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ble Lesson July 28 2013

真理
金句 : 出埃及記 24:7 耶和華
「 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
回應式誦讀： 以賽亞書 1:18(至第一個。 ), 19, 20 這是; Psalms 71:1,
5 (至；), 16, 17, 19, 21–24 (至， )
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

聖經
第一部份
1 申命記 32:1–4
諸天哪，你們要側耳，我要說話；大地啊，當聽我口中的言語。我的道理要
淋漓如雨；我的言語要滴落如露，如細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
我要宣告 耶和華的名；你們要將大德歸與我們的 神。他是 磐石，他的作
為完全；他所行的無不公平，是誠實無偽的 神，又公義，又正直。

這是 耶和華親口說的。

2 耶利米書 7:21 (至：), 23 『
萬軍之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
『你們當遵從我的話，我就作你們的 神，你們也作我的子民。你們行我所
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耶和華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3 撒母耳記下 22:31 (第一個。 ), 33 (至； )

主─耶和華啊，你是我所盼望的；

至於 神，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華的話是煉淨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
們的盾牌。
神是我力量和權能；

你們若甘心聽從，必吃地上的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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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如今，我傳揚你奇妙的作為。
神啊，你行過大事，公義也甚高； 神啊，誰能像你！
你必使我越發昌大，又四面安慰我。
我的 神啊，我要鼓瑟稱讚你，稱讚你的誠實！以色列的 聖者啊，我要
彈琴歌頌你！
我歌頌你的時候，我的嘴唇和你所贖我的元魂都必大大歡喜；
並且我的舌頭必終日講論你的公義，

科學與健康
第一部份
1 330:19–20
神就是《聖經》所宣告的，祂為——生命，真理，愛 。
2 109:22–24
通過神性力量我逐步並明顯地理解真理的啟示。
3126:29
《聖經》是我唯一的典據。沒有其它引領我進入 真理那「窄而小的路」的。

4 vii:13–20
思考者的時刻己經來臨了。真理，獨立于教義和由來而久被尊敬的系統，
敲著人類的大門。滿足于往昔及物質主義冷漠的陳規，正在粉碎剝落。對
神的無知，再也不是那走向信仰的踏腳石。唯一順服的保證是對衪有一個
正確的理解，正確地認識衪是生命永恆。
5 228:25–27
除了神以外沒有任何力量。全能有所有力量，而去承認有任何其它力量就
是不尊崇神。
6 140:7–12
我們靈性地而非物質地認知衪為神性心靈，為生命，真理和愛。我們應該
按我們領悟神性的本性及理解地愛他的程度服從和尊崇，不再交戰于肉體的
存在，而是喜樂於我們神的豐裕。
對官感神是看不見的

聖經
第二部份
4 詩篇 26:1–3
耶和華啊，求你判斷我，因我向來行事純全；我又倚靠 耶和華，並不搖動。
耶和華啊，求你察看我，試驗我，試煉我的肺腑心腸。因為你的慈愛常在我
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5 約伯記 36:5, 7 (至第一個，), 11
看哪， 神有大能，並不藐視人；他的能力甚大，他的智慧甚廣。
他時常看顧義人，
他們若聽從事奉他，就必度日亨通，歷年福樂；
6 約書亞記 14:6–11 the (至；), 14
那時，猶大人來到吉甲見約書亞，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對約書亞說：
「 耶和華在加低斯巴尼亞指著我與你對 神的人摩西所說的話，你都知道了。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我窺探這地，那時我正四十歲；我按
著心意回報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專心跟從 耶和華─我的 神。
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業，因為你專
心跟從 耶和華─我的 神。』
自從 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 耶和華果然他所應許的使我存活這四十
五年；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了，
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
所以希伯侖作了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的產業，直到今日，因為他專心
跟從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

科學與健康
第二部份
7 223:31
神 會將其傾覆，直到「那應得的人來」。壽命在增長而罪惡的力量在減弱，
因為世界通過每個細孔感到真理的改善影響。
8 246:4–6, 11–13, 20
生命及其能力並非以日曆來量度。那完美及不朽的是其 造物主永恆的樣式。
人反映神

美德和真理的煥發太陽與心靈存在共存。人性是其永恆的正午，不被降下的
太陽而黯淡。
若不是那量度及限制著所有美與善的謬誤，人便會享受年過七十而仍保持其
活力、朝氣及指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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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的記錄

9 94:3–4
人反映無限的真理，生命，和愛。
科學的人

10 126:24–29

我通過心靈顯示了真理在健康、長壽和人道德上的影響；在古代或現代的
體系中，除了我們偉大師主的教導和顯示，還有先知和使徒們的生平行事
之外，我找不到其他可奠基的。
聖經為基礎

