第四章: 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和解释。
5. 第5-6 章: 伯沙撒和大流士手下的但以理, 墙上的笔迹, 但以理的信心和狮子的巢穴。

霍塞亚 (旧约第28卷)
1. 第1-14 章: 霍西事工的一本短篇小说, 关于爱和救赎的预言。

乔尔 (旧约书 29)
1. 第1-3 章: 一本短篇小说, 预言犹大的苦难, 以及以色列的恢复。

泽法尼亚 (旧约卷 36)
1. 第1-2 章: 巴比伦人的入侵, 泽弗尼亚的忏悔号召。
2. 第3章: 以色列, 外邦人的审判, 即将到来的弥赛亚。

《旧约》(第38部书)
1. 第1-6 章: 悔改的呼唤, 安慰以色列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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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7-8 章: 来自巴比伦的代表团。
3. 第9-14 章: 以色列时代的终结, 弥赛亚的到来。

对基因的呼吁

马拉奇 (旧约书 39)
1. 第1-2 章: 以色列人和祭司否认和鄙视神, 对家庭的犯罪。
2. 第3章: 预言施洗约翰, 信徒反对非信徒。
3. 第4章: 耶和华和弥赛亚的日子。

诗歌、赞美和智慧

诗篇 (旧约书 19)
1.
2.
3.
4.

第1-41 章: 第1卷
42-72 章: 第2卷
73-89 章: 第3卷
90-106 章: 第4卷

5. 107-150 章: 第5本书

探索 (旧约第20卷)
1. 第1-9 章: 鼓励年轻人。
2. 第10-24 章: 智慧和上帝对愚蠢和罪恶。
3. 第25-29 章: 希西家选择的索洛蒙智慧。
4. 30-32 章: 阿古尔和勒穆埃尔写的箴言。

教会 (旧约第21卷)
1. 第1-4 章: 所罗门对尘世事物虚荣心的体验。
2. 第5-12 章: 从尘世的经验中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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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门之歌 (旧约第22卷)
1. 第一章第8章: 所罗门的 "歌" 的爱情和婚姻作为耶稣和教会的隐喻。

耶稣的生活和部长

圣体之神 (新约书 1)
1. 第1-4 章: 耶稣的诞生和早期的生活, 施洗约翰, 耶稣的诱惑。
2. 第5-7 章: 山上的讲道。
3. 第8-12 章: 耶稣的权威和拒绝。
4. 第13章: 王国的权威, 两个国王之间的时期。
5. 第14-23 章: 耶稣的事奉。
6. 第24-25 章: 耶稣预言复活。
7. 第26-28 章: 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的国王。

圣马克的上帝 (新约书 2)
1. 第1-2 章: 耶稣的介绍;施洗约翰, 耶稣的试探, 门徒的选择, 和医治。
2. 第3-13 章: 更多的治疗, 不可原谅的罪, 神迹, 和比喻。
3. 第14-16 章: 耶稣的顺服、死亡、复活和提升。

圣约翰圣国的上帝 (新约书 4)
1. 第1-2 章: 基督的神, 耶稣作为造物主, 施洗约翰, 基督的力量, 第一个奇迹。
2. 第4-18 章: 基督的生命, 其他门徒不相关的重要记载。

对 菲塞西亚 的影响 (新约第10本)
1. 第1-6 章: 恩典, 教会, 基督的身体。

19

《再创新》 (新约第27卷)
1. 第2-3 章: 给小亚细亚七座教堂的信。
2. 第19-20 章: 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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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高级研究
《旧约》(第㇐卷)
1. 第20章: 亚伯拉罕的流逝。
2. 第23-24 章: 撒萨克的新娘萨拉之死, 回答着祈祷。
3. 第25-36

章:

亚伯拉罕圣约向艾萨克证实,

亚伯拉罕之死,
雅各的家人,

逃跑,

以实玛利的世代以实撒的崛起,
并改名为以色列。

雅各跌倒了,

并恢复。 以扫的世代。 神的子民称以色列人。
4. 第38章: 犹大的罪。
5. 39-41 章: 约瑟在埃及的时间, 监禁, 预言, 提高。
6. 42-44 章: 约瑟夫的兄弟去埃及。
7. 46-50 章: 雅各布的家人去了埃及, 雅各布的家人受到了尊敬, 祝福和死亡。

