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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金句 | 詩篇 107:1 (至； ) 
你們要稱謝 耶和華啊，因他本為善； 

 

回應式誦讀 | 詩篇 65:4, 9–13; 118:24, 29 (至； ) 
我們必因你居所丶你聖殿的美福知足了。 

 
你眷顧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滿了水；你這樣澆灌了地，

好為人預備五穀。 

 
你澆透地的犁溝，潤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軟和；其中發長的，蒙你賜福。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滴在曠野的草場上。小山在各方歡樂； 

 
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這是 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你們要稱謝 耶和華啊，因他本為善； 

 

 

聖經 
第一部份 

 
1 | 詩篇 145:9, 10, 13–16, 18  

耶和華善待眾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華啊，你一切所造

的都要讚美你；你的聖民也要稱頌你， 

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凡跌倒的， 耶和華將他們扶

持；凡被壓下的，將他們扶起。眾民都舉目仰望你；你隨時給他們食物。你

張手，使有生氣的都隨願飽足。 
凡求告 耶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他的， 耶和華便與他們相近。 

 
2 | 詩篇 92:1–5  
稱謝 耶和華，歌頌你至 高者的名，這本為美事啊！早晨要傳揚你的慈愛，

每夜要傳揚你的信實。要用十弦的樂器和瑟，用琴彈出幽雅的聲音。因你─ 
耶和華藉著你的作為叫我高興，我要因你手的工作誇勝。 耶和華啊，你的

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極其深。 

 
3 | 詩篇 139:14 (至；), 17  
我要稱讚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 

 
4 | 申命記 8:7–10 耶和華 

耶和華─你 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

水來。那地有小麥丶大麥丶葡萄樹丶無花果樹丶石榴樹丶橄欖樹，和蜜。你

在那地不缺食物，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是鐵，山內可以挖銅。你吃得飽足，

就要稱頌 耶和華─你的 神，因他將那美地賜給你了。 

 
科學與健康 
第一部份 

 
1 | 286:16 

在撒克遜語及其它二十多種語言中美善是對神的稱謂。《聖經》宣稱祂所

造的一切是美善的，如祂自已——美善在原則和意念中。因此靈性宇宙是

美善的，並反映神為祂正是的。 
美善，神的一部分 

2 | 515:21  

人是所有意念的統稱，——即神的兒女。一切神所賦予的，均與其一致行

動，反映著美善和力量。 

 
3 | 530:5–7  



在神性科學上，人由神，由心靈存在的神性原則所支持。大地，在神的命

令下，為人之所用帶來食物。 
 
4 | 3:22–24 
我們真的對已所受的美好感恩嗎？那麼我們則會善用我們已有的恩賜，並從

而適合接受更多。 

 
5 | 264:15 

當我們領會生命就是靈，永不在物質之內或是物質的，這理解就會擴展為

自我完整，發現一切都在神、美善之內，並不需要任何其它的意識。  
自我完整  

6 | 249:8–9 
讓我們欣喜于我們歸順神性「權柄」。 

重新自我 

 

聖經 
第二部份 

 
5 | 詩篇 37:3, 4  

你當倚靠 耶和華而行善；如此，你必住在地上，誠然必得吃用。又要以 耶

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6 | 雅各書 5:16 義人 

義人熱心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7 | 帖撒羅尼加前書 5:17, 18, 21  
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 基督耶穌裡為你們所定的旨意。 
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8 | 彼得後書 3:18 (只第一句) 
你們卻要在我們 主─救主耶穌 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9 | 馬太福音 6:6, 8 因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 父，你 父在暗中

