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ble Lesson August 25 2013 
 

心靈 

金句 : 提摩太前書 1:7 神 

因為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靈，乃是剛強、仁愛、靈明的心思。 

回應式頌讀： | 約伯記 28:12 智慧 , 14, 15, 23, 24; 23:5, 6, 11, 13 
只是 (至 ?), 14  

智慧有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哪裡呢？ 

 

深淵說：不在我內；滄海說：不在我中。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曉得智慧的所在。 

 

因他鑒察直到地極，遍觀普天之下， 

 

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語，明白他向我所說的話。 

 

他豈用大能與我爭辯嗎？必不這樣！他必加力予我。 

 

我腳追隨他的步履；我謹守他的道，並不偏離。 

 

只是他心志已定，誰能使他轉意呢？他心裡所願的，就行出來。 

 

他向我所定的，就必作成；這類的事他還有許多。 

 

 

聖經 

第一部份 

 

1 | 詩篇 40:5  

 

 耶和華―我的 神啊，你所行的奇事，並你向我們所懷的意念甚多，不能向

你數算。若要陳明，其事不可勝數。 

 

2 | 以賽亞書 40:13, 14, 25, 28 他  
誰曾指示耶和華的 靈，或作他的謀士指教他呢？他與誰商議，誰教導他，

誰將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將知識教訓他，將通達的道指教他呢？ 

那 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或與我相等呢？ 

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3 | 以賽亞書 44:6, 8 你們就是 , 10, 11, 18 (至第一個。 ), 21 (我造

就你) 

耶和華―以色列的 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 耶和華如此說：我是首先

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 神。 

你們就是我的見證。除我以外，豈真有 神嗎？誠然沒有 神；我不知道一個。 

誰製造神像，鑄造無益的雕刻之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過

是人。任他們聚會，任他們站立；都仍必懼怕，一同羞愧。 

他們不曉得，也不明白。 

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僕人，要紀念這些事。 ....我造就你....。 

 

4 | 詩篇 147:5  

我們的 主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科學與健康 

第一部份 

 

1 | 492:25 

神 就是心靈，並且神是無限的；因此一切就是心靈 。心靈存在的科學基

於該聲明，而且此科學的原則是神性的，顯示著和諧與不朽。 
                                                 科學的至高 

2| 336:9–15 

不朽之人曾是也正是神的形象與意念，甚至為無限心靈的無限表現，並且

不朽之人與那心靈是共存及同為永恆的。他永遠在無限心靈，神之內；但

無限心靈永不能在人之內，而是由人所反映。靈性之人的意識和獨特性都

是神的反映。 



                                                 真正的人之性 

3 | 469:20–21, 25–30 

我們只能有唯一的心靈，如果那唯一是無限的。 

當承認了神或美善為無所不在及擁有一切力量之後，我們還相信有另一力

量，稱作邪惡的話，我們便喪失了無所不能的崇高含義。存有不止唯一的心

靈，這信念對神性神學，如同古代神話和異教崇拜偶像一樣有害。 
                                                        唯一的統治者 

4 | 143:26–27 

心靈是宏大的創造者，並且除了源于心靈的，不可能有別的力量。 

 

 

聖經 

第二部份 

 

5 | 出埃及記 3:1, 7, 10  

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葉特羅的羊群；一日領羊群往荒漠後頭去，到了 

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

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6 | 出埃及記 4:1–8  

摩西回答說：「看哪，他們必不信我，也不聽我的話，必說：『 耶和華並

沒有向你顯現。』」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裡是什麼？」他說：「是杖。」

耶和華說：「丟在地上。」他一丟下去，就變作蛇；摩西便跑開。 耶和華

對摩西說：「將你的手伸出來拿住它的尾巴。」他便將手伸出，捉住那蛇，

蛇在他手中就變為杖。如此好叫他們信 耶和華―他們祖宗的 神，就是亞伯

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是向你顯現了。」 耶和華又對他說：

「你把手放在懷裡。」他就把手放在懷裡；及至抽出來，不料，他的手長了

大痲瘋，如雪一樣。 耶和華說：「你再把手放在懷裡。」他就再把手放在

懷裡；及至從他懷裡抽出來，不料，手已經復原，與周身的肉一樣。又說：

「倘或他們不信你，也不聽頭一個神跡的話，他們必信後來神跡的話。 

 