《旧约》(书 2)
1. 第28-29 章: 法律和牧师身份。
2. 第330-31 章: 法律和会幕、敬拜、工匠、安息日和一个标志。

《旧约》(第三册)
1. 第1-7 章: 供品。
2. 第14章: 清叶和麻疯鸟的房子

《旧约》(第5章)
1. 第1-3 章: 出逃后以色列人的历史: 失败、流浪和战争。
2. 第5-34 章: 法律的特殊性;摩西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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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上的上帝的历史

法官 (旧约第七卷)
1.
2.
3.
4.

第1-3 章: 回顾过去和设立法官办公室。 整本书讲述了从乔舒亚到萨姆森的历史。
第3章: 5-16 章: 法官及其成就。
第17-20 章: 混乱和冲突。
第21章: 一个失落的部落。

露 丝 (旧约书 8)
1. 第1-4 章: 智慧、忠诚、奴役和过神的生活的美丽故事。

1萨梅莱 (旧约第九卷)
1. 第1-8 章: 年轻的塞缪尔, 塞缪尔成为法官。
2. 第9-15 章: 使扫罗成为王, 并拒绝他。
3. 第16-31 章: 扫罗与撒母耳的比较。

2萨梅莱 (旧约第10卷)
1. 第1-4 章: 扫罗之死, 大卫王统治之初。
2. 第5-14 章: 大卫的统治, 直到押沙龙的起义。
3. 第15至24章: 押沙龙被原谅, 反抗, 并继续统治大卫。

1国王 (旧约书 11)
1. 第一章: 大卫统治的结论。
2. 第2-11 章: 所罗门的统治。
3. 第12-14 章: 罗波安和耶罗波安的统治, 王国的分裂。
4. 第15-16 章: 分裂王国的国王。
5. 第17-22 章: 亚哈的统治。
6. 第22章: 40-53 章: 约沙法和亚哈谢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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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王 (旧约第12卷)
1. 第1-2 章: 以利亚的事工和翻译。
2. 第3-7 章: 以利沙部。
3. 第8-17 章: 两个王国国王的统治, 直到撒玛利亚的陷落;以色列人最初被称为 "犹太人",
取自 "犹大"。
4. 第1-25 章: 希西家的统治, 被囚禁的犹大。

第一首书 (旧约书 13)
1. 第一章: 父权制和早期领袖的家谱。
2. 第2-9 章: 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家谱。
3. 第10章: 扫罗王的最后日子和死亡。
4. 第11至29章: 重新开始大卫的统治。

第二基督教 (旧约第14卷)
1. 第1-9 章: 所罗门祈祷智慧、规则和建造第㇐圣殿。
2. 第10-26 章: 犹大直到圣殿被摧毁的历史。

对上帝的人的惩罚和更多的惩罚:

伊斯兰 (旧约书 23)
1. 第1-12 章: 犹大的预言。
2. 第13-27 章: 关于国家的预言。
3. 第28-35 章: 关于弗拉莲和犹大的先知警告。
4. 36-39 章: 入侵和疾病的历史事件。

杰莱米 (旧约第24卷)
1. 第1-45 章: 犹大审判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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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6-51 章: 对外国的预言。
3. 第52章: 犹大被推翻的第二章。

哀号 (旧约第25号书)
1. 第1-2 章: 耶利米哀叹耶路撒冷的荒凉, 圣殿的毁灭和耶和华的怒气。
2. 第3-4 章: 耶利米谈到神的信实, 忏悔的召唤, 和囚禁的恐怖。
3. 第五章: 向耶和华祷告。

以西 结 (旧约第26卷)
1. 第34-49 章: 预测以色列人未来的土地会发生什么。
2. 40-47 章: 敬拜和千年神庙 (以色列在地球上的最后几天)。
3. 第48章: 千年时代七个部落之间的土地划分。

工作 (旧约第18部书)
1. 第1章: 工作的本质。
2. 第2-31 章: 约伯与他的辅导员的对话。
3. 32-37 章: 埃利胡的独白。
4. 第38-41 章: 神对约伯说话。
5. 第42章: 约伯的忏悔, 新的祝福。