察看，必在明處報答你。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 父早已知道了。 
 

科學與健康 
第二部份 

 
7 | 3:25 

感恩遠遠超于感謝的口頭表達。行動比言語表達著更多的感恩 。 

 
8 | 7:23  

「神性的耳朵」並非聽覺神經。其是全聞與全知的心靈；這心靈總是知道

人的每一需要，並會作出供應。 

9 | 4:3–9, 12 

我們最需要的是為恩惠增長的熱切心願而祈禱，表現于耐心、謙和、愛及善

行。我們欠他的恰當之債，以及對他所做的一切，我們感恩唯一值得的證明，

就是遵守我們師主的誡律並效法他的榜樣。 
有效的請求 

習以為常奮力一直為善就是不斷的祈禱。其動機被展示于所帶來的賜福，—

—這些賜福，即使在聽得見的言詞下承認，仍確認我們有分享愛的資格。 

10 | 15:23–30 

師主的訓諭是，我們要在暗中祈禱， 並讓我們的生活來證明我們的真誠。 

基督徒喜樂於深藏的美和豐裕，暗藏于世俗，但被神所知。忘己、純潔和

愛都是不斷的祈禱。實行而非宣言，理解而非信念，就得到全能的耳朵聆聽

和其右手的幫助，並且肯定召來無限的恩賜。 
可信賴的慈善 

11 | 261:4 
對那持久的、美善的、真正的，堅定把持于思想中，相應于它們在你意念中

的佔據程度，你會將這些納入你的體驗中。 
 

聖經 



第三部份 

 
10 | 詩篇 69:30  

我要以詩歌讚美 神的名，以感謝稱他為大！ 

11 | 詩篇 107:8, 9  

但願人因 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因他使心裡渴慕的

人得以知足，使心裡饑餓的人得飽美物。 

 
12 | 馬太福音 15:32–37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裡已經三天，也沒

有吃的了。我不願意叫他們餓著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門徒說：「我們

在這曠野，哪裡有這麽多的餅叫這許多人吃飽呢？」耶穌說：「你們有多少

餅？」他們說：「有七個，還有幾條小魚。」他就吩咐眾人坐在地上，拿著

這七個餅和幾條魚，感謝了，擘開，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眾人都吃，

並且吃飽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裝滿了七個籃子。 

13 | 馬太福音 5:6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科學與健康 
第三部份 

 
12 | 2:4 

我們獲益于祈禱嗎？是的，饑餓慕義的心願獲得我們父的祝福，而且此心

願不徒然而返。 
正確的動機 

13 | 494:10–15 

神性的愛一直都有應合並且總是會應合人的每一需要。以為耶穌顯示神性

力量去治癒，只限于一個選定數目或只限于一段時間是不當的，因神性之

愛對全人類及在每個時刻，供應一切美善。 

恩惠的奇跡對愛而言並非奇跡。 

 

14 | 206:15 
在神與人的科學關係中，我們發覺到凡恩賜其一，便恩賜全部，就如耶穌

以餅與魚來顯示，——靈，非物質，才是供應的來源。 

 
15 | 25:26 
對老師無疑的信心和我們所能奉獻給他一切情感上之愛，僅此永不會使我們

成為他的仿效者。我們務必照樣去做，不然我們就不在善用我們師主致力並

受苦難而賜給我們那極大的恩賜。基督的神性表現于耶穌的人性上。 
 
16 | 570:14–18, 23–24 

上百萬無偏見的心靈——誠摯的真理尋求者，疲累的流浪者，乾渴于荒漠

中——為安歇和飲的而等候著並守望著。以基督之名給予他們一杯涼水，

而永不懼怕後果。 
那些對你傳予的祝福準備好的人會感恩。 

善於接納之心 

 

聖經 
第四部份 

 
14 | 詩篇 30:2, 11 (至第一個，), 12  

耶和華─我的 神啊，我曾呼求你，你醫治了我。 
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將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 
好叫我的榮耀歌頌你，並不住聲。 耶和華─我的 神啊，我要稱謝你，直到

永遠！ 

15 | 使徒行傳 10:38  

神怎樣以 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四

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 神與他同在。 

16 | 路加福音 17:12–19  

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長大痲瘋的，迎面而來，遠遠的站著，高聲說：「耶

穌， 夫子，可憐我們吧！」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身體給祭

司察看。」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



聲歸榮耀與 神，又臉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瑪利亞人。耶穌說：

「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裡呢？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

來歸榮耀與 神的。」就對那人說：「起來，走吧！你的信使你痊癒了。」 

17 | 詩篇 100:1, 3 (至！ ), 4, 5 (至第一個。) 

普天下當向 耶和華歡呼！ 
你們當曉得 耶和華是 神！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因為 耶

和華本為善。 
 

科學與健康 
第四部份 

 
17 | 242:9 

只有一條道路通往天國、和諧，而基督在神性科學上給我們展示出此路。

就是知道沒有其它真實性——沒有其它的生命意識——而只有美善，神與

衪的反映，並超越官感所謂的痛苦與歡樂。 
唯一僅有的道路 

18 | 473:26 
耶穌以示範確立其所言，因而使他的行事比他的話更為重要。他證實他所教

導的。這就是基督信仰的科學。耶穌證明了治癒病者和趕出邪惡的原則是

屬神性的。可是，除了他的學生以外，極少人理解他少許的教導及其光榮的

證據，——換句話說，生命、真理及愛(這不被承認的科學的原則)毀滅所

有謬誤、邪惡、病患及死亡。 
耶穌不被理解 

19 | 94:20 

耶穌治好的那十個痲瘋病人，只有一個返回來向神致謝，——那就是，承

認神性原則治好了他。 
不感恩和拒絕 

20 | 450:15 
有些人慢慢順服真理的接觸。少數人無抗爭而順服，而大多數人不願承認

他們已順服；但除非已作出此承，不然邪惡則會自誇淩駕于美善。基督科

學教徒被徵召去減少邪惡、病患和死亡；並且他會以明白它們的虛無，及

以神的，即美善的全然來克服它們。疾病對他的誘惑，不亞于罪惡對他的

誘惑，而他以理解神的力量來療愈兩者。基督科學教徒知道它們都是信念

上的謬誤，真理能夠，也將會把它們毀除。 
科學的試金石 

21 | 329:1 
隨著時代推進，純基督信仰的療愈元素會被公平對待，它們會被探索和教導，

而且將會在一切宇宙美善的雄偉中煥發。 
隨著時代推進，純基督信仰的療愈元素將會被公平對待，它們將會被探索和

教導，而且將會在一切宇宙美善的雄偉中煥發。 

22 | 496:13 

你的果子將會證明對神的理解所帶給人的是什麼。要恒久地把握這思

想，——其正是靈性意念，聖靈與基督，使你能夠以科學上的肯定來顯示，

療愈的法則，基於其神性原則，愛，承托著，覆蓋著，圍繞著所有真實的

心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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