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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
除非另有說明, 聖經引文翻譯從授權國王詹姆斯版本, 公共領域。 其他翻譯可能包括:
新的國際版本 (NIV):
聖經取自《聖經》, 新的國際版®版權·1973年, 1978年, 1984年, 由國際聖經協會。 經
zondervan 出版社許可使用。 保留擁有權利。 "niv" 和 "新國際版"
商標由國際聖經學會在美國專利商標局註冊。
使用任何一種商標都需要得到國際聖經協會的許可。
生活的邊界 (LVB):
生活聖經, 版權©1971由廷代爾大廈出版商, 惠頓, 伊利諾州, 使用的許可。
修訂標準版本 (RSV):
《聖經》的修訂標準版本。 版權所有©1996, 1952, 1971
由美國基督教會的基督教教育司在美國, 並且使用的允許。

推薦線上邊界:
"您的版本:"
從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電腦上超過900種語言的1200多個聖經版本中進行選擇,
其中許多版本可作為音訊聖經。
 電腦: https://www.bible.com/

 智慧手機: https://www.bible.com/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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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
這個研究指南是為新讀者設計的:
那些是新基督徒的人或者那些只想知道聖經說了什麼的人。 它首先是《聖經》的書面總結:
一個人如何與另一個人分享《聖經》所賦予的內容。 下一節列出了支援這篇文章的經文。
中間部分是為那些已經開始理解的讀者準備的。
聖經研究以對預言的深入解讀和更深層次的概念結束。 另外,
還有一節解釋了為什麼許多信徒接受當前的考古學和科學支援聖經文本。
作者的總體關注是拯救迷失的靈魂。
上帝為所有接受他恩典的人和他的兒子耶穌基督、彌賽亞和耶和華提供了道路。
這個學習指南是為了宣告聖經是神的字面話語,
對所有遵守他的誡命、學習他的話語、尋求只有他才能給予的智慧的人都是有用的。
上帝是造物主。 他擁有我們 只有他才有權利發出誡命和審判我們。
神的主計畫因我們的罪惡行為而被重定向。 他對我們永恆的計畫是, 我們跟隨他的兒子,
彌賽亞, 誰已經作為罪的救贖者來了, 永遠。 耶穌將返回征服撒旦和我們所有的敵人。
我們接受他為我們的救贖者的人, 將永遠與征服者同在。
作者提供他的所有產品作為免費下載從他的網站以及谷歌圖書

作者
作者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工程學院, 是一名退休的專業工程師。
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是在一家大型私營工業公司的建築行政和管理領域。 此前,
他曾擔任同一家公司的特別專案經理, 專門從事食品製造和物料搬運。
雲雀 是 詞 的創始人, 負責世界各部, 這是一個出版和分配免費見證資源的問題。

因此要知道, 耶和華你的神, 他是神, 是忠心的神, 與愛他的人立約憐憫,
並將他的誡命遵守至千代人; (申命記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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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我把這本書獻給我的妻子珍妮,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
珍妮送給我的禮物包括一個兒子、女兒和八個漂亮的孫子。 祝福上的祝福!
珍妮是我最好的朋友
老人的孫子是他最大的榮耀。 孩子的榮耀是他的父親。 (箴言 17: 6)。

我想向我的父母, 已故的拉爾夫和珍珠·雲雀 致敬。 如果沒有父母的祈禱和指導,
我的靈魂可能會迷失。
尊敬你的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賜給你的地上長久。 (出境記
20:12)。

確認


耶穌基督, 我們的主, 救主和造物主。



感謝我父母教導我聖經和耶和華的道。 如果我能說我對他們有能力,
我會感到非常自豪!
我叔叔愛德溫·拉克為之前的書貢獻了聖經, 並簡單地告訴我: "繼續寫作"。
謝謝你, 珍妮, 你給你丈夫的精神支援。
蘭迪和瑪麗亞·蘭克提供了比他們所知道的更多的動力。






求你稱謝耶和華。呼籲他的名字: 在人民中知道他的行為。 你們要向他歌唱,
向他唱讚美詩. 你們要述說他一切奇妙的作為。 (詩篇 10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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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開始學習
這一節是為那些希望熟悉聖經的人準備的,
或者是以最有意義的方式開始閱讀整本《聖經》的人準備的。
它從一篇重述聖經故事的文章開始。

敘事
老證人
法律
成因
出 埃及 記
利維蒂庫斯
數位
申命記

歷史
約書亞
法官
露絲
1和2撒母耳
1和2國王
1和2編年史
1和2編年史
尼希米
以斯帖

詩歌和智慧
工作
詩篇
諺語
教會
所羅門之歌

預言
以賽亞
耶利米
悲歎
以西 結
丹尼爾
霍塞亞
喬爾
阿莫斯
奧巴迪亞

約拿
彌迦
納胡姆
哈巴谷
澤夫尼亞
哈蓋
撒 迦利亞
瑪拉基

《聖經》從五本名為《律法》的書開始。 他們也被稱為 "摩西的書。 耶穌在地上事奉期間,
把書獻給摩西。
聖經的開始也是宇宙的開始, 也是宇宙中的一切。
上帝在創世記第一章中創造了物質、時間、空間、光和所有生命, 包括人類。
神宣告一切都好: 完全的創造。 上帝給了人自由意志。 人違背神 (罪), 帶來死亡和毀滅。
這就是所謂的 "原罪", 也是為什麼彌賽亞的誕生、死亡和復活需要救贖的原因。
第四節審查了 "創造與科學"。
一個熟悉的罪和毀滅的模式, 其次是寬恕發展。 這種模式在創世紀中建立,
並一直延續到《聖經》的最後一頁。 創世紀繼續與猖獗的罪, 到了一定程度,
使上帝選擇毀滅生命。 他找到了一個正直的人, 諾亞, 並選擇拯救這個人, 他的家人,
以及其他植物和動物的生命。 上帝在方舟上放置呼吸空氣的動物,
從而在全球範圍內造成洪水, 拯救諾亞的家庭, 倖存的植被和動物。
洪水過後, 上帝命令人們在地球上傳播。 他們不聽。 事實上, 他們聯合起來,
試圖建造第一座 "摩天大樓", 以便更接近上帝。 上帝混淆了他們的語言,
所以他們只能在群體中交流。 這導致他們通過語言分離, 分配到地球的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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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聖經學者認為, 在這種分散之後,
上帝導致構造板塊從單一的潘加大陸轉移到目前的形態。
一個名叫亞伯拉罕的人進入畫面, 成為人民的父親, 被稱為 "以色列人"。
(他也成為以實瑪利和阿拉伯人的父親。 他的後裔, 以色列人, 最終在埃及作為法老的奴隸。
這是人們熟悉的 "犯罪、懲罰和救贖" 的情景。 上帝選擇一個不情願的英雄, 名叫 "摩西",
帶領 "神的子民" 離開埃及。
以色列人逃到應許之地。 在漫長的旅程中, 他們多次重複 "犯罪、懲罰和救贖"。
上帝給他們律法 (十誡和其他律法), 帶領他們戰勝法老的軍隊,
以及生活在神應許給以色列人的地的人的軍隊。
以色列進入應許之地。 他們挑選一個國王和法官來統治人民。 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
他們重複著 "犯罪、懲罰和救贖"。 這記錄在第二組聖經中, 一組12本書叫《歷史》。
在同一時期, 著名的國王大衛, 他的兒子所羅門, 和其他人記錄的歌曲, 詩歌和智慧的書籍。
這五本書被稱為 "詩與智慧", 包括著名和珍貴的詩篇和諺語的標題。
下一個聖經部分的結尾是 "舊見證", 或 "希伯來聖經"。
這十七本預言性書籍的收集預示著未來: 壞消息和所有古老王國的好消息。
他們還預言了即將到來的彌賽亞, 他將到達拯救他的人民。 我們稱這個人為耶穌, 或基督。

