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Citations May  29, 2011 

Ancient and modern Necromancy, alias Mesmerism and Hypnotism, Denounced 

古代與現代的通靈術，化名麥斯默術與催眠術，被譴責。 

金句 : 詩篇 9:6 (至；), 7 (至；) 

仇敵到了盡頭；.....耶和華坐在王位上，直到永遠； 

回應式誦讀：詩篇 91:1–7, 9–11 

1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2 我要向耶和華說：「我的避難所、我的山寨、我的神，你是我所倚靠的。」 

3 他必救你脫離捕鳥者的羅網和毀滅人的瘟疫。 

4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信實是大小的盾牌。 

5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 

6 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災害。 

7 雖有千人僕倒在你旁邊，萬人僕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9 因為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以至高者為居所， 

10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11 因他要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 

第一部份 

1 詩篇 145:3,9(至:),17 

3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 

9  耶和華善待萬有， 

17  耶和華一切所行的，無不公義，一切所做的，都有慈愛。 

2 詩篇 5:4,11  

4  因為你不是喜愛邪惡的神，惡人不能與你同住。 

11  凡投靠你的，願他們喜樂，時常歡呼，因為你庇護他們；又願那愛

你名的人都靠你歡欣。 
  

3 詩篇 119:68(至 ;),114  

68  你本為善，所行的也善； 

114  你是我藏身之處，是我的盾牌； 
  

4 哈巴谷書  1:13  

13 你的眼目清潔，不看邪惡，也不看奸惡， 

5 列王紀上  5:4  

4  現在耶和華－我的神使我四圍太平，沒有仇敵，沒有災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學與健康 

第一部份 

1   103:15-23(至第二句) 

      動物磁性主義揭露 

      至高的善是無限的神和衪的意念，就是一切之一切。邪惡是個假 想的 

   謊言。就如基督科學所命名，動物磁性主義或催眠術是謬誤或必朽心     

靈的專有名稱 。動物磁性主義是心靈是在於物質的錯誤信念，同是邪惡

與善的；而邪惡如善一樣的真實並更有力量。這信念並沒有一點真理。

它是無知或懷有惡意的。 
                                                                                                                       謬誤的種類 

2   93:13-17  

     基督科學相對通靈術 

     善永不導至邪惡，或創造任可能產生邪惡的。 

            善並沒有創造一個心靈有導至邪惡的可能，因為邪惡是對立的謬 

     誤而不是創造的真理。 
  

3   480:20-29 

      總結要點 

      它是美善的相反—換句話說，邪惡—它似乎使人有能力作壞作為。因 

       此，邪惡只不過是個幻象，而它並沒有真實的基礎。邪惡是個錯誤的 

       信念。神不是它的創作者。邪惡的假定來源是個謊話。 
                                                                                                                  邪惡不存在 

             《聖經》宣告：「萬物都是藉著他造的[神性的道]，沒有一樣不是 

       藉著他造的。」這是神性科學的永恆真實。 
                                                                                                                 霞霧與虛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 
  

第二部份 

6 耶利米書 10:1,2 

1  以色列家啊，要聽耶和華對你們所說的話， 

2  耶和華如此說：「不要效法列國的行為，任憑列國因天象驚惶，你們

不要驚惶。」 
  

7 申命記 4:15 (至;), 19 

15  「所以，你們為自己的緣故要分外謹慎；」 

19  又恐怕你向天舉目，看見耶和華－你的神為天下萬民所擺列的日月

星辰，就是天上的萬象，就被誘惑去敬拜它們，事奉它們。 
  

8 以賽亞書 47:8, 13 

8  你這專好宴樂、以為地位穩固的，現在當聽這話。你心中說：「惟有

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 

13  你籌畫太多，以致疲倦。讓那些觀天象，看星宿，在初一說預言的

都起來，救你脫離所要臨到你的事！ 
  

9  以賽亞書 45:22 

9  「地的四極都當轉向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神，再沒有別的。 

  

  

  

  

  

                   

科學與健康 

第二部份 

4    102:1-9, 12 

      動物磁性主義揭露 

             動物磁性主義沒有任何科學的基礎，因為神治理的一切都是真 

      實、和諧及永恆的，並且衪的力量不是動物的也不是人類的。它的基 

      礎是一個信念而這信念動物的，在科學上動物磁性主義、麥斯默術或 

      是催眠術僅是個否認，沒具有智慧、力量或真實性，並且在意識上它 

      是個所謂必朽心靈的非真實概念。 

             那是祗有唯一真實的吸引力，其是由靈而來的。 

             星球沒有控制人的力量，亦沒有力量控制人的創造者，因為神治 

      理宇宙；而人，反影著神的大能，有權柄管理地上的一切及其萬象。 
  

5   121:7-8 

     科學，神學，醫學 

     迦勒底的賢人以測覽天星帝國的運數及人的命運。 
  

6   319:5-7,15 

     生存的科學 

     從一個物質基礎來預計一個人的生命前景，會違反靈性的法律並 

     誤導人的希望。 
                                                                                                          非科學的反省 

