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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第 10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着祂的靈指引我們，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和這一課有關傳揚神的國的教導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撒上十五 – 十八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撒上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羅馬書的鑰節］ 
(4) 羅二：15 

 
兩人一組複習。 
(4) 羅二：15。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

為是，或以為非。 

 

4 
研經（85 分鐘）                                                 ［羅馬書］ 

  羅三：1-20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羅三：1-20。 
 

在羅一：18-32，保羅指出外邦人正在經歷神的忿怒，並且他們需要神的義。在羅二：1-29，他指出猶太人也正

在為自己積蓄神的忿怒，他們也需要神的義。在羅三：1-20，他駁斥猶太人對他的論點所作出的反對，並且確

定他的教導，就是在神眼中沒有一個外邦人或猶太人是義的。他引用聖經來證明這一點。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羅三：1-20。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三：1-8 
探索 1。保羅說外邦人和猶太人在神面前都被定罪，並駁斥猶太人對這論點所作出的反對。 
 

無論基督徒在何處宣揚真理，反對基督徒的人都會提出反對的意見，為要證明基督徒是錯的。因此，不信的猶

太人反對保羅所傳的福音，想要在世人面前破壞他的名聲。他們反對保羅，正如他們從前反對舊約時代的先知

和新約時代的耶穌基督一樣。 
 

猶太人普遍認為，自亞伯拉罕的時候開始，神就揀選猶太人作祂的子民。他們相信，如果猶太人透過遵守律

法，特別是肉身的割禮，與神保持關係，他們就永遠不會像外邦人那樣被定罪（太三：9；約八：33）！猶太

人認為神永恆的國度只會賜給全世界的猶太人。他們也認為，不管他們怎樣犯罪和悖逆神，神的國也會賜給他

們！ 
 

耶穌在太八：11-12 已駁斥了猶太人的觀點，祂說：“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裏與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裏去，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太八：

11-12；參看二十一：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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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也在羅二：5 反駁了猶太人的這個觀點，他說：“你竟任着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

致神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 
 

猶太人強烈反對保羅在羅馬書第二章的論點，就是猶太人將會在最後審判的日子與外邦人一同被定罪（滅亡）

（太二十五：31-46）。猶太人提出兩個主要的反對意見。 
• 他們所提出的第一個反對意見是，神賜給猶太人的某些好處或特權，是沒有賜給外邦人的。根據猶太人所

言，這些好處或特權保證猶太人永遠作神的子民，有義務遵守所立的約（律法），並且永遠不會被神棄

絕。 
• 猶太人所提出的第二個反對意見是，無論猶太人如何不忠，神都有義務信守祂對猶太人立約的應許。 

 

但聖靈賜智慧給保羅，指示他如何駁倒那些不信的猶太人所提出的反對。我們知道反對他的人無法敵擋他藉着

智慧和聖靈所說的話，這實在令人鼓舞（太十：17-20；徒六：9-10）！ 
 
 

三：9-20 
探索 2。保羅引用舊約證明外邦人和猶太人在神面前都被定罪（滅亡）。 
 

保羅駁斥了猶太人的錯誤論點之後，就在羅一：18 至三：8 總結他的論點，他指出，就稱義而言，猶太人並不

比外邦人擁有更大的好處或特權。沒有一個人比別人擁有更大的好處。人人都在罪的權勢、玷污和愧疚之下，

因此，都是公公正正的被神定罪（註定滅亡）（三：9）。 
 

在羅三：10-18，保羅以聖經的見證來證明罪的普遍性這教義。他引用了幾段耳熟能詳的舊約經文，向猶太人

證明連他們自己的聖經都譴責他們。猶太人的反對聲音都因神在聖經中權威的話而沉寂下來了！ 
 

保羅斷定神在聖經中的具體啟示是針對每個熟悉這啟示的人。它塞住每個因自己的罪惡而提出反對之人的口。

在最後審判的日子，人人都要站在神審判的寶座前，按着自己的行為受審判。神要各人為自己的思想、動機、

態度、計劃、關係和行為負責。神不會因一個人遵行律法而稱他為義！律法根本無法使一個人稱義或得救！相

反，律法使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並且需要神的義。律法使人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救主！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羅三：1-20 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三：1-2 
問題 1。為什麼神賜給以色列人的特權無法保證猶太人必稱義呢？ 
筆記。 
 

