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Citations April 18-24,2011 

 

Probation after death 死後的考証 
 

金句 : 詩篇 118:17 

 

我不至於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 

 

 

回應式誦讀：約翰 12:44-47, 49  我, 50; 17:1-5 

 

44  耶穌喊着說：「信我的人不是信我，而是信那差我來的那位。 

 

45  看見我的，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那位。 

 

46  我就是來到世上的光，使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 

 

47  若有人聽見我的話而不遵守，我不審判他。因為我來不是要審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 

 

49  我沒有憑著自己講，而是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令，叫我說什麼，講什麼。 

 

50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改，我講的正是照著父所告訴我的，我就這麼講了。」 

 

1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2  因為你曾賜給他權柄掌管凡血肉之驅的，他把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3  認識你 — 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交給我做的工作，我已成全了。 

 

5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榮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榮耀。 



 

 
聖經 

 
第一部份 

 
1   詩篇  145:1,2,4,5,9,13,14 

1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2   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4   這一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他们要傳揚你的大能。 

5   他们要述说你威嚴榮耀的尊榮，我要默念你奇妙的作為。 

9   耶和華善待萬有；他的憐憫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13  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 

14  耶和華扶起所有跌倒的，扶起所有被壓下的。 

 

2    以西結書 18:32  

32  我不喜歡有任何人死亡，所以你們當回轉，要存活！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    詩篇 116:7-9 the 
7   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8   主啊，你救我的命脫離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淚，使我的腳不致跌倒。 

9   我行在耶和華面前，走在活人之地。 

 

 

 

 

 

 
科學與健康 

 
第一部份 

 
1   246:27-28(至第二句) 

      真理的脚踨 

   生命是永恆的。我们應該將此尋出，并來開始那顯示。生命與美善是不

朽的。 

 

2   347:6-7 

      對一些反對的答覆 

   沒有甚麽真正地有生命，而惟獨祗有神，其是無限的生命；由之所有都

是生命，而死亡沒有任何權柄。 

 

3   487:3-6 

      總結要點 

      生命是不死的。生命是人的起源和根本，永不通過死亡而可獲得，但在

於所謂死亡的之前和之後，由走在真理的路途而得到。 
                                                      心靈能力的運用 

4   266:29 

      創造 

     人是不死的，是屬靈的。他是超脫於罪與虛弱之上。 

 

5   492:7-12 

     總結要點 

     生存是聖潔、和諧和不朽的。這已被證明，對這概念的理解,儘管程度很

少，也能提高必朽者在體格上及道德上的標準，會增長壽命，會淨化和提升品

格。這些進步終會毀除所有謬誤，並將不朽彰顯出來。 
                                                       心靈，唯一及所有的                  

 

 



 

聖經 

 

第二部份 

 

4   創世記 17:1   

1  「我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行走作完全的人，」 

 

5   耶利米書 10:10  the(至第一個。) 

10  耶和華是真神，是活的神，是永遠的王。 

 

6   以賽亞書 38:18  , 19 (至第一個。), 20 

18  陰間不能稱謝你，死亡不能頌揚你；下到地府的人也不能盼望你的信實。 

19  只有活人，活人必稱謝你，像我今日稱謝你一樣。 

20  耶和華肯救我，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華殿中彈奏我弦樂的歌。 

 

7   以賽亞書 9:2 

2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8   馬太福音 4:17  耶穌 

17  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 

 

9   路加福音 17:20, 21 

20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

能見的。 

21  人也不能說：『看哪，在這裡！』或說：『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

心裏。」 

 

 

 

 

 
 

科學與健康 

 

第二部份 

 

6  242:9-10, 30-32 

    真理的脚踨 

    到天國，和諧，祗有一條道路，而基督在神性科學上給我们展示此道路。 

    神性科學的指路牌展示出我们師主所走的道路，並要求基督徒去證明祂所

給予的，而不僅是宣稱而已。 

7  248:29 

    真理的脚踨 

  讓無私、美善、慈愛、公正、健康、聖潔、愛——亦即天國——治理我們的

心，而罪、病患與死亡將會減少直至它们最終消失。 

8  336:27-28 

    生存的科學 

    存在的科學提供完美的規則，並將不朽的彰顯出來。 

                                                       神，心靈始源 

9   285:3 

     生存的科學       

   這存在的科學不是在人死後所稱的天堂才獲得的，而是在此時此地；為現

在與永恆此是偉大的存在事實。 

10  291:9-18,23-25(至第一句) 

