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Citations May 29, 2011 

Ancient and modern Necromancy, alias Mesmerism and Hypnotism, Denounced 

古代与现代的通灵术，化名麦斯默术与催眠术，被谴责。 

金句 : 诗篇 9:6 (至；), 7 (至；) 

仇敌到了尽头；.....耶和华坐在王位上，直到永远； 

回应式诵读：诗篇 91:1–7, 9–11 

1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2 我要向耶和华说：「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你是我所倚靠的。」 

3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者的罗网和毁灭人的瘟疫。 

4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 

5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6 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灾害。 

7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9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以至高者为居所， 

10 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棚。 

11 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圣经 

第一部份 

1 诗篇 145:3,9(至:),17 

3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 

9  耶和华善待万有， 

17  耶和华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2 诗篇 5:4,11  

4  因为你不是喜爱邪恶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住。 

11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庇护他们；又愿那爱你

名的人都靠你欢欣。 
 

3 诗篇 119:68(至 ;),114  

68  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 

114  你是我藏身之处，是我的盾牌； 
 

4 哈巴谷书  1:13  

13 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也不看奸恶， 

5 列王纪上  5:4  

4  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太平，没有仇敌，没有灾祸。 

 

 

 

 

   

科学与健康 

第一部份 

1   103:15-23(至第二句) 

      动物磁性主义揭露 

      至高的善是无限的神和衪的意念，就是一切之一切。邪恶是个假 想的

谎言。 

       就如基督科学所命名，动物磁性主义或催眠术是谬误或必朽心灵的专

有名称 。动物磁性主义是心灵是在于物质的错误信念，同是邪恶与善

的；而邪恶如善一样的真实并更有力量。这信念并没有一点真理。它是

无知或怀有恶意的。 
                                                                                                                       谬误的种类 

2   93:13-17  

     基督科学相对通灵术 

     善永不导至邪恶，或创造任可能产生邪恶的。 

            善并没有创造一个心灵有导至邪恶的可能，因为邪恶是对立的谬 

     误而不是创造的真理。 

 

3   480:20-29 

      总结要点 

      它是美善的相反—换句话说，邪恶—它似乎使人有能力作坏作为。因 

       此，邪恶只不过是个幻象，而它并没有真实的基础。邪恶是个错误的 

       信念。神不是它的创作者。邪恶的假定来源是个谎话。 
                                                                                                                  邪恶不存在 

             《圣经》宣告：「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神性的道]，没有一样不是 

       藉着他造的。」这是神性科学的永恒真实。 
                                                                                                                 霞雾与虚无 

 



 

圣经 
 

第二部份 

6 耶利米书 10:1,2 

1  以色列家啊，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 

2  耶和华如此说：「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任凭列国因天象惊惶，你们不

要惊惶。」 
 

7 申命记 4:15 (至;), 19 

15  「所以，你们为自己的缘故要分外谨慎；」 

19  又恐怕你向天举目，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

辰，就是天上的万象，就被诱惑去敬拜它们，事奉它们。 
 

8 以赛亚书 47:8, 13 

8  你这专好宴乐、以为地位稳固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惟有

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13  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看星宿，在初一说预言的都

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 
 

9  以赛亚书 45:22 

9  「地的四极都当转向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 

 

 

 

 

 

                                                                                                                     

科学与健康 

第二部份 

4    102:1-9, 12 

      动物磁性主义揭露 

             动物磁性主义没有任何科学的基础，因为神治理的一切都是真 

      实、和谐及永恒的，并且衪的力量不是动物的也不是人类的。它的基 

      础是一个信念而这信念动物的，在科学上动物磁性主义、麦斯默术或 

      是催眠术仅是个否认，没具有智能、力量或真实性，并且在意识上它 

      是个所谓必朽心灵的非真实概念。 

             那是祗有唯一真实的吸引力，其是由灵而来的。 

             星球没有控制人的力量，亦没有力量控制人的创造者，因为神治 

      理宇宙；而人，反影着神的大能，有权柄管理地上的一切及其万象。 
 

5   121:7-8 

     科学，神学，医学 

     迦勒底的贤人以测览天星帝国的运数及人的命运。 
 

6   319:5-7,15 

     生存的科学 

     从一个物质基础来预计一个人的生命前景，会违反灵性的法律并 

     误导人的希望。 
                                                                                                          非科学的反省 