在羅二，保羅斷定猶太人跟外邦人一樣，都無法逃脫神的審判。他們被定罪，不是基於他們的特權，而是基於

他們自己的行為，以及根據他們對神的啟示有多少認識。 
 

猶太人提出反對，認為保羅的結論與實體或民族上的以色列國（猶太國）公認的特權或好處並不相符。猶太人

認為神賜給他們的一切好處，都證明神已接納他們，並且永遠不會棄絕他們。 
 

保羅承認猶太人得着極大的好處（羅九：4-5；弗二：11-12）。他們所得其中一個最大的好處，是神的聖言交

託他們（羅三：2）。這些神的話語後來被記錄下來，成為律法和先知書（即舊約聖經。參看路二十四：25-
27，44-45；約五：45-47）（羅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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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羅認定猶太人所得的這一切好處並不保證他們稱義或得救！舉例說，律法和先知書譴責所有人，包括

猶太人，都是不義的（羅三：10-18）！因此，猶太人也是不義的，並不會因他們所得的特權和好處而稱義！

沒有任何一個特權能使他們在最後審判的日子免受神的震怒。 
 

之後，保羅宣告所有人，猶太人和外邦人，只能夠藉着相信耶穌基督而稱義（羅三：22）！ 
 
 

三：3-4 
問題 2。為什麼神的信實不能保證猶太人必稱義呢？ 
筆記。 
 

猶太人提出反對，認為保羅的結論與神必信守祂對以色列人所作的應許並不相符。猶太人認為，即使以色列人
對神不忠，神是信實的，必信守祂的應許。他們錯誤地認為，神信守祂的應許就必保證他們稱義，不管他們對

神是何等不忠。 
 

保羅認定神的信實是無庸置疑的。神對以色列的信實和祂對以色列的應許也是無可置疑的！ 
 

然而，以色列人對神的不忠（他們的不信和不順服）或會受到質疑！以色列人的不忠是顯而易見的，他們不履

行神立約的應許所附帶的條件（包括相信和順服）（來四：1-2，6）。舉例說，律法和先知書記載，猶太國最

偉大的君王大衛王承認自己是完全不義的。他譴責自己是一個惡人，但仍然承認神是完全公義的（詩五十一：

4-6）！這個舊約中的例子證明神總是公義的，但猶太人不是公義的。神向以色列人立約的應許有兩個條件：

他們必須相信和順服。只要以色列人遵守立約的應許所附帶的條件，神就信守祂立約的應許。然而，當猶太人

忽略自己的責任，沒有履行立約的應許所附帶的條件，神就沒有義務守着祂立約的應許了。 
 
 

三：5-8 
問題 3。為什麼神的公義不能保證猶太人必稱義呢？ 
筆記。 
 

猶太人因着一個錯誤的論點而預期在最後審判的日子免受神公義的審判。他們辯稱他們的不義更彰顯（顯出）

神的義。他們辯稱神的義與他們的不義對比越大，神公義的性情就越閃耀，人們就越容易看到神的義是何等的

偉大！他們典型的人類論點是，若猶太人的虛謊和不義越發顯出神的真實和公義，並給神帶來更大的榮耀，那

麼，神若因猶太人的不義而譴責他們，祂就不公平了！ 
 

保羅指出這樣的推論不但是極邪惡的，而且完全站不住腳。這樣的推論是極邪惡的，因為這使神變得像不義的

猶太人一樣不義。如果神不譴責和懲罰猶太人的邪惡，祂就是不義的，也無法審判猶太人了！ 
 

此外，邪惡的外邦人也可以使用同樣的論據，神也無法審判外邦人了。這樣，神就無法審判世上任何一個人

了！猶太人這樣的論據提倡不道德的教導，換句話說，“人作惡越多，所產生的善越多”！或說“人犯罪越

多，就越榮耀神。”神還怎能審判罪人呢？ 
 

保羅指出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並不是因行律法，這教導並不表示，儘管人持續地不虔不義、無法無

天，也必得救。那些辯稱自己雖然不虔不義、無法無天也必得救的猶太人，全然被神定罪（滅亡）是該當的。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的人”（賽五：20）。所有導致不道德行為的人