前流亡的先知
喬爾
850-700 西元前
約拿
800 西元前
阿莫斯
780-755 西元前
霍塞亞
760-710 西元前
彌迦
740 西元前
以 賽 亞 740-680 西元前
納胡姆
700-615 西元前
澤法尼亞 626-580 西元前
哈布巴克 627-586 西元前
耶利米
626-580 西元前

流亡的先知
丹尼爾
604-535 西元前
以西 結
593-570 西元前
奧巴迪亞
585 西元前
後流亡的先知
哈蓋
520 西元前
撒 迦利亞 520-518 西元前
瑪拉基
450-400 西元前

新證人
製備

表現

繁殖

解釋

完善

老證人

福音書

使徒的行為

這些字母

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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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 的同義字包括 "證據、證明和認證"。 聖經將被接受為上帝萬無一失的話語。
老證人為新證人準備了道路。 新見證從四本書開始, 被稱為 "福音書", 經文敘述了一個 "新"
聖經人物的生活預言在老見證, 耶穌, 基督。 耶穌出生在伯利恒, 在加利利長大成人。
他經受住了撒旦的誘惑, 充當了老師和醫治者, 為了實現預言, 他死在十字架上,
就像一隻無辜的羔羊。
耶穌在第三天復活, 繼續教導四十天, 並升天到天上, 在父神的右手統治。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和復活上的死, 是為了贖罪,
並將永生賜給任何接受他為耶和華和救主的人。
《新見證》的第二部分以一本書、使徒行傳或使徒行傳開頭。
使徒的勞動解釋了使徒的勞動歷史和基督教會的基礎。
接下來的 2 1 本經文是解釋書:










我們被信仰、神聖的恩典而不是儀式 (工作) 所證明。
保羅警告他的門徒不要出錯, 並勸他們履行某些職責。
在信仰和神聖的談話中繼續的指示。
牧師的職責。
關於信仰的效力與善行相結合的論述。
對基督徒生活的勸誡。
基督教仁慈的美。
尊重我們的主的人, 並規勸基督徒的愛和行為。
警告對虛假教師和騙子的行為。

《聖經》的最後一節是一本名為《啟示錄》的書。 這本神性的聖經預示著教會的未來。
同樣預言的是日子的結束, 死者的復活和活著的聖人 (信徒) 的狂喜。
接下來是七年的苦難時期, 然後是千年 (千年時期)。 最後, 預言了撒旦和死亡被拋入地獄。
對信徒的永恆和天堂的輝煌進行了描述。
第四節回顧了《聖經》歷史與考古學和科學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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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閱讀計畫:
創造、腐蝕和催化
天才 (舊見證書 1)
1.
2.
3.
4.
5.

第1-2 章: 物質、時間、空間和生命的創造, 第一 (或埃德尼) 約。
第3-4 章: 腐敗和人的墮落。 原罪。 救贖的承諾。 第一次謀殺
第6章第1章: 洪水前的生活。
第6-7 章: 審判、恩典和洪水。
第8-9 章: 洪水後果、人類政府的分配 (比較羅馬書
13)、諾亞希約、諾亞的罪、諾亞的預言。
6. 第11章: 1-9: 更多的失敗和散射。

上帝的人

奧庫斯 (舊見證書 2)
1.
2.
3.
4.
5.
6.

第1章: 以色列人的壓迫
第2-4 章: 摩西: 出生, 與以色列的身份, 燃燒的灌木, 上帝揭示自己, 和他的反對。
第5章: 摩西與法老的競爭。
第6章: 摩西鼓勵。
第7-11 章: 摩西委員會續會, 前9個瘟疫。
第12章: 逾越節, 第十個瘟疫, 匆匆離開埃及。

利維蒂庫斯 (舊證人手冊 3)
1. 第16章: 贖罪日。
2. 第17章: 犧牲法。

編號 (舊見證書 4)
1. 33-36 章: 從埃及到約旦的旅程摘要, 準備進入應許之地, 利未人的城市,
和避難的法律, 關於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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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命 記 (舊證人手冊 5)
1. 第四章: 偉大的法律教導了新一代。

《世界與拯救》

以 賽 亞 (舊證人書 23)
1. 52-66 章: 彌賽亞的承諾, 獎勵信徒, 拯救。
聖盧克的上帝 (新見證書 3)
1. 第1-4 章: 耶穌的誕生、洗禮、誘惑和家譜。
2. 第5-19 章: 耶穌的事奉和凱旋進入。
3. 第20至23章: 基督的拒絕和死亡。
4. 第24章: 復活, 門徒的使命, 提升。

聖約翰的 福音 (新見證書 4)
1. 第三章: 耶穌揭示了如何來到拯救, 洗禮, 和約翰的見證。
2. 第19章: 耶穌被審判, 釘十字架, 埋葬。
3. 第20章: 復活。

基督返回天堂後的可口證人

《見證》 (新見證書 5)
1.
2.
3.
4.
5.
6.