     生存的科學 

     必朽者別抱幻想,死亡的經歷會喚醒他们到榮耀生存的信念。 

   普世的救恩建立在進步與考証，而沒有進步與考証是無法得取的。天國不

是一個地點，而是心靈的一個神性狀態，在心靈的所有表現都是和諧與不朽

的，因為罪是不在那裏，並且顯露了人是沒有自已的公義，而是歸屬於「主的

心」就如《聖經》所說的。 

                                                          救恩與考証 

          當死亡得着必朽的人，死後他也將會如此，直至考証和成長帶來所

需的改變。 



 

 

 

 

 

 

聖經 

 

第三部份 

 

10   詩篇 16:1,8(至第一個，),9,11 

1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 

8  我讓耶和華常在我面前， 

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11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

樂。 

 

 

11   以賽亞書 30:21 

21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12   馬可福音﹕6:34 

34  耶穌出來，見有一大羣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於是開始教導他們許多事。 

 

13   馬可福音 10:17-21,28 

17  耶穌剛上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善良的老師，我

該做什麼事才能承受永生？」 

11  409:27-9 

     基督科學的實踐 

     我们無權可說現在生命是依靠物質，但死後將不會依靠它。我们不能在生

命之科學的無知中過日子，而預計超越墳墓後，因這無知而找到賞報。死亡不

會使我们和諧與不朽，為無知的酬報。如果我们現在不理會基督科學，其是靈

性及永恆的，我们將沒有為靈性生命未來作好準備。 
                                                        死亡並非施援者 

          耶穌說：「這就是永生。」—— 就是，不是將會是；然後他闡明永

久生命是對他父親和對他的當前認識，——亦即是對愛，真理，和生命的認

識。「 認識你 — 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

生。」 
                                                     生命是永恆與臨在的 

 
 

科學與健康 

 

第三部份 

 

12  326:3-4,16-21 

     生存的科學       

     如果我们希望効法基督，真理，就必定在於神指定的道。 

生活得正的目的與動機現在可以得到。得到這點，你便穩當地開始了。你開始

了在基督科學的計算表，而祗有不正的意圖能阻碍你的進步。以真正的動機去

行事及祈禱，你的父將會把道打開。 

 

13  19:29-1 

     祈禱 

     耶穌敦促此誡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可换句話說：你不

可存有生命為必朽的信念；你不可識知邪惡，因為生命僅有一個 ，——就是

神，善。 
                                                               耶穌的無罪事業 

 

14  324:13  這 

     生存的科學       

     這道路是窄和小的，它引領到理解神是唯一的生命。此是一個與肉身的斗



18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善良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善良的。 

19  誡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

虧負人；當孝敬父母。」 

20  他對耶穌說：「老師，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21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

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然後來跟從我。」 

28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一切跟從你了。」 

 

 

聖經 

 

第四部份 

 

14   詩篇 30:1-3, 9  塵, 11,12 

1  耶和華啊，我要尊崇你，因為你救了我，不讓仇敵向我誇耀。 

2  耶和華 — 我的神啊，我呼求你，你醫治了我。 

3  耶和華啊，你救我的性命脫離陰間，使我存活，不至於下入地府。 

9  塵土豈能稱讚你，傳揚你的信實嗎？ 

11  你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脫去我的麻衣，為我披上喜樂， 

12  使我的靈歌頌你，不致緘默。耶和華 — 我的神啊，我要稱謝你，直到永

遠！ 

 

15   約翰 12:1,2,9-11 

1  逾越節前六天，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他使拉撒路從死人中復活的地方。 

2  有人在那裏為耶穌預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耶穌坐席的人中間。 

9  有一大羣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裡，就來了，不但是為耶穌的緣故，也是要看耶

穌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拉撒路。 

10  於是祭司長商議連拉撒路也要殺了； 

11  因為有許多猶太人為拉撒路的緣故，開始背離他们，信了耶穌。 

 

