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Citations June 26, 2011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科学 

 
金句：彼得后书 1:21 预言 

              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回应式诵读：以西结书 12:21-23,26-28 
                           以赛亚书 52:7,9,10 

 
2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22 「人子啊，在以色列地你们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延长，一切异象却落了空』呢？ 
 

23 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令这俗语止息， 以色列中不再有人引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都

必应验。』  

 
26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27「人子，看哪，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许多日子以后的事，所说的预言是指着遥远的时候。』 
 

28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不再有一句躭延，我所说的话必定实现。』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 
7 在山上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扬救恩，那人的脚踪何等佳美啊！他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 
 

9 耶路撒冷的废墟啊，要出声一同欢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 
 

10 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的四极都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圣经 

第一部份 

1 诗篇 62:11 

11 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就是能力属乎神。 

 

2 撒迦利亚书 4:1-4,14 

1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时被唤醒一样。 

2 他问我：「你看见甚么？」我说：「我看见了，看哪，有一个纯金

的灯台，顶上有灯座，其上有七盏灯，每盏灯的上头有七根管子； 

3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座的右边，一棵在灯座的左边。」 

4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甚么意思？」 

14 他说：「这是两位受膏者，侍立在全地之主的旁边。」 

 

3 约翰福音 12:44 

44 耶稣喊着说：「信我的人不是信我，而是信差我来的那位。」 

 

4 约翰福音 14:6 我,16, 17(就是，至第一个，),26 保 

6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16 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17 就是真理的灵， 

26 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

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5 启示录 11:1 (按 KJB 英文版翻释), 3,4 

天使站着，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以及在殿中礼拜的人，都

量一量。 

3 「我要赐权柄给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粗麻衣说预言一千二百六十

天。」 

 

科学与健康 

  

第一部份 

1 84:28-30 基督科学相对通灵术 

一切我们正确地所知道的灵是从神，神性原则而来的，并是通过基督与基

督科学而得以认识。 

 

2 358:9-13,15 对一些反对的答复 
                                                                                                    

基督科学，理解后，与《圣经》是一致，并且合罗辑地及论证地支持它所

展现的每一点。否则的话它不会是科学，及不能展现它的证明。 

                                                                            科学的与圣经的事实 
它表现出真理对抗谬误的平静和清晰的结论，由先知们，由耶稣，由他的

门徒举例并说明，就如《经文》自始至终记载了的。 

 

3 131:26-30 科学，神学，医学 
耶稣的使命实现了预言，并解释了在以前所谓的奇迹为神性力量的自然显

示，那些显示没有被理解到。耶稣的行事建立了他作为弥赛亚的声称。 
                                                                                                     施洗约翰，与弥赛亚 

4 147:24-29 科学，神学，医学 
我们的师主治愈病者，实行基督的医治，并教他的学生其神性原则的概

论；但他没留下显示这医治的原则和防预病患的明确规则。这规则留待被

基督科学来发现。 

                                                                           发现了一个明确规则 

5 107:1 科学，神学，医学 
1866 年我发现了基督之科学或神性法律的生命，真理和爱，并命名我的发

现为基督科学。 

神多年来恩惠地准备我接受这科学的精神上医治之绝对神性原则的终归的

启示。 



4 他们就是那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 

  
  
 

 

圣经 

第二部份 

6 弥迦书 5:2 , 3(至；) 

2 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虽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

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者；他的根源自亘古，从太初就有。 

3 因此，耶和华要将以色列人交给敌人，直到临产的妇人生下孩子； 

 

7 马可福音 6:34 

34 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羣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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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马太福音 13:33-35 先知 

33 他又对他们讲另一个比喻：「天国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放进三斗

面里， 直到全团都发起来。」 

34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不用比喻，他就不对他们说甚

么。 

35 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说出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

事。」 
  

  

  

  

                                                                            发现了基督科学 
6 55:27 赎罪与圣餐 
27 在圣约翰的话中：「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

同在」 这保惠师我理解的就是神性科学。 

 

科学与健康 

第二部份 

7 117:15-16,31-9 科学，神学，医学 
我们师主以寓言和比喻来教导灵性。 
他那比喻「面酵，有妇人拿来放进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驱使

推理灵性酵素象征着基督的科学与其灵性解释，——推理远超出于仅是传

统宗教及公式解释的描述。难道这比喻没以一个预言指出喻意，预告基

督，真理的第二次出现于肉体从可见到的世上藏于神圣保密的吗？ 

                                

