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翻譯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 Eternal God

FOR CHILDREN - Illustrated

哈樂德雲雀
Harold A. Lark, Sr

給世界部委的消息
Word to the World Ministries
1

版權所有©2018由哈樂德雲雀

永恆的神

由哈樂德. 雲雀出版
擁有權利僅由作者保留。 作者保證內容是原創的,
不侵犯任何其他人或工作的合法權益。

2

給世界部委的消息
"世界之詞" 是由哈樂德. 雲雀創辦的一個部, 在沒有成本的情況下, 見證材料和基於聖經的資訊。
我們邀請您訪問我們的網站和下載免費的摺頁冊和書籍。
我們感謝瑪麗亞的説明。

作者
作者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畢業生,
他在退休前曾擔任一家大型區域零售商的建築總監。

是一名退休的專業工程師。

聖經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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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文本和剪貼畫摘自
聖經圖書館 cd-rom 光碟。 (c) 艾理斯企業版權所有 1988, 2000, (ELLIS ENTERPRISES),
奧克拉荷馬市, 奧克拉荷馬州。 保留擁有權利。 《 聖經》 圖書館 cd-rom
光碟的內 容不得用於銷售或電子交換或傳輸, 未經艾理斯企業和公司的明確書面同意, 以及在適用情況下,
光碟上有版權的材料的個人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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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總是在這裡
你有沒有想過上帝是從哪裡來的？ 上帝就在我們面前。 他永遠在這裡。 他是永恆的神。
我們怎麼知道？ 聖經告訴我們的。 聖經告訴我們關於上帝的事。
上帝告訴人們很久以前, 把他的話寫在一本叫做《 聖經》 的書裡。 聖經告訴我們關於永恆的神。
聖經告訴我們上帝創造了我們。 聖經告訴我們上帝愛我們。

從聖經:
在一開始上帝創造了天堂和地球。 和地球是沒有形式, 和虛空;黑暗就在那深邃的臉龐上。
神的靈在水面上移動。 創世紀 1:1-2 譯本。
在其他任何事物存在之前, 都有基督與神同在。 他一直活著, 是他自己的上帝。 約翰 1:1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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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者
你有沒有想過你是從哪裡來的？
太陽、 月亮和星星是從哪裡來的呢？恐龍和其他動物是從哪裡來的？
聖經告訴我們, 上帝創造了一切。
上帝創造了太陽、 月亮、 星星和天空。 上帝創造了海洋和陸地。 神造了那些東西,
就做了一切活和呼吸的事。 他做了樹, 花和草。 他做了鳥, 魚, 小狗和貓。 上帝把最好的留在最後。
你知道上帝最後做了什麼嗎？
人！他做了第一個男人和女人。 他們的名字是亞當和夏娃。 他們有許多兒女和孫子。

上帝說 : "讓光明來吧。 光出現了。 上帝說 : "讓蒸氣分開, 形成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海洋。
讓天空下的水聚集到海洋中, 使乾涸的土地浮出水面。 所以。 然後上帝命名了旱地 "地球" 和水 "海"。
"讓地球迸發出各種各樣的草和種子植物, 果樹裡面有種子, 這樣這些種子就會產 生它們來自的植物和果實."
上帝說 : "讓明亮的燈光出現在天空, 照亮大地, 辨認白天和黑夜;他們要使地球上的四季,
並標記的日子和歲 月, 並讓他們的燈, 以照亮地球上。 它是如此。 上帝說 : "讓水與魚和其他生命一起,
讓天空充滿各種鳥類。 上帝制造了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 牛和爬行動物。 神對他所做的事感到滿意。
從創世紀 1 LVB。
上帝說 : "讓我們創造一個像我們這樣的人, 成為地球上、 天空和海洋中所有生命的主宰。 創世紀 1:26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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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很好
神在六天內 造萬物。 然後上帝說 這是非常好的。
亞當、 夏娃和動物們住在一個美麗的花園裡。
花園被稱為伊甸園。 上帝給了他們美味的水果和蔬菜吃。
你知道那時候他們不吃肉嗎？ 這是一個完美的世界。 動物也不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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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 1:31 LVB。
耶和華神在伊甸園裡栽了一座花園, 往東邊去, 把他所造的人放在園子裡。
上帝在花園裡種下了各種各樣的美麗的樹, 樹上出產 的是水果的精華。 在花園的中心, 他安置了生命之樹,
還有良知之樹, 給人以善與惡的知識。 創世紀 2:8-9 LVB。
於是耶和華神從泥土中形成各種動物和鳥, 把他們帶到那人那裡去, 看他叫他們什麼。 不管他叫他們什麼,
都是他們的名字。 創世紀 2:19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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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是壞的
上帝創造了天使。 他讓他們監視我們, 讓我們安全。
有些天使不想説明我們。 上帝讓這些壞天使離開天堂。
其中一個天使被命名為路西法。 我們稱他為撒旦。
上帝告訴亞當和夏娃不要在一棵特殊的樹上吃水果。 撒旦去了伊甸園。
他哄騙夏娃從特殊的樹上吃水果。 夏娃把一些水果送給了亞當。 他也吃了。 這使上帝傷心。

