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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 21 靈修 (週一) 

題目：【神是你聖潔關係的原則】 

 

【閱讀經文】（尼 9: 32-10：30） 

       32「『現在，我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

畏、守約施慈愛的上帝；我們的君王、官長、祭司、先知、

祖先和你的眾百姓，從亞述諸王的時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一

切苦難，求你不要看為小事。33 在一切臨到我們的事上，你

是公義的，因為你所行的是信實，我們所做的是邪惡。34 我

們的君王、官長、祭司、祖先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聽從你

的誡命和你警戒他們的話。35 他們在本國領受你大恩的時

候，在你所賜給他們這廣大肥沃之地不事奉你，也不轉離他

們的惡行。 

        36 看哪，我們今日成了奴僕！你賜給我們祖先享受土產

和美物的地，看哪，我們在這地上竟作了奴僕！37 這地許多

的出產都歸了諸王，就是你因我們的罪派來轄制我們的。他

們任意轄制我們的身體和牲畜，我們遭了大難。』」 

        38 因這一切，我們立確實的約，寫在冊上。我們的領

袖、利未人和祭司都用了印。 

 

 (尼 10:1-30) 

       1 用印的是哈迦利亞的兒子尼希米省長、西底家； 

        2 還有西萊雅、亞撒利雅、耶利米、3 巴施戶珥、亞瑪利

雅、瑪基雅、4 哈突、示巴尼、瑪鹿、5 哈琳、米利末、俄巴

底亞、6 但以理、近頓、巴錄、7 米書蘭、亞比雅、米雅民、

8 瑪西亞、璧該、示瑪雅等祭司； 

       9 又有利未人亞散尼的兒子耶書亞、希拿達的子孫賓內、

甲篾，10 他們的弟兄示巴尼、荷第雅、基利他、毗萊雅、哈

難、11 米迦、利合、哈沙比雅、12 撒刻、示利比、示巴尼、

13 荷第雅、巴尼、比尼努； 

       14 還有百姓中的領袖巴錄、巴哈‧摩押、以攔、薩土、巴

尼、15 布尼、押甲、比拜、16 亞多尼雅、比革瓦伊、亞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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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亞特、希西家、押朔、18 荷第雅、哈順、比賽、19 哈拉、

亞拿突、尼拜、20 抹比押、米書蘭、希悉、21 米示薩別、撒

督、押杜亞、22 毗拉提、哈難、亞奈雅、23 何細亞、哈拿尼

雅、哈述、24 哈羅黑、毗利哈、朔百、25 利宏、哈沙拿、瑪

西雅、26 亞希雅、哈難、亞難、27 瑪鹿、哈琳、巴拿。 

        28 其餘的百姓、祭司、利未人、門口的守衛、歌唱的、

殿役，所有與鄰邦民族分別出來、歸服上帝律法的，以及他

們的妻子、兒女，凡有知識、能明白的，29 都隨從他們貴族

的弟兄發咒起誓，要遵行上帝藉他僕人摩西所賜的律法，謹

守遵行耶和華－我們主的一切誡命、典章、律例。 

        30 我們不把我們的女兒嫁給這地的居民，也不為我們的

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釋義】 

建了城牆的猶大人在尼希米記 九章 5-31 節 表達了對神的感

恩，因着這感恩的祈禱，產生了實際的行動，一班首領、利

未人、祭司與羣眾(九 38，十 28-29)一同簽名立約去遵行最少

有五樣事情。他們從感恩的祈禱產生順服的事奉，一定是很

真摯和純潔的，祈禱引入的事奉亦肯定是有能力和恆久的。

讓我們從他們的立志學習。 

 

追求聖潔．信仰結合（十 28-30） 

五樣事情中，只有這一件不是為自己，而是關乎他們兒女的

事奉，「我們不把我們的女兒嫁給這地的居民，也不為我們

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30 節）聖經是否不允許異族通

婚？當我們研究舊約聖經，便知神要求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壁

壘分明，最主要是信仰的緣故，不想以色列人被外邦人異教

的敬拜偶像影響。在婚姻關係所強調的是：異信不可通婚，

而不是異族不能通婚。舊約中的約瑟、摩西也是與外邦女子

結合，聖經中一些賢德的婦女，例如以斯帖也是嫁給外邦

人，可見聖經容許異族通婚。新約聖經也有這樣的教導，哥

林多前書七章 39 節提醒婦女要嫁在主裏面的人，我相信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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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弟兄要娶在主裏面的人。哥林多後書六章 14-15 節也載述