第1章: 等待教會。
第2-8 章: 五旬節, 索爾的轉換。
第9-14 章: 掃羅改名為保羅, 第一次傳教之旅。
第15章: 耶路撒冷的議會, 外邦人的召喚。
第16-20 章: 保羅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傳教士之旅。
第27-28 章: 保羅從耶路撒冷到羅馬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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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羅馬的信 (新見證書 6)
1. 第1-12 章: 世界在神面前是有罪的, 耶穌是靠對基督的信心,
成聖是通過與基督的聯合, 在他的死亡和復活, 基督徒的生活和為上帝的榮耀服務。
2. 第13章: 基督徒和政府。
3. 第14-16 章: 基督教愛情的流出。

給 加拉蒂安 的信 (新證人書 9)
1. 第1-6 章: 我們是靠信仰而不是以儀式 (工作) 為理由的。

永恆

《恢復》 (新見證書 27)
1. 第一章: 介紹了最後幾天和未來的揭幕, 並對其進行了記錄。
2. 第21章: 新的天堂、新的大地和新的耶路撒冷。
3. 第22章: 一個新的天堂, 最後的警告, 最後的承諾。

耶穌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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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間研究
創建後的歷史

天才 (舊見證書 1)
1.
2.
3.
4.

第五章: 亞當的家庭和早期文明。
第10章: 諾亞的家庭。
第11章: 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介紹。
第12-16 章: 承諾的分配, 亞伯拉罕之約, 更多的失敗。

5. 第17章: 作為全能的上帝的啟示。
6. 第18章: 亞伯拉罕作為 "神的朋友"。
7. 第19章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批號和毀滅。
8. 第21-22 章: 以撒的誕生, 以撒的供品。
9. 第37章: 約瑟賣給埃及。
10. 第45章: 約瑟向他的弟兄顯現自己。

上帝的人: 上升和失敗

奧庫斯 (舊見證書 2)
1.
2.
3.
4.
5.
6.
7.
8.

第13章: 第一次出生, 為耶和華分開, 旅程, 從上帝的説明。
第14章: 法老追趕以色列人。
第15-19 章: 被救贖之歌, 神滿足饑渴, 特別的安息日約。
第20-24 章: 給出的法律。
第25-27 章: 神指示摩西建造一個會幕和約約的方舟。
第32章: 破碎的法律, 金牛, 和紀律。
第34章: 法律的第二片。
35-40 章: 建造塔棚、神聖的傢俱、祭司的裝飾。

利維蒂庫斯 (舊證人手冊 3)
1.
2.
3.
4.
5.
6.

第8章: 亞倫和他兒子作祭司的奉獻。
第9-10 章: 祭司開始他們的事工, 奇怪的火, 和禁令。
第11-13 章: 清潔、聖潔的法則。 母親的法律。 一個神聖的上帝和神聖的人民。
第15章: 人員的清潔。
第18-20 章: 婚姻、欲望、偶像崇拜、窮人、不道德。
第21-23 章: 牧師身份、犧牲、宴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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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24-27 章: 額外的法律和處罰、國家法律以及敬業的人和事物。

犯罪、法律和改造牛奶和蜂蜜的土地

編號 (舊見證書 4)
1. 第1-4 章: 準備離開西奈, 摩西準備戰爭, 人口普查的人按任務;在荒野中流浪的故事。
2. 第5-9 章: 對旅行的純度和法律的要求。
3. 第10-12 章: 銀喇叭, 從西奈到卡德什-巴內亞的行軍, 抱怨和懲罰。
4.
5.
6.
7.

第13-14 章: 在卡德什-巴內亞, 以色列間諜, 叛逆的不信, 責備和赦免。
第15-16 章: 多年的流浪, 法律, 叛亂, 和懲罰。
第17-18 章: 阿倫和他的職責。
第19-25 章: 行軍、勝利和死亡, 預言, 第26-32 章:
摩西為戰爭、更多的法律、定居在基列做準備。

約書亞 (舊證人書 6)
1.
2.
3.
4.

第1-5 章: 準備進入巴勒斯坦, 約書亞指揮軍隊, 進入約旦。
第6至17章: 征服, 更多的罪, 祝福和詛咒。
第18至22章: 分配土地。
第23-24 章: 約書亞呼籲人民, 回顧以色列的歷史, 以及他的死亡。

捕獲、返回和第一個主題

艾拉 (舊證人手冊 15)
1. 第1-6 章: 第一次從巴比倫回來, 建造第二聖殿。
2. 第7-10 章: 以斯拉的事工。

尼希米 (舊證人書 16)
第1-13 章: 尼西米亞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哈蓋 (舊證人書 37)
第1-2 章: 對寺廟重建的反思、鼓勵和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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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保護她的人的女王

埃瑟爾 (舊見證書 17)
第1章: 以斯帖, 猶太人, 被選為波斯女王。
第2-7 章: 以斯帖拯救猶太人, 使他們免遭毀滅。
第8-10 章: 猶太人對他們的敵人進行報復。

一個信使

以 賽 亞 (舊證人書 23)
1. 40-48 章: 上帝的偉大。
2. 49-51 章: 受苦受難的主僕人。
以西 結 (舊證人書 26)
1.
2.
3.
4.

第1-3 章: 以西結的召喚。
第4至24章: 對耶路撒冷的審判警告。
第25-32 章: 對外邦人的判決。
第33章: 以西結的責任。

丹尼爾 (舊證人書 27)
1.
2.
3.
4.
5.

第1章: 丹尼爾斯的早期生活。
第2章: 尼布甲尼撒的視野和解釋。
第3章: 火熱的熔爐: 沙德拉赫、美沙赫和阿貝尼戈。
第四章: 尼布甲尼撒的第二個夢和解釋。
第5-6 章: 伯沙撒和大流士手下的但以理, 牆上的筆跡, 但以理的信心和獅子的巢穴。

霍塞亞 (舊見證書 28)
1. 第1-14 章: 霍西事工的一本短篇小說, 關於愛和救贖的預言。

喬爾 (舊證人手冊 29)
1. 第1-3 章: 一本短篇小說預言猶大的苦難, 以及以色列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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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法尼亞 (舊證人書 36)
1. 第1-2 章: 巴比倫人的入侵, 澤弗尼亞的懺悔號召。
2. 第3章: 以色列, 外邦人的審判, 即將到來的彌賽亞。

澤卡裡亞 (舊證人書 38)
1. 第1-6 章: 悔改的呼喚, 安慰以色列的幻象。
2. 第7-8 章: 來自巴比倫的代表團。
3. 第9-14 章: 以色列時代的終結, 彌賽亞的到來。

對基因的呼籲

馬拉奇 (舊見證書 39)
1. 第1-2 章: 以色列人和祭司否認和鄙視神, 對家庭的犯罪。
2. 第3章: 預言施洗約翰, 信徒反對非信徒。
3. 第4章: 耶和華和彌賽亞的日子。

詩歌, 讚美, 和智慧

詩篇 (舊證人書 19)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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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50 章: 第5本書

諺語 (舊證人手冊 20)
1.
2.
3.
4.

