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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內湖分堂租約將於2016年9月到期。現址因樑柱較多，

做為會堂會有諸多限制。因此，希望尋求現址之外，是否

有更合適的會堂，讓我們可以有一個好的空間、地點，來

敬拜神。藉著禱告，讓我們可以一同來經歷上帝奇妙的作

為，在主裡合而為一。建立共同的異象。

（一）教會為推動購堂計畫，成立以下四個小組：

1.選址組

2.宣傳組

3.財務組

4.禱告組

（二）各小組職責：

1.選址組：評估新址，包含交通便利性、停車、內部勘

信友堂內湖分堂

購堂禱告計畫
／陳仁釗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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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樓高、柱位、管理費、使用空間、現有之設備、隔

間、廁所、房價、屋齡。地點勘查。內湖區域，單價/總

價調查。

2.宣傳組：傳遞購堂訊息給所有會眾、團契、基督教機

構。對外及堂內募款計畫推動，討論是否成立專屬網

站，今年度信友通訊內湖專刊介紹內湖分堂的購堂計畫

等等。

3.財務組：設訂購堂預算，評估還款能力。訂定建堂基金

（頭期款）初期目標，各種財務支援之可能性，與宣傳

組配合，推動募款，設立購堂專戶，募款義賣會等等。

4.禱告組：推動各團契、小組及全教會禱告計畫。不定期

至本堂各團契、小組，一同為購堂禱告。推動每日接力

禱告計畫、禁食禱告。

二、禱告內容：

1.求神為我們預備合宜的地點，讓內湖分堂的弟兄姊妹，

可以有一個會堂，來自由的敬拜上帝。

2. 按神的心意，預備合適的空間大小。

3. 新的會址，有一個友善的管委會，並歡迎教會為鄰。

4. 為購堂所需的經費，包含頭期款、裝修費用及每月必須

支付的利息禱告，求神豐豐富富的預備，讓我們不致缺

乏。

5. 求神賜給所有參與購堂計畫的同工及弟兄姊妹能力與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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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內容口訣：上帝大有權能

1.上帝（地）：新會堂合適的地點

2.大：新會堂合宜的大小

3.有：友善的管委會/鄰居

4.權（錢）：足夠的財務、金錢

5.能：負責同工有能力及智慧

上帝 大 有 權能

（地）（友）   （錢）

三、禱告計畫

1.365全體代禱網。每一個人都能成為代禱勇士，每天都能

為購堂禱告守望。

2.每一個家庭，在家庭祭壇的時間，一同為購堂禱告。

3.每一個團契、小組每次聚會時，分別出一段時間為購堂

禱告。

願神推動我們一起禱告，在禱告中開始，在禱告中完

成建堂，不負主耶穌所託，以內湖地區為基地將福音傳揚

至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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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轉型與蛻變
／陳筱震弟兄

信友堂內湖分堂的詩班

成立於建堂之初，

當時由鄭大勉牧師、唐瀛

師母帶領，每週日崇拜均有獻詩。當年幾乎全教會弟兄姊

妹都為詩班成員，獻詩時往往台上詩班人數較台下會眾還

多。教會弟兄姊妹家的婚、喪禮拜及教會節慶、聖誕社區

報佳音等特別獻詩，全教會均自動組合成詩班，選擇大家

都熟習的詩歌，稍事練習即可上場，並於需要時向台北母

堂借用詩袍壯行色。 

詩班第一次的婚禮獻詩就遠赴石牌堂，幫李紳弟兄娶

回佳玲姊妹，增添內湖堂人口；感謝神，如今他們的長女

李愛已五年級且是兒童詩班台柱了。此時期的詩班，可稱

為「全民歌唱班」，就如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的

年代，聖經出埃及記十五章記載，當以色列人過紅海，看

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華，那時摩西

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歌。摩西指揮了二百萬以上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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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的大合唱及申命記三十一章、三十二章記載的耶和華