因為他命令他的天使在你去的地方保護你。 詩篇 91:11 LVB。
你是如何從天堂墜落, O 路西法, 早晨的兒子! 你是如何削減到地面-強大的, 雖然你是反對世界各國。
因為你對自己說 : "我要升上天堂, 統治天使。 我要登上最高的寶座。 我將主持在遙遠的北部的裝配山。
我將攀登到最高的天堂, 像最高的。 但相反, 你將被帶到地獄的深淵, 降到最低的深度。 以賽亞 14:12-15
LVB。
突然 (撒旦) 出現了。 他的尾巴在他身後畫了第三顆星星, 他跳向了地球。 從啟示錄 12:3, 4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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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罪孽以後
神很傷心, 亞當和夏娃吃了撒旦給他們的果子。 當我們不聽他的時候,
上帝是悲傷的。 當我們不聽神叫罪的時候。
你認為上帝懲罰亞當和夏娃犯下罪惡嗎？
他讓他們離開伊甸園。 上帝告訴他們現在雜草會生長。 上帝說 , 他們必須努力工作,
以獲得食物吃。 上帝告訴他們, 他們會變老而死。
你認為亞當和夏娃吸取了教訓嗎？ 他們又犯過罪嗎？

"你為什麼躲起來？ 你有沒有吃過我警告過你的樹上的水果？"是的,"
主神召亞當說 :
亞當承認,
"但那是你給我帶來了一些, 我吃了它的女人。 耶和華神問婦人說 : "你怎能做這樣的事呢？ "蛇騙了我,"
"你們要承受劇烈的痛苦和痛苦的孩子。
她回答。
於是,
神對婦人說 :
而對亞當,
神說 :
"因為你聽了你的妻子, 吃了果子, 當我告訴你不要去的時候, 我在泥土上放了一個詛咒。 所有你的生活,
你將努力從它提取的生活。 凝聚從創世紀 3:9-13, 16-17 LVB。
耶和華神將他從伊甸園裡永遠放逐, 打發他到地上去耕種。 於是神將他逐出, 將大天使放在伊甸園的東邊,
用一把熊熊的利劍守衛生命之樹的入口。 創世紀 3:23-24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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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
亞當和夏娃有許多孩子。 他們的孩子長大了, 生了孩子。 不久, 人們就住在世界各地。
他們知道亞當和夏娃犯罪時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一直都很好取悅上帝嗎？
不！
世界人民沒有吸取教訓。
他們做壞事和犯了很多次罪。
你覺得這讓上帝有什麼感覺？
當上帝低頭看著大地, 看見百姓的罪孽時,
他感到悲哀。 他決定大洪水覆蓋地球。
洪水會消滅每一個呼吸的東西。

你猜上帝還發現了什麼
上帝找到了一個名叫諾亞和他的家人的人。
上帝看見他們愛他。 上帝制定了拯救他們的計畫。
上帝告訴諾亞要造一艘大船。
它被稱為方舟。 上帝把每種動物都放在方舟上。
上帝告訴諾亞把他的妻子, 他的兒子,
和他們的妻子放在方舟上。 在那次大洪水期間,
上帝拯救了諾亞的家庭和各種動物,
讓他們在水面上保持著。
亞當成為賽斯之父後的日子是800年;他還有其他的兒子和女兒。 創世紀 5:4 LVB。
當主神看到人類邪惡的程度, 和人的生命的趨勢和方向只是走向邪惡, 他很抱歉, 他作出了他們。
這傷了他的心。 他說 : "我將從地球的表面上抹去我所創造的全人類。 是的, 還有動物,
還有爬行動物和鳥兒。 因為我很抱歉, 我做了他們。 創世紀 6:5-7 LVB。
但諾亞是上帝的榮幸。 這是諾亞的故事: 當時他是世上唯一真正正直的人。
他總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他的事。 他有三個兒子--閃、 火腿、 雅弗。 創世紀 6:8-9 LVB。
用樹脂木做一條船, 用焦油封起來;在船上建造甲板和攤位。 使它450英尺長, 75 英尺寬, 45 英尺高。
在船上建造一條天窗, 在屋頂下面十八英寸;並在船內 三甲板-底部, 中間, 和上層甲板-並把一個門在一邊。
看! 我要用洪水覆蓋大地, 毀滅每一個生命--這一切都是生活的氣息。 都會死的 但我保證讓你在船上安全,
和你的妻子, 你的兒子和他們的妻子。 帶一雙動物--一個雄性和一個雌性--和你一起上船,
讓他們在洪水中活著。 帶來一對每種鳥類和動物和爬行動物。 創世紀 6:14-19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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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大塔
洪水過後, 諾亞和他的家人下了方舟。
所有的動物都從方舟上下來了。 諾亞和他的家人感謝上帝。 他們愛上帝, 上帝愛他們。
諾亞的家人有許多兒女和孫子。 神吩咐百姓在地上散開。
他們中的一些人建造了一座有高樓的大城市。 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能在一起。
他們不想散開。 你認為上帝又生氣了嗎？
神已經使亞當和夏娃離開伊甸園。 上帝已經做了大洪水。 他現在會怎麼做？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用同樣的語言說 話。 現在上帝讓他們說 不同的語言。 人們被混淆和害怕。
他們散佈在世界各地。

上帝告訴諾亞和他的兒子們, "我鄭重地向你和你的孩子以及你帶給你的動物--所有這些鳥、 牛和野生動物-發誓, 我再也不會再送洪水去毀滅地球了。 我用這個牌子封住了這應許: 我把我的彩虹放在雲彩裡,
作為我應許的標誌, 直到時間的盡頭, 到你和所有的地上。 創世紀 9:8-13 LVB。