第1-9 章: 鼓勵年輕人。
第10-24 章: 智慧和上帝對愚蠢和罪惡。
第25-29 章: 希西家選擇的索洛蒙智慧。
30-32 章: 阿古爾和勒穆埃爾寫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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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 (舊證人第21部分)
1. 第1-4 章: 所羅門對塵世事物虛榮心的體驗。
2. 第5-12 章: 從塵世的經驗中得出結論。

索倫之歌 (舊見證書 22)
1. 第一章第8章: 所羅門的 "歌" 的愛情和婚姻作為耶穌和教會的隱喻。

耶穌的生活和部長

聖圖的上帝 (新見證書 1)
1. 第1-4 章: 耶穌的誕生和早期的生活, 施洗約翰, 耶穌的誘惑。
2. 第5-7 章: 山上的講道。
3.
4.
5.
6.
7.

第8-12 章: 耶穌的權威和拒絕。
第13章: 王國的權威, 兩個國王之間的時期。
第14-23 章: 耶穌的事奉。
第24-25 章: 耶穌預言復活。
第26-28 章: 耶穌的死亡和復活的國王。

聖馬克上帝 (新見證書 2)
1. 第1-2 章: 耶穌的介紹;施洗約翰, 耶穌的試探, 門徒的選擇, 和醫治。
2. 第3-13 章: 更多的治療, 不可原諒的罪, 神跡, 和比喻。
3. 第14-16 章: 耶穌的順服、死亡、復活和提升。

聖約翰的 gospel (新見證書 4)
1. 第1-2 章: 基督的神, 耶穌作為造物主, 施洗約翰, 基督的力量, 第一個奇跡。
2. 第4-18 章: 基督的生命, 其他門徒不相關的重要記載。

給埃普希斯安人的信 (新證人書 10)
1. 第1-6 章: 恩典, 教會, 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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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 (新見證書 27)
1. 第2-3 章: 給小亞細亞七座教堂的信。
2. 第19-20 章: 最後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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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高級研究
天才 (舊見證書 1)
1. 第20章: 亞伯拉罕的流逝。
2. 第23-24 章: 撒薩克的新娘薩拉之死, 回答著祈禱。
3. 第25-36 章: 亞伯拉罕之死, 以實瑪利的世代以實撒的崛起, 亞伯拉罕聖約向以撒證實,
雅各的家人, 逃跑, 並改名為以色列。 雅各跌倒了, 並恢復。 以掃的世代。
神的子民稱以色列人。
4. 第38章: 猶大的罪。
5. 39-41 章: 約瑟在埃及的時間, 監禁, 預言, 提高。
6. 42-44 章: 約瑟夫的兄弟去埃及。
7. 46-50 章: 雅各的家人去了埃及, 雅各的家人受到了尊敬, 祝福和死亡。
奧庫斯 (舊見證書 2)
1. 第28-29 章: 法律和牧師身份。
2. 第330-31 章: 法律和會幕、敬拜、工匠、安息日和一個標誌。

利維蒂庫斯(舊證人手冊 3)
1. 第1-7 章: 供品。
2. 第14章: 清葉和麻瘋鳥的房子。

利維蒂庫斯 (舊證人手冊 5)
1. 第1-3 章: 出逃後以色列人的歷史: 失敗、流浪和戰爭。
2. 第5-34 章: 法律的特殊性;摩西的死

新土地上的上帝的歷史

法官 (舊證人書 7)
1.
2.
3.
4.

第1-3 章: 回顧過去和設立法官辦公室。 整本書講述了從約書亞到薩姆森的歷史。
第3章: 5-16 章: 法官及其成就。
第17-20 章: 混亂和衝突。
第21章: 一個失落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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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絲 (舊見證書 8)
1. 第1-4 章: 智慧、忠誠、奴役和過神的生活的美麗故事。

1 撒母耳 (舊證人手冊 9)
1. 第1-8 章: 年輕的撒母耳, 撒母耳成為法官。
2. 第9-15 章: 使掃羅成為王, 並拒絕他。
3. 第16-31 章: 掃羅與撒母耳的比較。

2 撒母耳 (舊證人書 10)
1. 第1-4 章: 掃羅之死, 大衛王統治之初。
2. 第5-14 章: 大衛的統治, 直到押沙龍的起義。
3. 第15至24章: 押沙龍被原諒, 反抗, 並繼續統治大衛。

1國王 (舊見證書 11)
1.
2.
3.
4.
5.
6.

第一章: 大衛統治的結論。
第2-11 章: 所羅門的統治。
第12-14 章: 羅波安和耶羅波安的統治, 王國的分裂。
第15-16 章: 分裂王國的國王。
第17-22 章: 亞哈的統治。
第22章: 40-53 章: 約沙法和亞哈謝的統治。

2國王 (舊見證書 12)
1. 第1-2 章: 以利亞的事工和翻譯。
2. 第3-7 章: 以利沙部。
3. 第8-17 章: 兩個王國國王的統治, 直到撒瑪利亞的陷落;以色列人最初被稱為 "猶太人",
取自 "猶大"。
4. 第1-25 章: 希西家的統治, 被囚禁的猶大。

第一面 (舊證人書 13)
1. 第一章: 父權制和早期領袖的家譜。
2. 第2-9 章: 以色列十二個兒子的家譜。
3. 第10章: 掃羅王的最後日子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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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11至29章: 重新開始大衛的統治。

第二主持人 (舊見證書 14)
1. 第1-9 章: 所羅門祈禱智慧、規則和建造第一聖殿。
2. 第10-26 章: 猶大直到聖殿被摧毀的歷史。

對上帝的人的懲罰和更多的懲罰:

以 賽 亞 (舊證人書 23)
1.
2.
3.
4.