                    真理的酵素    

8 108:19-3 科学，神学，医学 

      当在表面上接近必朽存在的界限，已经站在幽谷的死荫之内，我认识

到这些在于神性科学的真理：一切真实的生存是在于神，神性心灵，并且

生命，真理和爱是全能及一直临在的；真理的相反——称之谬误、罪恶、

疾病、病患、死亡——是虚假物质感觉，心灵由物而来的虚假见证；这虚

假的意识进展，在于相信，必朽心灵的一个主观状态而这所谓的心灵名为

物 ，从而把灵的真正意识拒之门外。 

                                                                                                      光照在黑暗里 

          我发现，错误的，必朽的，误称心灵产出那必朽身体的一切有机体和

活动，将我的想法运用在新的方向，并引导到我论断的显示，心灵是一切

而物是不存在的，是在于心灵科学的主要因素。 

                                                                                                      思想的新方针 
9 548:2-5 创世记 
基督科学把谬误从真理分开，并对神圣章页的生命、实质和智能的灵性意



  
 
 

 

圣经 

第三部份 

9 马太福音 15:29-31 

29 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 

30 有一大羣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盲人、肢残的、聋哑的，和好些别的病人， 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

他们。 

31 于是众人都惊讶，因为看见聋哑的说话，肢残的痊愈，瘸子行走，盲人看见， 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

神。 

 

10 马太福音 9:37,38 

37 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38 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11 马可福音 1:15 日 

15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12 马可福音 1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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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喝了甚么毒物，也不会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 
  

  

 

 

识赋予生气。 
经文的概念 

                                                                                      

 

科学与健康 

第三部份 
  

10 328:20-30 生存的科学 
理解灵性法律并知道是没有物质法律的，耶稣说：「信的人将有神迹随着

他们：........手能拿蛇；若喝了甚么毒物，也不会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

好了。」基督徒相信并遵从这神圣格言那就好了。 

        耶稣的许诺是恒久的。若许诺祗是对他最接近的门徒，那《经文》段

落会读作你，而不是他们。 

 

11 xi:9-14 前言 

       基督科学的身体治愈结果现在如同耶稣时代一样，出于神性原则的运

作；面对着此原则，罪恶与病患在人的意识中就失去了真实性，而如同黑

暗让位于光亮和罪恶让位于改造，也自然地及必然地消失了。 

 

12 459:27 教导基督科学 

由神性真理所引导而不是猜测，那神学学生(就是，那学生——基督徒与科

学的解释者——神性法律的解释者)治疗病患比地球上的其他医疗者有更肯

定的効果。基督科学教徒应该明白并确切地遵守在此书中神性超物理所设

下的法律，并且建立他的显示在这肯定的基础之上。  

                                                                                                       确定的结果 

13 496:15 总结要点 
要恒久地记住这意念，——其是灵性的意念，圣灵与基督， 使你能够以科

学的确认显示治愈疾病的法则，是基于其神性原则，爱，承托、覆盖及包

围着所有真正的生存。 

 



圣经 
  
第四部份 

13 哈巴谷书 2:1,2,14 

1 我要站在我的瞭望台，立在城楼上观看，看耶和华要对我说甚么， 

我可用甚么话向他诉冤。 

2 耶和华回答我，说：将这默示清楚地写在广告牌上，使人容易朗

读。 

14 全地都必认识耶和华的荣耀，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 
 

14 启示录 1:1 

1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他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

的众仆人。 他差遣使者指明给他的仆人约翰， 
 

15 启示录 10:1 , 2(至。),9,11 

1 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彩虹，脸

面像太阳，两脚像火柱。 

2 他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 

9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他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

拿去，把它吃光。 它会使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会甘甜如蜜。」 

11 天使们对我说：「你必须指着许多民族、邦国、语言、君王再说预

言。」 
 

 
圣经 
 

第五部份 

16 箴言 31:10,26,29 

10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宝石。 

26 她开口就发智能，她舌上有仁慈的教诲。 

科学与健康 
  
第四部份 

14 559:19-23 启示录 

必朽的，遵从天上来的福音。接纳神性科学。将此书从头读到尾。研读

它，思考它。当它治愈你，最初的感觉将会实在是甜的；但如果你发觉它

的消化是苦的，别对真理抱怨。 

 

