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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2/10~ 2/16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0-9:30 PM       李景译弟兄家 

Woodbridge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8:3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2 月 23 日(週六晚上 6:30 PM )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

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 2 月 24 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

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月十日 

讀經 民一～三；數點百姓和利未人。 

鑰節 【民一 45～46】「這樣，凡以色列人中被數的，照著宗

族，從二十歲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數的，共有六十萬零

三千五百五十名。」 

禱告 主啊，求祢使我剛強壯膽，改變我軟弱的現狀，我要做得

勝者，做個跟隨元帥得勝的精兵。 

詩歌 前進!基督精兵- 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十一日 

讀經 民四～五；潔淨營地。 

鑰節 【民四 3】「從三十歲直到五十歲，凡前來任職、在會幕

裡辦事的，全都計算。」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祢，呼召我來服事祢，幫助我與別人同工

建造祢的教會。 

詩歌 建造當趁今日- 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十二日 

讀經 民六～八；潔淨利未人。 

鑰節 【民六 2】「你曉諭以色列人說：無論男女許了特別的

願，就是拿細耳人的願，要離俗歸耶和華。」  

禱告 主啊，求祢開啟我，讓我甘心願意真正成為一個毫無保

留，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祢的人。 

詩歌 盡忠為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十三日 

讀經 民九～十二；以色列民埋怨。  

鑰節 【民九 18】「以色列人遵耶和華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華

的吩咐安營。」 

禱告 神啊！我也渴慕祢的同在，渴慕像以色列人一樣有雲柱火

柱的引領。 

詩歌 我用眼睛引導你_土豆网视频赞美诗歌 

二月十四日 

讀經 民十三～十六；以色列民的悖逆和不信。   

鑰節 【民十三 30】「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

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 

禱告 親愛的主，求祢使我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祢。 

詩歌 求主給我一顆心- 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十五日 

讀經 民十七～二十；倒斃於曠野。   

鑰節 【民二十 12】「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因為你們不

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們必不得領這

會眾進我所賜給他們的地去。』」 

禱告 親愛的天父，幫助我在各種情況下信靠祢，在急難中仍然

尊祢為大。求祢讓我接受祢的對付，而沒有怨言。 

詩歌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 churchinmarlboro.org 

二月十六日 

讀經 民二十一～二十五；巴蘭的祝福和預言。   

鑰節 【民二十五 13 下】「因他為神有忌邪的心。」 

禱告 親愛的主，我願全心來愛祢。如果我已經失去了那愛，求

你再來吸引我，使我的心單單來愛祢。 

詩歌 主我願單屬你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字――「被數的」】 
「被數的」(民一 45)──中文取名本書為「民數記」，因為書中

二次記載數點以色列人的事(一及廿六章) 。民數記第一次核點人

數是在出埃及後，有三方面的意義，(1)神發動數點，并可以叫出

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來,乃表示祂永遠認識以色列人，因他们是屬於

祂的子民約十 3～4）； (2)數點是為著有秩序行事和打仗；(3)數

點是為著把神的子民組織起來，使各人知道自己屬於那一支派，

并作相应的事奉工作，以免混亂。今天我們在基督的身體（教

會）裡也是這樣：各人必須清楚自己的恩賜、職事，怎樣作，何

時何地作；必須隨著聖靈的「己意」和配搭。（林前十二。） 

默想: 本書開頭記載數點能打仗的男丁數目。這啟示神是一位有

次序、重細節的神。以色列人的布營和行軍，會幕里的事奉，都

必須按著一定的條例而行，不能有一點混亂。我們每日的生活包

括禱告、讀經、服事是否都適度而有次序行呢？神核點軍隊人數

的事，對今日的教會生活有何重要的屬靈意義呢(弗六 10~17)？ 

【家訊信息】十個童女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太廿五1)  