7 | 猶大書 1:25  

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歸與獨一全智的 神我們的 救主，從今時直到

永永遠遠。 

8 | 箴言 21:30  

沒有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敵擋 耶和華。 

 

科學與健康 

第二部份 

5 | 311:3–6  

我們所稱的必朽心靈或肉體心靈，依靠著物質來展示，這不是心靈。神才

是心靈：神，心靈，和所有已造的，都是美善的，而且祂創造一切。 

6 | 321:8–2 

當時，摩西被智慧引領丟下他的杖，他見到杖變成蛇，便逃開；但智慧吩咐

他回來處理那條蛇，繼而摩西的恐懼就消失了。在這事件中科學的實在性

被見到。物質被展示出僅為一個信念。那蛇，邪惡，在智慧的吩咐下，通過

理解神性科學而被毀除，而且這證明就是一支其倚靠的杖。當摩西發覺其

表面所見的實際只不過是必朽信念的一個階段而已，他的幻象便失去對他驚

嚇的力量。 
                                                     克服對蛇的恐懼 

當摩西首次將他的手放進他的懷裡，抽出來時帶著可怕的病患如雪般白，而

以同樣的簡單過程，他的手就馬上恢復原狀，麻瘋是必朽心靈的一個造物，

而非物質的一個狀態便被科學地顯示了。由此神性科學的證明，神減輕了

摩西的恐懼，並且對他而言 ，內心的聲音已成為神的聲音，其說：「倘或

他們不信你，也不聽頭一個神跡的話，他們必信後來神跡的話。」並就此在

未來的世紀，由耶穌顯示了心靈存在的科學，其以變水為酒來對他的學生

展示心靈的力量，並教他們如何處理蛇而不受害，治癒病者和逐出邪惡，

作心靈之至高的證明。  
                                                        麻瘋治癒 

 

聖經 



第三部份 

 

9 | 但以理書 2:20 神  

「 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直到永永遠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 

10 | 出埃及記 4:10, 11 (至第一個?), 12  

摩西對 耶和華說：「我 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從你對你的僕人

說話以後，也是這樣。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華對他說：「誰造人的口

呢？ 

現在去吧，我必與你的口同在，指教你所當說的話。」 

 

11 | 詩篇 119:65, 66 (至，), 68, 73  

耶和華啊，你向來是照你的話善待你的僕人。求你將精明和知識賜給我， 

你本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你的手製造我，建立我；求你賜我悟性，可以學習你的命令！ 

12 | 提摩太后書 2:7 凡  

凡事 主就給你聰明。 

 

科學與健康 

第三部份 

7 | 200:4 

摩西引領一個民族崇拜神于靈，而非于物質，並舉例說明了心靈存在的偉

大人類能力，由不朽心靈所賦予 。 
                                                 荷馬(Homer)和摩西 

8 | 275:20–23, 26 (只一句) 

神性超物理，就如靈性理解所顯露的，清楚地表現一切是心靈，並且心靈

就是神，全能、全在、全知——也就是，一切力量、一切臨在、一切科學。 

對神真正的理解是靈性的。 
                                                       神性的完全 

9 | 488:23–24 

唯獨心靈擁有一切能力、認知力與理解力。 

 

10 | 89:18–25 

心靈是無須依靠教育的程序。其擁有自己一切的美和詩意，並有力量表達

它們。靈，神被聽得見是在官感靜寂時。我們都有能力做比我們現在做的

更多。靈魂的影響力或行動授予自由，這解釋了即席和未經訓練之舌的熱

切現象。 

物質既非智慧的也非有創造性的。 
                                                    科學的即席表現 

11 | 195:12, 19 

我們應為超物理的科學及其神性原則而放棄物質的基礎。 

恰當種類的學術是需要的。觀察、發明、研究及創新思想都是廣闊的，並且

會促進必朽心靈超脫自身，超脫一切是必朽的。 
                                                       有用的知識 