命摩西寫歌，教導以色列人世代傳唱「摩西的歌」，都是

「全民詩班」的年代。 

馬清璽牧師和周玉如師母接任內湖分堂後，引導成立

正規的詩班，他們請當時每月一次支援內湖分堂司琴的李

惠貞老師擔任詩班指揮，詩班遂脫離全民自由參加階段，

由幾個家庭成員為基本成員組成固定班員，由指揮搭配教

會講台，選詩歌，定時練習，定時獻詩（每月兩次，外加

聖餐一次）。此時詩班隨時招募班員，不設任何門檻，只

要有興趣參與，不論是否有音樂基礎，是否識譜，是否受

過洗均歡迎加入，相信基督徒可從唱詩歌中得到造就，慕

道友可從唱詩歌中得見救恩，並得救贖。 

詩班除了在會堂中獻詩讚美神，也是領人得救傳福音

的團契。在此異象引導下，不論嗓子好不好，唱的音準不

準，能不能識譜，詩班都將之融入，四部合唱，常唱出八

部合音；但聖靈仍使用如此器皿感動會眾及班員，奇妙帶

領許多慕道友先加入詩班，於詩歌中蒙召參與服事，信主

受洗，並得造就成為教會同工執事。詩班班員的成長茁

壯，因著詩歌伴隨與祝福，實成就於無形。 

此時更有詩班之友黃曹梅琪老姊妹慷慨奉獻訂做全新

詩袍，詩班的服事亦趨於完整，如此型態持續多年。然詩

班的服事逐漸因囿於既有模式，且班員成長並兼負教會其

他事工，練唱、獻唱常常不能準時開始，致練唱時間冗

長；加上班員平均年齡逐漸增加，雖不斷呼召年輕人都望

之卻步。惠貞老師遠從新店來內湖15年（從1996年起就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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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內湖堂司琴），且在台北母堂仍有拿俄米團契及兒主班

主任的服事；但內湖分堂快速成長，不再是幾個家庭組成

的小教會，此時，詩班又到了轉型時刻。 

2010年末馬牧師、師母將轉型異象帶入，重新思想詩

班的方向。最早的成型詩班是由大衛王所設的，大衛王按

神的吩咐安設約櫃於大衛城的會幕後，派人在耶和華殿中

管理唱歌的事，他們（利未的後裔）就在會幕前當唱歌的

差（歷代志上六31-32節），此為聖經記載最早的成型詩

班。及至所羅門王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華的殿，約櫃安

設至聖所後，歷代志下五章11-13節記載「所有祭司都已自

潔，並不分班供職，他們出聖所的時候，歌唱的利未人亞薩、

希幔、耶杜頓和他們的眾子眾弟兄，都穿細麻布衣服，站在壇

的東邊，敲鈸、鼓瑟、彈琴，同著他們有一百二十個祭司吹

號。吹號的、歌唱的，都一齊發聲，聲合為一，讚美感謝耶和

華。」詩班應是神的聖殿裡歌唱的祭司，應有年長的、年

輕的，應專一服事，且應發出合一的聲音讚美神。經一整

年為詩班轉型禱告及祈求，神賜下新的指揮馬淑慧老師，

從2012年1月接任，讓惠貞老師卸下內湖的重擔，回到台北

堂服事。 

小馬老師外表看似酷冷，接觸後方知平易近人，對合

唱、司琴十分專業、細膩又執著；對信仰服事極其忠心絲

毫不妥協。她費心盡力每週製作詩班通訊，除詩班服事事

務外，更分享她靈修心得，傳達詩班班員代禱事項，關懷

每位班員及班員的家人，並為提升詩班班員對所要獻唱詩

歌熟習度，花費極大心力製作分部、整體及鋼琴聲音電子



信

友

園

地

信友通訊
2013·03 32

檔，經Internet寄送各班員，讓每位班員都能聽音索驥，即

使不識譜，亦能藉由多聽、跟唱而學會。練唱過程她更徹

底詮釋詞及曲，引人入勝的教導，吸引了許多年輕弟兄姊

妹加入，為詩班注入大量新血，除了詩班平均年齡大幅下

降外，其具備深厚音樂基礎、屬靈恩賜及忠心服事的心，

更提升了詩班水準，讓詩班在短短一年，每一聲部都能捨

去自我表現，唱出同一音高、同一節拍，同一強弱的聲

音；除了自己的聲部外，更開始學會聽其他聲部及鋼琴樂

器，而能聲合為一的讚美神。感謝神聽我們的禱告，引導

帶領詩班除了轉型得祭司職份，按時在聖殿供職外，更蛻

變成具聲合為一能力的四部合唱的歌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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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中的讚美
╱白文麗