主耶穌常常用比喻向人傳道，解說天國的奧秘，叫我們藉著淺顯

的比喻，領會神深奧的事。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至十三節，主告

訴我們十個童女的比喻，叫我們知道主還要再來，也當知道他為

甚麼再來，我們當怎樣預備，迎接他來。 

這裡說到有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新郎，毫無疑問

是指主自己說的。新約有好幾處地方形容主是新郎，啟示錄第十

九章說，羔羊基督，要再降臨作新郎，迎娶的新婦就是教會。所

以這段事是指基督再臨時，兩種聖徒不同的表現。 

童女，如保羅所說，聖徒乃是許配給基督的童女，單單忠貞的向

著基督。 

愚拙與聰明的分別 

這十個童女中，有五個是愚拙的，有五個是聰明的。主說到十

個，是指教會中大體的數目，指一般的信徒來說的。五個愚拙，

五個聰明，指信徒中有一些人愚拙，有一些人聰明，並且愚拙的

【禱告事項】 

◆ 為2月23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94.htm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etusbuil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oyal%20to%20the%20Lord.htm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EUQcmLpKhY/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ssore%20my%20heart.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4-15-12%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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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天生愚拙，聰明的也不是生來聰明。這裡所說的愚拙或是

聰明，只表現在一件事上，是每個信徒可以作得到，只問肯不肯

作。肯作，就是聰明，不肯作就是愚拙。 

十個童女出去的時候，都拿著燈。有人以為愚拙的沒有燈，其實

不然，愚拙和聰明的分別不在於燈。每一個信了主的人，聖靈進

到人靈裡，人裡面的靈就活了過來，成為燈，也是世上的光。在

這一點上，你我沒有分別，因為神不偏待人，賜給每一個人的靈

都是一樣，都能使我們的靈發亮，發光如燈。(參看箴言二十章

二十七節) 

五個愚拙的和五個聰明的差別在於：「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

油。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裡。」愚拙和聰明之分，在

於有沒有另外預備一份油，裝在器皿裡。聖靈點亮我們的燈的時

候，是公平的，是每人都得到的。只是我們的燈被點亮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個責任，要預備另外一份油，裝在器皿裡。若是我們