              各種各樣的教義與理論，預先假設生命和智慧是存在於物質之 

       中，都只不過是古代和現代的神話。當完全地明白到是神性心靈掌管 

       著人，而且人沒有任何心靈而祗有神，奧秘、奇跡、罪惡和死亡便會 

        消失。 

                                                                                                        神，唯一的心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 

第三部份 

10 箴言 26:2 

2 麻雀往來，燕子翻飛；這樣，無故的咒詛也必不臨到。 

11 民數記 22:2,5,6 

2  西撥的兒子巴勒看見以色列向亞摩利人所做的一切。 

5 他派使者往大河附近的毗奪去，到比珥的兒子巴蘭的家鄉(37)，召巴

蘭來，說：「看哪，有一羣百姓從埃及出來；看哪，他們遮滿地面，住

在我的對面。 

6  現在請你來，為我詛咒這百姓，因為他們比我強大，或許我能打敗他

們，把他們趕出此地。因為我知道，你為誰祝福，誰就得福；你詛咒

誰，誰就受詛咒。」 
  

12  民數記 23:5,8,11,12,20 

5 耶和華把話放在巴蘭口中，說：「你回到巴勒那裡，要這樣說。」 

8 神沒有詛咒的，我焉能詛咒？耶和華沒有怒駡的，我豈能怒駡？ 

11 巴勒對巴蘭說：「你向我做的是甚麼呢？我帶你來詛咒我的仇敵，

                                                                                                   

7   209:5-8 

     真理的腳踨 

            心靈，至高無上于所有其形成的並治理著它們一切，是其自己的 

     意念系統之太陽核心，是其自己所有廣大創造之生命與光；而人是歸 

     屬於神性心靈。 
                                                                                                              真理的全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學與健康 

第三部份 
  
 8   419:25-28 

     基督科學的實踐 

     永不要懼懼精神上的瀆職者，精神上的暗殺者，其是，為企圖去管治 

  人類，踐踏于超物理的神性原則之上，因為神是唯一的大能。 

9   451:26-3 

     教導基督科學 

     所有精神上的不端行為都是出於無知或惡意。它是從不正的動 

  機上，一個必朽心靈控制著另一個的有害行為，而它的實行是 

  跟同一個錯誤或邪惡的目的。 

          給你的學生展示，精神上的不端行為傾向于摧毀道德意識、 

   健康及人的生命。指導他怎樣關緊他思想上的門拒絕這似乎的 

   力量，—— 當你明白在實際上邪惡沒有任何力量，這個工作並 

   不困難。 
  
10   495:31 

       總結要點 

       在心靈的科學上，你很快便會查明，謬誤不能毀除謬誤。你也將會 

    懂得在科學上，是沒有邪惡的建議可從一個必朽的轉移到另一個身 



看哪，你竟為他們祝福。」 

12 他回答說：「耶和華放在我口中的話，我豈能不謹慎地說呢？」 

20 看哪，我奉命祝福；神賜福，我不能扭轉。 
  
12 Job 5:8,12 

8 「至於我，我必尋求神，把我的事情交托給他。 

12 他破壞通達人的計謀，使他們手所做的不得成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 

第四部份 

14 彼得前書 3:13,14 and be,15(至。) 

13 你們若熱心行善，有誰會害你們呢？ 

14  即使你們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 

15 只要心裡奉主基督為聖，尊他為主。 
  

15 撒母耳記上 19:1,4,6,7,9(至第二個，),10 

1 掃羅吩咐他兒子約拿單和眾臣僕要殺大衛，但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卻很

喜愛大衛。 

4 約拿單向他父親掃羅說大衛的好話，對他說：「王不可得罪王的僕人

大衛，因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對你都很有益處。 

6 掃羅聽了約拿單的話，就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絕不殺他。」 

7 約拿單叫大衛來，把這一切事告訴他。約拿單帶他去見掃羅，他就像

以前一樣侍立在掃羅面前。 

9 從耶和華來的邪靈又降在掃羅身上，掃羅手裡拿槍坐在屋裡， 

10 掃羅想要用槍刺透大衛，把他釘在牆上，他卻躲開掃羅，掃羅的槍

刺入牆內。當夜大衛逃走，躲起來了。 
  

16 以賽亞書 54:14,17 

14 你必因公義得堅立，必遠離欺壓，毫不懼怕；你必遠離驚嚇，驚嚇

必不臨近你。 

    上，因為祗有唯一的心靈，而這永在無所不能的心靈是由人所反映 

    出來並統治整個宇宙。我們將會知道在基督科學上，首要的責任就 

    是要服從神，存有唯一的心靈，並愛人如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學與健康 

第四部份 

11   464:23-24 

       教導基督科學 

       執迷、無知、嫉妒的兵器俯伏于一個誠實的心。 
                                                                                       正確的動機與其賞報 
12   104:13 

