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ble Lesson August 25 2013 

 

心灵 

金句:提摩太前书 1:7 神 

因为 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灵明的心思。 

回应式颂读： | 约伯记 28:12 智慧, 14, 15, 23, 24; 23:5, 6, 11, 13 
只是 (至 ?), 14 

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 

 

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 

 

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 

 

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加力予我。 

 

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 

 

只是他心志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 

 

他向我所定的，就必作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 

 

 

 

圣经 

第一部份 

 

1 | 诗篇 40:5 

耶和华―我的 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

你数算。若要陈明，其事不可胜数。 

 

2 | 以赛亞书 40:13, 14, 25, 28 他 

谁曾指示耶和华的 灵，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

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那 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或与我相等呢？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3 | 以赛亞书 44:6, 8 你们就是, 10, 11, 18 (至第一个。), 21 (我造就

你) 

耶和华―以色列的 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

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 神。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真有 神吗？诚然没有 神；我不知道一

个。 

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雕刻之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

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仍必惧怕，一同羞愧。 

他们不晓得，也不明白。 

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记念这些事。….我造就你….。 

 

4 | 诗篇 147:5    

我们的 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科学与健康 

第一部份 

 

1 | 492:25 

神就是心灵，并且神是无限的；因此一切就是心灵。心灵存在的科学基于

该声明，而且此科学的原则是神性的，显示着和谐与不朽。 
                                                   科学的至高                             

2| 336:9–15 

不朽之人曾是也正是神的形象与意念，甚至为无限心灵的无限表现，并且

不朽之人与那心灵是共存及同为永恒的。他永远在无限心灵，神之内；但



无限心灵永不能在人之内，而是由人所反映。灵性之人的意识和独特性都

是神的反映。 
                                                  真正的人之性 

3 | 469:20–21, 25–30 

我们只能有唯一的心灵，如果那唯一是无限的。 

当承认了神或美善为无所不在及拥有一切力量之后，我们还相信有另一力

量，称作邪恶的话，我们便丧失了无所不能的崇高含义。存有不止唯一的心

灵，这信念对神性神学，如同古代神话和异教崇拜偶像一样有害。 
                                             唯一的统治者                                                              

4 | 143:26–27 

心灵是宏大的创造者，并且除了源于心灵的，不可能有别的力量。 

 

                                                                                            

圣经 

第二部份 

 

5 |出埃及记 3:1, 7, 10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荒漠后头去，到了 

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

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6 | 出埃及记 4:1–8       

摩西回答说：「看哪，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 耶和华并

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

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 耶和华

对摩西说：「将你的手伸出来拿住它的尾巴。」他便将手伸出，捉住那蛇，

蛇在他手中就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 耶和华―他们祖宗的 神，就是亚

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是向你显现了。」 耶和华又对

他说：「你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他的

手长了大痲疯，如雪一样。 耶和华说：「你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

手放在怀里；及至从他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

又说：「倘或他们不信你，也不听头一个神迹的话，他们必信后来神迹的话。 

 

7 | 犹大书 1:25  

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归与独一全智的 神我们的 救主，从今时直

到永永远远。 

8 | 箴言 21:30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敌挡 耶和华。 

 

科学与健康 

第二部份 

5 | 311:3–6  

我们所称的必朽心灵或肉体心灵，依靠着物质来展示，这不是心灵。神才

是心灵：神，心灵，和所有已造的，都是美善的，而且祂创造一切。 

6 | 321:8–2 

当时，摩西被智 慧引领丢下他的杖，他见到杖变成蛇，便逃开；但智慧吩

咐他回来处理那条蛇，继而摩西的恐惧就消失了。在这事件中科学的实在

性被见到。物质被展示出仅为一个信念。那蛇，邪恶，在智慧的吩咐下，通

过理解神性科学而被毁除，而且这证明就是一支其倚靠的杖。当摩西发觉

其表面所见的实际只不过是必朽信念的一个阶段而已，他的幻象便失去对他

惊吓的力量。 
                                                    克服对蛇的恐惧                  

当摩西首次将他的手放进他的怀里，抽出来时带着可怕的病患如雪般白，而

以同样的简单过程，他的手就马上恢复原状，麻疯是必朽心灵的一个造物，

而非物质的一个状态便被科学地显示了。由此神性科学的证明，神减轻了

摩西的恐惧，并且对他而言 ，内心的声音已成为神的声音，其说：「倘或

他们不信你，也不听头一个神迹的话，他们必信后来神迹的话。」并就此在

未来的世纪，由耶稣显示了心灵存在的科学，其以变水为酒来对他的学生

展示心灵的力量，并教他们如何处理蛇而不受害，治愈病者和逐出邪恶，

作心灵之至高的证明。  



                                                      麻疯治愈 

                                   