12 | 128:4 

科學此名稱，被恰當地理解，只涉及神的律法和祂的宇宙包括人的治理。

由此隨之，商人和有教養的學者發覺基督科學提高他們的忍耐力與精神力

量，擴展了他們對個性的洞察力 ，給予他們的敏銳性和領悟性，及超于他

們一般接受的能力。人的心靈，灌輸了此靈性理解，變得更靈活，有更大的

忍耐力，能自我解脫，並需較少的休息。心靈存在之科學的知識發展人的

潛在能力及可能性。其拓展思想的境界，使必朽者進入更廣更高的領域。其

提升思考者的洞察力和認知力進入其本性狀況。 
                                                    實用的科學 

13 | 258:13–16 

神表現人無限的意念，永遠自我發展，自無邊際的基礎上擴展並提升得越

來越高。心靈展示了存在於真理無窮中的一切。 

 

聖經 

第四部份 

 

13 | 馬可福音 3:7 耶穌 (至，), 14, 15, 22–24, 27  

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並給他們權

柄醫病趕出鬼魔。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說：「他是被別西卜附著。」又說：「他是靠著鬼魔

之王趕出鬼魔。」耶穌叫他們來，用比喻對他們說：「撒但怎能趕出撒但呢？

若一國自相紛爭，那國就站立不住； 

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的傢俱；必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 

14 | 羅馬書 8:5–7 (至； )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 靈的人體貼 靈的事。體貼肉體的，

就是死；體貼 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因為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為仇； 

 

科學與健康 

第四部份 

 

14 | 469:13–17 心靈  

心靈就是神。謬誤的驅除者是那偉大的真理，即神，美善是唯一的心靈，

而那無限心靈的對立假設——稱作魔鬼或邪惡——不是心靈，不是真理，

卻是謬誤，沒有智慧或真實性。  
                                                     無窮的真意識 

15 | 399:29 

我們師主問：「人怎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的傢俱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

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 」換句話說：不從直接控制身體的，所謂必朽心靈

著手，我又豈能治癒身體呢？當病患一旦在這所謂的心靈上被毀除，對病患

的恐懼就消失，故此病患便被徹底地治癒。必朽心靈是「那壯士」，必須將

其制服，方能將對健康及道德上的影響清除。征服了此謬誤，我們便能奪去

「那壯士」的東西，——也就是，罪惡與病患。 
                                                     寓言中的確認 

16 | 316:7 

基督，真理，通過耶穌被顯示，證明了靈的力量勝過肉身， ——表現出真

理以在人的心靈和身體上，治療疾病及毀除罪惡的影響來展示。 

 

 

聖經 

第五部份 

 

15 | 馬可福音 5:25–34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許多醫生手裡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

她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

雜在眾人中間，摸耶穌的衣裳，意思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癒。」

於是她血漏的源頭立刻干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耶穌頓時心裡覺得

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誰摸我的衣裳？」門

徒對他說：「你看眾人擁擠你，還說『誰摸我』嗎？」耶穌周圍觀看，要見

作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耶

穌跟前，將實情全告訴他。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使你痊癒了，平平

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 

16 | 腓立比書 4: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藉著基督耶穌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科學與健康 

第五部份 

 

17 | 180:25 

當人由神所治理，永遠臨在的心靈，其明瞭一切事物，人知道在神凡事都

能。通往治療病者這活的真理的唯一途徑，是在基督耶穌所教導和顯示神

性心靈的科學中被尋找到。 

 

18 | 85:30–8 

那偉大的老師知道了因與果，知道真理其自身的交流但從不傳予謬誤。 

耶穌有一次問過：「摸我的是誰？」以為這詢問僅是由身體接觸所引起的，

他的門徒回答說：「眾人擁擁擠擠著你。」耶穌知道，可是其他人不知道，

那不是物質，而是必朽心靈，那些觸摸的在求援助。他的重複詢問，由一位

帶病婦人的信念回答了他。他對此精神呼喚的快速領悟舉例說明了他的靈性。 
                                                      精神上的接觸 