              各种各样的教义与理论，预先假设生命和智能是存在于物质之 

       中，都只不过是古代和现代的神话。当完全地明白到是神性心灵掌管 

       着人，而且人没有任何心灵而祗有神，奥秘、奇迹、罪恶和死亡便会 

        消失。 

                                                                                                        神，唯一的心灵 



 
 
 

 

 

 

圣经 

第三部份 

10 箴言 26:2 

2 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 

11 民数记 22:2,5,6 

2  西拨的儿子巴勒看见以色列向亚摩利人所做的一切。 

5 他派使者往大河附近的毗夺去，到比珥的儿子巴兰的家乡(37)，召巴兰

来，说：「看哪，有一羣百姓从埃及出来；看哪，他们遮满地面，住在我

的对面。 

6  现在请你来，为我诅咒这百姓，因为他们比我强大，或许我能打败他

们，把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诅咒谁，

谁就受诅咒。」 
 

12  民数记 23:5,8,11,12,20 

5 耶和华把话放在巴兰口中，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这样说。」 

8 神没有诅咒的，我焉能诅咒？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岂能怒骂？ 

11 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甚么呢？我带你来诅咒我的仇敌，看

                                                                                                   

7   209:5-8 

     真理的脚踨 

            心灵，至高无上于所有其形成的并治理着它们一切，是其自己的 

     意念系统之太阳核心，是其自己所有广大创造之生命与光；而人是归 

     属于神性心灵。 
                                                                                                              真理的全部 

 

科学与健康 

第三部份 
 
 8   419:25-28 

     基督科学的实践 

     永不要惧惧精神上的渎职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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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51:26-3 

     教导基督科学 

     所有精神上的不端行为都是出于无知或恶意。它是从不正的动 

  机上，一个必朽心灵控制着另一个的有害行为，而它的实行是 

  跟同一个错误或邪恶的目的。 

          给你的学生展示，精神上的不端行为倾向于摧毁道德意识、 

   健康及人的生命。指导他怎样关紧他思想上的门拒绝这似乎的 

   力量，—— 当你明白在实际上邪恶没有任何力量，这个工作并 

   不困难。 
 
10   495:31 

       总结要点 

       在心灵的科学上，你很快便会查明，谬误不能毁除谬误。你也将会 

    懂得在科学上，是没有邪恶的建议可从一个必朽的转移到另一个身 



哪，你竟为他们祝福。」 

12 他回答说：「耶和华放在我口中的话，我岂能不谨慎地说呢？」 

20 看哪，我奉命祝福；神赐福，我不能扭转。 
 
12 Job 5:8,12 

8 「至于我，我必寻求神，把我的事情交托给他。 

12 他破坏通达人的计谋，使他们手所做的不得成就。 
 

圣经 

第四部份 

14 彼得前书 3:13,14 and be,15(至。) 

13 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 

14  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 

15 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 
 

15 撒母耳记上 19:1,4,6,7,9(至第二个，),10 

1 扫罗吩咐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要杀大卫，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很喜

爱大卫。 

4 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说大卫的好话，对他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

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对你都很有益处。 

6 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绝不杀他。」 

7 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约拿单带他去见扫罗，他就像以

前一样侍立在扫罗面前。 

9 从耶和华来的邪灵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 

10 扫罗想要用枪刺透大卫，把他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扫罗的枪刺

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起来了。 
 

16 以赛亚书 54:14,17 

14 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毫不惧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

不临近你。 

    上，因为祗有唯一的心灵，而这永在无所不能的心灵是由人所反映 

    出来并统治整个宇宙。我们将会知道在基督科学上，首要的责任就 

    是要服从神，存有唯一的心灵，并爱人如己。 

 