"讓我們下去, 給他們不同的語言, 使他們不會理解對方的話語! 這樣,
神就把他們分散在地上。 這就結束了城市的建設。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城市被稱為巴爾巴 (意思是 "混亂"),
因為它是在那裡, 上帝混淆他們給他們許多語言, 從而廣泛地散佈他們在地球的表面。 創世紀 11:7-9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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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百姓
諾亞有個很好的孫子 他的名字叫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愛上帝。 上帝對亞伯拉罕仁慈。
亞伯拉罕有一個名叫以撒的兒子。 以撒是猶太人的父親。 上帝愛猶太人是因為他們愛他。
上帝答應照顧他們。
上帝答應派人來保護猶太人免遭敵人的攻擊。 這個人被稱為彌賽亞。
彌賽亞也會將他們從罪惡中解救出來。
亞伯拉罕有一個名叫以實瑪利的兒子。 他是所有阿拉伯國家的父親。
阿拉伯人也稱亞伯拉罕為他們國家的父親。

諾亞是另一個信任上帝的人。 當他聽到上帝對未來的警告時, 諾亞相信他, 儘管當時沒有洪水的跡象,
也沒有浪費時間, 他建造了方舟, 救了他的家人。
諾亞對上帝的信仰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罪惡和懷疑形成了直接的對比--他們拒絕 服從--而且由於他的信仰,
他成為了上帝所接受的人之一。 希伯來書 11:7 LVB。
亞伯拉罕信靠神, 當神吩咐他離開家, 到遠方去, 他應許賜給他的那地, 亞伯拉罕就聽從了。 他走了,
甚至不知道他要去哪裡。 甚至當他到達神應許之地的時候, 他住在帳篷裡, 就像一位遊客, 以撒和雅各一樣,
神給了他同樣的應許。 亞伯拉罕之所以這樣做, 是因為他有信心地等待上帝把他帶到那座強大的天朝,
他的設計者和建設者就是上帝。 希伯來書 11:8-19 LVB。
因此, 一個全民族都來自亞伯拉罕, 他年紀太大, 連一個孩子都沒有, 這個國家有這麼多千百萬人,
就像天上的星星和海邊的沙子一樣, 沒有辦法數他們。 希伯來書 11:12 LVB。
至於以實瑪利, 我賜福給他, 必使他碩果累累, 將他加倍。 我會讓他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但我要與以撒建立我的約, 在明年的這段時間裡, 莎拉將向你承擔。 從創世紀17:20-21 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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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諾的土地
猶太人並不總是聽從上帝的旨意。 上帝會懲罰他們教他們教訓。
埃及領導人是法老。 他對猶太人很刻薄。 猶太人祈求上帝允許離開埃及。

一種方法是在埃及生活多年。

上帝聽到他們的祈禱。 他總是聽到我們的祈禱。 當時機正確時, 上帝會回答我們的禱告。
上帝使法老讓猶太人走。 法老讓他們走了, 然後改變了主意。 但上帝説明他的人民安全逃生。
他帶領他們到一個富裕的, 承諾的土地。

你還記得 (哦, 永遠別忘了!) 你是如何不斷地憤怒, 你使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
從你離開埃及的那一天到現在？ 這段時間你一直在反抗他。 申命記 9:7 LVB。
這根本不是因為你們是如此好, 正直的人, 耶和華必將他們趕出你們面前! 我再說 一遍,
這是因為其他國家的邪惡, 以及他對你們的祖先、 亞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應許, 他必這樣做。 申命記 9:5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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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應許
上帝信守諾言。 他最好的諾言是彌賽亞。
彌賽亞會將我們從罪中解救出來。 人們過去常常向上帝獻祭以赦免他們的罪。
神應許彌賽亞是我們的祭品。
人們常常對猶太人很刻薄。 上帝許諾彌賽亞會打敗他們的敵人。
猶太人祈禱彌賽亞很快會來拯救他們。 他什麼時候來？

因為我們有一個孩子出生;賜給我們一個兒子;政府應在他的肩上。 這些將是他的皇室頭銜:
"精彩"、 "輔導員"、 "全能的上帝"、 "永恆的父親"、 "和平的王子"。
他不斷擴張、 和平的政府永遠不會結束。 他將以完美的公平和正義統治他的父親大衛的寶座。
他將為世界各國帶來真正的正義與和平。 這將會發生, 因為天國的軍隊已經獻身于這樣做了! 以賽亞 9:6-7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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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恩賜
上帝派來了救世主 彌賽亞是他的兒子。 他的名字是耶穌。 耶穌是一個平凡的孩子。
瑪麗和約瑟夫是他的父母。 他們愛耶穌, 好好照顧他。
耶穌出生, 躺在馬槽裡。 馬槽是餵養動物的槽。 我們稱之為他的生日耶誕節。 他變得很聰明。
耶穌是特別的, 不像其他的孩子。 他是神的兒子。 耶穌服從他的父母瑪麗和約瑟夫。 最重要的是他愛上帝,
他的父親。