類或宗教教導，都是虛假的教導！ 
 
 

三：9-18 
問題 4。保羅如何證明外邦人和猶太人在神面前都被定罪這個教義？ 
筆記。 
 

 (1) 聖經是教義（基督徒必須相信的事）和生命（基督徒必須如何行事）的最終權威。 
保羅在羅一：18 至三：8 的論點指出，猶太人和外邦人都同樣在罪惡之下。就稱義而言，猶太人並不比外邦人

擁有更大的好處和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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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從聖經中引用了幾段經文來證明這個教導。這表明猶太人的看法（信仰或信念）從來都比不上聖經所說重

要的事！聖經是基督徒的教義（基督徒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行為）的最終權威！唯有神自己宣

告罪的普遍性：人人都在罪的權勢、玷污和愧疚之下，並且被定罪（註定滅亡），不拘是什麼人都沒有分別。

保羅從舊約中引用了幾段耳熟能詳的經文，向猶太人證明連他們自己的聖經都譴責他們！ 
 

 (2) 聖經證明不義的普遍性。 
這是引自詩十四：1-3 和詩五十三：1-3：“沒有人本身是義的”。若沒有聖經的啟示，“沒有人能真正明白”

神的真理或他自己可悲的處境。“沒有人尋求神”，換句話說，人順着自己的本性、能力或智慧，沒有一個是

順服、服事或敬拜神的。屬血氣的人離棄聖經中的神，逃避那條通往神那裏的正路。“每個人都變為無用”，

意思是每個人都變得道德敗壞（腐敗）。“世上沒有一個人行善”，意思是神接受他是良善的（參看路十八：

19）。任誰所謂的善行（賽六十四：6）都不足以除去神對罪所發的義怒。屬血氣的人或“信奉宗教的人”一

切所謂的“義行”都像“污穢的衣服”（賽六十四：6）；它們都不足以除去神對罪所發的義怒。在最後審判

的日子，信奉宗教的人的宗教行為和屬血氣的人的善行，都無法使天秤傾向對自己有利的一端！因此，聖經證

明人在屬靈上和道德上的敗壞是普遍的。 
 

 (3) 聖經證明說話的邪惡。 
這是引自詩五：9，十：7 和一四○：3。總是有一些反對的人存在。他們堅稱自己不是罪人，不是邪惡的，也

不是敗壞的。他們辯稱自己沒有殺人，沒有犯姦淫，也沒有偷盜，所以他們不是罪人！然而，保羅以舌頭所犯

的罪來說明每個人的罪惡。人人都用舌頭來犯罪，包括所謂的好人和正派的人。從人嘴裏所說出來的話，就像

從墳墓散發出來的惡臭或虺蛇的毒氣。他們說謊、欺騙、說長道短、咒罵、表現出苦毒，並且用說話攻擊人。

這一切都顯明隱藏在他們心裏的，也證明他們是道德敗壞的（太十二：33-37；十五：18-19）！ 
 

論斷非基督徒時刻都依然是罪（太七：1-2；林前五：12-13）。論斷基督徒，除非是指出明顯的罪（路十七：

3-4；林前五：1-13；提前五：20），否則也是罪！ 
 

 (4) 聖經證明行為的邪惡。 
這是引自賽五十九：7-8。“殺人流血，他們的腳飛跑”這句話的意思是人們稍微受到挑釁就會殺人！地上的

人“所經過的路便行殘害暴虐的事”。地上的人不斷編造理由去發動戰爭，甚至所謂的聖戰，但他們都是為了

不當的理由而發動所有戰爭的！所有戰爭都帶來無謂的破壞和無法想像的痛苦。地上的人順着本性或憑着自己

“不知道平安的路”。換句話說，他們並不“認識”平安的路，因為暴力幾乎不斷遍佈在他們中間。因此，在

世上各國和各派別之間遍佈的暴力和戰爭，尤其證明全人類在屬靈上和道德上都是敗壞的！ 
 

 (5) 聖經證明不虔普遍存在。 
這是引自詩三十六：1。“他們眼中不怕神”。“怕”這個字意味着崇敬、信靠和畏懼。地上的人天生沒有對
神存着敬畏之心，他們也不信靠神。他們不畏懼神的審判。他們行事為人彷彿沒有神一樣。他們生活彷彿他們