 

科学与健康 

第四部份 

11   464:23-24 

       教导基督科学 

       执迷、无知、嫉妒的兵器俯伏于一个诚实的心。 
                                                                                       正确的动机与其赏报 

12   104:13 

       动物磁性主义揭露 

              基督科学深入心理动态的根底，并展露神正论，其指出一 

   切神性行动的正确，为神性心灵所发放的，及随之而来那对立 

   所谓行动的错误，—— 亦即邪恶、神秘主义、招魂术、麦斯默 

   术、动物磁性主义、催眠术。 
                                          神性治理的完美 

13    571:15 

        启示录 

        在任何时间及任何情况下，以善克服邪恶。认知你自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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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人性的凝固剂会联合所有利益在于唯一的神。 
                                                                                                            神的甲胄 

 



17 凡为攻击你而造的兵器必无效用；在审判时兴起用口舌攻击你的，你

必驳倒他。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

的。  

圣经 

第五部份 

17 路加福音 4:14-16 , 24-31 

14 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 

15 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 

16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素常的规矩进

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24 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接纳的。 

25 我对你们说实话，在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六个月，遍地有大

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26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她们中任何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

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27 在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痲疯病人，但除了叙利亚的乃

缦，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28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些话，都怒气填胸， 

29 就起来赶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

去。 

30  他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 

31 耶稣下到迦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导众人 
 

18 诗篇 138:5 耶和华, 7,8 

5  耶和华大有荣耀。 

7  我虽困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拯救我。 

8 耶和华必成全他在我身上的旨意；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

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科学与健康 

第五部份 

14   103:6-9 

        动物性主义揭露 

                 以科学毁除必朽心灵的声称，由此人便能逃脱罪恶及必朽的， 

         祝福整个人类的家族。 
                                                                                                           精神力量的解放                                                                                                                                                                                    

    
15   454:9 

       教导基督科学 

      人的恨没有任何合法权力也没有王国。爱是在王位的。邪恶或 

   物质并没有智能也没有力量，是绝对的基督科学的教义，这伟 

   大的真理剥掉谬误的一切假装。 
 
16   490:6 

       总结要点 

       基督科学揭露真理与爱是为人的动机力量。意志——盲目、顽固和 

   鲁莽——与欲望和激情合作。从这些配合产生它的邪恶。它的无能 

   也由此而来，因为一切力量都归属于神，善。 
                                                                                          意志力——动物性的倾向 

 

 

 

 



圣经 

第六部份 

19 路加福音 13:1-3 

1 正当那时，有些在场的人把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在他们祭物中的

事，告诉耶稣。 

2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所

以受这害吗？ 

3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同样要灭亡！ 
 

20 提摩太前书 5:22 

22 不可急于给人行按手礼；也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纯

洁。 

 

 

 

 

 
 
 

圣经 

第七部份 

21 路加福音 13:4,5 

科学与健康 

第六部份 

17   189:13 

       生理学 

   别人的罪不应使善人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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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些反对的答覆 

.      我们是和谐的会是显然易见，祗要我们终止表现邪恶或别人的 

   罪会使我们受苦这信念。不相信谬误会毁除谬误，并且引领到 

   真理的辨别。 

      我们以真理的解理来处理谬误，因为真理是谬误的解毒剂。 

      物质信念必定要被驱除才可为灵性理解腾出空间。 
 
19   231:20-25,30 

       真理的脚踨 

              把持你自已比罪优越，因为神使你比它优越并且治理着人，是真 

    的智慧。对罪惧惧是误解爱的力量及生存的灵性科学，在于人跟神 

    的关系，—— 去怀疑衪的治理和不信任衪无所不能的照护。 
                                                                           对疾病与罪的至尊无上 

                人，由他的创造者所治理，并没有任何其它的心灵，——基于 

        福音传道者的声明：「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神的道〕，没有一样 

        不是藉着他造的。」——能胜过罪恶、疾病，与死亡。 
 

科学与健康 

第七部份 

20    394:24-29 



4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

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5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照样要灭亡！」 

