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ble Lesson September 29 2013 (S) 

 

真实 
 

金句: 路加福音 17:21 看哪 

看哪， 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回应式诵读：以賽亞书 66:1 (至；); 35:3–6, 8 (至第一个；), 10; 

60:4 (至第一个；), 19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 

 

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 神―施行报应的 

神必来报仇；他必来拯救你们。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 

 

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因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荒

漠必有河涌流。 

 

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又是道路，称为「圣路」； 

 

并且 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

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 

 

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 耶和华却要作你永远的

光，你 神要为你的荣耀。 

 

 

 

圣经 

第一部份 

 

1 | 创世记 1:31  (至第一个。)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见甚好。 

 

2 | 诗篇 103:19, 22 

耶和华在诸天立定宝座；他的国统管万有。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 耶和华！我的心哪，你

要称颂 耶和华！ 

 

3 | 诗篇 92:1–3, 5 

称谢 耶和华，歌颂你至 高者的名，这本为美事啊！早晨要传扬你的慈爱，

每夜要传扬你的信实。要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出幽雅的声音。 

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 

 

4 | 诗篇 118:27 (至；), 29 (至；) 

神就是那 照亮我们的 耶和华； 

你们要称谢 耶和华啊，因他本为善； 

 

5 |哥林多前书 2:9 , 10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

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 神藉着 灵向我们显明瞭，因为 灵参透万事，就

是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6 | 出埃及记 15:18 

    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科学与健康 

第一部份 

 

1 | 472:24–26 一切 

一切真实的都是在神与衪的创造，和谐和永恒中。那衪所创造的是美善的，

及衪造出一切被造的。 



 

2 | 337:20–26 

人的真意念，作为见不到的神之反映，对有限意识而言，一如对人的无限

原则，难以理解。见得到的宇宙和物质之人 ，是见不到的宇宙和灵性之人

的低劣伪冒。永恒之事(真理)是神的意念，就如其存在于真实的灵性领域。 
                                                         人的真意念                                                

3 | 276:9–15 

人与其创造者在神性科学上相互关联，并且真实的意识只认知神的事。 

对所有不和谐是虛假的那醒悟，将事物和意念的正確理解带进人类的观点，

并表现出其为美与不朽的。人在和谐中如音乐般真实与不朽。 

 

4 | 560:10–15 

天上代表着和谐，并且神性科学解释天上和谐的原则。伟大的奇迹，对人

类意识而言，就是神性之爱，并且存在的重大需要，是要得到甚么构成在

人之内，天国的真意念。 
                                              对神之信使正确的判断 

5 | 590:1 

天国：在神性科学上和谐的统治；无误、永恒和无所不能心灵的领域；灵

的氛围，那里灵魂是至高无上的。 

                                                                                            

圣经 

第二部份 

 

7 | 诗篇 119:12 (至第一个！), 18, 37 (至，), 125, 130 

 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 

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 

 

8 |列王纪下 6:8–17  

叙利亚王与以色列人争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

神的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叙利

亚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 神的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

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叙利亚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

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

说：「我主，我王啊！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

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

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看见他在多坍。」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

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 神的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

困了城。仆人对 神的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神

的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

「 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的眼

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科学与健康 

第二部份 

 

6 | 288:3 

真理与谬误之间假想的争战，只是灵性意识证据与物质官感见证之间精神上

的冲突，而这灵与肉之间的争战将会通过对神性之爱的信心和理解，来解

决所有问题。 
巨大的冲突 

7 | 505:16–17, 20–28 

灵授予那提升意识并引领进一切真理的理解。 

灵性意识是对灵性美善的洞察力。理解是真实与非真实的分界线。灵性理解

开展心灵，——即生命，真理与爱，——并显示神性意识，给出在基督科

学上宇宙的灵性证明。 

此理解不是智力的，不是学术造诣的结果，而是彰显所有事物的真实性。 

 

8 | 593:4 

先知：一个灵性的先见；在灵性真理意识的事实前，物质官感的消失。 

 