總不要為自己的生活方式向神交賬一樣。因此，人們對永生神的不敬證明屬靈上的敗壞是普遍的。舊約和新約

都指出世人普遍的敗壞。 
 
 

三：19-20 
問題 5。保羅指出外邦人和猶太人在神面前都被定罪，他的論點最後得出什麼結論？ 
筆記。 
 

 (1) “律法”這個詞的不同含義。 
保羅指出神的義在律法以外確立，但律法卻證明這義。這是一個清晰的例子，表明保羅輕易從律法的一個含義

轉到律法的另一個含義。若要明白羅馬書，就必須清楚地區分這卷書信中所使用“律法”一詞的不同含義。從

某種意義上說，律法宣告與神使人稱義是相對的事；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律法宣告神使人稱義。“律法”一詞

的確切含義取決於上下文。 
 

“律法（第一個含義：神的聖書、妥拉、舊約聖經）（羅三：19 上）上的話都是對律法（第二個含義：神既

聖潔又公義的要求）（羅三：19 下）（字面的意思）之內（希臘文：en）之人說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

的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保羅論到那些在律法“之內”（希臘文：en）的人（羅三：12，19）（換句話說，

在神要所有人都應當是義人的要求之內），而不是論到那些在律法“之下”（希臘文：hupo）的人（律法的第

三個含義：人們努力遵守道德、禮儀和民事律法，以及他們加在神的律法之上的人為律法）（羅六：14）（換

句話說，那些試圖透過遵守神的道德、禮儀和民事律法稱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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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沒有人是在神的律法以外，因此也沒有人免受神的審判和定罪。 
根據三個論點： 
• 外邦人的不虔不義（羅一：18-32） 
• 猶太人的不法、不忠、不義和虛謊（羅二：21 至三：8 所描述的） 
• 聖經的見證（羅三：10-18 所引用的） 

 

保羅作出以下的結論：“世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神的律法之內”或義的要求（神的義或正義的要求）之內，換

句話說，在神面前人人都必須百分之百的聖潔和公義，所有人的罪都必須百分之百被定罪和受到懲罰。從這個

意義上說，神的“律法”（神的要求）對整個人類歷史中世上各民族和各文化的人都帶來影響。 
 

神的“律法”或義的要求是這樣的：神要求人所有（百分之百）的罪都必須受到懲罰，所有（百分之百）的人

都必須稱義和成聖，才能蒙神悅納。人若要蒙神悅納，就必須擁有一個新的狀態（也就是在神眼中看來是既公

義又聖潔的），以及擁有一個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過着既公義又聖潔的生活）。人必須罪得赦免，並且能夠

活出新的生命！人必須滿足神對義的要求，無論他們是只得到神普通啟示的外邦人（羅一：19-20；二：14-
15），抑或他們是得到神的特殊啟示的猶太人（羅二：18）！那些在神的特殊啟示以外的人（本是外邦人）並

不是在神對義要求的範圍以外的（羅一：19-20；羅二：14-15）。因此，它們也並不是在舊約所說的審判和定

罪（滅亡）以外的。 
神的“律法”或“義的要求”一方面是關乎神的審判（和懲罰），另一方面是關乎神的救恩（稱義和成聖），

它們包括神在聖經中的禁令和誡命，例如十誡和其他道德誡命（羅二：15；三：20，21 上）。 
 

因為世上沒有任何人能夠滿足神對義的要求，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人人都在神公義的審判之下，這也是顯而

易見的！沒有任何人能夠開口爭辯為什麼神必須宣告他是義人，並接他進到樂園（天堂）裏！沒有任何人能夠

為自己的不義辯護！ 
 

 (3) 沒有人能夠完全遵守律法，因此也沒有人能夠因努力遵守律法而稱義。 
世界歷史上每一個人的口都被塞住了，“因為”（不是“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道

德、禮儀、民事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羅三：20）”！經文採用了將來時態，表示這個事實是絕對肯定的：