 

 

 

 

 

 

 

 

 

圣经 

第八部份 

22 马太福音 8:5-8,13 

5 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 

6 说：「主啊，我的僮仆瘫痪了，躺在家里，非常痛苦。」 

7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 

8 百夫长回答：「主啊，你到舍下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

僮仆就会痊愈。 

        基督科学的实践 

       物质方法是致命性机会的唯一庇护吗？难道没有神性的允许， 

   以和谐以真理和爱，来征服各样的不和谐吗？ 

       我们应该记住生命就是神，并且神是无所不能的。 
 
21   484:21 

       总结要点 

       动物磁性主义是自愿或非自愿的谬误行为的一切形式；它是神 

   性科学的人类正相反。科学必定战胜物质官感，真理战胜谬 

   误，因此结束涉及在所有虚假理论与行为的假设。 
                                                                                                   动物磁性主义的谬误 

22    424:5-11  

        基督科学的实践 

               对神或不朽的心灵，意外是不明的，而我们必须放弃那必朽基 

    础的信念并且与一心灵联合，为了把机会的概念转变为神那无误指 

    导的正确意识，并从而显出和谐。 

        在神性天意之下，是不能有意外的，因为在完美中是没有任何 

    不完美的空间。 
                                                                                         对神，意外是不明的 

科学与健康 

第八部份 

23   185:22 

       生理学 

              耶稣赶出邪恶及治愈病人，并不单祗没有用药物，而也没有用催 

   眠术，其是道德和病理的真理力量的相反。 
                                                                                      耶稣和催眠术    

  24    473:10-12 

           总结要点 

        基督是理想的真理，来以基督科学治愈疾病及罪恶，并把一切权能 



13 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成全你了。」就在那时，

他的僮仆好了。 

 

 

 

 

 

 

 

 

 

 

 

 

 

 

 

    全归于神。 
 
25   450:27-2 

       教导基督科学 

       谁，曾感受过与神分离的生命、实质和智能那危险信念， 

   可以说是没有谬误的信念吗？知道动物磁性主义的声称，一切 

   的邪恶综合于生命、实质和智能是在于物质、电、动物本性及 

   有机生命的信念，谁会反驳这些都是真理必须也将会毁除的谬 

   误呢？ 
                                                                                虚假声称被毁除  

26   125:6         

       科学，神学，医学 

        既非器官的不活动也非过度活动是超出于神的控制；对改变了 

   的必朽思想人将会被发现是正常的和自然的 ，并因此他的表现 

   会比较他先前的情况更和谐，其是人的信念所创造和准许的。 
 
27   415:21 

       基督科学的实践 

       那肌肉，由思想使之动得快或慢与被驱使或瘫痪，表现于人类 

   系统一切器官的活动，包括脑与内脏。移除产生不和谐的谬  

   误，你必要镇静并以不朽真理来指导必朽心灵。 
 
 28   417:10-18 

      基督科学的实践 

      保持基督科学的事实，—— 灵是神，因此不能生病；那称作物质的 

     不能生病；心灵是所有的因果，通过灵性法律来行事。以真理与爱的 

      坚决理解把持你的立场，那么你会得胜。当你使那反对你恳求的见证 

      静默，你便毁灭那証据，病患会消失。  
 

 



 

圣经 

第九部份 

23 以弗所书 6:10,11,13-17 

10  最后，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 

11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抵挡魔鬼的诡计。 

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邪恶的日子能抵挡仇敌，并且

完成了一切后还能站立得住。 

14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15  又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16  此外，要拿信德当作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一切烧着的箭。 

17 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24 罗马书 13:12 所以 

12  所以我们该除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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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健康 

第九部份 

29   293:28 

       生存的科学 

       基督科学照出真理及其至高无上，普世的和谐，神，善的全 

   部，及邪恶的虚无。  
 
30   471:18-19 

       总结要点 

       神是无限的，因此是永在的，并且没有任何其它的力量或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