阿莫斯 (旧约第三册 30)
1. 第1-4 章: 不可避免的判断。
2. 第5-9 章: 神祈求以色列人回到他那里, 将来的审判, 并最终恢复以色列人。

不相信的惩罚
奥巴迪亚 (旧约第31册)
1. 第一章: 对以东的厄运和荒芜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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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旧约第32本)
1. 第1-4 章: 不顺服, 神的怜悯, 和复兴在尼尼微。

纳胡姆 (旧约卷 34)
1. 第1章: 神的品格。
2. 第二章: 上帝对他的敌人的惩罚, 尼尼微的毁灭。
3. 第3章: 毁灭的原因, "你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

哈巴库克 (旧约书 35)
1. 第1-3 章: 先知哈巴谷被迷惑了, 上帝回答, 先知的信心就赢了。

新的测试
爱的人

第一次到科林提斯 (新约书 7)
1. 第1-4 章: 科林蒂安教会的化妆。
2. 第5-11 章: 纪律、身体和婚姻的神圣性、自由的限制。
3. 第12-14 章: 精神恩赐及其使用。
4. 第15-16 章: 死者的复活, 结论。

第二次到科林提亚 (新约书 8)
1. 第1-7 章: 保罗事工的原则。
2. 第8-9 章: 为穷人收集。
3. 第10-13 章: 保罗对他的事奉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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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菲律宾的信 (新约第11卷)
1. 第1-4 章: 基督徒的生活: 苦难、信仰和喜乐。

给哥伦比亚的信 (新约第12卷)
1. 第1-4 章: 保罗对教会的祈祷和关心, 丰富的生命。

第一次给泰萨尼安斯的信 (新约书 13)
1. 第一章: 模范教会, 基督教生活的三个时态。
2. 第2-5 章: 模范仆人和赏赐, 模范兄弟和成圣, 模范行走, 希望和耶和华的日子,

给《新约》的第二封信 (新约书 14)
1. 第1-3 章: 迫害, 主的日子, 鼓励。

第一次到时间的信 (新约第15册)
1. 第1-3 章: 关于异端的警告, 关于祈祷的指示, 教会中的妇女。
2. 第4-6 章: 步行、工作和警告一个好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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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到时间的信 (新约第16本)
1. 第1-2 章: 保罗对提摩太的指控, 仆人的道路。
2. 第3-4 章: 圣经作为资源, 忠实的主。

信 (新约第17卷)
1. 第1-3 章: 保罗的长老指南, 一个好牧师的牧养工作, 虔诚的生活。

给菲利蒙的信 (新约第18部书)
第1章: 保罗给出了爱的例子;菲利蒙;奥内西穆斯

给赫布雷ws 的信 (新约书 19)
第1-4 章: 基督比所有其他人都优越。
第5-9 章: 基督的祭司
第10-13 章: 信仰的生活

詹姆斯的信 (新约第20卷)
1. 第1-4 章: 信仰的检验, 对世俗性的指责, 对富人的警告。
2. 第5章: 鼓励主的降临。

彼得的第一封信 (新约第21卷)
1. 第1-5 章: 苦难, 基督教的服务, 和主的降临。

彼得第二封信 (新约第22卷)
1. 第1-3 章: 基督的最后几天、警告和第二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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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圣信 (新约书 23)
1. 第1-5 章: 团契, 耶和华的归国;撒旦的孩子和虚假的老师;保证和警告。

圣约翰圣约书第二封信 (新约第24卷)
1. 第1章: 真理的道路, 约翰警告反对虚假的教师。

圣约翰圣约书第三封信 (新约书 25)
1. 第一章: 善行与恶行为的对比。

圣正义的信 (新约书 26)
1. 第1章: 对叛教和欺骗者的警告。

结束时间的提议和承诺

丹尼尔 (旧约第27卷)
1. 第7章: 但以理对四只野兽的看法。
2. 第8章: 波斯人和希腊人失败的预言。
3. 第9章: 但以理的祷告和七三个星期的预言。
4. 第10-11 章: 但以理的最后异象, 神的荣耀, 伤害以色列人, 和亵渎国王。
5. 第12章: 大苦难。