圣经 

第三部份 

 

9 | 但以理书 2:20 神 

「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10 | 出埃及记 4:10, 11 (至第一个?), 12               

摩西对 耶和华说：「我 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你的仆

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

口呢？ 

现在去吧，我必与你的口同在，指教你所当说的话。」 

 

11 | 诗篇 119:65, 66 (至，), 68, 73 

耶和华啊，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你的仆人。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 

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12 |提摩太后书 2:7 凡    

凡事 主就给你聪明。 

 

科学与健康 

第三部份 

7 | 200:4 

摩西引领一个民族崇拜神于灵，而非于物质，并举例说明了心灵存在的伟

大人类能力，由不朽心灵所赋予 。 

                                                                          

荷马(Homer)和摩西 

8 | 275:20–23, 26 (只一句) 

神性超物理，就如灵性理解所显露的，清楚地表现一切是心灵，并且心灵

就是神，全能、全在、全知——也就是，一切力量、一切临在、一切科学。 

对神真正的理解是灵性的。 
                                                    神性的完全 

9 | 488:23–24 

唯独心灵拥有一切能力、认知力与理解力。 

 

10 | 89:18–25 

心灵是无须依靠教育的程序。其拥有自己一切的美和诗意，并有力量表达

它们。灵，神被听得见是在官感静寂时。我们都有能力做比我们现在做的

更多。灵魂的影响力或行动授予自由，这解释了即席和未经训练之舌的热

切现象。 

物质既非智能的也非有创造性的。 
                                                  科学的即席表现 

11 | 195:12, 19 

我们应为超物理的科学及其神性原则而放弃物质的基础。 

恰当种类的学术是需要的。观察、发明、研究及创新思想都是广阔的，并且

会促进必朽心灵超脱自身，超脱一切是必朽的。 
                                                     有用的知识                                        

12 | 128:4 

科学此名称，被恰当地理解，只涉及神的律法和祂的宇宙包括人的治理。

由此随之，商人和有教养的学者发觉基督科学提高他们的忍耐力与精神力

量，扩展了他们对个性的洞察力 ，给予他们的敏锐性和领悟性，及超于他

们一般接受的能力。人的心灵，灌输了此灵性理解，变得更灵活，有更大的

忍耐力，能自我解脱，并需较少的休息。心灵存在之科学的知识发展人的

潜在能力及可能性。其拓展思想的境界，使必朽者进入更广更高的领域。其

提升思考者的洞察力和认知力进入其本性状况。 
                                                  实用的科学                           

13 | 258:13–16 

神表现人无限的意念，永远自我发展，自无边际的基础上扩展并提升得越

来越高。心灵展示了存在于真理无穷中的一切。 

                         

圣经 

第四部份 

 



13 | 马可福音 3:7 耶稣 (至，), 14, 15, 22–24, 

27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

柄医病赶出鬼魔。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魔

之王赶出鬼魔。」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但怎能赶出撒但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14 | 罗马书 8:5–7 (至；)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 灵的人体贴 灵的事。体贴肉体的，

就是死；体贴 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与 神为

仇； 

 

科学与健康 

第四部份 

 

14 | 469:13–17 心灵 

心灵就是神。谬误的驱除者是那伟大的真理，即神，美善是唯一的心灵，

而那无限心灵的对立假设——称作魔鬼或邪恶——不是心灵，不是真理，

却是谬误，没有智能或真实性。  

                                                                                           

无穷的真意识 

15 | 399:29 

我们师主问：「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换句话说：不从直接控制身体的，所谓必朽心灵

着手，我又岂能治愈身体呢？当病患一旦在这所谓的心灵上被毁除，对病患

的恐惧就消失，故此病患便被彻底地治愈。必朽心灵是「那壮士」，必须将

其制服，方能将对健康及道德上的影响清除。征服了此谬误，我们便能夺去

「那壮士」的东西，——也就是，罪恶与病患。 
                                                        寓言中的确认                               

16 | 316:7 

基督，真理，通过耶稣被显示，证明了灵的力量胜过肉身，——表现出真

理以在人的心灵和身体上，治疗疾病及毁除罪恶的影响来展示。 

 