第1-12 章: 猶大的預言。
第13-27 章: 關於國家的預言。
第28-35 章: 關於弗拉蓮和猶大的先知警告。
36-39 章: 入侵和疾病的歷史事件。

傑萊米 (老見證書 24)
1. 第1-45 章: 猶大審判的預言。
2. 46-51 章: 對外國的預言。
3. 第52章: 猶大被推翻的第二章。

悲歎 (舊證人手冊 25)
1. 第1-2 章: 耶利米哀歎耶路撒冷的荒涼, 聖殿的毀滅和耶和華的怒氣。
2. 第3-4 章: 耶利米談到神的信實, 懺悔的召喚, 和囚禁的恐怖。
3. 第五章: 向耶和華禱告。

以西 結 (舊證人書 26)
1. 第34-49 章: 預測以色列人未來的土地會發生什麼。
2. 40-47 章: 敬拜和千年神廟 (以色列在地球上的最後幾天)。
3. 第48章: 千年時代七個部落之間的土地劃分。

工作 (舊證人書 18)
1. 第1章: 工作的本質。
2. 第2-31 章: 約伯與他的輔導員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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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2-37 章: 埃利胡的獨白。
4. 第38-41 章: 神對約伯說話。
5. 第42章: 約伯的懺悔, 新的祝福。

阿莫斯 (舊證人手冊 30)
1. 第1-4 章: 不可避免的判斷。
2. 第5-9 章: 神祈求以色列人回到他那裡, 將來的審判, 並最終恢復以色列人。

不相信的懲罰

奧巴迪亞 (舊證人第31號)
1. 第一章: 對以東的厄運和荒蕪的預測。

約拿 (舊證人書 32)
1. 第1-4 章: 不順服, 神的憐憫, 和復興在尼尼微。

納胡姆 (舊見證書 34)
1. 第1章: 神的品格。
2. 第二章: 上帝對他的敵人的懲罰, 尼尼微的毀滅。
3. 第3章: 毀滅的原因, "你播種什麼就收穫什麼。
哈巴谷 (舊證人書 35)
1. 第1-3 章: 先知哈巴谷被迷惑了, 上帝回答, 先知的信心就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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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證人
這些字母

給科林提安的第一封信 (新見證書 7)
1.
2.
3.
4.

第1-4 章: 科林蒂安教會的化妝。
第5-11 章: 紀律、身體和婚姻的神聖性、自由的限制。
第12-14 章: 精神恩賜及其使用。
第15-16 章: 死者的復活, 結論。

給科林提亞的第二封信 (新見證書 8)
1. 第1-7 章: 保羅事工的原則。
2. 第8-9 章: 為窮人收集。
3. 第10-13 章: 保羅對他的事奉的辯護。

給菲律賓的信 (新證人書 11)
1. 第1-4 章: 基督徒的生活: 苦難、信仰和喜樂。

給哥倫比亞的信 (新證人書 12)
1. 第1-4 章: 保羅對教會的祈禱和關心, 豐富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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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泰薩龍妮的第一封信 (新見證書 13)
1. 第一章: 模範教會, 基督教生活的三個時態。
2. 第2-5 章: 模範僕人和獎勵, 模範兄弟和成聖, 模範行走, 希望和耶和華的日子,
第二封信到泰薩尼安斯 (新見證書 14)
1. 第1-3 章: 迫害, 主的日子, 鼓勵。
第一次給時間的信 (新見證書 15)
1. 第1-3 章: 關於異端的警告, 關於祈禱的指示, 教會中的婦女。
2. 第4-6 章: 步行、工作和警告一個好部長。

第二次到時間的信 (新證人書 16)
1. 第1-2 章: 保羅對提摩太的指控, 僕人的道路。
2. 第3-4 章: 聖經作為資源, 忠實的主。
信 (新見證書 17)
1. 第1-3 章: 保羅的長老指南, 一個好牧師的牧養工作, 虔誠的生活。

給菲利蒙的信 (新見證書 18)
1. 第1章: 保羅給出了愛的例子;菲利蒙;奧內西穆斯

給 希伯來 書 的信 (新見證書 19)
1. 第1-4 章: 基督比所有其他人都優越。
2. 第5-9 章: 基督的祭司身份。
3. 第10-13 章: 信仰的生活。

詹姆斯 的信件 (新見證書 20)
1. 第1-4 章: 信仰的檢驗, 對世俗性的指責, 對富人的警告。
2. 第5章: 鼓勵主的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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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第一封信 (新見證書 21)
1. 第1-5 章: 苦難, 基督教的服務, 和主的降臨。

彼得第二封信 (新見證書 22)
1. 第1-3 章: 基督的最後日子、警告和第二次降臨。

聖約翰聖信 (新見證書 23)
1. 第1-5 章: 團契, 耶和華的歸國;撒旦的孩子和虛假的老師;保證和警告。

聖約翰聖約書第二信 (新證人書 24)
1. 第1章: 真理的道路, 約翰警告反對虛假的教師。

聖約翰聖約書第三封信 (新證人書 25)
1. 第一章: 善行與惡行為的對比。

聖正義的信 (新見證書 26)
1. 第1章: 對叛教和欺騙者的警告。

結束時間的提議和承諾

丹尼爾 (舊證人書 27)
1.
2.
3.
4.
5.

第7章: 但以理對四隻野獸的看法。
第8章: 波斯人和希臘人失敗的預言。
第9章: 但以理的禱告和七三個星期的預言。
第10-11 章: 但以理的最後異象, 神的榮耀, 傷害以色列人, 和褻瀆國王。
第12章: 大苦難。

海地文職支助團 (舊證人書 33)
1. 第1-2 章: 關於沙爾曼瑟和西納切裡布 (巴比倫圈養) 入侵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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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3-7 章: 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個神聖的王國, 在伯利恒誕生彌賽亞。
3.
《恢復》 (新見證書 27)
1. 第4-18 章: 苦難、野獸和假先知的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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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科學與藝術: 剪貼劑的不適用性
西方世界曾經承認, 聖經的歷史是不折不扣的, 包括創造。 近幾個世紀以來,
《聖經》一直受到抨擊, 其基礎是接受 "現代科學"。 許多人認為, 舊的信仰是 "古樸瘋子"
的信仰。 根據科學家最近的解釋, 鐘擺已經向左擺動了很久。但是,
由於目前的考古和科學發現, 它現在正在返回中心, 也許是過去的中心。

聖經和歷史
現代考古學始于過去的幾個世紀。 這些科學家挖掘了許多老遺址,
讓我們深入瞭解舊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以及他們的能力。 最好的例子是埃及和法老時代。
在這個北非國家有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發現: 聖經的遺址呢？ 下面是一個人和地方的清單,
被世俗主義者認為是由創造宗教、寫 "神話" 書的人發明的。