米可 (旧约书第33部分)

1. 第1-2 章: 关于沙尔曼瑟和西纳切里布 (巴比伦圈养) 入侵的预测。
2. 第3-7 章: 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神圣的王国, 在伯利恒诞生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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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新》 (新约第27卷)
1. 第4-18 章: 苦难、野兽和假先知的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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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科学与艺术创新
西方世界曾经承认, 圣经的历史是不折不扣的, 包括创造。 近几个世纪以来,
《圣经》㇐直受到抨击, 其基础是接受 "现代科学"。 许多人认为, 旧的信仰是 "古朴疯子"
的信仰。 根据科学家最近的解释, 钟摆已经向左摆动了很久。但是,
由于目前的考古和科学发现, 它现在正在返回中心, 也许是过去的中心。

圣经和历史
现代考古学始于过去的几个世纪。 这些科学家挖掘了许多老遗址,
让我们深入了解旧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他们的能力。 最好的例子是埃及和法老时代。
在这个北非国家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 圣经的遗址呢？ 下面是一个人和地方的清单,
被世俗主义者认为是由创造宗教、写 "神话" 书的人发明的。

全球洪水
进化论者不接受全球洪水的说法。 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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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神创论者都承认,
大峡谷是水下分层沉积的证据, 洪水过后, 一个灾难性的事件雕刻了峡谷。
pbs 于2017年11月11日推出了一个名为 "杀手洪水" 的 nova 剧集。 这是广播中的㇐句话:
"在全世界, 三个遥远的地方有着诡异的相似之处。 在美国, 16, 000
英里长的干峡谷和奇异的岩层覆盖西北;在冰岛,
一个300英尺深的峡谷似乎在瞬间被撕掉了;而在英国海岸外, 一个神秘峡谷的网络深入海底,
可以揭示这个通道是如何最初将现在的英国与法国分开的。 非但没有逐渐侵蚀,
反而有证据表明, 巨大的洪水在地质眨眼的时间里撕毁了这些景观。
但是什么引发了如此致命的洪水呢？ 一个罢工再次吗？ " 诺瓦计划的结论是,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造成了这些事件。 他们将其中的㇐些人比作大峡谷, 但 (我认为)
仔细忽视了大峡谷事件的细节。
作为神创论者的科学家认为来自大峡谷的证据是㇐个突然的和最近的事件。
沃尔特·布朗博士在他的书《开始》中指出, 全球灾难产生了大量的沉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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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像毯子一样覆盖着地球。 布朗博士推断, 洪水产生的排水产生了㇐些巨大的洪水后湖泊。
"由于当地条件的原因, 这些湖泊中的许多最终干涸。 还有㇐些人㇐直呆到今天,
但还有㇐些人在成长。 最终, 支撑着这些大湖的天然水坝让路, 水开始倾泻而过。
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多, 差距就越大, 直到整个湖泊灾难性地涌动, 迅速雕刻峡谷 "
这些立场符合科学模型。互联网:
https://www.missionimperative.org/uploads/4/7/7/0/47708539/how_did_the_grand_canyon
_actually_form.pdf
索多姆和上帝
圣经关于所多玛和蛾摩拉毁灭的记载只是㇐个神话吗？ 一位考古学家说,
在约旦死海附近筛选了12年的沙子之后, 他认为他发现了该地区最大的双胞胎城市的废墟,
这符合《圣经》的所有标准。 三一西南大学圣经研究和道歉学教授史蒂文·柯林斯说,
位于死海东北8英里处的约旦谷南部的高哈曼的㇐个 "可怕"
遗址与《圣经》的描述完全吻合在㇐天之内被火和硫磺摧毁的
"罪恶之城"。柯林斯于2005年开始探索废墟, 并最终得出结论, 它确实是罗得居住的地方,
亚伯拉罕从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城邦的判断中拯救了这个地方。 "当我们探索该地区时,
选择 哈克-哈姆马作为所多玛遗址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
因为它至少比整个地区所有其他青铜时代的遗址都大5到10倍。 该遗址是㇐个大土堆,
也就是电话, 他认为是这两个城市的废墟。 此后,
研究小组在上城发现了高耸厚实的防御墙、大门、塔楼、广场和城墙, 以及一座宫殿。
互联网: http://mobile.wnd.com/2018/03/have-sodom-and-gomorrah-been-found/