       動物磁性主義揭露 

              基督科學深入心理動態的根底，並展露神正論，其指出一 

   切神性行動的正確，為神性心靈所發放的，及隨之而來那對立 

   所謂行動的錯誤，—— 亦即邪惡、神秘主義、招魂術、麥斯默 

   術、動物磁性主義、催眠術。 
                                          神性治理的完美 
13    571:15 

        啟示錄 

        在任何時間及任何情況下，以善克服邪惡。認知你自已，神將會為 

    戰勝邪惡提供智慧和機會。披戴上愛的華麗甲胄，人的仇恨不能接 

    近你。更高人性的凝固劑會聯合所有利益在於唯一的神。 

                                                                                                            神的甲胄 

  



17 凡為攻擊你而造的兵器必無效用；在審判時興起用口舌攻擊你的，

你必駁倒他。這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他們從我所得的義；這是耶和

華說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 

第五部份 

17 路加福音 4:14-16 , 24-31 

14 耶穌帶著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聲傳遍了四方。 

15 他在各會堂裡教導人，眾人都稱讚他。 

16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素常的規矩

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 

24 他又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接納的。 

25 我對你們說實話，在以利亞的時候，天閉塞了三年六個月，遍地有

大饑荒，那時，以色列中有許多寡婦， 

26 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她們中任何一個人那裡去，只奉差往西頓的撒

勒法一個寡婦那裡去。 

27 在以利沙先知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痲瘋病人，但除了敘利亞的

乃縵，沒有一個得潔淨的。」 

28 會堂裡的人聽見這些話，都怒氣填胸， 

29 就起來趕他出城。他們的城造在山上；他們帶他到山崖，要把他推

下去。 

30  他卻從他們中間穿過去，走了。 

31 耶穌下到迦百農，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導眾人 
  

18 詩篇 138:5 耶和華, 7,8 

5  耶和華大有榮耀。 

7  我雖困在患難中，你必將我救活；我的仇敵發怒，你必伸手抵擋他

們，你的右手也必拯救我。 

8 耶和華必成全他在我身上的旨意；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

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學與健康 

第五部份 

14   103:6-9 

        動物性主義揭露 

                 以科學毀除必朽心靈的聲稱，由此人便能逃脫罪惡及必朽的， 

         祝福整個人類的家族。 
                                                                                                           精神力量的解

放                                                                                                                                                                                    
                 
15   454:9 

       教導基督科學 

      人的恨沒有任何合法權力也沒有王國。愛是在王位的。邪惡或 

   物質並沒有智慧也沒有力量，是絕對的基督科學的教義，這偉 

   大的真理剝掉謬誤的一切假裝。 
  
16   490:6 

       總結要點 

       基督科學揭露真理與愛是為人的動機力量。意志——盲目、頑固和 

   魯莽——與欲望和激情合作。從這些配合產生它的邪惡。它的無能 

   也由此而來，因為一切力量都歸屬於神，善。 
                                                                                          意志力——動物性的傾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 

第六部份 

19 路加福音 13:1-3 

1 正當那時，有些在場的人把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物中

的事，告訴耶穌。 

2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這害嗎？ 

3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同樣要滅亡！ 
  

20 提摩太前書 5:22 

22 不可急於給人行按手禮；也不可在別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純

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 

第七部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學與健康 

第六部份 

17   189:13 

       生理學 

   別人的罪不應使善人受苦。 

18   346:13-16, 19-20, 29-30 

       對一些反對的答覆 

.      我們是和諧的會是顯然易見，祗要我們終止表現邪惡或別人的 

   罪會使我們受苦這信念。不相信謬誤會毀除謬誤，並且引領到 

   真理的辨別。 

      我們以真理的解理來處理謬誤，因為真理是謬誤的解毒劑。 

      物質信念必定要被驅除才可為靈性理解騰出空間。 
  
19   231:20-25,30 

       真理的腳踨 

              把持你自已比罪優越，因為神使你比它優越並且治理著人，是真 

    的智慧。對罪懼懼是誤解愛的力量及生存的靈性科學，在於人跟神 

    的關係，—— 去懷疑衪的治理和不信任衪無所不能的照護。 
                                                                           對疾病與罪的至尊無上 

