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Citations September 25 2011  

Reality 
真实 

    

  金句 : 诗篇 48:1 

    

  1  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当受大赞

美。 

    

  回应式诵读 : 诗篇 48:2,3,8(至。 ),9-14(至， )  

    

  2   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 

  3   神在城的宫殿中，自显为避难所。 

  8  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里，就是我们神的城里，所看见的正

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 

  9   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 

  10  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

公义。 

  11  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城镇应当快乐。 

  12  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环绕，数点城楼， 

  13  细看它的城郭，察看它的宫殿，为要传扬给后代。 

  14  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 

    

  --------------------------------------------------------------------------------------------- 

  圣经 

第一部份 

    

1  诗篇 87:3 

  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 

    

2  启示录 1:1,3 

1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他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

示他的众仆人。他差遣使者指明给他的仆人约翰，  

  3  诵读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

福的，因为时候近了。 

    

3   启示录 4:1,2,4,5,11 

1  这些事以后，我观看，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我头一次听见

的那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把此后必须发生

的事指示你。」 

2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

座上。 

4  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上面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

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5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在宝座前点着七支火炬，

就是神的七灵。 

11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

造了万物，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 

    

  科学与健康 

第一部份 

    

1  472:24-25 (所有 ) 总结要点 

  25所有真实的是在于神与衪的创造，和谐与永恒的。 

2  502:29 创世记 

  29那是只有唯一的创造者和唯一的创造。此创造由灵性意念的开

展及他们的身份组成，包容于无限的心灵并永久地被反映。这些意

念的范围由极微小的至无限大的 ，而最高的意念就是神的儿女。 



3  550:12 创世记 

  12心灵存在的真意识及其永恒的完美应如今出现，就如此后 。 

4  289:29 (灵 ) 心灵存在的科学  

  29灵与所有灵性的都是真实与永恒的。 

  --------------------------------------------------------------------------------------------- 

  圣经 

第二部份 

    

4  启示录 7:9,10,13,14 

  9  此后，我观看，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计算，是从各邦国、

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10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

羊！」 

13  长老中有一位回应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

的？」 

14  我对他说：「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向我说：「这些人是

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洁白。 

5  约翰福音 1:29 看哪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 

6  约翰福音 9:1-3,5-7 

  1  耶稣往前走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 

2  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失明，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

是他的父母呢？」 

3  耶稣回答：「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

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5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6  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抹在盲人的

眼睛上， 

7  对他说：「你到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

「奉差遣」。）于是他去，洗了，回来就看见了。 

7  马太福音 5:8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科学与健康 

第二部份 
  

5  337:16 心灵存在 的科学  

  16按他的纯洁比例人是完美的；完美是天圣心灵存在的架构，显

示生命在于基督，生命的灵性完美概念。  
                                        纯洁是到完美之途  

6  259:6 创造 

  6在神性科学上，人是神的真形象。基督耶稣最优越地表达了神性

的本性，他向必朽的投出神更真的反映并提升他们更高于他们贫乏

的思想模式会容许的生活，——就是表现人是坠落、生病、犯罪和

死亡的。科学的心灵存在及神性的治疗包括完美原则与意念似基督

的理解，——亦即完美的神和完美的人，——为思想和显示的基

础。 

7  302:3-9 心灵存在 的科学  

  3物质身体与心灵都是暂时的，但真实的人是灵性及永恒的。真实

的人的身份并没有被失去，而是通过这解释来被发现；因为存在及

所有身份的无穷意识是因此被辨别并保持不变。人是不可能失去任

何是真实的，当神是一切及永恒地是衪的。 
                                            身份没有失去  

8  486:23-26 总结要点 

  23视、听，所有人的灵性感应都是永恒的。它们都不可能被失

去。它们的真实性和不朽性是在于灵与理解，而非在于物质，——

由之它们是永久的。 



                             

                              永久的知觉 

9  267:19-28 创造 

  19在神性科学的光下查究，必朽者展出比在表面上被觉察到的更

多，因为倒置的意念和谬误的信念必定是真理的伪造物。意念是从

一个比物质更高的来源所借来的，但反过来，谬误充当为到一心灵

的路标，在一心灵所有谬误消失于天圣的真理。灵的白衣是「洁白

放光」的，像基督的衣服。即使在这世界，那么，「你的衣服要时

时洁白」。 
                                        到永恒真理的路标 

  --------------------------------------------------------------------------------------------- 

  圣经 

第三部份 

    

8  启示录 8:2,6 

  2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号赐给他们。 

6  拿着七枝号筒的七位天使预备好要吹号。 

    

9  耶利米亚书 6:17 要 (至第一个。)  

  17 要留心听角声。 

    

10  诗篇 44:1 

  1  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做的事，我们亲耳听见

了，我们的列祖曾为我们述说。 

    