約瑟夫, 大衛的兒子, 天使說 , 不要猶豫, 把瑪麗作為你的妻子! 因為在她裡面的孩子被聖靈所孕育。
她必有一個兒子, 你要叫他耶穌 (指 ' 救主 '), 因為他必救他的百姓免受他們的罪。 馬修 1:20-21 LVB。
她領起長子的兒子, 把他裹在繈 褓中, 放在馬槽裡。 因為旅店裡沒有他們的房間。 盧克2:7 譯本。
耶穌受洗的時候, 就立刻從水裡出來了, 天就向他開了, 他看見神的靈像鴿子一樣降下來, 照在他身上,
從天上傳來聲音說 , 這是我心愛的兒子。 , 我很高興。 馬修3:16-17 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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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愛孩子
耶穌來到人間, 救猶太人脫 離罪。 他也來拯救任何愛他的人。
有一天,
一群孩子來看耶穌。
大人們試圖把他們趕走。
他告訴其他人不要把孩子送走。 他說 : "這就是天國。

耶穌叫孩子們來找他。

耶穌愛每一個人。 他治好了病人。 他喂飽了饑餓的人。 他告訴他們如何從他們的罪孽中得救。
耶穌告訴百姓, 他們應該信靠他, 榮耀神。 如果是這樣, 有一天他們會和他在天堂。

孩子們被帶到耶穌面前, 把手放在他們身上, 祈禱。 門徒就罵那些帶他們來的人。 "不要打擾他," 他們說 。
耶穌說 : "讓小孩子來找我, 不要阻止他們。 因為這是天國。 他把手放在頭上, 在他離開前祝福他們。 馬修
19:13-15 LVB。
一天晚上天黑後, 一位猶太宗教領袖名叫尼哥底母, 是法利賽人教派的一員, 他來採訪耶穌。 "先生," 他說 ,
"我們都知道上帝派你來教我們。 你的奇跡是足以證明這一點。 耶穌回答說 : "我所擁有的一切語重心長,
我告訴你, 除非你重生, 否則你永遠無法進入神的國度。 "重生! "你是什麼意思？ 因為僅自己, 彌賽亞,
來到地球, 將再次回到天堂。 當摩西在曠野中舉起一條蛇在柱子上的青銅形象時, 即使如此,
我也必須被舉起在柱子上, 這樣任何相信我的人都有永生。 因為神愛世人如此之多,
以致祂 賜給他唯一的兒子, 使信他的人不滅亡, 卻有永生。 約翰 3:1-4, 13-16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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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住
有些人對耶穌生了氣。 他們不相信他是神的兒子。 他們把他吊死在十字架上, 使他死亡。
我們稱那一天為星期五好。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血從他的身體裡跑了出來。
他的血就像人類在他面前所做的犧牲一樣。 他的血流出來洗去我們的罪孽。
你有過一隻死了的寵物嗎？ 你把它埋了嗎？ 當事情死了, 我們埋葬他們, 這是他們的結束。
這不是耶穌的末日。 耶穌曾應許他要從死人中復活。 第三天, 他從死人身上升起。
我們把那天叫做復活節。

耶穌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把那十二門徒帶到一旁, 跟他們說 , 他們到的時候會怎樣。
"我將被背叛的祭司長和其他猶太領導人, 他們會譴責我死。 他們將我交給羅馬政府,
我將被嘲弄和釘十字架, 第三天, 我將再次復活。 馬修 20:17-19 LVB。
因為我, 彌賽亞, 不是來服侍的, 乃是為我的命, 為許多人作贖金。 馬修 20:28 LVB。
天使說 : "別這麼驚訝。 你不是在尋找耶穌, 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嗎？ 他不在這裡! 他又活過來了!
看, 這是他的身體躺在那裡。 馬克 16:6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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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永遠同住
耶穌在復活節復活。 然後他又教了上帝40天。 然後他從雲層中升到了天堂。
耶穌將永遠與神同在。
耶穌應許我們有一天可以上天堂。 他說 我們可以和他和上帝在一起
我們可以和耶穌救贖的人在一起。 凡信耶穌的, 必得救。
你聽過大人說 生活中最好的東西是免費的嗎？ 耶穌會免費救你的。 你不能花錢去天堂。
你不能靠做好事去天堂。 耶穌做了一切。
如果你接受耶穌為你的救主, 你就可以得救。 如果你接受耶穌為你的救主, 你就可以上天堂。
為此, 請祈禱:
親愛的上帝, 我很抱歉, 有時我做不好的事情。
我知道耶穌可以把我從我的罪孽中解救出來。 主啊, 請進我的心,
做我的救世主。 請幫我試著做好。 我知道有時候我會做壞事。
但我知道你會原諒我, 當我要求你。 謝謝你救了我 阿門。
耶穌告訴他們說 : "你們要進入世界各地, 向每一個人宣揚好消息。
那些相信並受洗的人將得救。 但那些拒絕 相信的人將受到譴責。 馬克
16:15-16 LVB。
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去, 就舉起手, 賜福給他們。 這事發生了,
當他祝福他們的時候, 他與他們分開, 進入天堂。 他們敬拜他,
帶著極大的喜樂回到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24:50-52。

"不要讓你的心陷入困境。 你相信上帝, 現在相信我。
我父親住的地方有很多家, 我要為你的到來做好準備。
當一切都準備好了, 我就會來接你, 這樣你就可以永遠和我在一起了。
如果不是這樣, 我會坦率地告訴你。 你知道我要去哪裡,
怎麼去那裡。 不, 我們沒有, "湯瑪斯說 。 "我們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我們怎麼能知道路呢？ 耶穌對他說 : "我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沒有人可以得到父親, 除了我。 約翰 14:1-6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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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大多數故事都有結尾。 這一條沒有盡頭。 這個故事之後還有更多。 有一天救世主耶穌會再來的。
耶穌會回來的。 他將擊敗愛他的人的所有敵人。
愛耶穌的人必與他同在。 我們將永遠和他一起統治天堂。 我們將與永生的神同住。