                人，由他的創造者所治理，並沒有任何其它的心靈，——基於 

        福音傳道者的聲明：「萬物都是藉著他造的〔神的道〕，沒有一樣 

        不是藉著他造的。」——能勝過罪惡、疾病，與死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學與健康 

第七部份 



21 路加福音 13:4,5 

4 從前西羅亞樓倒塌，壓死了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

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 

5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照樣要滅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 

第八部份 

22 馬太福音 8:5-8,13 

5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 

6 說：「主啊，我的僮僕癱瘓了，躺在家裡，非常痛苦。」 

7 耶穌說：「我去醫治他。」 

8 百夫長回答：「主啊，你到捨下來，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

20    394:24-29 

        基督科學的實踐 

       物質方法是致命性機會的唯一庇護嗎？難道沒有神性的允許， 

   以和諧以真理和愛，來征服各樣的不和諧嗎？ 

       我們應該記住生命就是神，並且神是無所不能的。 
  
21   484:21 

       總結要點 

       動物磁性主義是自願或非自願的謬誤行為的一切形式；它是神 

   性科學的人類正相反。科學必定戰勝物質官感，真理戰勝謬 

   誤，因此結束涉及在所有虛假理論與行為的假設。 
                                                                                                   動物磁性主義的謬誤 
22    424:5-11  

        基督科學的實踐 

               對神或不朽的心靈，意外是不明的，而我們必須放棄那必朽基 

    礎的信念並且與一心靈聯合，為了把機會的概念轉變為神那無誤指 

    導的正確意識，並從而顯出和諧。 

        在神性天意之下，是不能有意外的，因為在完美中是沒有任何 

    不完美的空間。 

                                                                                         對神，意外是不明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學與健康 

第八部份 

23   185:22 

       生理學 

              耶穌趕出邪惡及治癒病人，並不單祗沒有用藥物，而也沒有用催 

   眠術，其是道德和病理的真理力量的相反。 
                                                                                      耶穌和催眠術    
  24    473:10-12 



的僮僕就會痊癒。 

13 耶穌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成全你了。」就在那

時，他的僮僕好了。 

  

  

  

  

  

  

  

  

  

  

  

  

  

 

  

           總結要點 

        基督是理想的真理，來以基督科學治癒疾病及罪惡，並把一切權能 

    全歸於神。 
  
25   450:27-2 

       教導基督科學 

       誰，曾感受過與神分離的生命、實質和智慧那危險信念， 

   可以說是沒有謬誤的信念嗎？知道動物磁性主義的聲稱，一切 

   的邪惡綜合于生命、實質和智慧是在於物質、電、動物本性及 

   有機生命的信念，誰會反駁這些都是真理必須也將會毀除的謬 

   誤呢？ 
                                                                                虛假聲稱被毀除  
26   125:6         

       科學，神學，醫學 

        既非器官的不活動也非過度活動是超出于神的控制；對改變了 

   的必朽思想人將會被發現是正常的和自然的 ，並因此他的表現 

   會比較他先前的情況更和諧，其是人的信念所創造和准許的。 
  
27   415:21 

       基督科學的實踐 

       那肌肉，由思想使之動得快或慢與被驅使或癱瘓，表現于人類 

   系統一切器官的活動，包括腦與內臟。移除產生不和諧的謬  

   誤，你必要鎮靜並以不朽真理來指導必朽心靈。 
  
 28   417:10-18 

      基督科學的實踐 

      保持基督科學的事實，—— 靈是神，因此不能生病；那稱作物質的 

     不能生病；心靈是所有的因果，通過靈性法律來行事。以真理與愛的 

      堅決理解把持你的立場，那麼你會得勝。當你使那反對你懇求的見證 

      靜默，你便毀滅那証據，病患會消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 

第九部份 

23 以弗所書 6:10,11,13-17 

10  最後，你們要靠著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抵擋魔鬼的詭計。 

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邪惡的日子能抵擋仇敵，並

且完成了一切後還能站立得住。 

14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15  又用和平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16  此外，要拿信德當作盾牌，用來撲滅那惡者一切燒著的箭。 

17 要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24 羅馬書 13:12 所以 

12  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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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學與健康 

第九部份 

29   293:28 

       生存的科學 

       基督科學照出真理及其至高無上，普世的和諧，神，善的全 

   部，及邪惡的虛無。                                                     
  
30   471:18-19 

       總結要點 

       神是無限的，因此是永在的，並且沒有任何其它的力量或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