11  约书亚记 6:1-4,16(至第三个， ),20 

  1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关得严紧，无人出入。 

2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看，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王，以

及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3 你们要围绕这城，所有的士兵绕城一次，六日你都要这样做。 

4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了第七日，你们要围绕这

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 

16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对百姓说：「呼喊

吧，」 

20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吹角。百姓一听见角声就大声呼喊，城墙

随着倒塌。百姓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把城夺取。 

    

12  罗马书 13:1  

  1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 

    

  科学与健康 

第三部份 

    

10  134:28 科学 ，神学，医学 

  28是有神性的权柄去相信灵性力量对物质抵抗的优势。  

11  275:10-12,20-30 心灵存在 的科学  

  10要掌握在其科学上心灵存在的真实性与架构，你必须要从思量

神为所有是真实的神性原则出发。 

20神性的超物理，就如给灵性理解所显露的，清楚地表现一切是

心灵，而心灵就是神，全能、全在、全知——也就是，一切力量、

一切临在、一切科学。因此实际上一切是心灵的展现。 

25我们的物质人类理论都是缺乏科学的。对神的真正理解是灵性

的。它夺取坟墓的胜利。它把误导思想及指向别的神，或其它的所

谓力量，如物质 、病患、罪恶和死亡，优越于或将违背一灵的虚

假证据毁除。 

                                                                                                    神性的完全 

12  357:25-29 对一些反对的答复 

如果那些对立神的是实际存在，那就必然是有两个力量，而神就不

是至尊和无限的。如果有另一个强大的和自我创造的成因存在并影

响人类，神会是大能的吗？ 



13  103:18-23(至第一个。 ) 动物磁性主义揭露 

  18就如基督科学所命名的，动物磁性主义或催眠术，是谬误或必

朽心灵的专有名称。它是心灵是在于物质的错误信念，而两者都是

邪恶与善的；邪恶如善一样的真实甚至更有力量。这信念并没有一

点真理。 
                                             谬误的种类 

14  192:19 生理学 

  19在科学上，你不可能有任何与神对立的力量，而身体官感必须

放弃它们的虚假见证。你为善的影响力是取决于你投放在天平正确

一边的分量。你所做的和体现的善给予你可获得的唯一力量。邪恶

不是力量。它是一个能力的嘲弄，不久便出卖它的弱点并伏倒，永

不再起。 
                                            唯一真实的力量 

  --------------------------------------------------------------------------------------------- 

  圣经 

第四部份 

    

13  启示录 10:1-3(至第一个。 ),8,9(至第二个。)  

  1  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彩

虹，脸面像太阳，两脚像火柱。 

2  他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 

3  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 

8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

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拿过来。」 

9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他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

「你拿去，把它吃光。」 

    

14  启示录 11:15 天上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已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

国了。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科学与健康 

第四部份 

    

15  332:9-11 基督 ,19 心灵存在 的科学  

  9基督是真意念表达着美善 ，从神到人的神性信息对人类意识说

话。 

19耶稣显示了基督；他证明了基督是神的神性意念 ——圣灵，即

保惠师，显露着神性原则，爱，并引领进一切真理。 
                                         圣灵， 即保惠师 

16  558:1-10 启示录 

  1圣约翰 在他的书《启示录》第十章写道： 

「 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彩

虹，脸面像太阳，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他右脚

踏海，左脚踏地」。 

9这天使或信息是从神而来，披着云彩，预示神性科学。 

17  559:1-16 启示录 

  1这天使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让所有人来阅读及理解。此同

一本书有否包含神性科学的启示，那「右脚」即踏在海上的首要力

量， —— 踏在基本的，潜伏的谬误之上，所有谬误可见形式的来

源？天使的左脚是踏在地上，那是，一个次要的力量是运作于可见

的谬误和可听见的罪恶之上。科学的意念之「轻微细小的声音」传

越大洲与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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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听到的。它

叫醒那「七个雷」的邪恶，并惹起它们的潜伏力量发出秘密调子的

完全和谐音域。然后真理的力量被显示，——在谬误的毁除展现出

来。 
                                             真理的音量 

18  353:16-19 对一些反对的答复 

  16一切真实的是永恒的。完美是真实的基础 。没有完美，便没有

任何是完全地真实的。所有事物会继续消失，直至完美出现并达到



真实。 

  -------------------------------------------------------------------------------------------- 

  圣经 

第五部份 

    

15  启示录 15:5 我,6,8 

  5  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放法柜的圣所开了。 

6 那掌管七种灾难的七位天使从圣所出来，穿着洁白明亮的细麻

衣，胸间束着金带。 

8  圣所中充满了神的荣耀和权能而来的烟。没有人能进入圣所，

直等到那七位天使降完了七种灾难。 

    

  科学与健康 

第五部份 

    

