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Citations April 18-24,2011 
 

Probation after death 死后的考证 

 

金句 : 诗篇 118:17 

我不至于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回应式诵读：约翰 12:44-47, 49 我, 50; 17:1-5 

44 耶稣喊着说：「信我的人不是信我，而是信那差我来的那位。 

45 看见我的，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那位。 

46 我就是来到世上的光，使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47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而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 

49 我没有凭着自己讲，而是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 

50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改，我讲的正是照着父所告诉我的，我就这么讲了。 」 

1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2 因为你曾赐给他权柄掌管凡血肉之驱的，他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3 认识你— 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4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已成全了。 

5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 

 
 

 



 
 

圣经 

 

第一部份 

 

1   诗篇 145:1,2,4,5,9,13,14 

1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2 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4 这一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他们要传扬你的大能。 

5 他们要述说你威严荣耀的尊荣，我要默念你奇妙的作为。 

9 耶和华善待万有；他的怜悯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13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14 耶和华扶起所有跌倒的，扶起所有被压下的。 

 

2   以西结书 18:32 

32 我不喜欢有任何人死亡，所以你们当回转，要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 

 

3   诗篇 116:7-9 the 

7 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8 主啊，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泪，使我的脚不致跌倒。 

9 我行在耶和华面前，走在活人之地。 

 
 
 
 
 
 

  

 

 
 

 

科学与健康 

 

第一部份 

 

1   246:27-28(至第二句) 真理的脚踨 

   生命是永恒的。我们应该将此寻出，并来开始那显示。生命与美善是不朽

的。 

 

2   347:6-7 对一些反对的答覆 

   没有什么真正地有生命，而惟独祗有神，其是无限的生命；由之所有都是生

命，而死亡没有任何权柄。 

 

3   487:3-6 总结要点 

      生命是不死的。生命是人的起源和根本，永不通过死亡而可获得，但在于所

谓死亡的之前和之后，由走在真理的路途而得到。 

                                                                                                                 心灵能力的运用                                                                

4   266:29 创造 

     人是不死的，是属灵的。他是超脱于罪与虚弱之上。 

 

5   492:7-12 总结要点 

     生存是圣洁、和谐和不朽的。这已被证明，对这概念的理解,尽管程度很少，

也能提高必朽者在体格上及道德上的标准，会增长寿命，会净化和提升品格。

这些进步终会毁除所有谬误，并将不朽彰显出来。 

                                                                           心灵，唯一及所有的                                             

 



 

圣经 

 

第二部份 

 

4   创世记 17:1 

1 「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行走作完全的人，」 

 

5   耶利米书 10:10 耶(至第一个。) 

10 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的神，是永远的王。 

 

6   以赛亚书 38:18 , 19 (至第一个。), 20 

18 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到地府的人也不能盼望你的信实。 

19 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 

20 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弹奏我弦乐的歌。 

 

7   以赛亚书 9:2 

2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8   马太福音 4:17 耶稣 

17 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 

 

9   路加福音 17:20, 21 

20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

见的。 

21 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 』或说：『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

里。 」 

 

 
 

科学与健康 

 

第二部份 

 

6   242:9-10, 30-32 真理的脚踨 

    到天国，和谐，祗有一条道路，而基督在神性科学上给我们展示此道路。 

    神性科学的指路牌展示出我们师主所走的道路，并要求基督徒去证明祂所给

予的，而不仅是宣称而已。 

7   248:29 真理的脚踨 

  让无私、美善、慈爱、公正、健康、圣洁、爱——亦即天国——治理我们的

心，而罪、病患与死亡将会减少直至它们最终消失。 

8   336:27-28 生存的科学 

     存在的科学提供完美的规则，并将不朽的彰显出来。 

                                                                                     神，心灵始源 

9   285:3 生存的科学 

      这存在的科学不是在人死后所称的天堂才获得的，而是在此时此地；为现在

与永恒此是伟大的存在事实。 

10   291:9-18,23-25(至第一句) 生存的科学 

     必朽者别抱幻想,死亡的经历会唤醒他们到荣耀生存的信念。 

     普世的救恩建立在进步与考证，而没有进步与考证是无法得取的。天国不是

一个地点，而是心灵的一个神性状态，在心灵的所有表现都是和谐与不朽的，

因为罪是不在那里，并且显露了人是没有自已的公义，而是归属于「主的心」

就如《圣经》所说的。 

                                                                                                           救恩与考证 

                                                                                                        



 
 
 
 
 
 
 
 
 
 
 
 
 
 
 
 
 
 
 

 

 

圣经 

 

第三部份 

 

10   诗篇 16:1,8(至第一个，),9,11 

1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8 我让耶和华常在我面前， 

9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11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

乐。 

 

11   以赛亚书 30:21 

                       