編按：

白文麗姊妹在過去約兩年的時間近乎走過死蔭幽谷，詩

作是當她走過了死蔭幽谷之後回溯所寫下的，共有二

十多篇，節錄以下，盼望身在生命難處、身處困境中的弟

兄姊妹可以得著激勵。

讚美詩之一：經歷神

主啊！求祢在我心裏動工， 

使我仰望祢，由衷~~

經歷了病痛， 

前事萬里如夢， 

錯失寶貴聖靈， 

生命好似一陣秋風。 

主啊！求祢讓我甘心等待， 

直到應許迎面，到來~~ 

穿越了霧靄， 

山川大地如新， 

緊握祢的衣襟， 

生命立時進入永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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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詩之二：靜默無言

靜默無言

跪倒在祢施恩寶座前

沒有語彙

可以述說祢的細膩恩典

靜默無言

淚水卻滿溢心田

祢保護、扶持、拯救

日月更迭，大能顯現

喔~~真的只能靜默無言

祢修補破碎瓦片

澆灌乾涸荒泉

這重生滋味啊

如今已封存在我靈裡面

最深的靈裡面

讚美詩之四：信靠主多美好 

春天舞蹈，油加利樹梢

秋日曲調，楓林間環繞

晨曦光芒，呼應我禱告

夜星明亮，歡唱如波濤

若沒有主，苦難如何細細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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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主，荒冷的心何處依靠

信靠主多美好，得靈糧必定足飽

信靠主多美好，嚐恩典喜樂眉角

信靠主~就是、就是這麼地美好！

讚美詩之十一：昨日，今日，明日         

（1）今日回首昨日

 無非洶湧兩字

 主的恩手扶持

 順服領受今日

 橫渡大海無遲

（2）今日翹首明日

 仍是一片未知

 然已明確認識

 每個屬主日子

 皆如昨日今日

（副歌）主的保守與看顧

 走完一日又一日

 患難病苦漸消逝

 信心喜樂長相廝

 每日都是主恩賜

讚美詩之二十一：安靜等候神         

（1）安靜等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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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漸開

 傾聽憩鳥的遭遇

 樟樹輕擺

 傳遞晨風的撫慰

 小窗招手

 邀請暖陽更貼近

（2）安靜等候神

 櫻花，漸漸開

 樟樹，輕輕擺

 小窗，招招手

 我心含淚喜樂

 與神同在，與神同在

 祂貼近撫慰一切遭遇。

後記：

神的工總是超出我們所思所想，二十一首讚美詩中已

由蔡如霖弟兄譜曲八首，黃錫經弟兄譜寫一首，傳唱於家

庭小組詩班，並經徐自潔姊妹與徐恩頎姊妹於福音廣播節

目中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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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恩典

未信之時即蒙恩惠 
／高素華

差不多兩年前的十二

月，有一天，我的

好朋友莊寶玉姊妹打電話

給我，她說：「高素華，

我帶妳去吃飯。」 我當然說：「好！」因為我很愛吃，看

我身材就知道了。沒想到，她把我帶到她的教會「東光教

會」參加聖誕愛宴，我認識她十幾年，她從來沒帶我去過

她的教會。因為我家是拜拜的，所以我也是生平第一次到

教會。 

那天，我們一共去了四個人，當愛宴快結束的時候，

他們三個人都抽到獎，只剩我沒有。當時剩下兩個大獎，

一個是自行車，一個是電暖爐。 我朋友就說：「 高素華，

妳中二獎好了。」因為我不會騎自行車，那時我老公剛離

世沒多久，那年冬天又特別冷，我朋友話還沒說完，抽獎

台那邊馬上叫：「 高素華！」感謝主，我真的中了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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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真的知道我需要什麼。回家我把這個過程說給我女兒