19 | 151:18–21, 23–24 

恐懼從不能停止心靈存在及其活動。那血、心、肺、腦等等，與生命，神

沒有關聯。那真正的人的每一功能都是由神性心靈所治理。 

神性心靈使人保持衪自己的形象和樣式。 
                                                   由心靈所治理 

20 | 169:18–20, 27 



科學不但揭示精神為所有病患的來源，而且也宣告所有病患均由神性心靈
來治癒。 

唯有真理，生命和愛的運作才能給予和諧。  

 

聖經 

第六部份 

 

17 | 詩篇 139:1–3, 7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

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裡逃、躲避你的面？ 

18 | 約翰福音 4:46–53 有 (至； ) 

有一個大臣，他的兒子在迦百農患病。他聽見耶穌從猶太到了加利利，就來

見他，求他下去醫治他的兒子，因為他兒子快要死了。耶穌就對他說：「若

不看見神跡奇事，你們總是不信。」那大臣說：「先生，求你趁著我的孩子

還沒有死就下去。」耶穌對他說：「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那人信耶穌

所說的話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時候，他的僕人迎見他，告訴他說：「你的兒

子活了。」他就問什麼時候見好的。他們說：「昨日辰初熱就退了。」他便

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 

 

科學與健康 

第六部份 

 

21 | 331:5–6, 22–24 

生命就是心靈，反映于祂創造中的創造者。 

祂充滿所有空間，而且除非是無限的靈或心靈，對如此全在和獨特性是不

可能領悟的。 

22 | 94:28–32  

我們的師主在一個科學的基礎上察覺必朽心靈，即來自心靈的全在。此辨

別力的相若，表示出與一靈之無限能力的靈性增長和結合。 

23 | 178:32–7 

無論誰達到對基督科學其正確含義的理解力，就將可覆行其有能力的即時

治療；但這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背起十字架並跟從基督方可成就。 

無論病人與醫者不在一起或在跟前，科學都能治癒，因為空間對心靈毫無

障礙。 

24 | 559:8–12 

科學意念的「微小的聲音」傳過大洲與大洋到達地球最遙遠的地方。聽不見

的真理聲音，對人的心靈而言，「好像獅子吼叫。」在曠野及在恐懼的黑

暗地方都聽得到。 

25 | 95:6–10 

我們接近神，即生命，與我們的靈性，我們對真理和愛的忠誠相應；而在

那程度上我們知道人類的所有需要，及為了治癒他們的目的而能夠辨別病人

和罪人的想法。 

 

 

聖經 

第七部份 

 

19 | 詩篇 71:1, 3 (至；), 7, 9, 14, 16, 17 (至；), 21  

耶和華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求你作我堅固的居所； 

許多人以我為怪，但你是我堅固的避難所。 

我年老的時候，求你不要丟棄我！我力氣衰弱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 

我卻要常常盼望，並要越發讚美你。 

我要來說主―耶和華的能力；我單要提說你的公義。 

神啊，自我年幼時，你就教訓我； 

你必使我越發昌大，又四面安慰我。 

20 | 提摩太后書 1:7  

因為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靈，乃是剛強、仁愛、靈明的心思。 

 



科學與健康 

第七部份 

 

26 | 205:32 

當我們充份地明白我們與神的關係，我們就不可能有其它的心靈而只有衪

的，——沒有其它的愛，智慧或真理，沒有其它的生命意識，並且沒有物

質或謬誤存在的感知。 

27 | 246:23, 29 

人，由不朽心靈所治理，總是美麗和尊貴的。年復一年展露智慧、美和聖

潔。 

那麼讓我們塑造我們存在的觀點成美好、朝氣和持續，而非老化和枯萎。 
                                                 真生命永恆 

28 | 407:21–26 

假如謬見說：「我失去了記憶，」要反駁它。 心靈的能力毫不有失。 在

科學上，所有心靈存在於一切運作中皆是永恆的、靈性的、和諧的。讓那

完美模樣存在於你的意念上，而非使其墮落的相反面。 
                                                   不朽記憶 

29 | 487:8–10 

在心靈能力持续运作中，科学的多过其所缺失的。 

當心靈仍在，他們不可能有損失。 

 

30 | 283:6–7 

心靈與生命、愛、和智慧「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所有生命與行動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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