16   羅馬書 13:1 there 沒 (至。), 10,11 現在, 12 

爭 ，我们必須征服罪惡、疾病和死亡，不論在現世或死後，——無疑是在我们

能達到灵的目標，亦即生命在於神之前。 

 

15  21:9 

     贖罪與聖餐 

     倘若門徒是在靈性上邁進，他便是力爭地去進入。他不斷地轉離物質意

識，而往屬靈不腐朽的事物看望。誠實的話，他從開始就會認真，並會在正確

的方向，每天進益一點，直至最後他欣然地完成他的路程。 

 

 

 
 

科學與健康 

 

第四部份 

 

16  493:28-9 

     總結要點 

     要是耶穌把拉撒路從死亡的夢、幻像叫醒，這便證明了基督能改進一個錯

誤的意識。誰敢懷疑神性心靈的力量和願意，去保持人永遠完好無損在他的完

美狀態中，並治理人的所有行動的完滿考驗呢？耶穌說：「拆毀這殿〔身

體〕，我〔心靈〕三日內要把它重建。」而他所行的是為了疲累的人類作保

證 。  

     神不需要以耶穌的榜樣來幫助保存永生和諧，若相信彌賽亞所做如此偉大

的工作，是為自己或是為神而做的，難道不是一種不忠信嗎？ 
                                                        不竭的神性之愛 

 

17  368:20-24 

     基督科學的實踐 

     當我们認識到生命與人比這個身體活得更長 ，便證明了生命是不依靠身

體上的狀態。邪惡、病患或死亡都不能是靈性的，在乎於某人靈性增長的比

率，而在於他们的物質信念會消失。 
                                                        生命不依賴物質 

 



1  沒有權柄不是來自神的。 

10  愛是不對鄰人作惡，所以愛就成全了律法。 

11  現在正是該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候了；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

了。 

12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聖經 

 

第五部份 

 

17   馬太福音 20:17-19 

17  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在路上把十二個門徒帶到一邊，對他們說： 

18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

罪， 

19  把他交給外邦人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復活。」 

 

18  369:5-10 

     基督科學的實踐 

     按人類意識失去物質為人的所有存在個體的比例，以此比例人會成為它的

主人。他進入更神性意識的事實，並領悟耶穌所顯示在於醫治病者、使死人復

活和在海浪上走的神學。 
                                                          人的存在個體 

 

19  139:2 

     科學，神學，醫學 

     不敬神的人想設法 毀滅的,是我们師主的神學。 

 

20  571:15-19 

     啟示錄 

     在任何時候及任何情况下，以善克服邪惡。明白你自已，神將會為戰勝邪

惡提供智慧和機會。披戴上愛的華麗甲冑，人的仇恨不能接近你。 
                                                                   神性的甲冑 

 

21  419:25-28 

     基督科學的實踐 

     永不要懼惧精神上的瀆職者、精神上的暗殺者，其是，為企圖去管治人

類，踐踏於超物理的神性原則之上，因為神是唯一的大能。 

 

 

 
 

科學與健康 

 

第五部份 

 

22   39:1-2, 10 

      贖罪與聖餐 

      我们的師主謙卑地面對他崇高成就不被承認的蔑視。 

      靈魂是在肉體之內那受教育的信念，使必朽的認為死亡是一個朋友，如

同從必朽的進入不朽的並是極樂的踏腳石。《聖經》稱死亡為仇敵，耶穌克服



18   馬可福音 15:1,25,42,43,46 

1  一到早晨，衆祭司長、長老、文士，和全議會的人大家商議，就把耶穌綁着，

解去，交給彼拉多。 

25  他们把他釘十字架的時候是上午九點鐘。 

42  到了晚上，因為這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43  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他是尊貴的議員，也是盼望着神國的。他放膽進去

見彼拉多，請求要耶穌的身體。 

46  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巖石中鑿出來的墳

墓裏，又滾來一塊石頭擋住墓門。 

 

19   馬可福音 16:1,2,4-7,9-11 

1  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馬利亞、雅各的母親馬利亞，和撒羅米，買了香料，要

去膏耶穌的身體。 

2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太陽出來後，她們來到墳墓那裏， 

4  她們抬頭一看，看見石頭已經滾開了，原來那石頭很大。 

5  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年輕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袍，就很驚奇。 