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這都是大家非常清楚的。現今的教

會女多男少，教會要作出檢討，在這兩性比例失衡的現象背

後，在福音的表達、牧養的策略、事工的發展和其他課題上

面對的種種問題。 

 

但各位單身或是獨身的弟兄姊妹，容許我提醒你們，務要肯

定神在你們婚姻的旨意上，一定有最好的安排。馬太福音十

九章記載法利賽人以離婚休妻的事來試探耶穌，耶穌在 12 節

向門徒提到「有人從母腹裏就是不宜結婚的，也有因人為的

緣故不宜結婚的，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己不結婚的」，但整

段經文的背景是婚姻及離婚。所以，耶穌在這裏一定不是提

到一班在皇宮中服侍的太監，而是以一種幽默暗喻方式描寫

三件事情：有先天因生理或心理因素不適合結婚的人，便是

耶穌所謂「從母腹裏就是不宜結婚的」，也有人為的，即受

環境影響而致單身或獨身的人，如鰥寡孤獨；也有因天國緣

故而不婚的人，。弟兄姊妹，無論你的境況如何，神的安排

都是最美好的。各位有兒女的夫婦，讓我們求神幫助我們的

兒女，對婚姻有更清楚和肯定的立志。 

 

【思想】 

你的信仰立場與家庭生活是否結合？ 

 

【祈禱】 

主耶穌, 感謝祢. 真正讓我分別為聖的是祢! 不要讓我在試探面

前跌倒, 也求祢救我脫離險惡. 奉耶穌的名求, 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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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8. 22 靈修 (週二) 

題目：【神是你唯一敬拜的對象】 
 

【閱讀經文】（尼 10:31） 

        這地的民族若在安息日，或甚麼聖日，帶了貨物或糧食

來賣，我們必不買。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種，凡欠我們債的必

不追討。 

 

【釋義】 

昨天提到猶太人在建造城牆後，對神的第一個立約行動是願意

在兒女婚嫁上尊主為大，信仰與家庭的結合，今日我們思想他

們第二方面立約內容。 

 

  收斂心神．休息敬拜 (十 31) 

這約強調是在工作方面，在安息日不作買賣。猶太人對守安息

日直到如今都有很嚴謹的規條，引伸出來，很多基督徒亦將星

期日定為聖日，是「守禮拜」的日子，甚至一些基督徒用「禮

拜」來取代「星期」的稱謂。很多年前一套以前內地會宣教士 

Eric Liddell 為題材的電影 Chariots of Fire (港譯《烈火戰車》) 就

以他因奧運一百公尺預賽編排在禮拜日舉行，所以就算英王室

力勸這位「蘇格蘭飛毛腿」，他亦不願違反他認為禮拜日要安

息的原則，堅拒出賽。當然，我們今天的生活有實際的情況與

困難。在現今商業資訊化的社會，很多人在星期日仍要上班，

不單如此，還有很多必須維持服務的行業更要二十四小時操

作。我們應如何看待呢? 

 

其實，星期日的上午並非一個特別分別為聖的時刻，每天每時

每刻也要分別為聖。我們守主日為的是記念主基督，因此，在

哪一天守並不重要。聖經對守安息日的教導是漸進的，十誡中

守安息日是因記念耶和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出二十 8-

10)。申命記五章 12-14 節所載，重申十誡中的安息日卻是為以

色列民，是為其僕人甚至牲畜預備，以致他們可得休息。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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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二章 27-28 節記載，耶穌在安息日治病，已清楚展示：安