對此感到高興! 很高興! 巨大的獎賞在天堂等待著你。 記住, 古代先知也受到迫害。 馬修 5:12 LVB。
耶穌對她說 : "我是復活死人, 又賜給他們生命的人。 任何相信我的人, 即使他像其他人一樣死去,
也應再次活下去。 約翰 11:25 LVB。
相信主耶穌, 你就得救了。 徒 16:31 LVB。
因為他的仁慈, 你通過信任基督得救了。 即使信任也不是你;這也是上帝賜予我的禮物。
救贖不是我們所做的好事的獎賞, 所以我們誰也不能為它做任何功勞。 以弗所 2:8-9 LVB。
當一個人成為基督徒時, 他就成了一個嶄新的人。 他已經不一樣了。 新的生活開始了! 2科林斯 5:17
L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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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母
學校教孩子們進化論是科學事實。 進化論是理論, 不是事實! 進化論是無神者的主導理論,
他們想解釋一個世界的起源, 而不存在全能的上帝。 好的科學支援聖經的創造帳戶 。
它確實取決於你選擇哪一方。
聖經的歷史也受到了攻擊。 現代主義聲稱聖經中的故事是虛構的, 只是用來教我們教訓的神話。
現代考古學家發現越來越多的網站和文物, 支援聖經的歷史。
我選擇相信一個全能的, 無所不知的神的話, 他把他的話放在我們心中。 下面是一些例子,
說 明科學如何能被理解為與聖經, 神的話語完美和諧。
聖經與科學
許多人, 如果不是幾乎所有科學家稱自己 "博物學家" 一個哲學觀點根據它一切從自然物產 和起因發生,
並且超自然或精神解釋被排除或被貼現。 (注: 根據定義, 自然主義是一種信仰系統, 一種宗教。
領先的科學家成為博士, 或哲學博士。 創造-進化的分歧實際上是兩種宗教之間的衝突。
科學被定義為智力和實踐活動, 包括通過觀察和實驗系統地研究物理和自然世界的結構和行為。
觀察和實驗必須是可重複的。 進化論是一種理論。 它是人的哲學觀點, 易犯錯誤的人, 不相信上帝。 而且,
被多數人 "欺負" 的人 "接受" 了, 他們會讓他們覺得自己與現實脫 節。 以下是一些爭論點:
大爆炸理論
這只是一個理論。 而是一些理論。 聖經的 "等值" 這是有趣的: 在開始上帝創造了天堂和地球 (創世紀
1:1);有一天, 上帝創造了空間、 時間和物質。 博物學家可以說 , 它 "剛剛發生", 從沒有什麼東西來了。
創論者認為, 一個無所不知、 全能的人, 從一無所有中創造了一切: 上帝。 這些都不能被觀察或測試。
讓我們看看更實際的論據。
首先, 所有不相信的科學家都不贊同進化論。 是的, 大多數博士生都相信進化論,
但有些人認為設計師已經開始了這一切, 儘管他們不能回答是誰。 利哈伊大學的邁克爾. Behe
博士是該陣營反駁達爾文進化論的著名科學家之一。 Behe 說 , 最著名的原則是 "不可約的複雜性",
我對複雜生物化學系統的進化感興趣。 細胞中的許多分子系統需要多個成分才能起作用。
我把這些系統稱為 "irreducibly 情結"。 (Behe 1996, 2001) "Irreducibly
複雜系統在我看來很難在一個傳統的, gradualistic 的達爾文框架內 解釋,
因為系統的功能只有在系統基本完成時才會出現." Behe 援引捕鼠器為例:
捕鼠器需要所有部件才能正常工作。
網站:
Web: https://www.lehigh.edu/~inbios/Faculty/Beh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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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
博物學家到處挖掘化石, 然後根據他們的觀點開發故事和時間表。 其他人看到的化石記錄只是尖叫
"上帝"。 為什麼？ 世界上幾乎所有生命都在地球上喪生的洪水, 將會留下數以億計的死物,
埋在地球上由水所鋪設的岩層中。 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 此外,
世界範圍內 的洪水將把海洋化石存放在山頂上。 這也是存在的。 博物學家相信動物會死;被地球逐漸覆蓋,
最終 fossilize。 嘗試這個實驗: 找到一個死了的動物, 讓它躺在你的後院,
看看它是否仍然有足夠長的時間來成為一個化石。

3月的進步
魯道夫 Zallinger 了一個圖像, 我們都看到了在所有的教科書中發現。 它的目的是顯示 "3月的進步"
從猴子到人類的進化。

這個插圖的問題是所有的代表人物要麼是猴子, 要麼是人。 沒有過渡代表。
創造論者並不是唯一一個看到這種思想謬誤的科學家。 從世俗雜誌美國科學家,
"思考史前人類行為變異的各種適應性策略提供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方式來解釋這些差異。 但首先,
我們需要摒棄一個不正確和過時的關於人類進化的觀念, 即史前智人可以被劃分為 "古老" 和 "現代"
人類的信念。
Web: https://www.americanscientist.org/article/refuting-a-myth-about-human-origins