全球洪水
進化論者不接受全球洪水的說法。 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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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神創論者都承認,
大峽谷是水下分層沉積的證據, 洪水過後, 一個災難性的事件雕刻了峽谷。
pbs 于2017年11月11日推出了一個名為 "殺手洪水" 的 nova 劇集。 這是廣播中的一句話:
"在全世界, 三個遙遠的地方有著詭異的相似之處。 在美國, 16, 000
英里長的幹峽谷和奇異的岩層覆蓋西北;在冰島,
一個300英尺深的峽谷似乎在瞬間被撕掉了;而在英國海岸外, 一個神秘峽谷的網路深入海底,
可以揭示這個通道是如何最初將現在的英國與法國分開的。 非但沒有逐漸侵蝕,
反而有證據表明, 巨大的洪水在地質眨眼的時間裡撕毀了這些景觀。
但是什麼引發了如此致命的洪水呢？ 一個罷工再次嗎？ " 諾瓦計畫的結論是,
短時間內大量的水造成了這些事件。 他們將其中的一些人比作大峽谷, 但 (我認為)
仔細忽視了大峽谷事件的細節。
作為神創論者的科學家認為來自大峽谷的證據是一個突然的和最近的事件。
沃爾特·布朗博士在他的書《開始》中指出, 全球災難產生了大量的沉積層,
並像毯子一樣覆蓋著地球。 布朗博士推斷, 洪水產生的排水產生了㇐些巨大的洪水後湖泊。
"由於當地條件的原因, 這些湖泊中的許多最終乾涸。 還有一些人一直呆到今天,
但還有一些人在成長。 最終, 支撐著這些大湖的天然水壩讓路, 水開始傾瀉而過。
這種情況發生得越多, 差距就越大, 直到整個湖泊災難性地湧動, 迅速雕刻峽谷 "
這些立場符合科學模型. 互聯網:
https://www.missionimperative.org/uploads/4/7/7/0/47708539/how_did_the_grand_canyon_actually_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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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多姆和上帝
聖經關於所多瑪和蛾摩拉毀滅的記載只是一個神話嗎？ 一位考古學家說,
在約旦死海附近篩選了12年的沙子之後, 他認為他發現了該地區最大的雙胞胎城市的廢墟,
這符合《聖經》的所有標準。 三一西南大學聖經研究和道歉學教授史蒂文·柯林斯說,
位於死海東北8英里處的約旦谷南部的高哈曼的一個 "可怕"
遺址與《聖經》的描述完全吻合在一天之內被火和硫磺摧毀的 "罪惡之城"。
柯林斯于2005年開始探索廢墟, 並最終得出結論, 它確實是羅得居住的地方,
亞伯拉罕從那個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城邦的判斷中拯救了這個地方。 "當我們探索該地區時,
選擇 哈克-哈姆馬作為所多瑪遺址實際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地方,
因為它至少比整個地區所有其他青銅時代的遺址都大5到10倍。 該遺址是一個大土堆,
也就是電話, 他認為是這兩個城市的廢墟。 此後,
研究小組在上城發現了高聳厚實的防禦牆、大門、塔樓、廣場和城牆, 以及一座宮殿。
互聯網: http://mobile.wnd.com/2018/03/have-sodom-and-gomorrah-been-found/

埃及和外觀中的宗教
一些現代歷史學家否認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 根據《出逃證明:
埃及學家看聖經歷史》一文,
《聖經考古學評論》于2016年5月至6月號上探討了這兩個問題--"出境游發生了嗎" 和
"出境游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文章中提出的證據一般支援13世紀的西元前到西元前,
在拉梅塞德時期, 當埃及的19世紀統治。 這篇文章考察了埃及的文字、文物和考古遺址,
這些文獻表明, 《聖經》敘述了西元前13世紀的準確記憶。 例如,
《聖經》關於以色列從埃及出境的描述中出現的三個地方的名字與拉梅塞德時期
(第十三至第十一號 世紀以來的埃及地名相對應。 《聖經》敘述說, 作為奴隸,
以色列人被迫建造皮托姆和拉姆西斯的商店城市。 十年瘟疫後,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著名地穿越了 亞姆蘇普(翻譯為紅海或蘆葦海), 他們的水奇跡般地為他們分開。 聖經的名字
皮托姆、拉美斯 和 亞姆蘇普對應埃及地名 皮拉梅塞、皮拉梅塞和 帕普夫。
這三個地名只出現在拉梅塞德時期的埃及文本中。
在西元前1085年左右開始的埃及第三中間時期開始時, 皮拉梅塞這個名字就不再使用了,
直到很久以後才重新出現。
互聯網: https://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biblical-topics/exodus/exodus-fact-or-fiction/

金·大衛
大衛是一個聖經人物, 被有爭議地否認曾經存在過。 但是, 一個名為 電話 和 -星級酒店
的考古發現是在以色列北部古城丹的廢墟 ("電話") 的考古挖掘中被發現的。
它是用玄武岩做的, 在古代是一塊非常昂貴的石頭。 由於生產成本高昂,
這座紀念碑不可能是任何人建造的。 這很可能是國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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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三行文字保留在字母表的早期形式。 這些信件清晰而優雅地刻上了文字,
並被承認為阿拉米語, 是古代敘利亞的母語。 第九行引起了第一批讀者的集體關注。
有輔音, 上面寫著大衛的名字: dwd。 但這個名字並不是孤軍奮戰。 這是一個更大的詞呈現
"大衛的家。互聯網: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first/m/mckenziedavid.html?mcubz=1

所羅門
和他的父親大衛一樣, 許多人拒絕所羅門作為㇐個虛構的人物。 有人認為,
最近在以色列南部的《聖經》塔瑪律公園進行的挖掘, 發現了所羅門一個商店城市的入口。
現場考古工作人員之一保羅·拉戈認為, 他在最近的一次挖掘中説明揭開的大門,
導致了《第一國王之書》中描述的一個加固城市。
"聖經說所羅門在沙漠中建造了一座堡壘," 拉戈告訴《破以色列新聞》。 "考古證據與國王
9:19 號一節一致," 所羅門在曠野建造了他瑪。互聯網:
http://patternsofevidence.com/blog/2018/01/26/have-solomons-gates-been-found/

其他個人能力
現代歷史學家質疑尼布甲尼撒的國王是否存在。 他是奪取猶太人, 摧毀第一座寺廟的國王。
最近, 考古學家出土了成千上萬塊刻有他名字的磚塊。 有證據表明,
許多聖經人物確實存在。 《聖經》的歷史性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證實 互聯網:
https://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people-cultures-in-the-bible/people-in-the-bible/50-people-in-thebible-confirmed-archaeologically/

第一和第二聖殿的遺跡是已知的, 以及許多新的見證地點和與耶穌有關的地方。
一個人可以進行虛擬旅遊, "在家" 參觀這些地方。
互聯網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IZJ4YUj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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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與科學
許多人, 如果不是幾乎所有的現代科學家稱自己為 "自然主義者", 一個哲學觀點,
根據它的一切產生于自然屬性和原因, 和超自然或精神解釋被排除或打折。 (注: 根據定義,
自然主義是一種信仰體系, 一種宗教。 頂尖科學家成為博士博士, 或哲學博士。 創造進化的分歧確實是兩個宗教之間的衝突。
科學被定義為智力和實踐活動,
包括通過觀察和實驗對物理和自然世界的結構和行為進行系統的研究。
觀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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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容易犯錯的人,
誰不相信上帝。 另外, 它也被那些被大多數人 "欺負" 的人 "接受",
他們會覺得自己與現實脫節。 以下是一些爭議點:

大邦理論
這只是一個理論。 相反, 有許多理論。 聖經中的 "等價物" 是有趣的: 起初上帝創造了天地
(創世紀 1: 1);在一天之內, 上帝創造了空間、時間和物質。 自然主義者可以說, 這
"剛剛發生", 從無到有就有了什麼。 創世論者相信, 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存在,
什麼都不是: 上帝。 這些都不能被觀察或測試。 讓我們看看更具體的論點。
首先, 所有不相信的科學家都不認同進化論。 是的, 大多數博士持有人相信進化論,
但有些人認為設計師開始了這一切, 儘管他們無法回答那將是誰。
萊希大學的邁克爾·貝赫博士是這個陣營中駁斥達爾文主義的比較有名的科學家之一。
貝赫說, 最著名的是 "不可減少的複雜性" 原則, "我對複雜生化系統的進化感興趣。
細胞中的許多分子系統需要多個成分才能發揮作用。 我把這樣的系統稱為
"不可還原的複雜"。 (1996年、2001年) "在我看來, 在傳統的、漸進的達爾文框架內,
不可簡化的複雜系統是很難解釋的, 因為系統的功能只有在系統基本完成時才會出現。 貝歇
以捕鼠器為例: 捕鼠器需要它的所有部件才能工作。
互聯網: https://www.lehigh.edu/~inbios/Faculty/Behe.html

化石
自然學家在各地挖掘化石骨頭, 然後根據自己的觀點發展故事和時程表。
也有人看到化石記錄只是尖叫著 "上帝"。 為什麼？
一場世界範圍內的洪水殺死了地球上幾乎所有的生命,
這將使幾十億的死亡物質被埋在被水覆蓋的岩層中。 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 另外,
全球範圍內的洪水也會將海洋化石沉積在山頂上。 這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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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義者相信動物會死亡;逐漸被地球覆蓋, 並最終成為化石。 試試這個實驗:
找到一隻死動物, 讓它躺在你的後院, 看看它是否在那裡停留足夠⾧的時間, 可以化石化。

進展的標誌
魯道夫·紮林格想出了一個我們都看到的形象, 這個形象在所有的教科書中都能找到。
它的目的是展示從猴子到人類進化的 "進步的三月"。

這個例子的問題是, 所有的代表性字元要麼是猴子, 要麼是人。 沒有過渡代表。
創世論者並不是唯一看到這種思維謬誤的科學家。 從世俗雜誌美國科學家,
"思考史前人類行為變異性的各種適應性策略提供了一個有吸引力的方式來解釋這些差異。
但首先, 我們需要拋棄㇐種關於人類進化的不正確和過時的觀念, 即史前智人可以分為 "古人"
和 "現代" 人類的信念。互聯網: https://www.americanscientist.org/article/refuting-a-myth-about-humanorigins

Dna
所有生命所擁有的 dna "程式" 只能用設計來形容。 以下是一位自然學家的意見:
斯蒂芬·梅耶爾博士領導著 "發現研究所" 科學與文化中心,
該中心是一個無黨派的公共智庫,
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和弗吉尼亞州阿靈頓設有辦事處。
梅耶爾在他的職業生涯中, 用了20多年的時間來處理他稱之為 "dna 謎團"
的奇怪案例。 他在2009年6月出版的2009年著作《細胞中的簽名、dna
和智慧設計的證據》記錄了他對細胞中生物資訊來源原因的個人和專業調查。
1985年, meyer 在擔任勘探地球物理學家期間,
出席了在達拉斯舉行的一次會議,
討論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類意識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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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討論, 科學家們知道他們不知道的事情, "梅耶爾說。
"我驚訝地發現--與我在許多教科書中所讀到的相反-關於生命起源的著名科學專家對生命最初是如何產生的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這些專家中的許多人在達拉斯的那個週末在場, 他們公開承認, 他們對所謂的
"化學進化" 沒有足夠的理論,
那就是第一個活細胞是如何產生于原始海洋中更簡單的化學物質的理論。
從他們的討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dna--其神秘的化學特徵安排-是造成這種僵局的關鍵原因.” 互聯網:
http://www.vision.org/visionmedia/reviews/intelligent-design-signature-in-the-cell/17451.aspx

碳14
創世論者和青年地球科學家經常將 c14 放射性碳年代稱為 "錯誤的年代測定方法"。
碳14確實會以給定的速率衰變。 但用這種衰減率來確定某種東西的年齡是脆弱的。 例如,
人們必須對 "史前" 中的大氣構成做出假設。 再次: 假設。
以下是輻射碳測年法的兩大問題:
1. 恐龍軟組織已被發現含有碳14。 c14 的衰變率如此之高, 其年齡不能超過10萬年。
如果恐龍在7500萬年前死亡, 那是一個相當大的差距, 可以試圖解釋。
“倫敦帝國學院的研究人員在大約100年前開始分析大約100年前在加拿大阿爾
伯塔省恐龍公園組出土的八具恐龍化石時, 期望值很低。 大多數骨頭,
可追溯到白堊世時期, 是在碎片;剩下的碎片品質低於平均水準。 然而,
令科學家們驚訝的是, 用電子顯微鏡進行的分析顯示,
在大約7500萬年的石化過程中, 似乎是紅血球和膠原纖維保持完整.”
“與骨骼和牙齒不同的是, 軟組織是在石化過程中最早消失的材料之一,
它們可以存活數億年。 即使如此,
科學家們在恐龍骨骼中發現了完整的軟組織。 最著名的病例可追溯到 2005年,
當時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的瑪麗·施魏策在霸王龍的腿部骨化石中發現了膠原纖
維。 但這樣的發現很少見, 以前只發生在保存得非常好的化石中。
倫敦帝國學院的科學家本周在《自然通訊》雜誌上報導,
這一新發現最不尋常的地方是, 他們檢測到的化石狀況相對較差 (可以說).”
互聯網: https://www.history.com/news/scientists-find-soft-tissue-in-75-million-year-olddinosaur-bones

2. 已發現含有 c14 的鑽石。 科學家們再次認為, 鑽石是地球上最堅硬的物質,
是在數億年前形成的。 而且, c14 應該再次在沒有 100, 000年的母馬中腐爛。
在煤炭中也發現了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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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碳測年法一般僅限於不超過 50, 000年的測年樣本, 因為比之早的樣品
c14 不足以可測量。 通過特殊的樣品製備技術獲得了較早的日期, 樣品量大,
測量時間也很長。 這些技術可以在目前之前的最多 60, 000,
在某些情況下可測量最多 75, 000年的日期 (walker, mike (2005年))。
第四紀約會方法(PDF). P. 23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ISBN 978-0470-86927-7.