聽，我女兒想也不想，馬上回我一句話：「上帝要妳去信

耶穌。」之後，我沒有再去教會。 

安然度過黑暗幽谷 

差不多過了大半年，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林秋姊妹，

想不到她也信主了！感謝林秋姊妹把我帶到這個大家

庭——信友堂。那時是我人生的黑暗期，很痛苦，因為我

在四年內失去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人， 一個是老公，一

個是大兒子，人生最苦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他們剛離

世的那幾年，我還沒信主，那時每天早晚都幫他們誦經，

早也哭，晚也哭。有時候半夜也爬起來抱著兒子的照片

哭。每次去看他們，都抱著骨灰罈哭。 

自從我信主，我不哭了，我每次去看他們，都在那裡

禱告。 

自從信主後，感謝主讓我在這教會裡得到溫暖與關

懷，我現在心情很好，也很快樂，就像小組長明昌弟兄所

說，我剛到教會時，一個臉像苦瓜，沒笑容，現在的臉像

蘋果，有笑容了！ 

感謝主給我恩典滿滿。謝謝我的家人能接受我信主，

尤其是我女兒跟我媽媽看到我整個人都變了，有朝氣，不

亂發脾氣，都鼓勵我早早受洗。我本來是聖誕節要受洗，

媽媽說她已經96歲了，怕12月天氣會很冷又下雨，不方便

出門，沒辦法參加我的洗禮給我祝福，因此在2012年8月19

日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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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救主見證神恩 

感謝主讓我每個禮拜都可以敬拜主，也可以參加詩

班，馬老師耐心的教導我，我做夢都不敢想竟然可以參加

詩班唱歌，因為我連簡譜都不會看，也謝謝詩班的弟兄姊

妹對我的包容與關懷。感謝主讓我也敢在眾人面前作見

證，信主之前我是個最怕上台講話的人，信主後卻敢站在

講台和大家分享我向神的感恩；自從我信主受洗後，我把

以前不好的事都戒了，我的人生曾經是從雲端到谷底，媽

媽說我受洗後，是我的重生，這真的是上帝給我勇氣與信

心，是主讓我找到人生的方向，物質雖缺乏但精神富有，

讓我可以靠主好好得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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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奇異之路
／耿孝宜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祂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

祂的慈愛離開我。

2012年9月5日傍晚，工作忙碌中突然接到新竹家人來

電，電話那頭傳出緊急、焦慮的聲音，告知父親急性心肌

梗塞緊急送進開刀房急救。

心想怎麼可能！父親身體一向健朗，平日蔬果、運動

樣樣不缺，發生急性心肌梗塞前一日還打四個多小時的籃

球，沒想到心臟疾病會突然臨到，現正與死神拔河中，當

下身為女兒的我除感震驚、無助外，也感生命無常。心中

不斷禱告求生命的主可存活高齡84歲父親的生命，即或不

然，也讓父親可尊榮的離世。

禱告完後快速聯絡丈夫，一家人火速趕回新竹。到了

醫院加護病房，看見父親全身插滿管子，無力地呻吟著，

心中極度不捨和傷痛；想當年父親年輕時隨國民政府抗戰

剿匪，生活起居一切自理，到如今年老體衰卻遭受病痛折

磨。當下，我求主醫治還是慕道友的父親，讓他殘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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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受洗，藉著主的

光，身心靈可徹底獲

得改變。我無助地望

著在床榻上的父親，

眼眶佈滿淚水。主

阿！你存留父親的生

命必有美意，求你使

他經歷救恩之樂，得

享救恩之福。求你使用我把福音帶入父親心中，因孩子相

信他在天國會好得無比。

醫師告知在緊急施予心導管過程中父親曾一度心跳停

止，為要搶救生命，用大量急救藥物及顯影劑，造成腎臟

功能大量負荷，功能被破壞，因此有可能會腎衰竭，醫治

好後要有終身洗腎的預備。聽完心中不禁吶喊，主阿！這

結果令人無法接受，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結果，注重養身的

父親，肯定無法接受，他寧願求死。

告知教會牧者及弟兄姊妹並北醫團契契友，緊急發佈

禱告網。隔日，父親一直未排尿，我多次與醫院醫護人員

了解父親病情，進行溝通，反映家屬的意願。身為醫護人

員的我，心中更深刻體會病患家屬的難處和痛苦，也再次

明白主帶領我從事醫護工作多年，是主對我極大的恩典和

憐憫。晚間，父親有尿意（超過24小時無解尿），但解不

出來，經緊急檢查發現原來尿道口被血塊堵塞，血塊移除

後，尿液即正常排出，父親腎功能也趨正常。讚美主，主

再次施恩給我們。這是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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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經由母親的細心照料下，父親的病情趨轉穩