DNA
所有生命所擁有的 DNA "程式" 只能被描述為設計。 下面是一個自然主義的觀點:
斯蒂芬. 邁耶博士領導了發現學院的科學和文化中心, 一個非黨派的公眾智囊團, 在西雅圖, 華盛頓和阿靈頓,
弗吉尼亞州的辦事處。 梅耶把他的職業生涯的兩年獻給了他稱之為 "DNA 謎" 的奇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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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2009年6月發表的2009本《 細胞、 DNA 和智慧設計證據》 的書記載了他個人和專業的調查,
其原因是對細胞內 生物資訊起源負責。
在1985年作為探索地球物理學家的時候, 梅耶出席了在達拉斯舉行的會議,
討論宇宙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和人類意識的本質。

"這是一個關於科學家們知道他們不知道的問題的討論," 邁耶說 。 "我很驚訝地發現,
與我在許多教科書中所讀到的相反, 關於生命起源的主要科學專家對生命最初的產 生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這些專家, 其中許多人是在達拉斯的週末, 公開承認, 他們沒有一個足夠的理論, 他們所謂的 "化學進化",
這是一個理論, 第一個活細胞是如何從簡單的化學物質在原始海洋中產 生的。 從他們的討論中, 很明顯,
DNA--其神秘的化學特徵排列--是造成這種僵局的一個關鍵原因。
Web: http://www.vision.org/visionmedia/reviews/intelligent-design-signature-in-thecell/17451.aspx
碳14
創論者和年輕地球科學家經常提到 C14 放射性碳的約會是一種 "錯誤的約會方法"。
碳14在一定速率下衰減。 但是用這個衰變率來確定某種東西的年齡是很脆弱的。 例如, 在 "史前史" 中,
人們必須對大氣層的構成進行假設。 再次: 假設。
以下是輻射碳約會的兩大問題:
首先, 發現了含有碳14的恐龍軟組織。 C14 的衰變率不能超過10萬歲 。 如果恐龍7500萬年前就死了,
這是一個巨大的差距, 試圖解釋

"倫敦帝國學院的研究人員在開始分析大約100年前在加拿大阿爾比省的恐龍園編隊出土的八隻恐龍化石時,
期望值較低。 大部分的骨骼, 追溯到白堊紀時期, 在碎片;剩下的碎片品質低於平均水準。 然而,
對科學家們的驚訝, 用電子顯微鏡進行的分析顯示, 在大約7500萬年的石化中,
紅血球和膠原纖維一直保持完好。
"不像骨骼和牙齒, 它可以存活上億年, 軟組織是最早的材料, 在石化過程中消失。 儘管如此,
科學家們在恐龍骨骼中發現了完整的軟組織。 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 2005,
當時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瑪麗。 但這種發現是罕見的, 以前只發生了非常完好的化石。
倫敦帝國學院的科學家本周在《 自然通訊》 雜誌上報導的關於新發現的最不尋常的事情是,
他們所研究的化石的條件相對較差 (仁慈地說 )。
Web: https://www.history.com/news/scientists-find-soft-tissue-in-75-million-year-olddinosaur-bones
其次, 發現了含有 C14 的鑽石。 科學家們再次認為, 鑽石是地球上最堅硬的物質,
在數以億計的年份前就形成了。 而且, 再一次, C14 應該腐爛在沒有馬超過10萬年。 C14
也被發現在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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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碳的約會一般只限于5萬歲 以上的約會樣本, 因為比那些年齡較大的樣品沒有足夠的 C14 可測量。
通過使用特殊的樣品製備技術、 大樣本和非常長的測量時間, 可以獲得較早的日期。
這些技術可以使日期的測量達到 6萬, 在某些情況下, 在目前的7.5萬年前 (沃克, 麥克 (2005)。
第四紀約會方法 (PDF)。 23. 奇賈斯特: 約翰. 威利和兒子。 國際標準書號 978-0-470-86927-7。
顯然, Creationist 和自然主義觀點之間有許多 "分歧的原因"。 我們在這裡做的不夠,
但可能激起你的興趣。 眾多的科學家組織也是基督徒, 他們形成了研究機構, 出版文章、 書籍、 dvd
等支援他們的觀點。 在附錄中簽出 "資源"。
生命的氣息
耶和華神造了地上塵土的人, 將生命的氣息吸入他的鼻孔;人類變成了活生生的靈魂 (創世紀 2:7)
我曾經有過説明肯火腿, 在創世紀部的答案執行主任, 在聖經學院, 神學院和高中的一系列程式。
我事先熟悉聖經的創作科學。 聽了大部分的演講稿後, 我有機會在一個難得的休息時和肯恩說 話。
我與他分享, 聖經創作帳戶 中的四個模糊的詞使我相信了特殊創造的真理: "生命的氣息"。
《 聖經》 的創作順序可能起初似乎不合邏輯:
光是在太陽之前創造的;爬行動物是在哺乳動物和人類的同一天創造的
(進化論者認為恐龍比人類早活);在恐龍之前創造的鳥類 (進化論者相信鳥類是從恐龍進化而來的)。
一個信奉聖經的基督徒怎麼解釋這個？ 如果聖經是真實無誤的, 那麼就應該很容易證明這些 "不一致"。
那麼, 我們有什麼證據, 一個方法還是另一個？ 讓我們從 "生命的氣息" 開始。
活著的那一刻死亡後, 身體仍然包含著所有必要的 DNA 鏈, 分子, 器官和體液, 在活著的時候它擁有。
為什麼會死？ 防止有組織的物質生活的根本缺失是什麼？ 肯火腿是個科學家。 他同意這種 "生命氣息"
是我們人類的理解和感知之外的。 單單這個原因就可以讓我接受一個至高無上的人 (上帝) 的智慧設計,
但還有許多其他原因。
早期的人
發現頻道播出了最後一個尼安德特人, 這是關於我們假想的野蠻祖先。
進化論者必須讓尼安德特人適應他們漫長的時代框架, 所以他們把尼安德特人們描繪成類人猿。
我相信任何年齡的男人都是 "男人" 以下是進化論索賠和 creationist 回應:
尼安德特人也許有複雜的語言 (從最後尼安德特人)。 聖經教導, 只有神的百姓, 不是尼安德特人,
Magnons, Africanus 等。 他們都是從亞當創立之日 (creationist 的位置) 說 起的。 所以, 我們同意。
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歐洲和中東成千上萬年前。 我們同意《 聖經》 所示的早期人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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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小團體。 彼此關心。 獵人/採集者。 粗糙的工具。 埋葬了他們的死。 答案是肯定的。
我們的後裔來自2人。 亞當和夏娃有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 我們是一家人。
上帝給了我們所有的草藥來做食物。 洪水過後我們才吃肉。
突然消失了。 幾種可能性。 在諾亞洪水之前居住的人被埋在洪水中。
另一些人在巴貝爾混亂後迅速散開。 其他人不時地拾起並移動。
尼安德特人有大骨,
大腦袋,
肌肉發達。
所有人可以被修造不同地包括頭骨形狀。