6  那年輕人對她們說：「不要驚慌！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

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來看安放他的地方。 

7  你們去，對他的門徒和彼得說：『他要比你們先到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會看

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 

9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穌曾從她

身上趕出七個鬼。 

10  她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那時他們正哀慟哭泣。 

11  他們聽見耶穌活了，被馬利亞看見，可是不信。 

 

 

 

 

 

 

了死亡及墓穴而不屈服于他們。他是「道路」。因此，對他來說，死亡不是他

進入活的榮耀必跨過的門檻。 
                                                              一个自殺的信念 

 

23  46:20-26 

     贖罪與聖餐 

     在耶稣好像是死去了之後毫無改變的身體放狀况，接着他超越一切物質条

件的提升；此提升解釋了他的升天，並無誤地展露一个超出墓穴之外的考証與

進展的狀况。耶稣是「道路」，就是，他為所有的人把道路標出了。 
                                                                    灵性升天 

 

24   44:5 

      贖罪與聖餐 

      墳墓孤寂的區域給耶穌一個避開敵人的避難所,一個解決生存的巨大問題

的地方。他在墓穴裡的三天工作在時間上蓋了的永恆封印。他證明了生命是不

死的,並且愛是恨之主。他在基督科學的基礎之上,掌握心靈的力量超越于物貭,

面對及克服醫藥、手術及衛生的一切聲稱。 
                                                              耶穌在墳墓裏 

 

25   497:20 

      總結要點 

      我們承認耶穌被釘十字架及他的復活是為了提升信心去理解永生的生

命，就是理解靈魂，靈的全然，及物質的虛無。 

  

 

26   51:6-12, 19-21 

      贖罪與聖餐 

      耶穌本可從他的敵人中撤回。他有能力去捨棄人類意識的生命來換取他

在那神性樣式的靈性身份；但他容許人試圖去毀滅那必朽身體，為了他可以提

供不朽生命的証據。沒有甚麼能殺掉人的這生命。 
                                                    生命力量不可摧毁 

      他的完整榜樣是為我们大家的救贖，但惟有通過做他所作的行事並教導

其他人去做。 

 



 
 
聖經 

 
第六部份 

 
20  馬可福音 16:14,15,17-20 
14  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裏

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他的人。 
15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17  信的人將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18  手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不會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

了。」 
19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以後，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邊。 
20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藉着伴隨的神蹟證實所傳

的道。 

 

 

 

 

 

 

 

 
 

科學與健康 

 
第六部份 

 
27  34:18 
     贖罪與聖餐 

    通過一切門徒所經驗的,他們成為更有靈性及更理解師主所教導的。他的

復活也是他們的復活。這説明他們提升他們自己及其他人,從靈性的遲鈍及對神

的盲目信念進入到無限可能的感知中。 他們需要此激發,因為不久他們親愛的

師主將會再次在真實的靈性領域起升,及升至遠遠超越他們的理解。作為他忠誠

的酬報,對物貭感官他會消失,那變化從此被稱為升天。 
                                                            與基督團契 
 
28  90:24-30 
     基督科學相對通靈術 
    對自己承認人是神自已的樣式，釋放人去掌握無限的意念。此堅定信念對

死亡把门関上，而向不朽的把门大開。對靈的認識和理解最終必定達到，我们

倒不如改善我們現有之年，通過對神性原則的了解，解决生存的奥謎。 
                                                                  科學的定局 

 
29  38:10-14,24-25 
     贖罪與聖餐 

    耶穌說：「信的人將有神迹随著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誰

相信他呢？他是對他的门徒說的，然而他不是說：「信的人將有神迹随著你

们」而是他们「信的他们」，在所有的未來時刻。 

    耶稣為他人繪出了路途。 

 
30  233:1 
     真理的脚踨 

     每天科學要求我们有更高的證明，而不是宣稱基督的力量。惟獨在於靠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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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毀除罪惡、疾病與死亡構成這些証明，就如耶穌毀除了它们一樣。這是

進步的原素，而進步是神的法律，其法律祗要求我们一定所能履行的。 
                                                                  宣稱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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