圣经 

第五部份 

 

15 | 马可福音 5:25–34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

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

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

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

作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

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平

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16 | 腓立比书 4:7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藉着 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科学与健康 

第五部份 

 

17 | 180:25 

当人由神所治理，永远临在的心灵，其明了一切事物，人知道在神凡事都

能。通往治疗病者这活的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在基督耶穌所教導和显示神

性心灵的科学中被寻找到。 

 

18 | 85:30–8 

那伟大的老师知道了因与果，知道真理其自身的交流但从不传予谬误。 

耶稣有一次问过：「摸我的是谁？」以为这询问仅是由身体接触所引起的，

他的门徒回答说：「众人拥拥挤挤着你。」耶稣知道，可是其他人不知道，



那不是物质，而是必朽心灵，那些触摸的在求援助。他的重复询问，由一位

帶病妇人的信念回答了他。他对此精神呼喚的快速领悟举例说明了他的灵性。 

                                                                             

精神上的接触 

19 | 151:18–21, 23–24 

恐惧从不能停止心灵存在及其活动。那血、心、肺、脑等等，与生命，神
没有关联。那真正的人的每一功能都是由神性心灵所治理。 

神性心灵使人保持衪自己的形象和样式。 
                                                 由心灵所治理                              

20 | 169:18–20, 27 

科学不但揭示精神为所有病患的来源，而且也宣告所有病患均由神性心灵
来治愈。 

唯有真理，生命和爱的运作才能给予和谐。   

                                                      

圣经 

第六部份 

 

17 |诗篇 139:1–3, 7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

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18 | 约翰福音 4:46–53 有 (至；) 

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迦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

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

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

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

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告诉他说：「你的儿

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辰初热就退了。」他便

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科學與健康 

第六部份 

 

21 | 331:5–6, 22–24 

生命就是心灵，反映于祂创造中的创造者。 

祂充满所有空间，而且除非是无限的灵或心灵，对如此全在和独特性是不

可能领悟的。 

22 | 94:28–32  

我们的师主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察觉必朽心灵，即来自心灵的全在。此辨

別力的相若，表示出与一灵之无限能力的灵性增长和结合。 

23 | 178:32–7 

无论谁达到对基督科学其正确含义的理解力，就将可覆行其有能力的即时

治疗；但这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背起十字架并跟从基督方可成就。 

无论病人与医者不在一起或在跟前，科学都能治愈，因为空间对心灵毫无

障碍。 

24 | 559:8–12 

科学意念的「微小的声音」传过大洲与大洋到达地球最遥远的地方。听不见

的真理声音，对人的心灵而言，「好像狮子吼叫。」在旷野及在恐惧的黑

暗地方都听得到。 

25 | 95:6–10 

我们接近神，即生命，与我们的灵性，我们对真理和爱的忠诚相应；而在

那程度上我们知道人类的所有需要，及为了治愈他们的目的而能够辨別病人

和罪人的想法。 

 

圣经 

第七部份 

 



19 | 诗篇 71:1, 3 (至；), 7, 9, 14, 16, 17 (至；), 

21                                

      

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求你作我坚固的居所； 

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 

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 

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 

我要来说主― 耶和华的能力；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 

你必使我越发昌大，又四面安慰我。 

20 | 提摩太后书 1:7 

因为 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灵明的心思。 

 

科學與健康 

第七部份 

 

26 | 205:32 

当我们充份地明白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有其它的心灵而只有衪

的， ——没有其它的爱，智慧或真理，没有其它的生命意识，并且没有物

质或谬误存在的感知。 

27 | 246:23, 29 

人，由不朽心灵所治理，总是美丽和尊贵的。年复一年展露智慧、美和圣

洁。 

那么让我们塑造我们存在的观点成美好、朝气和持续，而非老化和枯萎。 
                                                真生命永恒 

28 | 407:21–26 

假如谬见说：「我失去了记忆，」要反驳它。 心灵的能力毫不有失。 在

科学上，所有心灵存在于一切运作中皆是永恒的、灵性的、和谐的。让那

完美模样存在于你的意念上，而非使其堕落的相反面。 
                                                  不朽记忆 

29 | 487:8–10 

在心灵能力持续运作中，科学的多过其所缺失的。 

当心灵仍在，他们不可能有损失。 

                                             

30 | 283:6–7 

心灵与生命、爱、和智慧「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所有生命与行动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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