11 202:3, 17
存在於神與人之間的科學化統一，必在生活中歷練而成，而神的旨意必將
處處成就。
神的國降臨地上之時，我們朝聖的日子將會增加而非減少；因為真實的道
路引領至生命而非死亡，並且世上的經歷表明謬誤的有限及真理的無限能
力，在其中神給予人權柄管理全地。

他在那裡進了一個洞，就住在洞中。忽然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以利亞啊，
你在這裡作甚麽？」他說：「我為 耶和華─萬軍之 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
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拆毀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
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
見 耶和華從那裡經過，在 耶和華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 耶和華卻
不在風中；風後地震， 耶和華卻不在其中；地震後有火， 耶和華也不在火
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
科學與健康
第三部份

和諧的畢生工作

聖經
第三部份
7 約書亞記 22:5
只要切切的謹慎遵行 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咐你們的誡命律法，愛 耶和華─
你們的 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誡命，專靠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8 約書亞記 24:24
百姓回答約書亞說：「我們必事奉 耶和華─我們的 神，聽從他的話。」
9 詩篇 85:8 (至第一個；)
我要聽 神─耶和華所說的話；
10 詩篇 25:4, 5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教訓我，因為你是救我的 神。我終日等候你。
11 列王記上 18:46 (至第一個，)
耶和華的手臨在以利亞身上，

12 559:8–12
科學意念的「微小的聲音」傳越大洲與大洋到地球最遙遠的地方。聽不見的
真理聲音，對人的心靈，「好像獅子吼叫。」在曠野及在恐懼的黑暗地方
都聽得到。
13 308:14
被靈魂啟示的先祖，聽見真理的聲音，並與神談話如同人與人般談話有意
識。
14 256:12, 19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
究竟是誰，要求我們的順從？衪，其在《聖經》的言詞之內，「在天上萬
軍和地上居民中，他都憑自己的旨意行事。無人能攔住他的手，或問他說，
你在做甚麼呢？」
15 323:9–16, 28–32
為了去理解更多，我們必須將我們已知道的付諸實行。我們必須記住當真
理被理解時才可顯示，而且直至美善顯示了方被理解。
需要與供應

基督科學的效果是，感受的多於所見的。其是真理「微小的聲音」在說著
自身。要麼我們轉離這所說的，要麼我們聆聽並上得更高。
童真般的接受性

12 列王記上 19:9–12
16 239:16–18

要確定我們的進步，我們必須認知到我們的愛投放在何處，及我們承認並遵
從作為神的是誰。
17 454:4–9
教你學生真理的全能，其表明謬誤的無能。對神性全能的理解，即使在少
許的程度上，也毀除恐懼，並置足于真正的道路上，——那道路引導到「在
諸天永存的」非人手所建的房屋。
仇恨無能力

15 約拿書 2:1, 2, 9 我必用 , 10
約拿在魚腹中禱告 耶和華─他的 神，說：我遭遇患難求告 耶和華，你就
聽允我。從地獄的深處呼求，你就俯聽我的聲音。
我必用感謝的聲音獻祭與你。我所許的願，我必償還。救恩出於 耶和華。
耶和華吩咐魚，魚就把約拿吐在旱地上。
16 約拿書 3:1–3 (至第一個。), 5

聖經
第四部份

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
告我所吩咐你的話。」約拿便照 耶和華的話起來，往尼尼微去。
尼尼微人便信服 神，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披上麻布。

13 加拉太書 5:7 誰 , 8, 10 至； ), 25

17 哥林多前書 2:4

誰攔阻你們，叫你們不順從真理呢？這樣的勸導不是出於那召你們的。
我因 主很信你們必不懷別樣的心；
我們若是靠 靈得生，就當靠 靈行事。

我說的話丶講的道，不是用人的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 靈和大能的明證。
18 詩篇 33:4

14 約拿書 1:1–3 (至第一個。 ), 4, 5 (至第二個。 ), 7, 10–12, 15,
17

因為 耶和華的言語正確；凡他所作的盡都誠實。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
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
耶和華；下到約帕，他遇見一隻船，要往他施去。
然而 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海就狂風大作，甚至船幾乎破壞。水手便懼怕，
各人哀求自己的神。他們將船上的貨物拋在海中，為要使船輕些。
船上的人彼此說：「來吧，我們掣簽，看看這災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
於是他們掣簽，掣出約拿來。
他們就大大懼怕，對他說：「你所作的是甚麽事呢？」他們已經知道他躲避
耶和華，因為他告訴了他們。他們問他說：「我們當向你怎樣行，使海浪向
我們平靜呢？」這話是因海浪翻騰。他對他們說：「你們將我抬起來，拋在
海中，海就向你們平靜了；我知道你們遭這大風是因我的緣故。」
他們遂將約拿抬起，拋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