世上每一個人都必須為着自己與聖經中的神的關係，以及自己的生活和所做的事（行為）向神交賬。世上沒有

任何人會因自己的努力或因行律法而稱義或得救。即使他能遵守一些律法，他也總不能遵守所有的律法——但

神的要求卻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加三：10）！一個人若要透過遵守律法（聖經中的教導和道德律法）在神面前

稱義，就必須從來沒有犯過任何罪或過犯（雅二：10），而且他必須永遠在神面前過着絕對完美的生活（賽六

十四：6）！因此，行律法既不能也不會讓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人稱義，這是顯而易見的！ 
 

羅三：19 下說，在這個意義上，“律法”就像一個審判官。它使所有反對聖經中的神和祂在聖經中的啟示的

爭論都沉寂下來，並且要求人向聖經中的神交賬。 
 

羅三：20 下說，在這個意義上，“律法”就像一面鏡子。它向人展示神如何看他們。它向人展示他們實際上

是何等邪惡。它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是敗壞的。 
 

羅三：21 上說，在這個意義上，“律法”無法像一位救主那樣行事。它既不能也沒有顯明在神面前稱義或得

救的途徑。它既不能也沒有顯明救恩之道（稱義和成聖）。 
 

神的義既能夠也必會使相信基督的人稱義，這義絕對不是人靠努力達到神藉着聖經中的道德誡命所表明出來對

義的要求。 
 

保羅斷定“律法”的目的從來都不是叫人稱義或得救。道德律法顯明神是既聖潔又公義的，因此，人也要同樣

既聖潔又公義，才能作神的子民，並且所有不聖潔和不義的事都要受刑罰。禮儀律法顯明神的子民要如何親

近、敬拜和事奉神。“律法”使人意識到何謂罪，也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罪人，一個與神隔絕的人，一個自給自

足、獨立自主、不靠神而活、也達不到神給他生命所定的旨意的人！因為世上沒有任何人能夠完全遵守神的

“律法”或要求，這些“律法”一方面使人走向絕境，另一方面又使人歸向耶穌基督，唯有祂能夠使他們稱義

或得救（加三：21-25）。 
  

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羅三：1-20 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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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羅三：1-20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三：1。 我的優點無法使我在神面前稱義，我的缺點也無法使我失去得救的資格。唯有神能夠使人因着恩典

和憑着信心稱義。 
三：2。 擁有一本聖經是極大的好處！要閱讀和研習它！ 
三：3。 我縱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提後二：13）。祂仍是信守祂救贖的應許，也仍是忠於祂施行審判的

警告！當我不忠的時候，祂必定忠於祂的警告，審判並譴責我的不忠！ 
要下定決心效法神的模樣。要忠誠信實！ 

三：4。 神總是說實話（民二十三：19）。要相信神在聖經中的話語。 
三：5-8。 當心那些錯誤的論點。 
三：9。 總不要以為自己的種族、文化、語言或歷史比別人優越（加三：28） 
三：10-12。要深信根據神的標準，屬血氣的人在屬靈上和道德上都是敗壞的。 
三：13-14。要留意從你口中所出的話（詩一四一：3；太十二：36；十五：18-20）。 
三：15-17。總不要捲入人的鬥毆爭戰（雅四：1-2）。 
三：18。 總要回到與永生神之間的個人親密關係中。 
三：19。 不要試圖靠自己在神面前稱義。 
三：20。 把聖經中的教導和道德律法當作一面鏡子，像神看你那樣去看自己。 
 

2. 從羅三：1-20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說“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三：8）這句話是不道德的，因此也是錯誤的教導。我作為一位教師必須小心謹

慎，總不要教導一些偏向不道德的教義，或與聖經中的道德原則相違的教義。我作為一位教導神話語的教師，

必須按着正意分解神的話語（提後二：15）。 
 

我要引用聖經中的經文來向人證明，每個人生來都是罪人，在本質上都是敗壞的。即使那些在別人眼中所謂的

“好人”，也需要神的義。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羅三：1-20 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建立教會，並且傳揚神的國。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羅三：1-20。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撒下二，五，六，七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5) 羅三：28。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講授。準備記載在太十三：44 中的“藏在地裏的寶貝”的比喻和在太十三：45-46 中的“重價的珠子”的比

喻。採用解釋比喻的六個指引。 
6.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7. 更新你關於傳揚神的國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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