將愛斯基摩人比作美洲原住民,

與歐洲人進行比較。

一位新的 "前任", 在法國被發現。 他的頭骨和尼安德特人不同, 他個子高, 骨骼更輕, 吃了更好的食物,
還做了首飾。 聽起來像現代人!
第二個群體是 "非洲以外的", 要麼流離失所, 包括尼安德特人, 要麼混合, 並與其他人合併。 這些天,
我們混合和合併所有的時間和使用可恨的名稱 "混血兒"。
這裡有一個關於進化論的偉大引述: 進化如此微妙的花朵 , 它必須得到保護嗎？ 如果是的話,
那一定是出了問題。 安德魯 Wert, 創造科學獎學金。
創造是一種信念, 事實是合適的。 你可以相信聖經是上帝的錯誤的話語。 它包含真理, 它是真理。
聖經不是童話故事, 也不是故事來引導我們的道德。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可能不知道聖經中最好的消息;那就是, 在天上與神的救贖和永生, 根據他的應許:
聖經與歷史
現代考古學始于過去幾個世紀。 這些科學家發掘了許多古老的遺址, 讓我們瞭解到舊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以及他們的能力。 最主要的例子是埃及和法老時代。 這個北非國家令人難以置信的發現: 聖經遺址呢？
這裡是一個人和地方的清單, 世俗主義者認為是由創造宗教的人發明的, 寫了一本 "神話" 的書。
全球水災
進化論者不接受全球洪水。 他們指出, 神創論者接受洪水的主要原因是不正確的。
進化論者認為沒有證據支援這樣的洪水。 大多數創造論者都承認,
大峽谷是由水所堆積的分層沉積物的證據, 洪水過後, 一個災難性的事件在峽谷中雕刻。