定，雖經歷三次病危，大能醫治的主，延長父親的年歲。

現在，父親心血管呈嚴重阻塞狀況，年紀大也無法負荷開

刀，心臟功能僅剩三四成，隨時也可能因心臟缺氧離世。

感謝主在主後2012年9月16日，馬清璽牧師的洗禮，郭美鈞

執事、黃莉貞姊妹與家人見證下，父親終於在病床上接受

救主。更令人驚訝的是，今日也是我和繼張結婚六週年的

日子。信實可靠的主，你所預備的超過我們所求所想。這

是耶和華所訂的日子，我們在其中當高興歡喜。

如今，我並不牽慮父親病況，藉由這次事件，讓我再

次經歷主的信實、主的慈愛。藉由禱告把重擔、憂慮全然

卸給主。謝謝愛我們的牧者及主內肢體所擺上的一切，因

著愛我們的主，我們再次一起經歷聽禱告的主，祂所施行

的大能和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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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主寶貝
╱林燕妙

我今年三十四歲，是個癌症病

人。

我二十九歲時結婚，婚後兩個

月，突然腹痛高燒急診，發現罹

患直腸癌第三期，那時候病況很

危急，腫瘤很大而且在腹腔破

裂，有立即的生命危險，前前後

後動了五次腹部手術，做了永久性的腸造口。因為癌症復

發過兩次，所以化療做了三十七次，放射治療做了三個階

段，還有至少三十多次以上的住院紀錄。

因為化放療，身體也出現了許多副作用，其中一種副

作用是兩邊輸尿管狹窄。我的兩側輸尿管因為放射治療導

致狹窄，以至於常常會有腎臟水腫和腎臟衰竭的情形，需

要長期放置人工輸尿管支撐，但效果卻不好，常常會堵

塞，原本預期可以放半年以上的管子，變成每一個半月到

二個月就需要到手術房自費更換新的管子，但始終無法

支撐更長的時間；於是在兩三年裡，腎衰竭一直反覆的發

作，我和先生就一直進出醫院，有一次甚至嚴重到差點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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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洗腎。

為了延緩管子的使用壽命和減少腎功能負擔，也曾經

把尿袋綁在腿上然後穿著長裙，這樣帶了將近半年的尿

袋。長期裝尿管容易腎臟感染常發燒住院，所以也試過每

天自行導尿十多次；醫生提醒我，以後輸尿管怕只會愈來

愈窄，要有心理準備，怕哪天人工輸尿管裝不進去⋯

我和我先生壓力很大，一波又一波的治療，到底何時

會有盡頭呢？每次進去開刀房，我們都很緊張，怕萬一手

術失敗該怎麼辦？我們總會不由自主的假想所有令人害怕

的可能性。教會中有許多弟兄姊妹常常為我的身體禱告，

玉如師母也常常為有新材質的管子禱告，感謝神，在這段

艱苦的日子裡，祂都一路保守看顧著。

我的身體狀況真的不是很理想，肉體軟弱，常常心靈

也跟著軟弱。但我仍然渴望有機會可以服事神，想著或許

可以為上帝做一些事情。我渴望和這位神同行，與神同行

是件何等可貴的事情；世界上沒有一位神是這樣的：祂與

我們肩並肩一起走，我們心思意念祂都知道，我們難過傷

痛時祂來安慰，我們困倦疲乏時祂賜下能力，我們被現實

生活擊倒在地時祂仍留一口氣息給我們。

活到三十歲才認識這位神。過去的我都在為自己為工

作忙碌，如今，我禱告上帝給我機會來服事祂。可是，身

體這麼差，怎麼辦呢？

然而，在2011年的八月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因著上帝

的帶領，我有機會與一群親愛的媽媽們承接了「寶貝班」

的服事。「寶貝班」是教會一項全新的兒童主日學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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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的對象是一群從出生到一歲半的寶寶，是才剛剛從父