埃及和外观中的宗教
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否认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 根据《出逃证明:
埃及学家看圣经历史》㇐文,
《圣经考古学评论》于2016年5月至6月号上探讨了这两个问题--"出境游发生了吗" 和
"出境游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文章中提出的证据㇐般支持13世纪的公元前到公元前,
在拉梅塞德时期, 当埃及的19世纪统治。 这篇文章考察了埃及的文字、文物和考古遗址,
这些文献表明, 《圣经》叙述了公元前13世纪的准确记忆。 例如,
《圣经》关于以色列从埃及出境的描述中出现的三个地方的名字与拉梅塞德时期 (13th–11th
世纪以来的埃及地名相对应。《圣经》叙述说, 作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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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被迫建造皮托姆和拉姆西斯的商店城市。 十种瘟疫过后,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著名地穿过了 亚姆苏普, 他的水奇迹般地为他们分开了。 圣经的名字 皮托姆, 皮托姆
和苏苏普与埃及地名对应 pi 拾取, pi 拾取并且 关于特朱夫。
这三个地名只出现在拉梅塞德时期的埃及文本中。在公元前1085年左右开始的埃及第三中
间时期开始时, 皮拉梅塞这个名字就不再使用了, 直到很久以后才重新出现。
互联网: https://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biblical-topics/exodus/exodus-fact-orfiction/

金·大卫
大卫是㇐个圣经人物, 被有争议地否认曾经存在过。 但是, 一个名为 tel dan stele
的考古发现是在以色列北部古城丹的废墟 ("Tel") 的考古挖掘中被发现的。
它是用玄武岩做的, 在古代是一块非常昂贵的石头。 由于生产成本高昂,
这座纪念碑不可能是任何人建造的。 这很可能是国王的工作。
有十三行文字保留在字母表的早期形式。 这些信件清晰而优雅地刻上了文字,
并被承认为阿拉米语, 是古代叙利亚的母语。 第九行引起了第一批读者的集体关注。
有辅音, 上面写着大卫的名字: dwd。 但这个名字并不是孤军奋战。 这是㇐个更大的词呈现
"大卫的家。互联网: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first/m/mckenziedavid.html?mcubz=1

所罗门
和他的父亲大卫㇐样, 许多人拒绝所罗门作为㇐个虚构的人物。 有人认为,
最近在以色列南部的《圣经》塔马尔公园进行的挖掘, 发现了所罗门㇐个商店城市的入口。
现场考古工作人员之㇐保罗·拉戈认为, 他在最近的一次挖掘中帮助揭开的大门,
导致了《第㇐国王之书》中描述的㇐个加固城市。
"圣经说所罗门在沙漠中建造了㇐座堡垒," 拉戈告诉《破以色列新闻》。 "考古证据与国王
9:19 号一节㇐致," 所罗门在旷野建造了他玛。互联网:
http://patternsofevidence.com/blog/2018/01/26/have-solomons-gates-been-found/
其他个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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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学家质疑尼布甲尼撒的国王是否存在。 他是夺取犹太人, 摧毁第一座寺庙的国王。
最近, 考古学家出土了成千上万块刻有他名字的砖块。 有证据表明,
许多圣经人物确实存在。 《圣经》的历史性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互联网:
https://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people-cultures-in-the-bible/people-in-thebible/50-people-in-the-bible-confirmed-archaeologically/
第一和第二圣殿的遗迹是已知的, 以及许多新约的地点和与耶稣有关的地方。
一个人可以进行虚拟旅游, "在家" 参观这些地方。互联网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IZJ4YUj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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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科学
许多人, 如果不是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家称自己为 "自然主义者", 一个哲学观点,
根据它的一切产生于自然属性和原因, 和超自然或精神解释被排除或打折。 (注: 根据定义,
自然主义是㇐种信仰体系, 一种宗教。 顶尖科学家成为博士博士, 或哲学博士。 创造进化的分歧确实是两个宗教之间的冲突。
科学被定义为智力和实践活动,
包括通过观察和实验对物理和自然世界的结构和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
观测和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 进化论是㇐种理论。 它是人的哲学观点, 是容易犯错的人,
谁不相信上帝。 另外, 它也被那些被大多数人 "欺负" 的人 "接受",
他们会觉得自己与现实脱节。 以下是一些争议点:

大邦理论
这只是㇐个理论。 相反, 有许多理论。 圣经中的 "等价物" 是有趣的: 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
(创世纪 1: 1);在一天之内, 上帝创造了空间、时间和物质。 自然主义者可以说, 这
"刚刚发生", 从无到有就有了什么。 创世论者相信, 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存在,
什么都不是: 上帝。 这些都不能被观察或测试。 让我们看看更具体的论点。
首先, 所有不相信的科学家都不认同进化论。 是的, 大多数博士持有人相信进化论,
但有些人认为设计师开始了这㇐切, 尽管他们无法回答那将是谁。
莱希大学的迈克尔·贝赫博士是这个阵营中驳斥达尔文主义的比较有名的科学家之㇐。
贝赫说, 最著名的是 "不可减少的复杂性" 原则, "我对复杂生化系统的进化感兴趣。
细胞中的许多分子系统需要多个成分才能发挥作用。 我把这样的系统称为
"不可还原的复杂"。 (1996年、2001年) "在我看来, 在传统的、渐进的达尔文框架内,
不可简化的复杂系统是很难解释的, 因为系统的功能只有在系统基本完成时才会出现。 behe
以捕鼠器为例: 捕鼠器需要它的所有部件才能工作。互联网:
https://www.lehigh.edu/~inbios/Faculty/Behe.html
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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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学家在各地挖掘化石骨头, 然后根据自己的观点发展故事和时间表。
也有人看到化石记录只是尖叫着 "上帝"。 为什么？
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洪水杀死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命,
这将使几十亿的死亡物质被埋在被水覆盖的岩层中。 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 另外,
全球范围内的洪水也会将海洋化石沉积在山顶上。 这也是存在的。
自然主义者相信动物会死亡;逐渐被地球覆盖, 并最终成为化石。 试试这个实验:
找到一只死动物, 让它躺在你的后院, 看看它是否在那里停留足够长的时间, 可以化石化。