息日是為人設立，人並非為安息日設立。歌羅西書二章 16-17

節指出：不可讓人在安息日論斷你。安息日不應成為被論斷或

論斷別人的課題。守安息日與否是次要，能否在星期日「守禮

拜」亦如是。所以現在很多教會都在星期日以外的其他日子開

設崇拜聚會。最重要是有機會敬拜和休息，在辛勞工作後收斂

身心、休息敬拜，不可讓工作影響我們與神的交往關係。有一

句形容現代人的說話，我希望不是形容現代的基督徒： We 

worship our work (我們崇拜工作) play at our worship (在崇拜時

馬虎了事，甚至嬉戲) but work on our play (但努力改善我們玩樂

的形式)。容讓我改寫這三句話，希望我們以此作為一生追求的

目標。We work on our worship (我們不斷改善祟拜的態度) and 

play at our work (很從容地工作) and worship before we play (要

崇拜後才嬉戲)。 

 

【思想】 

你的工作與敬拜平衡嗎？ 

 

【祈禱】 

天父啊, 萬物從祢而來, 做工做生意的能力也由祢賜下, 讓我定

意定時每週安息在祢面前, 心存感恩, 認定祢是供應者. 奉耶穌

的名求, 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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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8. 23 靈修 (週三) 

題目：【神是你超額事奉的原因】 

 

【閱讀經文】 ( 尼 10:32-34） 

         32 我們又為自己定例，每年各人捐獻三分之一舍客勒，

作為我們上帝殿之用：33 為供餅、常獻的素祭和燔祭，安息

日、初一、節期所獻的祭和聖物，以色列的贖罪祭，以及我們

上帝殿裏一切工作之用。 

         34 我們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抽籤，每年按父家定期

將奉獻的木柴帶到我們上帝的殿裏，照着律法上所寫的，燒在

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壇上。 

 

【釋義】   

猶太人在尼希米的帶領之下修建城牆，五十二日之後修建竣

工，全民在利未人的領禱之下一致發出感恩的呼聲，然後由

一班領袖帶領他們簽名立約表示他們願意認真順服神：首先

在他們兒女的婚姻上追求聖潔；其次守安息日為聖日，在適

當的時候收斂心神，休息敬拜事奉神；第三方面他們願意在

事奉上超額付上。 

 

自己定例．顧念聖工(十 32-34) 

 

34 節提到「照着律法上所寫的」，但 32 節卻提到「我們又

為自己定例」，意思是他們一方面按着神的律法的要求服

侍，另一方面在事奉上又主動額外「自己定例」。教會越增

長，事奉的需要肯定越多，但有些會眾卻會認為自己不做別

人都會做的心態，便對教會事工袖手旁觀，甚至漠不關心；

當教會人數越多，亦可能漸漸互不認識，甚至連彼此問安亦

省掉，形成很多的「孤島」！教會除了一些主席、詩班、司

琴、部長、組長……等有形的事奉崗位外，其實每一位會友

最低限度都應參與一個無形的事奉崗位—禱告。禱告是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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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及賴以向前的事奉，信徒不論在公禱或私禱上，都要

好好地在這個無形的事奉崗位上榮耀神。我們對教會一些無

形或有形的事奉是否願意在一般要求外，更超額付上呢？ 

 

有一次我應邀到北美一個城市主領一家教會的週年紀念一連

三日的培靈會。週五到達後，由一對在該會擔任關顧的夫婦

接待我到他們家中居住，他們夫婦兩人預先告知在週六下午

無瑕相陪，因要去探望一位剛接受手術的姊妹。週六午餐後

聽到女主人對丈夫說準備好了一壺紅棗茶前去探望，可是她

丈夫卻認為紅棗茶對傷口不宜，那妻子卻認為紅棗茶「正

氣」，他們各持己見，就算我在場仍然爭拗起來。我急步回

到客房，沒有為他們斷理，亦沒有勸他們平心靜氣，以和為

貴，不要為小事爭執！他們爭吵當然不值得鼓勵，但為了額

外的事奉而爭吵亦算特別。夫婦爭吵間有為之，亦不是不尋

常的事，但為特別額外的替自己「定例」而有的事奉，希望

更好的幫助別人而有爭吵，真的不是常見！ 

 

【思想】 

今日我們的事奉是否超額付上呢？ 

 