          当死亡得着必朽的人，死后他也将会如此，直至考证和成长带来所需的

改变。 

11   409:27-9 基督科学的实践 

     我们无权可说现在生命是依靠物质，但死后将不会依靠它。我们不能在生命

之科学的无知中过日子，而预计超越坟墓后，因这无知而找到赏报。死亡不会

使我们和谐与不朽，为无知的酬报。如果我们现在不理会基督科学，其是灵性

及永恒的，我们将没有为灵性生命未来作好准备。 

                                                                                                     死亡并非施援者 

       耶稣说：「这就是永生。」——就是，不是将会是；然后他阐明永久生命

是对他父亲和对他的当前认识，——亦即是对爱，真理，和生命的认识。 「 认

识你— 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生命是永恒与临在的 

 

                                                                                                                        

科学与健康 

 

第三部份 

 

12   326:3-4,16-21 生存的科学 

     如果我们希望效法基督，真理，就必定在于神指定的道。 

生活得正的目的与动机现在可以得到。得到这点，你便稳当地开始了。你开始

了在基督科学的计算表，而祗有不正的意图能阻碍你的进步。以真正的动机去

行事及祈祷，你的父将会把道打开。 

 

13   19:29-1 祈祷 

     耶稣敦促此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可换句话说：你不可



21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12   马可福音﹕6:34 

34 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

是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 

 

13   马可福音 10:17-21,28 

17 耶稣刚上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善良的老师，我该

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 

18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善良的。 

19 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

负人；当孝敬父母。 」 

20 他对耶稣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21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

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 

28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 

 

圣经 

 

第四部份 

 

14  诗篇 30:1-3, 9 尘, 11,12 

1 耶和华啊，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救了我，不让仇敌向我夸耀。 

2 耶和华— 我的神啊，我呼求你，你医治了我。 

3 耶和华啊，你救我的性命脱离阴间，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入地府。 

9 尘土岂能称赞你，传扬你的信实吗？ 

11 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脱去我的麻衣，为我披上喜乐， 

存有生命为必朽的信念；你不可识知邪恶，因为生命仅有一个，——就是神，

善。 

                                                                                                 耶稣的无罪事业 

                                                                                                                                                          
 

14   324:13 这   生存的科学 

     这道路是窄和小的，它引领到理解神是唯一的生命。此是一个与肉身的斗

争，我们必须征服罪恶、疾病和死亡，不论在现世或死后，——无疑是在我们

能达到灵的目标，亦即生命在于神之前。 

 

15   21:9 赎罪与圣餐 

     倘若门徒是在灵性上迈进，他便是力争地去进入。他不断地转离物质意识，

而往属灵不腐朽的事物看望。诚实的话，他从开始就会认真，并会在正确的方

向，每天进益一点，直至最后他欣然地完成他的路程。 

 
 
 

 
科学与健康 

 

第四部份 

 

16   493:28-9 总结要点 

     要是耶稣把拉撒路从死亡的梦、幻像叫醒，这便证明了基督能改进一个错误

的意识。谁敢怀疑神性心灵的力量和愿意，去保持人永远完好无损在他的完美

状态中，并治理人的所有行动的完满考验呢？耶稣说：「拆毁这殿〔身体〕，

我〔心灵〕三日内要把它重建。」而他所行的是为了疲累的人类作保证。 

     神不需要以耶稣的榜样来帮助保存永生和谐，若相信弥赛亚所做如此伟大的



12 使我的灵歌颂你，不致缄默。耶和华— 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15   约翰 12:1,2,9-11 

1 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使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的地方。 

2 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间。 

9 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耶稣

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拉撒路。 

10 于是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11 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开始背离他们，信了耶稣。 

 

16   罗马书 13:1 没(至。), 10,11 现在, 12 

1 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 

10 爱是不对邻人作恶，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 

11 现在正是该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

了。 

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该除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圣经 

 

第五部份 

工作，是为自己或是为神而做的，难道不是一种不忠信吗？ 

                                                                                                           不竭的神性 

17   368:20-24 基督科学的实践 

     当我们认识到生命与人比这个身体活得更长，便证明了生命是不依靠身体上

的状态。邪恶、病患或死亡都不能是灵性的，在乎于某人灵性增长的比率，而

在于他们的物质信念会消失。 

                                                                                                                生命不依赖物质 

 18   369:5-10 基督科学的实践 

     按人类意识失去物质为人的所有存在个体的比例，以此比例人会成为它的主

人。他进入更神性意识的事实，并领悟耶稣所显示在于医治病者、使死人复活

和在海浪上走的神学。 

                                                                                                       人的存在个体

19   139:2 科学，神学，医学 

     不敬神的人想设法毁灭的，是我们师主的神学。 

 

20   571:15-19 启示录 

     在任何时候及任何情况下，以善克服邪恶。明白你自已，神将会为战胜邪恶

提供智慧和机会。披戴上爱的华丽甲胄，人的仇恨不能接近你。 

                                                                                                        神性的甲胄 

21   419:25-28 基督科学的实践 

     永不要畏惧精神上的渎职者、精神上的暗杀者，其是，为企图去管治人类，

践踏于超物理的神性原则之上，因为神是唯一的大能。 

 