进展的标志
鲁道夫·扎林格想出了一个我们都看到的形象, 这个形象在所有的教科书中都能找到。
它的目的是展示从猴子到人类进化的 "进步的三月"。

这个例子的问题是, 所有的代表性字符要么是猴子, 要么是人。 没有过渡代表。
创世论者并不是唯㇐看到这种思维谬误的科学家。 从世俗杂志美国科学家,
"思考史前人类行为变异性的各种适应性策略提供了㇐个有吸引力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差异。
但首先, 我们需要抛弃㇐种关于人类进化的不正确和过时的观念, 即史前智人可以分为 "古人"
和 "现代" 人类的信念.” 互联网: https://www.americanscientiSaintorg/article/refuting-amyth-about-human-origins
Dna
所有生命所拥有的 dna "程序" 只能用设计来形容。 以下是一位自然学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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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梅耶尔博士领导着 "发现研究所" 科学与文化中心,
该中心是㇐个无党派的公共智库,
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和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设有办事处。
梅耶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用了20多年的时间来处理他称之为 "dna 谜团"
的奇怪案例。 他在2009年6月出版的2009年著作《细胞中的签名、dna
和智能设计的证据》记录了他对细胞中生物信息来源原因的个人和专业调查。
1985年, meyer 在担任勘探地球物理学家期间,
出席了在达拉斯举行的㇐次会议,
讨论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类意识的本质。
梅耶尔说: "这是㇐次引人入胜的讨论, 讨论科学家们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惊讶地发现--与我在许多教科书中所读到的相反-关于生命起源的著名科学专家对生命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些专家中的许多人在达拉斯的那个周末在场, 他们公开承认, 他们对所谓的
"化学进化" 没有足够的理论,
那就是第一个活细胞是如何产生于原始海洋中更简单的化学物质的理论。
从他们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dna--其神秘的化学特征安排-是造成这种僵局的关键原因.”
互联网: http://www.vision.org/visionmedia/reviews/intelligent-designsignature-in-the-cell/17451.aspx
碳14
创世论者和青年地球科学家经常将 c14 放射性碳年代称为 "错误的年代测定方法"。
碳14确实会以给定的速率衰变。 但用这种衰减率来确定某种东西的年龄是脆弱的。 例如,
人们必须对 "史前" 中的大气构成做出假设。 再次: 假设。
以下是辐射碳测年法的两大问题:
1. 发现了含有碳14的恐龙软组织。 c14 的衰变率如此之高, 其年龄不能超过10万年。
如果恐龙在7500万年前死亡, 那是一个相当大的差距, 可以试图解释。
"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大约100年前开始分析大约100年前在加拿大阿尔
伯塔省恐龙公园组出土的8具恐龙化石时, 期望值很低。 大多数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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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到白垩世时期, 是在碎片;剩下的碎片质量低于平均水平。 然而,
令科学家们惊讶的是, 用电子显微镜进行的分析显示,
在大约7500万年的化石化过程中, 红血球和胶原纤维似乎保持完整。
"与骨骼和牙齿不同的是, 软组织可以存活数亿年,
它是在石化过程中最早消失的材料之㇐。 即使如此,
科学家们在恐龙骨骼中发现了完整的软组织。 最著名的病例可追溯到 2005年,
当时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玛丽·施魏策在霸王龙的腿部骨化石中发现了胶原纤
维。 但这样的发现很少见, 以前只发生在保存得非常好的化石中。
伦敦帝国学院的科学家本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报道了这㇐新发现最不寻常
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检查的化石状况相对较差 (可以说)。互联网:
https://www.history.com/news/scientists-find-soft-tissue-in-75-million-year-olddinosaur-bones
2. 已发现含有 c14 的钻石。 科学家们再次认为, 钻石是地球上最坚硬的物质,
是在数亿年前形成的。 而且, c14 应该再次在没有 100, 000年的母马中腐烂。
在煤炭中也发现了 c14。
放射性碳测年法㇐般仅限于不超过 50, 000年的测年样本, 因为比之早的样品
c14 不足以可测量。 通过特殊的样品制备技术获得了较早的日期, 样品量大,
测量时间也很长。 这些技术可以在目前之前的最多 60, 000,
在某些情况下可测量最多 75, 000年的日期 (walker, mike (2005年))。
第四纪约会方法 (pdf)。 p. 23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国际标准书号970-470-86927-7。
显然, 神创论者和自然主义观点之间有许多 "分歧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做得还不够,
但可能会引起你们的兴趣许多科学家组织, 他们也是基督徒, 他们组成了研究机构,
发表支持他们观点的文章、书籍、dvd 等。 这里按字母顺序列出了其中的三个组:
《创世纪》中的答案是㇐个护教学部, 致力于帮助基督徒捍卫他们的信仰,
并有效地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 aig 还经营着 "创作博物馆" 和 "方舟相遇",
这是诺亚方舟的规模模型。
邮政信箱510