9 | 480:10–14 

意识，以及行动是由心灵管治，——是在神，科学揭示的一切的根源及管

治者之内。物质感觉在不真实中有其除科学以外的王国。和谐的活动出自

灵，神。 
来自灵的和谐 



 

10 | 264:3–10 

必朽思想的粗劣创造必最终让位于荣耀的形式，其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神性

心灵的相机内所见到的，那时精神的照片是灵性和永久的。倘若必朽者要

得到事物的真意识，他们必须远瞻超乎正渐失的、有限的形式。除了难以探

究的心灵国度，注视的该在哪里？ 
                                                      心灵的真正相机 

                                       

圣经 

第三部份 

 

9 | 耶利米书 23:28 得我话 

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 耶和华说

的。」 

 

10 | 哥林多后书 6:14 光明, 15 (至第一个 ?)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 

 

11 | 马太福音 4:17 耶稣, 23 
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12 | 约翰福音 8:1, 2, 12 我是 

耶稣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

他们。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13 | 约翰一书 1:3–5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 父并

他 儿子耶稣 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我们从他所听见、又传给你们的信息乃是这样：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科学与健康 

第三部份 

 

11 | 505:28–2 

神的意念反映不朽的、无误的及无限的。那必朽的、錯误的及有限的均是

人类信念，他们分派给自己一个对其不可能的任务，辨別真与伪的任务。 
                                                       反映本源                                 

12 | 130:32 

真理不应似谬误那样令人惊讶和非自然，而谬误不应似真理那样真实。疾

病不应似健康那样真实。科学中没有谬误，而为了与神，与所有心灵存在

的神性原则和谐，我们的生活必须由真实性来治理。 

 

13 | 269:5 

耶稣的示范将糠秕从麦子中筛出，并展现美善的一致与真实，邪恶的非真实，

虚无。 

 

14 | 215:12–21 

凡被神所治理的，永不会有片刻被夺去智力与生命的光与大能。 

有时候我们被引导去相信黑暗如光一般真实；但科学确定黑暗只是一个光

不在的必朽意识，当光来临黑暗便失去真实的表象。因此罪恶与哀伤，病患

与死亡，都是对生命，对神不在的假设，而就如谬误的幻影于真理与爱之

前逃离。 
光与黑暗 

15 | 274:27 

科学和理解，由无误及永恒的心灵所治理，毁除物质与心灵虚构的合作，

其所形成只会在尚未知的方式及时间下被毁除。这假设的合伙关系已遭废弃，

因为物质，在神性超物理之光的查验下，消失了。 

 

                         

圣经 

第四部份 

 

14 | 申命记 33:27 (至。) 

永生的 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15 | 诗篇 145:9, 13, 15 (至 ；) 



     耶和华善待众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众民都举目仰望你； 

 

16 | 约翰福音 9:1–7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夫子，这人

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

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作为来。

趁着白日，我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

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

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

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科学与健康 

第四部份 

 

16 | 353:16  

一切真实是永恒的。 

 

17 | 486:23–26 

视、听，一切人的灵性意识，都是永恒的。它们不能夠失去。其真实性和不

朽性在于灵与理解，而非在于物质，——因而有其永久性。 
永久的知觉 

18 | 476:28–5 

当言及并非人的儿女，而是神的儿女时，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

里」，就是，真理与爱管治着真实的人，显示着人在神的形象中，是不墮

落且永恒的。耶稣见到在科学上对他而言表現为完美的人，而对必朽者之

言，表现的是犯罪必朽之人。在这完美之人上，救世者见到神的自我样式，

并且这人的正确观点治愈病者。因而耶稣教导，神的王国是完整、普世的，

而且那人是纯洁与圣洁的。 
国在心里 

19 | 228:3 

如果此心灵存在的伟大事实被认知，病患或必朽心灵某种怪异的传播将会是

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任何不和谐进入不了心灵存在，因为生命就是

神。遗传是个多面的话题，为必朽信念附上诸多理论；但如果我们认知只

有正确的才是真实的，而别无其它，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危险的遗传，并且肉

身的疾病便会消失。 
没有肉身的遗传 

20 | 288:31–1 

永恒真理毁除那些似乎必朽者从谬误所学到的，并将人是神孩子的真实存

在也彰显出来。 

 