【祈禱】 

天父啊, 讓我所有事奉都出於甘心樂意, 不出與勉強, 也不出於

贏取別人的讚賞. 我不願事奉成為我的偶像, 求祢幫助我不陷

入這圈套. 奉耶穌的名求, 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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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8. 24 靈修 (週四) 

題目：【神是你一切所有的主權者】 

 

【閱讀經文】（尼 10:35-36） 

         35 每年我們又將地上初熟的土產和各樣樹上初熟的果

子，都奉到耶和華的殿裏。 

        36 我們又照律法上所寫的，將我們頭胎的兒子和首生的

牛羊都奉到我們神的殿，交給在上帝殿裏供職的祭司； 
 

【釋義】經文：出埃及記 13:1，12-14 節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13:1 ） 

        你要將一切頭生的獻給耶和華；你牲畜中頭生的，公的

都歸耶和華。13 然而，凡頭生的驢，你要用羔羊贖回；若不

贖牠，就要打斷牠的頸項。你兒子中的長子都要贖出來。 

       14 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這是甚麼意思？』你就

說： 『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們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

來……』（13:12-14）    

 

當猶太人神的子民在埃及地為奴之家法老的手下作奴隸的時

候，他們頭生的兒子本來與埃及地所有頭生的遭遇同一下

場，但是神用特別的拯救方法贖回他們頭生的，並將管治兒

女的權柄交給他們，所以他們至今仍然守逾越節，記念主的

大恩。今天，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之主權都屬於神，我們只擁

有管治權，但我們卻經常把主權和管治權混淆。我們不需要

像這羣猶太人立約將頭生的贖回，甚至獻上初熟的，但是我

們要肯定在我們生命裏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屬於神，現在所享

有的只是暫時的管治權，所以要盡心管治好神所交付的，以

便將來向神交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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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一次在互聯網看到一篇當神見你面時，十五個祂應該不會問

和可能會問你的問題，很值得我們思考一下今日我們所擁有

的一切，主權究竟誰屬? 

 

1. 神不會問你駕那一款汽車，但會問你曾接載多少人？  
 

2. 神不會問你的家有多少呎，但會問你曾接待多少人到你的

家？ 
 

3. 神不會問你衣櫃裏有多少件衣服，但會問你曾給多少件衣

服予有需要的人？  
 

4. 神不會問你的社會地位是甚麼，但會問你將自己表現成那

一階層？ 
 

5. 神不會問你擁有多少物質，但會問你是否被它們控制？  
 

6. 神不會問你最高的薪金是多少，但會問你曾否妥協自己的

人格來拿那個薪金？ 
 

7. 神不會問你曾有多少超時工作，但會問你是否為你的家庭

和你的愛人而超時工作？  
 

8. 神不會問你曾獲多少晉升，但會問你如何晉升他人？  
 

9. 神不會問你的職銜是甚麼，但會問你對工作是否盡力而為？  
 

10. 神不會問你曾做過些甚麼幫助自己，但會問你曾做過些甚

麼幫助別人？  
 

11. 神不會問你有多少朋友，但會問你是多少人的朋友？  
 

12. 神不會問你曾做過些甚麼去保護自己的權利，但會問你曾

做過些甚麼去保護別人的權利？  
 

13.  神不會問你住在那個社區，但會問你如何對待你的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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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神不會問你的膚色是甚麼，但會問你的人格是怎樣？  
 

15. 神不會問你多少次言行一致，但會問你多少次言行不一？  

 

【祈禱】 

天父啊, 我手裡緊握, 心中渴求的, 百分之百都從祢而來. 求祢

讓我有願意的心, 隨時按祢的吩咐完全擺上. 奉耶穌的名求, 阿

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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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8. 25 靈修 (週五) 

題目：【神是你十一奉獻的準則】 

 

