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ble Lesson July 28 2013 

 

真理 

 
金句: 出埃及记 24:7 耶和华 

「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回应式诵读：以赛亞书  1:18(至第一个。), 19, 20 这是; Psalms 71:1, 

5 (至；), 16, 17, 19, 21–24 (至，)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 

 

这是 耶和华亲口说的。 

 

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主─ 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 

 

我要来说主─ 耶和华的能力；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你行过大事，公义也甚高； 神啊，谁能像你！ 

 

你必使我越发昌大，又四面安慰我。 

 

我的 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 圣者啊，我 

要弹琴歌颂你！ 

 

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赎我的元魂都必大大欢喜； 

 

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 

 

 

圣经 

第一部份 

 

1 申命记 32:1–4 

诸天哪，你们要侧耳，我要说话；大地啊，当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道理要

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

我要宣告 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与我们的 神。他是 磐石，他的

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 神，又公义，又正直。 

 

2 耶利米书 7:21 (至：), 23『 

万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们当遵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 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

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3 撒母耳记下 22:31 (第一个。), 33 (至；) 

至於 神，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

他们的盾牌。 

神是我力量和权能； 

 

科学与健康 

第一部份 

 

1 330:19–20 

神就是《圣经》所宣告的，祂为——生命，真理，爱。 

 

2 109:22–24 

通过神性力量我逐步并明显地理解真理的启示。 

 

3 126:29 

《圣经》是我唯一的典据。没有其它引领我进入真理那「窄而小的路」的。 

 

4 vii:13–20 



思考者的时刻己经来临了。真理，独立于教义和由来而久被尊敬的系统，

敲着人类的大门。满足于往昔及物质主义冷漠的陈规，正在粉碎剥落。对

神的无知，再也不是那走向信仰的踏脚石。唯一顺服的保证是对衪有一个

正确的理解，正确地认识衪是生命永恒。 

 

5 228:25–27 

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力量。全能有所有力量，而去承认有任何其它力量就

是不尊崇神。 

 

6 140:7–12 

我们灵性地而非物质地认知衪为神性心灵，为生命，真理和爱。我们应该

按我们领悟神性的本性及理解地爱他的程度服从和尊崇，不再交战于肉体的

存在，而是喜乐于我们神的丰裕。  
                                            对官感神是看不见的 

                                                                                            

圣经 

第二部份 

 

4 诗篇 26:1–3 

耶和华啊，求你判断我，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 耶和华，并不摇动。

耶和华啊，求你察看我，试验我，试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

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5 约伯记 36:5, 7 (至第一个，), 11 

看哪， 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能力甚大，他的智慧甚广。 

他时常看顾义人， 

他们若听从事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 

 

6 约书亚记 14:6–11 the (至；), 14 

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在加低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 神的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低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

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 耶和华─我的 

神。 

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

心跟从 耶和华─我的 神。』 

自从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果然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

十五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所以希伯仑作了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

跟从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科学与健康 

第二部份 

 

7 223:31 

神会将其倾覆，直到「那应得的人来」。寿命在增长而罪恶的力量在减弱，

因为世界通过每个细孔感到真理的改善影响。 

 

8 246:4–6, 11–13, 20 

生命及其能力并非以日历来量度。那完美及不朽的是其造物主永恒的样式。 
                                                    人反映神 

美德和真理的焕发太阳与心灵存在共存。人性是其永恒的正午，不被降下的

太阳而黯淡。 

若不是那量度及限制着所有美与善的谬误，人便会享受年过七十而仍保持其

活力、朝气及指望。人，由不朽心灵所治理，总是美丽和尊贵的。年复一

年展露智慧、美和圣洁。 
                                                        不良的记录 

9 94:3–4 

人反映无限的真理，生命，和爱。 
                                                         科学的人                            
10 126:24–29 

我通过心灵显示了真理在健康、长寿和人道德上的影响；在古代或现代的

体系中，除了我们伟大师主的教导和显示，还有先知和使徒们的生平行事之

外，我找不到其他可奠基的。 
                                                        圣经为基础  



 