顯然, 神創論者和自然主義觀點之間有許多 "分歧的原因"。 我們在這裡做得不夠,
但可能會引起你的興趣。 許多科學家組織也是基督徒, 他們組成了研究機構,
併發表支援他們觀點的文章、書籍、dvd 等。 這裡按字母順序列出了其中的三個組:
《創世紀》中的答案是一個護教學部, 致力於説明基督徒捍衛他們的信仰,
並有效地宣告耶穌基督的福音。 aig 還經營著 "創作博物館" 和 "方舟相遇",
這是諾亞方舟的規模模型。PO Box 510
Hebron, KY 41048
AiG 互聯網: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
創作博物館: https://creationmuseum.org/
方舟遭遇: https://arkencounter.com/

創造研究所是聖經創造背景下科學研究的領導者。 icr 由 henry morris 博士于1970年創立,
目的是在起源和地球歷史領域內進行科學研究, 然後通過研究生和專業培訓方案,
通過會議和會議, 對公眾進行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在全國各地舉辦研討會,
並通過書籍、雜誌和媒體介紹。1806 Royal Lane, P.O. Box 59029
Dallas, Texas 75229
互聯網: http://www.icr.org/homepage/

使命的必要性是邁克·辛納夫利的外聯活動411 Darlington Avenue
Jonestown, PA 17038
互聯網: https://www.missionimperative.org/

哈樂德·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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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對天堂來說足夠好了嗎？
一個人能否過上 "足夠好" 的生活, 在天堂贏得一席之地,
在不當行為與良好行為之間取得平衡？ 有多少英鎊的 "好" 需要超過一磅 "壞" 的公式嗎？
讓我們來看看《聖經》, 作為回答這些問題的資源。
從最早的聖經記載中, 我們瞭解到不順服神所帶來的可怕後果。
亞當和夏娃起初生活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 與上帝犯了罪,
然後被迫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裡努力工作, 註定要死。 他們的後代, 除了諾亞和他的家人,
都在一場災難性的全球洪水中溺亡。 在經歷了一段反抗之後, 整個老證人的悲傷仍在繼續。
在偉大的先知以賽亞在西元前8世紀開始他的著作之前, 關於救恩的記載並不多。 在那之前,
主被稱為 "磐石和救恩", 但在失敗的敵人的意義上, 例如: 我要躲在神裡面, 誰是我的磐石,
也是我的避難所。 他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救恩, 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高塔。 我的救主阿,
感謝你救我脫離一切仇敵。 (2 撒母耳 22: 3 lvb。
以賽亞提出了他對即將到來的彌賽亞的強烈預言的資訊。 這就是 "救恩"
的意義具有奇妙的新維度:
但耶和華必用永恆的救恩拯救以色列。他們永遠不會對他們的上帝失望, 直到所有的永恆。
因為耶和華創造了天地, 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他使世界得以居住, 而不是空的混亂。 他說,
我是耶和華, 沒有別的! (以賽亞書 45:17-18 lvb)
那麼, 這個 "永恆的救贖" 是如何運作的, 一個人是如何獲得的呢？ 猶太人被教導,
為他們的罪贖罪的唯一方法是犧牲和流血的一個乾淨的動物。
善、惡、懲罰和救恩的獎賞之間有什麼關係？ 播下正義的好種子,
你就能收穫我愛的作物;耕耘你們心中的硬地, 因為現在是尋求主的時候了,
好叫他來拯救你。 (hosea 10:12 lvb。 這節經文是以賽亞的同時代人, 他暗示我們做善事,
但我們的救恩是來自主, 而不是來自做善事。 那麼, 我們怎麼能對天堂足夠好呢？
我們必須問救主, 以賽亞、何西和其他人預言。 耶穌跟隨了一串17位先知,
完成了每一個彌賽亞的預言。 一天晚上, 一位名叫尼哥底母的猶太宗教領袖來與耶穌說話。
他說: "我們都知道上帝派你來教訓我們。 你的奇跡證明了這一點。 耶穌回答說:
"我用我所擁有的認真的心告訴你: 除非你重生, 否則你永遠無法進入神的王國。 "重生!"
"你是什麼意思？ 一個老人怎麼能回到母親的子宮裡, 重生呢 " 耶穌回答說:
"我如此認真地告訴你們的是: 除非一個人是由水和聖靈生的, 否則他不能進入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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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能複製人類的生命, 但聖靈從天上給人新的生命;所以不要驚訝, 我的發言,
你必須再次出生! " (約翰福音 3: 3-7 lvb)
耶穌強調的回答是, 身體上的行為買不到精神生活。 只有通過精神的重生,
才能獲得天堂中永恆的生命。 只有耶穌才能拯救我們。 我們永遠不夠好。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沒有神的榮耀。 (羅馬書 3:23.) 我們的善行, "工作" 做不到。
我們被神的恩典拯救: 因為你因信心得救了。這不是你自己做的, 而是上帝的禮物-不是因為工作, 以免任何人應該博聖 (以弗所書 2-9 rsv)。
以下是耶穌的另一個說法, 其中有一個好消息的承諾: "不要讓你的心煩惱。 你相信上帝,
現在相信我。 我父親住的地方有許多家, 我要為你的到來做準備。 當一切都準備好了,
我就會來接你, 這樣你就能永遠和我在一起。 如果不是這樣, 我會明確地告訴你。
你知道我要去哪裡, 怎麼去 "不, 我們沒有, "湯瑪斯說。 "我們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那我們怎麼能知道的方式？" 耶穌對他說: "我是路-是的, 真理和生命。 沒有人可以得到父親,
除非通過我的手段。 (約翰福音 14:1-6.)

如果你想 "對天堂足夠好", 你就不能。 但有一天你可以去那裡。
如果你想要永生, 請祈禱, "親愛的上帝, 我承認我是一個罪人。
我相信你的兒子耶穌基督, 我們的救主。
我要求耶穌在這裡和現在進入我的心和生命, 做我的救世主。
請説明我從罪惡中轉變。 我把我的生命給了你。 主啊,
謝謝你救了我。 我以耶穌的名義祈禱。 阿門。

35

哈樂德·百克在谷歌書籍上的其他漢語 (簡單和傳統)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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