【閱讀經文】（尼 10: 37-39） 

         37 並將初熟麥子所磨的麪和舉祭、各樣樹上的果子、新

酒與新油奉給祭司，收在我們上帝殿的庫房裏，又把我們土

地所產的十分之一奉給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們一切城鎮的

土產中當取十分之一。38 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時候，亞倫的

子孫中當有一個祭司與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當從十分之一

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們上帝的殿，收在庫房的倉裏。39 因

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把禮物，就是五穀、新酒和新油，帶到

收存聖所器皿的倉裏，供職的祭司、門口的守衞、歌唱的都

在那裏。 

         我們絕不會不顧我們上帝的殿。 

 

【釋義】 

 這段經文清楚記載修造了城牆的猶太人重新肯定要在律法之

下把所擁有的十分之一奉獻給神。記得在北美時，在電視上

有一個銀行廣告，這樣說：“ Put a little love away，

Everybody needs a penny for a rainy day” (把少許愛留在一

旁，因每一個人都需要金錢以備不時之需)。當然我不反對積

蓄，人人都需要為自己打算，但若只顧自己積蓄而忽略了神

對我們的基本要求，那就不合聖經的教導。 

 

衞斯理約翰說得好：「盡賺、盡儲、盡施」，新約聖經似乎

很少提到十一奉獻，不過其記載似乎強調比十分之一更大的

奉獻：耶穌呼召門徒跟隨衪的時候，要他們撇下所有的跟隨

衪。家財豐厚的少年官來到耶穌面前，耶穌要他變賣所有的

來跟隨衪(太十九 16-30；可十 17-31；路十八 18-30)。撒該知

道耶穌要到他家裏坐席的時候，立即將自己所有的一半分給

窮人(路十九 1-10)。新約初期教會有能力奉獻的信徒變賣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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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業，照各人所需的分給各人(徒二 44-45)。換言之，他們當

中沒有能力奉獻的肢體，可以需要接受有能力奉獻的肢體從

變賣田產家業換取來的物質供應。 

 

保羅稱讚馬其頓教會的信徒在極其窮困的時候，格外顯出他們

樂捐的厚恩(林後八 1-15) 。所以我認為今日信徒的奉獻原則：

十分之一奉獻是基本的起碼準則，有能力的應該超過十分之一

的奉獻，信徒要憑着愛心、信心奉獻。奉獻不是感情式、隨意

或教條式被迫的行動，乃是以感恩的心意、特權的態度、管家

的職份和屬靈投資的心態所作的一種信心的回應。 

 

【思想】 

你今日有沒有為神的緣故「盡賺、盡儲、盡施」？你對自己

所屬教會有沒有最起碼十一的支持？在其他聖工上有沒有十

一以外的奉獻？ 

 

【祈禱】 

求天父幫助我檢討自己的財產收入, 做個樂意奉獻的兒女, 讓

我更能享受主耶穌應許的豐盛生命. 奉耶穌名求, 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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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8. 26 靈修 (週六) 

題目：【神是你恩賜的使用者(一)】 

 