11 202:3, 17        

存在于神与人之间的科学化统一，必在生活中历练而成，而神的旨意必将

处处成就。 

神的国降临地上之时，我们朝圣的日子将会增加而非减少；因为真实的道

路引领至生命而非死亡，并且世上的经历表明谬误的有限及真理的无限能

力，在其中神给予人权柄管理全地。 
                                                    和谐的毕生工作                                                 

                                       

圣经 

第三部份 

 

7 约书亚记 22:5 

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 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 耶和华

─你们的 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事奉他。」 

 

8 约书亚记 24:24 

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事奉 耶和华─我们的 神，听从他的话。」 

 

9 诗篇 85:8 (至第一个；) 

我要听 神─ 耶和华所说的话； 

 

10 诗篇 25:4, 5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 神。我终日等候你。 

 

11 列王记上 18:46 (至第一个，) 

耶和华的手临在以利亚身上， 

 

12 列王记上 19:9–12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忽然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

你在这里作甚麽？」他说：「我为 耶和华─万军之 神大发热心；因为以

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

见  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 耶和华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 耶和华

却不在风中；风後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後有火， 耶和华也不

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声音。 

 

科学与健康 

第三部份 

 

12 559:8–12 

科学意念的「微小的声音」传越大洲与大洋到地球最遥远的地方。听不见的

真理声音，对人的心灵，「好像狮子吼叫。」在旷野及在恐惧的黑暗地方

都听得到。  

 

13 308:14 

被灵魂启示的先祖，听见真理的声音，并与神谈话如同人与人般谈话有意

识。 

 

14 256:12, 19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究竟是谁，要求我们的顺从？衪，其在《圣经》的言词之内，「在天上万

军和地上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

你在做甚么呢？」 

 

15 323:9–16, 28–32 

为了去理解更多，我们必须将我们已知道的付诸实行。我们必须记住当真

理被理解时才可显示，而且直至美善显示了方被理解。 
                                                        需要与供应 

基督科学的效果是，感受的多于所见的。其是真理「微小的声音」在说着

自身。要么我们转离这所说的，要么我们聆听并上得更高。 
                                                     童真般的接受性                                    

16 239:16–18 

要确定我们的进步，我们必须认知到我们的爱投放在何处，及我们承认并遵

从作为神的是谁。 

 

17 454:4–9 



教你学生真理的全能，其表明谬误的无能。对神性全能的理解，即使在少

许的程度上，也毁除恐惧，并置足于真正的道路上，——那道路引导到「在

诸天永存的」非人手所建的房屋。 
                                                      仇恨无能力 

                         

圣经 

第四部份 

 

13 加拉太书 5:7 谁, 8, 10 至；), 25 

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於那召你们的。 

我因 主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 

我们若是靠 灵得生，就当靠 灵行事。 

14 约拿书 1:1–3 (至第一个。), 4, 5 (至第二个。), 7, 10–12, 15, 

17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

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 

耶和华；下到约帕，他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 

然而 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

各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 

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掣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於是他们掣签，掣出约拿来。 

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所作的是甚麽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 

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向

我们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

海中，海就向你们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 

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15 约拿书 2:1, 2, 9 我必用, 10 

约拿在鱼腹中祷告 耶和华─他的 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 耶和华，你

就听允我。从地狱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於 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16 约拿书 3:1–3 (至第一个。), 5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

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 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 

尼尼微人便信服 神，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披上麻布。 

 

17 哥林多前书 2:4 

我说的话丶讲的道，不是用人的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 灵和大能的明证。 

 

18 诗篇 33:4 

因为 耶和华的言语正确；凡他所作的尽都诚实。 

 

科学与健康 

第四部份 

 

18 184:12–18 

真理，生命和爱对人的要求是唯一合理的及永恒的，并且其是灵性的立法

者，通过神性的法令力促遵从。 

由神性智力所控制，人是和谐与永恒的。凡由错误信念所管治的则是不和谐

及必朽的。 

 