15 422:5 基督科学的实践 
         如果这本书的读者注意到一个巨大的动乱遍及他的整个系统，并且在

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某种症状似乎恶化，这些都是有利的迹象。继续阅读，

这本书会成为医治者，减轻当真理毁灭谬误时通常带来的震动。 

                                                                                                  这本书的效果 
16 110:17 科学，神学，医学 
没有人类的笔或舌头教导我包容在《科学与健康》此书内的科学，无论舌

头或笔也不能把它推翻。此书可能被肤浅的评论，或被粗心大意或怀恶意

的学生所曲解，它的意念可能被短暂地误用及歪曲；但在此书中的科学与

真理将会永远留待被认知和显示。 
 

17 vii:22 前言 
         一本书介绍新的意念，但并不能使这些意念被迅速地理解。稳健开拓

者的任务是砍伐高大的橡树及切割粗糙的花岗石。未来的世代必会宣告开

拓者的成就。

 
科学与健康 

 

第五部份 

18 561:20-25 启示录 
在神性的启示上，物质和肉体本身会消失，而灵性意念得以理解。那在启

示录中的女人象征着人的属性，神的灵性意念，她阐明神与人的一致，为



29 「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独你超过一切。」 

 

17 启示录 12:1,2,5 

1 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兆头：有一个妇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

二颗星的冠冕； 

2 她怀了孕，在生产的阵痛中疼痛地喊叫。 

5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她的孩子被

提到神和他宝座那里去。 
  

  

  

  
  
  
  
  
  

 

 

 

圣经 

第六部份 

18 启示录 12:6-10(至。),13,15,16 

6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在那里被供养

一千二百六十天。 

7 天上发生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作战，龙同牠的使者也起

来应战， 

神性原则与神性意念。 
                                                                                                                                    灵性的日光 
19 562:3-7(至第一个.),24 启示录 
以利亞引述了神之父性的意念，其后耶稣将之表现，而启示录的作者以女

性完成此形象，象征着神之母性的灵性意念。 

                                                                                               显露了灵性意念 

  再者灵性意念典型化为女人分娩的痛楚，等候着她甜蜜许诺的出生，不再

回想她的痛苦，而为延续的新生而喜悦，因为这意念之伟大，这阵痛苦是

其先兆。 

                                                                                                   阵痛和喜悦 

20 565:13-22 启示录 

灵性意念的人性化在我们师主的世上生活中祗有短暂的历史，但「他的国

没有穷尽」，因为基督，神的意念，必然地、绝对地、最终地——以神性

的科学——将会终于管治所有的邦国和民族。这无瑕的意念，最初由男人

作代表，据启示录的作者，最后以女人作代表，将以火施洗；火红的洗礼

以真理和爱的烈火将会把谬误的麦糠烧尽，甚至把人性的黄金溶化及纯

化。 

 

21 109:24 科学，神学，医学 
当一个新的灵性意念带到地上来，以赛亚的《经文》预言重新地应验了：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科学与健康 

第六部份 

22 568:5-7 启示录 

启示录的第十二章象征着科学上的神性战法，及这战斗的荣耀结果。 

23 569:3-14 启示录 
每个必朽的在某个时候，现在或此后，必须格斗并克服一个与神对立力量



 

8 牠们都打败了，天上再也没有牠们的地方。 

9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

在地上， 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10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 和他所

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 

 

19 哥林多后书 2:14 

14 感谢神！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

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20 彼得后书 1:16,19 

16 我们从前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来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

是随从一些捏造出来的无稽传说，我们是曾经亲眼见过他的威荣的

人。 

19 我们有先知更确实的信息，你们要好好地留意这信息，如同留意照

耀在暗处的明灯， 直等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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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朽信念。 

          《经文》道：「你在少许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是

确切地应验了，当我们意识到真理的至高无上，由此我们得见谬误的虚

无；我们知道谬误的虚无与他的邪恶是成正比。他那摸到基督衣袍繸子的

并掌握到他的必朽信念、兽性、和憎恨的人，喜悦于治愈的证明，——亦

即在于甜美及确定的意识神就是爱。 

                                                                                                        科学的衣袍 

24 570:18-23 启示录 

假如那古龙发出新的洪水来淹没基督意念那将会怎么样呢？他既不能以它

的澎湃来淹没你的声音，也不能把世界沉入混乱和旧夜的深水里。在这年

代，大地将会帮助那女人；那灵性意念将会被理解。 

 
25 288:10-14 生存的科学 
当基督科学在身体上和道德上的最终成效得到完整的理解时，如同先知所

预示及耶稣所开创的，真理与谬误之间、理解与相信之间、科学与物质感

觉之间的冲突均会终止，而皆由灵性和谐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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