19  574:3-11,16-19,27 启示录 

  3启示录作者亦接纳另一个观点，适用于抚慰歇力的朝圣者，游历

「全程上坡的。」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他写道： 

6「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种灾祸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

我说：「你来，我要给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 

这真理的职任，这从神性的爱而来的信息，约翰在灵的感动下被带

走。 

16此文中的美意是，人类痛苦的总合 ，由盛满七种灾祸的七个天

使的金碗所代表，在爱的法律有完满的补偿。 

27正在那情况下，在你受着认为是狂暴和痛苦的意识，爱能使天

使不察觉地被接待。然后意念轻轻地低语：「你来！从你的虚假知

觉提升进爱的真意识，目睹羔羊的妻子，——爱结合了其自已的灵

性意念。」然后婚宴就来了，因为此启示会永远毁除由物质意识所

施以的身体病患。 
                                           灵性的婚姻 

                                           

20  381:17 基督科学 的实践 

  17在无限的生命和爱是没有疾病、罪恶也没有死亡，《经文》宣

称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无限的神。 

21  207:27-29 真理 的脚踨 

27灵性的真实是在于所有事物的科学事实。灵性的事实，重复于

人及全宇宙的行动，是和谐的也是真理的完美概念。 

   

   圣经 

第六部份 

16  启示录 19:1,11,13 

  1 此后，我听见好像有一大羣人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

恩、荣耀、权能都属于我们的神。 

11 后来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

「真实」，他审判和争战都凭着公义。 

13  他穿着浸过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17  诗篇 107:15,20 

  15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用来击打列国。他要用铁杖管辖他们，

并且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醡酒池。 

20  那兽被擒拿了；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了接受兽的印记和

拜兽像的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生生地被扔

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18  马太福音 8:5-8,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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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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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傍晚的时候，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

句话就把邪灵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科学与健康 

第六部份 

    

22  350:24 对一些反对的答复 

  24「道成了肉身」。在心灵存在的科学能被显示之前，神性的真理

必定要通过它在身体上及心灵上的效果被认知，。因此它的体现在

具体化的耶稣，—那生命链环形成这联系，通过真实的接触到非真

实的，灵魂斥责官感，真理毁除谬误。 
                                                                                        神性的生命链环 

23  288:3 生存 的科学  

  3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假设交战，只是灵性意识的证据与物质意识的

见证之间在精神上的冲突，而这灵与肉之间的交战会通过对神性之

爱的信心及理解来解决一切问题。 

                             

                            巨大的冲突 

24  412:23 教导基督科学 

  23在精神上坚持和谐是事实，而疾病是个短暂的梦。意认到健康

的临在及和谐存在的事实，直至身体与健康和谐的正常状况相符。 

25  335:27-28 心灵存在 的科学  

  27真实的是灵性的、和谐的、不可变的、永生的、神性的、永恒

的。 
                                         唯一的神性心灵 
                             

             

  圣经 

第七部份 

    

19  启示录 21:2,5,16(至第一个。 ),23,24,27(至第三个， )  

  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

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 

5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又

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是真实的。」 

16  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 

23  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

灯。 

24  列国要藉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带给那

城。 

27  凡不洁净的，和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人，都不得进那城，  

20  启示录 22:5 

  22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

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科学与健康 

第七部份 

    

26  573:3-23 启示录 

  3启示录作者是在我们存在的阶段，然而见到眼睛看不见的， —

就是无被启发的思想所看不见的。这《圣典》的见证支持科学上的

事实，对一个人类意识，那意识由神赐予的，天与地是灵性的，而

对另一个，无被照亮的人类心灵，那视象是物质的。这无误地表现

人类心灵所称的物与灵指出意识的状况和阶段。 

13附随着这科学的意识是另一个启示，就是从天国而来，至高的

和谐，神，和谐的神性原则，是与人们永在，他们是衪的子民。因

此人再不被视为是一个悲惨的罪人，而是被神赐福的孩子。为甚么

呢？因为圣约翰的天与地的肉体意识已消失了，而灵性意识取代了

这错误意识，这直觉状态让他能见到新天与新地，其包括真实的灵

性意念与意识。 



                             

                           神的亲近 

27  575:16-20,24-26 启示录 

  16明白其寓言的意思，城的描述是四方的有一个深远的意义。我

们城的四边就是道，基督，基督信仰和神性科学；「城门白昼总不

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 

24它确实是一个灵的城，华美、庒严及方正的。 

                                                                                       庒严地神性的城门 

28  505:16-17,26-29 创世记 

  16灵传受理解来提升意识并引领到所有真理。 

26此理解不是智力的，不是学者努力的结果，而是彰显所有事物

的真实性。神的意念反映不朽的、无误的及无限的。 
                                           始原的被反映 

29  276:9 心灵存在的科学  

  9人与他的创造者在神性的科学上是相互关联的，真实的意识只认

知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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