神那裏來到世上的孩子。我很開心上帝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來服事祂，心情是興奮是期待，但也緊張沒有把握能做

好，同時也害怕自己的身體狀況無法負荷！

果然，在八月底腎功能又有衰竭的情況，面對即將而

來的服事，心裡實在是慌亂，心想上帝可能不會要我服事

祂了⋯⋯我很認分的到醫院診間報到，在等待看診的時候

忍不住一直哭泣。沒有想到進去診間，醫生卻很興奮的告

訴我有一種新材質的管子比較堅固耐用，可以在我身上試

用看看。我很驚訝，這實在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我覺得

當時醫生都比我開心耶。那時的心情就像坐雲霄飛車，一

點也不誇張！

我們在九月三日更換了新的管子，之後在九月的第三

個星期寶貝班如期開班。我其實不確定能為上帝做些甚

麼，也不知道自己身上的新材質管子能撐多久，在面對寶

貝班的服事，眼淚和挑戰是不缺的，但更多看見的是上帝

滿溢的愛和豐盛的恩典。上帝知道我軟弱的地方，懦弱不

夠勇敢也不擅與人來往，感謝神，祂在這當中差了許多弟

兄姊妹成為天使，給我許多的幫助和提醒。

直到如今，寶貝班已經成立屆滿一年，我的管子在身

上也有十二個月了。在這十二個多月的日子裡，我沒有住

過院！

上帝的恩典是夠用的，是真實的，深深刻印在你我的

生命當中。去年來到寶貝班的孩子都還不太會走路，練習

走路時常常不穩，很需要爸媽牽著手一起走。孩子跌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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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覺得挫折，會坐在地上難過哭泣，爸媽總會趕忙安

慰，我在旁看著，也預備一個安全的環境讓孩子活動。寶

貝班就像一個剛在學習走路的孩子一樣，其實我們都是那

孩子，需要上帝牽著我們的手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踏。

有一首老詩歌這樣寫著：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應許，常晴無雨，常樂無痛苦，常安無虞。

神卻曾應許，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

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無限的體諒，不朽的愛。

回想起化療掉髮虛弱的日子，對我來說，如今能用梳

子和吹風機就是極大的恩典！每天早上睜開眼睛，能夠躺

在自己舒適溫暖的床上，而不是在病房，這就是恩典！一

路走來有家人和先生的陪伴照顧與支持，就是恩典！有弟

兄姊妹用禱告托住，能參與探訪服事和主日學的服事，這

都是上帝的恩典！

到今天，大偉和我結婚已經滿五年了，我罹癌也滿五

年了。五年以前的我，真的想不到我會活下來，而且還和

大家分享主在我身上的恩典和奇妙作為。對某些正遭受苦

難的朋友們來說，生命或許是殘酷的，但是因為上帝的

愛，我們可以勝過一切。總有跌倒碰撞的時候，總有挫折

流淚的時候，總有委曲不知如何的時候，可是愛我們的上

帝總是在我們身邊，一步也不曾離開。因為上帝的同在，

讓我們的人生，即便遇到苦難，受到挫折，始終充滿期

待，充滿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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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小天使的一封信
╱回應主愛的人

親愛的小天使：

我的小天使，雖然我不知道您是誰，

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謝您。

感謝主，看到我悲傷，我的無助，

看到我在幽谷中走不出來，所以派您來救我。

當我收到來自主的愛，您給我的奉獻，

內心五味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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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自己有些不堪，

好像我的缺陷被誰看到了：

「有人知道我沒有錢！」

最後，我躺在床上卻是無限感動及感恩。

主看顧我，

主知道我，

所以，派您來安慰、撫慰我，

我內心充滿了滿滿的愛，喜樂的眼淚，陪我睡去。

我要讚美主，這個奉獻是愛，

讓我知道主愛我，有人愛我，

我要好好珍惜，保存在心底，那份感動和激動。

這份愛會被傳播到其他人的心裏，

就像主的愛早就行在每個人身上一樣。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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