19 326:16 

正确地生活的目标和动机当下能获得。赢取了这点，你则开始了你应做的。

你开始了基督科学的数列表，除了不当的意图，没有任何可妨碍你的进步。

以真的动机来实践和祈祷，你的父会打开道路。「谁拦阻了你们，使你们不

顺从真理呢？」 

 

20 14:9 

为了「与主」是要遵从神的律法，也是要绝对地由神性的爱管治，——由

灵，而非由物质管治。 



 

21 505:16–20  

灵传授那理解，其提升意识并引领到所有真理。诗篇作者说：「耶和华在

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 

 

22 418:20–21, 27–29 

真理是确定的，并授予和谐。 

「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对谬误的各种形式说真理。 
                                                          道德必要 

23 225:3 

真理使人自由。 

 

圣经 

第五部份 

 

19 路加福音 4:14 

耶稣满有 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20 约翰福音 1:17 恩典 

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 基督来的。 

 

21 约翰福音 5:2–9 (至；), 14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市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丶瘸腿的丶血气枯乾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

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後，谁先下去，无论害甚麽病，就痊愈了。在

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

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

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

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後来耶稣在殿里找到他，对他说：「看哪，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

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22 耶利米书 26:13 要 (至第二个，)   

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 耶和华─你们 神的话， 

 

23 启示录 12:10 我们 (至！) 

「我们 神的救恩丶能力丶囯度丶并他 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 

 

科学与健康 

第五部份 

 

24 67:23 

恩赐和真理超越于所有其它的途径和方法，是强有力的。 

 

25 180:25 

当人由神所治理，永远临在的心灵，其明瞭一切事物，人知道在神凡事都

能。通往治疗病者这活的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在基督耶稣所教導和显示神

性心灵的科学中被寻找到。 

 

26 146:23 

神性科学从《圣经》中获得权力，并且科学的神性本源是通过真理在治愈

疾病和罪恶中的神圣影响来显示。此真理的治愈力量必定远在耶稣所活的

时代之前。久远如「恒古常在」。藉一切生命而活，并延续遍及所有空间。 
                                             基督科学同神一般久远 

27 vii:27–4 

自从笔者发现真理对于治療疾病与罪的力量，她的系统曾受到充分的试验

并没发现有欠缺；但要达到基督科学的高峰，人必须在生活中遵从其神性

原则。 

 

28 182:1, 18–22, 30–4 

单凭以神性心灵治疗病者，及以真理逐出谬误的作为 ，就显示了你作为基

督科学教徒的立场。 

心灵对身体的治理必然取代所谓物质的法规。服从物质法规则阻碍对灵性

律法的完全服从，——该律法克服物质状况并置物质于心灵的脚下。 
                                                     没有物质的法规 

承认疾病是神无法控制的状况，便是去预先假设全能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

是无能为力的。基督的，即真理的律法，对灵凡事都能；但所谓的物质法



律使灵无效，并要求服从于物质的法则，因而自一神，一立法者的基础分

离。 

 

29 183:21–29 

神性心灵正确地要求人的完全服从、爱和毅力。毫无保留的绝对忠诚。对

真理服从给予人力量和毅力。对谬误的顺从引致力量的损失。 

真理以实际的灵性律法逐出所有邪恶与唯物主义的方法，——这律法让盲

人看见，聋子听见，哑的说话，瘸子行走。 
                                                       信念和理解                    
                                                        

圣经 

第六部份 

 

24 启示录 19:6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也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

亚！因为 主─全能的 神作王了。」 

 

科學與健康 

第七部份 

 

30 55:15–22 

真理的不朽意念席卷着世纪，将病者和罪人聚拢在其翼下。我歇力的希望

力图想象那快乐的日子，那时人会认知到基督的科学及爱人如己，——那

时人会体会到神的全能及神性之爱的治愈力量那为人已做的和正在做的。

应许会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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