 
科学与健康 

 

第五部份 



 

17   马太福音 20:17-19 

17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 

18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 

19 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 」 

 

18   马可福音 15:1,25,42,43,46 

1 一到早晨，众祭司长、长老、文士，和全议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绑着，解

去，交给彼拉多。 

25 他们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上午九点钟。 

42 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43 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议员，也是盼望着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

彼拉多，请求要耶稣的身体。 

46 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岩石中凿出来的坟墓

里，又滚来一块石头挡住墓门。 

 

19   马可福音 16:1,2,4-7,9-11 

1 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马利亚、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和撒罗米，买了香料，要去

膏耶稣的身体。 

2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太阳出来后，她们来到坟墓那里， 

4 她们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原来那石头很大。 

5 她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很惊奇。 

6 那年轻人对她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

复活了，不在这里。来看安放他的地方。 

7 你们去，对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看见

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 

 

22   39:1-2, 10 赎罪与圣餐 

      我们的师主谦卑地面对他崇高成就不被承认的蔑视。 

      灵魂是在肉体之内那受教育的信念，使必朽的认为死亡是一个朋友，如同从

必朽的进入不朽的并是极乐的踏脚石。 《圣经》称死亡为仇敌，耶稣克服了死

亡及墓穴而不屈服于他们。他是「道路」。因此，对他来说，死亡不是他进入

活的荣耀必跨过的门槛。 

                                                                                                     一个自杀的信念 

23   46:20-26 赎罪与圣餐 

     在耶稣好像是死去了之后毫无改变的身体放状况，接着他超越一切物质条件

的提升；此提升解释了他的升天，并无误地展露一个超出墓穴之外的考证与进

展的状况。耶稣是「道路」，就是，他为所有的人把道路标出了。 

                                                                                                           灵性升天 

 24   44:5 赎罪与圣餐 

      坟墓孤寂的区域给耶稣一个避开敌人的避难所，一个解决生存的巨大问题的

地方。他在墓穴里的三天工作在时间上盖了的永恒封印。他证明了生命是不死

的，并且爱是恨之主。他在基督科学的基础之上，掌握心灵的力量超越于物

貭，面对及克服医药、手术及卫生的一切声称。 

                                                                                           耶稣在坟墓里                                     

25   497:20 总结要点 

      我们承认耶稣被钉十字架及他的复活是为了提升信心去理解永生的生命，就

是理解灵魂，灵的全然，及物质的虚无。 

  

26   51:6-12, 19-21 赎罪与圣餐 

      耶稣本可从他的敌人中撤回。他有能力去舍弃人类意识的生命来换取他在那

神性样式的灵性身份；但他容许人试图去毁灭那必朽身体，为了他可以提供不



9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耶稣曾从她身

上赶出七个鬼。 

10 她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 

11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马利亚看见，可是不信。 

 
 

圣经 

 

第六部份 

 

20   马可福音 16:14,15,17-20 

14 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

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15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17 信的人将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18 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 

19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以后，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20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借着伴随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 

 

 

 

 

 

朽生命的证据。没有什么能杀掉人的这生命。 

                                                                                           生命力量不可摧毁                                              

      他的完整榜样是为我们大家的救赎，但惟有通过做他所作的行事并教导其他

人去做。 

 

 
科学与健康 

 

第六部份 

 

27   34:18 赎罪与圣餐 

    通过一切门徒所经验的,他们成为更有灵性及更理解师主所教导的。他的复活

也是他们的复活。这说明他们提升他们自己及其他人,从灵性的迟钝及对神的盲

目信念进入到无限可能的感知中。他们需要此激发,因为不久他们亲爱的师主将

会再次在真实的灵性领域起升,及升至远远超越他们的理解。作为他忠诚的酬报,

对物貭感官他会消失,那变化从此被称为升天。 

                                                                                                         与基督团契 

28   90:24-30 基督科学相对通灵术 

    对自己承认人是神自已的样式，释放人去掌握无限的意念。此坚定信念对死

亡把门关上，而向不朽的把门大开。对灵的认识和理解最终必定达到，我们倒

不如改善我们现有之年，通过对神性原则的了解，解决生存的奥谜。 

                                                                                                        科学的定局                            

29   38:10-14,24-25 赎罪与圣餐 

    耶稣说：「信的人将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谁相信

他呢？他是对他的门徒说的，然而他不是说：「信的人将有神迹随着你们」而

是他们「信的他们」，在所有的未来时刻。 

    耶稣为他人绘出了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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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33:1 真理的脚踨 

     每天科学要求我们有更高的证明，而不是宣称基督的力量。惟独在于靠灵的

力量毁除罪恶、疾病与死亡构成这些证明，就如耶稣毁除了它们一样。这是进

步的原素，而进步是神的法律，其法律祗要求我们一定所能履行的。 

                                                                                                        宣称与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