忽略了這個責任，不去預備油，就是愚拙。若盡上責任，去預備

油，就是聰明。 

預備油在器皿裡 

甚麼是油呢？怎樣就是預備油呢？油在聖經中出現的次數很多，

在預表上，有它重要的地位。在舊約，雅各逃避他哥哥以掃，在

半路上一個地方，夢見神的殿和天的門，醒來後，把所枕的石頭

立作柱子，並且澆油在上面，那裡第一次說到油。到以色列人出

了埃及，來到曠野，神吩咐摩西，要為神造一個帳幕，好使神居

住，並且要摩西特別製造一種膏油，是用橄欖油和香料調成的。

這聖膏油，要抹帳幕和帳幕一切的器具，使帳幕分別為聖，又要

用這聖膏油膏亞倫為大祭司，也把他分別為聖。此後，神若差派

甚麼人，承擔甚麼任務，就將油倒在那人的頭上。人一受膏，就

是承擔了神的託付，或是作君王，或是作祭司，或是作其他的職

務。  

另外，在舊約中的燈，也都是點油來發光。在帳幕中，在聖殿

中，祭司要不斷的加油在燈盞裡，使燈維持發光。撒迦利亞書

中，說到一個金燈台，上面有七個燈盞，每盞燈有七根管子，把

油源源不斷的通進來，而油的源頭乃是來自兩棵橄欖樹，可以無

限制的供油。又解釋說，油乃是耶和華的靈。  

因此我們得知，不論是膏油，或是清橄欖油，都是指聖靈說的。

主在這十個童女的比喻裡，所說的油，仍然是指著靈說的。舊約

中耶和華的靈，在新約成為生命之靈。這靈不但把生命賜給我

們，而且不斷的給我們更豐盛的生命。 

當我們信主的時候，聖靈就帶著生命，進到我們裡面，使我們的

靈活過來，如同把燈點亮一樣。這時，聖靈作我們的油，我們的

燈才能亮。 

同時我們也要負一個責任，就是今後要跟隨靈，體貼靈，運用

靈，活在靈中，好使我們的生命長大，不走世界人的道路，過一

個事奉神的生活。我們這種追求、生命增長，就是預備另外的一

份油。而且我們裡面的靈生命日見豐富，連我們的心思、意志、

情感，都浸潤了靈的成分，就等於把油預備在器皿裡，可以使燈

長時點著，不至熄滅。 

我們得救後，假如懶惰，不理會靈，不追求生命的長進，生活行

為和世人差不多，就如同有了燈卻不預備油的人一樣。只有原初

一點重生的靈，沒有自己追求所得的靈，難怪到了最重要的時

候，燈因缺油，就要熄滅了。 

迎接主回來 

那一次，新郎在到達的時候，五個缺油的童女，因為臨時去預備

油，來不及回來，等回來時，門已關了，不能見到新郎。只有平 

時預備了油的童女，得以進去，與新郎同享筵席。 

主警告我們說，要儆醒。他一定要再來，但是那日子、那時辰，

我們不知道。我們若肯預備油，就是多儲備生命之靈，神也必在

恩典中，把靈多賜給我們。我們定意隨從靈，活在靈中，並不是

作不到的事。但是主一再來，國度時代來到，那時，神對待人的

原則乃是以義。有預備油的，可以進內與主同坐席。沒有預備油

的，來晚了，按著義說不能為他們開門，因此失去那一份賞賜。  

主要我們儆醒，不要作愚拙的人，就要在今天多跟從靈，在生命

中長進，就等於預備油在器皿中，點著燈，迎接主來。──《真

理號聲》 

【詩歌欣賞】祂看顧麻雀 

 一、為何灰心常怨嘆？為何黑影瀰漫？ 

為何心靈覺孤單，甚至欲脫塵寰？ 

耶穌是我的永分，是我良友恩深。 

祂既看顧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二次)。 

(副)我唱因我得自由，我唱因我無憂； 

我救主既看顧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 

二、你心裡不要憂愁！祂柔聲來勸誘； 

在祂愛中我安息，不再懼怕憂疑； 

雖我只見前一步，祂正引領無誤。 

祂既看顧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二次)。 

三、每當試深來引誘，烏雲密佈四周； 

每當嘆息勝歌唱，心中滿了絕望； 

我就向祂更靠近，讓祂解我憂心。 

祂既看顧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二次)。 

這首詩歌(《聖徒詩歌》第 442 首)的作者是馬丁賽維拉 (Martin, 

Civilla,1866~1948) 。賽維拉姐妹生於 1866年 8 月 21日，生在美

國 紐澤西州約旦，她從小就有音樂天分，在鄉下教了幾年書後，

又學了一些短期的音樂訓練，之後與馬丁華爾特結婚，華爾特畢

業於哈佛大學，先在浸信會服事，後來加入基督教會（基督門

徒）擔任聖經教授，在美國全境到處主持聖經研究會與佈道會；

賽維拉和華爾特結婚後，她的音樂天才對丈夫的佈道工作有很大

的幫助，夫妻合作，作了許多福音詩歌。1948年 3月 9日賽維拉

於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息勞，享年八十二歲。  

1904年，賽維拉隨丈夫在紐約的愛彌拉主領一個奮興會，有人告

訴她說，有一對曾任教會執事的年老夫婦，其妻子得了絕症臥病

在床，希望賽維拉能去探訪他們；她聽到他們過去在教會、社區

熱心事奉，如今卻面臨病痛死亡，不知如何去安慰鼓勵他們，因

此一再拖延；她又聽到這對夫婦經常為她和丈夫的事工代禱，最

後覺得不得不去探訪。賽維拉以為她去的是一個皆暗充滿死亡氣

息的家，令她出乎意外，她進入了一個洋溢著生命的屋子，女主

人躺在起居室窗傍的小床上，窗和窗簾都打開，鮮花的芳香隨著

陽光潛入室內。 

女主人雖被病魔蹂躪，臉色蒼白，但眼神並沒有怨恨之色，從她

微笑之中，賽維拉嗅到了生命；兩人在床傍交通，賽維拉發覺她

旺盛的靈命使她忘卻了肉身的痛苦，賽維拉問她說：「您怎能在

痛苦中有這歡愉的心情？」她以顫抖的手指向窗外，賽維拉環視

窗外，只見樹木、草地、野花和幾隻麻雀，因此面露困惑之色；

那婦人對她說：「孩子！是麻雀！當我想到祂看顧小麻雀也看顧

我時，我就得安慰和振奮！」賽維拉離去時，身心都受到激勵，

她不再感到繁忙工作的壓力，她感到從未如此被釋放過，她本來

是要去領奮興會，自己卻得到復興。摘自──詩歌和她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