【閱讀經文】（尼 11: 1-14） 

       1 百姓的領袖住在耶路撒冷。其餘的百姓抽籤，每十人中

選一人來住在聖城耶路撒冷，另外九人住在別的城鎮。2 凡甘

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為他們祝福。 

       3 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殿役和所羅門僕人的後裔都

住在猶大的城鎮，各在自己城內的地業中。本省的領袖住在耶

路撒冷的如下：4 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一些猶大人和便雅憫人。 

        猶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孫亞他雅；亞他雅是烏西雅的兒

子，烏西雅是撒迦利雅的兒子，撒迦利雅是亞瑪利雅的兒

子，亞瑪利雅是示法提雅的兒子，示法提雅是瑪勒列的兒

子；5 又有瑪西雅；瑪西雅是巴錄的兒子，巴錄是谷‧何西的

兒子，谷‧何西是哈賽雅的兒子，哈賽雅是亞大雅的兒子，

亞大雅是約雅立的兒子，約雅立是撒迦利雅的兒子，撒迦利

雅是示羅尼的兒子；6 住在耶路撒冷所有法勒斯的子孫共四百

六十八名，都是勇士。 

       7 便雅憫人中有撒路；撒路是米書蘭的兒子，米書蘭是約

葉的兒子，約葉是毗大雅的兒子，毗大雅是哥賴雅的兒子，

哥賴雅是瑪西雅的兒子，瑪西雅是以鐵的兒子，以鐵是耶篩

亞的兒子；8 其次有迦拜、撒來，共九百二十八名。9 細基利

的兒子約珥是他們的長官；哈西努亞的兒子猶大是耶路撒冷

的副長官。 

       10 祭司中有約雅立的兒子耶大雅，又有雅斤，11 還有管

理上帝殿的西萊雅；西萊雅是希勒家的兒子，希勒家是米書

蘭的兒子，米書蘭是撒督的兒子，撒督是米拉約的兒子，米

拉約是亞希突的兒子；12 還有他們的弟兄在殿裏供職的，共

八百二十二名；又有亞大雅；亞大雅是耶羅罕的兒子，耶羅

罕是毗拉利的兒子，毗拉利是暗洗的兒子，暗洗是撒迦利亞

的兒子，撒迦利亞是巴施戶珥的兒子，巴施戶珥是瑪基雅的

兒子；13 還有他的弟兄作族長的，共二百四十二名；又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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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帥；亞瑪帥是亞薩列的兒子，亞薩列是亞哈賽的兒子，亞

哈賽是米實利末的兒子，米實利末是音麥的兒子；14 還有他

們的弟兄，大能的勇士共一百二十八名；哈基多琳的兒子撒

巴第業是他們的長官。 

 

【釋義】 

尼希米記十一、十二章經文記載很多名字，這使我聯想起聖

誕卡來，當電子郵件未盛行的時候，每年的 11 月底 12 月

初，我和內子就會取出一張在一年內很少聯絡的親友名單，

把聖誕信夾在聖誕卡裏寄給這些親友，目的是讓對方知道我

們的近況和保持聯絡。不過聖經每一章經文的記載都有其獨

特的意思，十一章記載一些在耶路撒冷內、外居住的人，十

二章中亦記載所羅巴伯歸國時期首先返國的一批祭司與利未

人，為甚麼要記載這批人的名字呢?我相信最少有三個原因：

(1)即時鼓勵──沒有記載每一個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因為是

按照他們的支派背景、工作或責任而先記取當中的領袖名

字，然後是其他人的數目，但對所有人都有一種即時鼓勵的

作用。(2) 歷史根據──不論何時當我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便會想起這批曾經住進耶路撒冷和服侍耶路撤冷的歷史人

物；更重要的是 (3) 屬靈鼓勵──神記念我們每一個人。 

 

如果耶路撒冷的城牆可以比作今日的教會，那麼這兩章經文

所提到的七種人，你是其中的那一種人呢？ 

 

甘心的百姓 (十一 1-9) ﹕耶路撒冷城牆在未修建前是一片頹垣

敗瓦，容易受敵人侵擾。百姓修造好城牆之後，為了保護城    

牆，尼希米要求居住在城外的百姓遷入城中居住，但是可能

願意遷來耶城居住的百姓不多，所以用抽籤的方法，將人口

的十分之一遷入耶城，而猶大人和便雅憫人都是甘心樂意遷

入耶路撒冷的人，他們遷入之後，領袖和祭司都為他們祝

福。若用耶路撒冷比喻作今日的教會，你是否甘心樂意甚至

歡喜快樂到教會來呢？是神的愛吸引你來？還是朋友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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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其他原因驅使你來呢？ 

 

供職的領袖 (十一 10-14)﹕這處記載管理神殿內的事情分別

有：管理神殿的(11 節)、在神殿供職的(12 節)、族長(13

節)、大能的勇士(14 節)等等；11 及 12 節提到在神殿服侍的

祭司可以比喻作現時在教會擔任全職的受薪同工。 

 

【思想】 

若將昔日尼希米時代甘心的百姓與供職的領袖比作今日教會

的會眾與領袖，我們今天是否像他們那樣忠心、開心亦是同

心的運用恩賜為神建殿？ 

 

【祈禱】 

感謝神讓我們成為基督耶穌的身體. 求天父讓我更珍惜, 更欣

賞地方教會的弟兄姊妹. 求天父讓我在記念普世教會時, 完全

消除門戶宗派之間的成見. 奉耶穌的名求, 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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