希伯伦, ky 41048AiG 互联网: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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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博物馆: https://creationmuseum.org/
方舟相遇: https://arkencounter.com/
创造研究所是圣经创造背景下科学研究的领导者。 icr 由 henry morris 博士于1970年创立,
目的是在起源和地球历史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 然后通过研究生和专业培训方案,
通过会议和会议, 对公众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在全国各地举办研讨会,
并通过书籍、杂志和媒体介绍。
1806皇家巷, p. o. box 59029
达拉斯, 得克萨斯州75229互联网: http://www.icr.org/homepage/
使命的必要性是迈克·辛纳夫利的外联活动。
达灵顿大道411
约尼斯敦, PA 17038
互联网: https://www.missionimperat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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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对天堂来说很好吗？
一个人能否过上 "足够好" 的生活, 在天堂赢得㇐席之地,
在不当行为与良好行为之间取得平衡？ 有多少英镑的 "好" 需要超过㇐磅 "坏" 的公式吗？
让我们来看看《圣经》, 作为回答这些问题的资源。
从最早的圣经记载中, 我们了解到不顺服神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亚当和夏娃起初生活在㇐个完美的世界里, 与上帝犯了罪,
然后被迫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努力工作, 注定要死。 他们的后代, 除了诺亚和他的家人,
都在一场灾难性的全球洪水中溺亡。 在《旧约》中, 在反抗的时期之后, 悲伤仍在继续。
在伟大的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他的著作之前, 关于救恩的记载并不多。 在那之前,
主被称为 "磐石和救恩", 但在失败的敌人的意义上, 例如: 我要躲在神里面, 谁是我的磐石,
也是我的避难所。 他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救恩, 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高塔。 我的救主阿,
感谢你救我脱离㇐切仇敌。 (2 撒母耳 22: 3 lvb。
以赛亚提出了他对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强烈预言的信息。 这就是 "救恩"
的意义具有奇妙的新维度:
但耶和华必用永恒的救恩拯救以色列。他们永远不会对他们的上帝失望, 直到所有的永恒。
因为耶和华创造了天地, 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他使世界得以居住, 而不是空的混乱。 他说,
我是耶和华, 没有别的! (以赛亚书 45:17-18 lvb)
那么, 这个 "永恒的救赎" 是如何运作的, 一个人是如何获得的呢？ 犹太人被教导,
为他们的罪赎罪的唯㇐方法是牺牲和流血的㇐个干净的动物。
善、恶、惩罚和救恩的奖赏之间有什么关系？ 播下正义的好种子,
你就能收获我爱的作物;耕耘你们心中的硬地, 因为现在是寻求主的时候了,
好叫他来拯救你。 (hosea 10:12 lvb。 这节经文是以赛亚的同时代人, 他暗示我们做善事,
但我们的救恩是来自主, 而不是来自做善事。 那么, 我们怎么能对天堂足够好呢？
我们必须问救主, 以赛亚、何西和其他人预言。 耶稣跟随了㇐串17位先知,
完成了每一个弥赛亚的预言。 一天晚上, 一位名叫尼哥底母的犹太宗教领袖来与耶稣说话。
他说: "我们都知道上帝派你来教训我们。 你的奇迹证明了这㇐点。 耶稣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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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我所拥有的认真的心告诉你: 除非你重生, 否则你永远无法进入神的王国。 "重生!"
"你是什么意思？ 一个老人怎么能回到母亲的子宫里, 重生呢 " 耶稣回答说:
"我如此认真地告诉你们的是: 除非一个人是由水和圣灵生的, 否则他不能进入神的国。
人只能复制人类的生命, 但圣灵从天上给人新的生命;所以不要惊讶, 我的发言,
你必须再次出生! " (约翰福音 3: 3-7 lvb)
耶稣强调的回答是, 身体上的行为买不到精神生活。 只有通过精神的重生,
才能获得天堂中永恒的生命。 只有耶稣才能拯救我们。 我们永远不够好。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神的荣耀。 (罗马书 3:23.) 我们的善行, "工作" 做不到。
我们被神的恩典拯救: 因为你因信心得救了。这不是你自己做的事, 是神的恩赐,
不是因为工作, 免得有人夸口。 (以弗所书 2: 8-9 rsv。
以下是耶稣的另㇐个说法, 其中有一个好消息的承诺: "不要让你的心烦恼。 你相信上帝,
现在相信我。 我父亲住的地方有许多家, 我要为你的到来做准备。 当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就会来接你, 这样你就能永远和我在㇐起。 如果不是这样, 我会明确地告诉你。
你知道我要去哪里, 怎么去 "不, 我们没有, "托马斯说。 "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的方式？" 耶稣对他说: "我是路-是的, 真理和生命。 没有人可以得到父亲,
除非通过我的手段。 (约翰福音 14:1-6.)

如果你想 "对天堂足够好", 你就不能。 但有一天你可以去那里。
如果你想要永生, 请祈祷, "亲爱的上帝,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主。
我要求耶稣在这里和现在进入我的心和生命, 做我的救世主。
请帮助我从罪恶中转变。 我把我的生命给了你。 主啊, 谢谢你救了我。
我以耶稣的名义祈祷。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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