科學與健康
第四部份
18 184:12–18
真理，生命和愛對人的要求是唯一合理的及永恆的，並且其是靈性的立法
者，通過神性的法令力促遵從。
由神性智力所控制，人是和諧與永恆的。凡由錯誤信念所管治的則是不和諧
及必朽的。
19 326:16
正確地生活的目標和動機當下能獲得。贏取了這點，你則開始了你應做的。
你開始了基督科學的數列表，除了不當的意圖，沒有任何可妨礙你的進步。
以真的動機來實踐和祈禱，你的父會打開道路。「誰攔阻了你們，使你們
不順從真理呢？」

20 14:9
為了「與主」是要遵從神的律法，也是要絕對地由神性的愛管治，——由
靈，而非由物質管治。
21 505:16–20
靈 傳授那理解，其提升意識並引領到所有真理。詩篇作者說：「耶和華在
高處大有能力，勝過諸水的響聲，洋海的大浪。」

後來耶穌在殿裡找到他，對他說：「看哪，你已經痊癒了，不要再犯罪，恐
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22 耶利米書 26:13 要 (至第二個， )
要改正你們的行動作為，聽從 耶和華─你們 神的話，
23 啟示錄 12:10 我們 (至！)
「我們 神的救恩丶能力丶囯度丶並他 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
科學與健康
第五部份

22 418:20–21, 27–29
真理是確定的，並授予和諧。
「傳福音給凡受造的聽。」對謬誤的各種形式說真理。
道德必要

23 225:3
真理使人自由。
聖經
第五部份
19 路加福音 4:14
耶穌滿有 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
20 約翰福音 1:17 恩典
恩典和真理卻是由耶穌 基督來的。
21 約翰福音 5:2–9 (至；), 14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市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旁邊有五個廊子；
裡面躺著瞎眼的丶瘸腿的丶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等候水動。因為有天使
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動之後，誰先下去，無論害甚麽病，就痊癒了。在
那裡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
說：「你要痊癒嗎？」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
池子裡；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耶穌對他說：「起來，拿
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

24 67:23
恩賜和真理超越于所有其它的途徑和方法，是強有力的。
25 1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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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46:23
神性科學從《聖經》中獲得權力，並且科學的神性本源是通過真理在治
癒疾病和罪惡中的神聖影響來顯示。此真理的治癒力量必定遠在耶穌所活
的時代之前。久遠如「恒古常在」。藉一切生命而活，並延續遍及所有空
間。
基督科學同神一般久遠

27 vii:27–4
自從筆者發現真理對於治療疾病與罪的力量，她的系統曾受到充分的試驗
並沒發現有欠缺；但要達到基督科學的高峰，人必須在生活中遵從其神性
原則。
28 182:1, 18–22, 30–4

單憑以神性心靈治療病者，及以真理逐出謬誤的作為 ，就顯示了你作為基
督科學教徒的立場。
心靈對身體的治理必然取代所謂物質的法規。服從物質法規則阻礙對靈性
律法的完全服從，——該律法克服物質狀況並置物質于心靈的腳下。
沒有物質的法規

承認疾病是神無法控制的狀況，便是去預先假設全能的力量在某些情況下
是無能為力的。基督的，即真理的律法，對靈凡事都能；但所謂的物質法
律使靈無效，並要求服從于物質的法則，因而自一神，一立法者的基礎分
離。
29 183:21–29
神性心靈正確地要求人的完全服從、愛和毅力。毫無保留的絕對忠誠。對
真理服從給予人力量和毅力。對謬誤的順從引致力量的損失。
真理以實際的靈性律法逐出所有邪惡與唯物主義的方法，——這律法讓盲
人看見，聾子聽見，啞的說話，瘸子行走。
信念和理解

聖經
第六部份
24 啟示錄 19:6
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也像眾水的聲音，又像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
亞！因為 主─全能的 神作王了。」
科學與健康
第七部份
30 55:15–22
真理的不朽意念席捲著世紀，將病者和罪人聚攏在其翼下。我歇力的希望
力圖想像那快樂的日子，那時人會認知到基督的科學及愛人如己，——那
時人會體會到神的全能及神性之愛的治癒力量那為人已做的和正在做的。
應許會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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