PBS 在2017年11月11日提交了一集題為 "殺手洪水" 的新星插曲。 這是廣播中的一句名言: "世界各地,
三個偏遠的地方有著怪異的相似之處。 在美國, 1.6萬英里的幹峽谷和奇異的岩層覆蓋了西北部;在冰島,
一個300英尺深的峽谷似乎已經在瞬間被撕裂;在英國的海岸上, 一個神秘的峽谷網深深地刻在海底,
可以揭示出這條通道是如何首先把現在英國從法國分離出來的。 遠沒有逐漸侵蝕, 有證據表明,
巨大的洪水在地質眨眼間撕裂了這些景觀。 但有什麼能觸發這種致命的洪水呢？ 再一次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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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計畫的結論是, 大量的水在短時間內 導致了這些事件。 他們將其中一些人比作大峽谷, 但 (我認為)
仔細地忽略了大峽谷事件的細節。
作為創神論者的科學家們把大峽谷的證據看成是一種突然的和最近的事件。 沃爾特.
布朗博士在他的書中提出, 在一開始, 大量的沉積層是由全球災難產 生的, 並且像毯子一樣覆蓋著地球。
布朗博士推測洪水的排水產 生了一些巨大的後洪水湖泊。 "由於當地的情況, 許多湖泊最終乾涸了。
其他人仍然到今天, 但其他人增長。 最終, 擁有這些大湖的天然水壩讓路, 水開始從縫隙中傾瀉而出。
發生的事情越多, 差距就越大, 直到整個湖泊在災難中激增, 快速地雕刻峽谷。 這些職位堅持科學模式。
Web: https://www.missionimperative.org/uploads/4/7/7/0/47708539/how_did_the_grand_
canyon_actually_form.pdf
多瑪和蛾摩拉
聖經對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破壞只是一個神話嗎？ 一位考古學家認為, 在約旦死海近12年的時間裡,
他發現了該地區最大的雙胞胎城市的廢墟, 符合聖經帳戶 的所有標準, 這是不太可能的。
在西南大學三位一體的聖經研究和教義教授史蒂芬？柯林斯說 ,
位於死海東北部八英里的約旦南部山谷的一個 "可怕" 的地方, 完全符合聖經的描述。 "罪惡之城"
在一天內 被烈火和硫磺摧毀。 柯林斯在2005年開始探索瓦礫, 最終得出結論,
它確實是由亞伯拉罕救出的遺址, 是由亞伯拉罕從統治的城市狀態的判斷中拯救出來的。
"當我們探索這一地區時, 選擇高大的土耳其為所多瑪的地點幾乎是一個不動腦筋的事情,
因為它至少比整個地區所有其他青銅時代遺址大五到10倍." 該網站是一個大土堆, 或電話,
他認為代表了兩個城市的廢墟。
研究小組從那以後發現了高和厚實的防禦牆壁、 門、 塔、 廣場和城牆以及一個宮殿在上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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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現代史學家否認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 根據 "出埃及證據: 埃及古物學者看聖經的歷史"
從聖經考古學評論的可能/2016年6月問題搏鬥與這兩個問題-"出埃及發生了？在這篇文章中, 有證據表明,
一般支援第十三世紀西元流亡在 Ramesside 時期, 當埃及的第十九王朝統治。 這篇文章審查埃及文本,
文物和考古遺址, 這表明聖經敘述了準確的記憶從第十三世紀西元例如,
在聖經中出現的關於以色列從埃及外流的三個地方的名稱與 Ramesside 時期的埃及地名相對應 (13th–
11th 世紀西元)。 聖經敘述, 作為奴隸, 以色列人被迫建造 Pithom 和拉美西斯的商店。 十瘟疫之後,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著名地越過了山藥 Suph (翻譯成紅海或蘆葦海), 他們的水奇跡般地分開了。
聖經的名字 Pithom, 拉美西斯和山藥 Suph 對應于埃及地名 pi Ramesse, pi 阿托姆和 (Pa) Tjuf。
這三個地名在埃及文本一起僅出現在 Ramesside 期間。 Ramesse
的名字在埃及第三個中間時期開始的時候被使用了, 它開始了大約1085西元, 並且不再再現直到以後。
Web: https://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biblical-topics/exodus/exodus-fact-or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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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國王
大衛是一個聖經人物, 他曾有爭議地否認曾經存在過。 但是, 在以色列北部古城丹的廢墟 ( "電話 ")
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一個叫做 "丹碑" 的考古發現。 它是由玄武岩, 這是一個非常昂貴的石頭在古代。
由於生產 成本高昂, 這座紀念碑不可能由任何人豎立起來。 這很可能是一個國王的工作。
字母表的早期形式保存了十三行文字。 這些信是清晰和優雅的刻記,
並承認作為一個古敘利亞的母語的亞拉姆語。 九線吸引了第一批讀者的集體眼球。
有輔音拼寫出大衛的名字: DWD。 但這個名字並不孤獨。 這是一個更大的詞的一部分, "大衛的房子"。
Web: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first/m/mckenziedavid.html?mcubz=1
所羅門
像他的父親, 大衛, 許多拒絕 所羅門作為一個虛構字元。
一些人認為最近在以色列南部的聖經添馬艦公園發掘了所羅門的一個商店城市的入口。
該遺址考古工作者保羅？拉戈認為, 他在最近的挖掘中説明揭開的大門,
導致了《 第一國王》 書中所描述的一個設防城市。 "聖經說 , 所羅門在沙漠中建造了一座堡壘,"
他告訴以色列打破了新聞。 "考古學證據是符合1國王 9:19, 它說 , 所羅門在曠野建造添馬艦。
Web: http://patternsofevidence.com/blog/2018/01/26/have-solomons-gates-been-found/
耶穌
舊約中包含了無數關於主耶穌基督的到來的預言。 有人聲稱, 早期的基督徒回到聖經中,
改變它們以表明耶穌完成了這些預言。 證據表明, 這沒有發生在死海卷軸, 這是古老的猶太宗教,
主要是希伯來文, 在死海附近的昆蘭洞穴發現手稿。 寫在耶穌的時代, 他們表明, 現代舊約 (希伯來聖經)
是一樣的當前版本。 早期的基督徒沒有惡作劇。
其他聖經個性
現代史學家質疑一個名叫尼布甲尼撒的國王存在。 他是奪取猶太人並摧毀第一座寺廟的國王。 最近,
考古學家出土了數以千計的磚塊, 上面印有他的名字。 證據已經浮出水面, 許多聖經人物確實存在。
越來越多的《 聖經》 的歷史性被證實了。
Web: https://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people-cultures-in-the-bible/people-inthe-bible/50-people-in-the-bible-confirmed-archaeologically/
第一和第二寺廟的遺骸是已知的, 並且許多新約地點和地方與耶穌相關。
你可以去一個虛擬的旅遊和訪問這些地方 "從家裡。
Web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IZJ4YUj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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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一血中,
每一個國家的人都要住在地球上所有的面
孔,
並確定了他們的委任時代和他們居住的邊
界.....。 行為17:26

榮耀歸父、子和聖靈: 因為它是在開始, 是現在,
並將永遠。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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