圣经 

第五部份 

 

17 | 使徒行传 5:12 (至 ;)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18 | 使徒行传 14:8–10 

路司得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

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

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 

 

19 | 启示彔 12:10 我们神的救恩 (至！) 

「我们 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 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 

 

科学与健康 

第五部份 

 

21 | 483:7–8 

心灵超越一切力量，并且最终将会取代所有其它治疗方法。 

 

22 | 473:7–12 

神的原則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神处处都在，除了衪临在或拥有力量

之外，别无其他 。基督是理想的真理，通过基督科学来治愈疾病及罪恶，

并将一切力量归于神。 
                                              基督理想的真理 

23 | 514:6–8 



心灵，力量上欣喜，居于心灵的领域。心灵的无限意念奔跑并自我欢娱。 

 

24 | 130:9 

怀疑真实性是否在与神，神性原則的完美和谐中是不智的，——如果科学，

被理解及显示时，便将毁除一切不和谐，——因为你承认神是全能的；因

以此前提，隨之而来，美善及其甘美和谐就拥有一切力量。 
无知的借口 

25 | 192:17–31 

道德和灵性的能力属于灵，其握着「风在衪的手掌中」，并且这教导和科

学及和谐一致。在科学上，你不可能有任何与神对立的力量，并且身体官

感必然放弃它们的虚假见证。你在美善上的影响力，取决于你投入天平正确

一方的分量。你所做的和体现的美善，给予你能获得的唯一力量。 邪恶不

是力量。它是对能力的嘲讽，其不久便暴露它的弱点而倒下，永远起不来。 

通过效法我们师主的榜样，在神性超物理的理解中，我们跟着真理和爱的

脚踪。基督信仰是真正治愈的基础。凡保持人类思想与无私之爱一致的，都

直接地得到神性力量。 
唯一真实的力量 

                                                        

圣经 

第六部份 

 

20 | 诗篇 104:1–3, 30, 33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 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 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

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诸天，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

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藉着风的翅膀而行， 

你发出你的灵，它们便被创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我要一生向 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 神歌颂！ 

 

21 | 诗篇 19:7, 8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回转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

慧。 耶和华的律例正确，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纯洁，能明亮人

的眼目。 

 

22 | 哥林多前书 13:9, 10, 12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预言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

必归于无有了。 

我们如今彷佛隔着玻璃观看，糢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

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23 | 约翰一书 3:1–3 

你看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 神的众子；世人所以不认

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 神的众子，将来如

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到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

他的真体。凡在里头有这昐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24 | 马太福音 5: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 父完全一样。 

 

科學與健康 

第六部份 

 

26 | 302:19 

心灵存在的科学揭示人是完全的，如同父是完全的，因为灵性之人的灵魂，

心灵，就是神，是所有心灵存在的神性原則，并因为这真实的人是由灵魂

而非官感，由灵的律法而非由所谓的物质法规所治理。 

 

27 | 70:2–6 

肉体官感的证明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及什么是诱骗的，但基督科学

的启示开启真理的财宝。凡是假的或有罪的永不能进入灵的境界。 
无限的一灵 

28 | 477:7, 26–29 

灵魂，为灵，在不完美或物质中，是见不到的。 

人是灵魂的表现。印第安人瞥见了一些潜在的真实性，于是他们称某一美

丽的湖为「伟大之灵的笑容。」 
                                                      人与灵不可分离 

29 | 322:3–7 



当理解改变生命和智力的立场，从物质的基础转至灵性的基础，我们便会得

到生命的真实性，即灵魂对官感的控制，而且我们会在其神性原则上领悟

基督信仰，或真理。 
立场改变 

30 | 208:20 

让我们学习真实和永恒的，并为灵，为天国的统治作准备，——即宇宙和

谐的统治和管理，其既不能被丢失也不能永远保持不为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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