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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
宏茂桥堂

牧者的话

许巽然牧师

主内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

徒的身份呢？我们是不是“一

新命令：爱神、爱人。

2022年发展至今，我们经

次 得 救 ， 永远 得 救 ” ( once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
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
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
爱。（约翰福音13:34）

历了疫情松绑的许多方便，为
此，我们感谢主。在教会开放
的当儿，我们发现一些因疫情
的缘故，在过去两年都无法出
席实体聚会的会友，都纷纷回
到我们当中了。我们在 6 月 18
日也举行了教会家庭日，看到
大家都出席与参与，我倍感温
馨。我们为着大家能够回到教
会而感谢主。
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彼
此 相交 、深化 信心 ”。我们
的聚会、小组、家庭日、
O n en e ss 聚 餐 等 等 都 符 合 了
“彼此相交”的部分，而“深
化信心”则是透过我们更深地
交流、分享生命、实践信仰，
以及学习圣经而达成的。
今年的第一季，讲台信息
包括了一个“同为门徒”的系
列–提醒我们都是门徒。我们
要如何在日 常生活 中 活出门

saved, always saved )呢？
卫斯理约翰说:“不！”

根据卫斯理约翰的救恩之
道(way of salvation )，人一旦
信了主，就开始了他成圣的道
路( sanctification )。卫斯理约
翰相信“完全成圣”(complete
sanctification )不是一个将来的
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今
生经历完全成圣。我们这条成
圣之道是一条靠着上帝主权、
能力和恩典的苦路。我们必须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
祂。
成圣的道路包含了三点：

1）不做坏事
2）积极行善
3）遵守律例 (ordinance),
这律例包括了公众敬拜、听
道、祷告、读经、圣餐、禁
食。对他来讲，成圣道路的这
三点就履行了主耶稣所赐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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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在这一季的讲台查
考雅各书，雅各书教导我们如
何实践信仰。我盼望大家可以
透过雅各书的教导，共同走向
这条成圣之道。我们都是这条
道路上的旅 客，就 让 我们鼓
励、激励彼此，“恐惧战兢”
地做成我们得救的工夫
(working out 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
让我们一起回到上帝的家中，
走向完全的成圣，最后得到那
为我们预备的赏赐。

这 样 看 来， 我 亲爱 的弟
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
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
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
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
工夫。（腓立比书2:12）

问卷调查

何秋吟牧师、周小莉干事

《为教会把脉》---顾名思义就是透过弟兄姐妹
的回应，了解教会的健康状况，聆听弟兄姐妹的心
声。按着目前平均每周 400位的崇拜出席人数，这次
的“把脉行动”共有 131位弟兄姐妹响应，相等于约
33%的参与率。

在这 131 人当中， 50% 在宏茂桥堂的年岁在 10 年
或以下，另外50% 则是参与了10年以上。有些人是在
疫情期间或开始前才来到我们教会，有些则是在教会
还是个布道所时就已经在宏茂桥堂敬拜，至此未曾离
开。总的来说，多数填写者对教会是有一定的归属感
的。其中，83% 的弟兄姐妹表明他们爱甚至热爱宏茂
桥堂，因为他们认定教会是家，是他们成长的地方，有彼此相爱与关怀的弟兄姐妹、有真理的栽培、
有小组的生活、有委身的领袖以及真诚的牧者同工。另外17%表明了中等、还可以、淡淡的爱，他们
真诚地表达了教会的不足及不满意之处；当中也有因不能融入或感觉不到关爱而失望的回馈。不管怎
样，能够在不够完美时被提醒及告知也是一种恩典，让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家在哪些地方有待进步。

Q3: 宏茂桥堂有什么令你感到骄傲或自豪的
吗？请给我们一些例子。

问及宏茂桥堂有哪些让弟兄
姐妹感到骄傲或自豪之处？
感恩，会众首推的是我们教
会中的合一及关怀，还有就
是对社区的关怀、普世的宣
教、有素质的事工活动及大
家齐心合力为建堂做出的奉
献及努力。

建堂/奉献

11

合一及关怀

28

领袖与团队

9

有素质的事工

13

小组
社区关怀/宣教

9
19

讲道

1

中文

8

线上崇拜/网页

5

信仰

5

其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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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教会有危机或困难时为教
会做了什么？
弟兄姐妹的回应，大部分都愿意
尽上一份力。
每个数字相信都是对教会的一份
爱。（细节请参阅Q4图表。）

Q4: 当宏茂桥堂有危机和困
难时，你做了什么帮助教
会？请分享一个例子。
重建教会

32

奉献

29

侍奉

39

祷告

15

参加崇拜/聚会

7

没有

30

问卷调查
今年教会将庆祝立会40周年，谢谢大家在问卷中提及宏茂桥堂过去的辉煌成就时，也表达了认
为教会现在不足及短缺之处。雅各书 2:26提醒我们：“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
是死的。”教会过去成就的辉煌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教会现在不足的地方是需要大家努力补上
的空缺。相信从Q8a的回应中，大家都看到需要，不要犹豫，我们齐心投入吧！

Q8a: 你愿意为宏茂桥堂教会做些什么？
参与崇拜

2

参与服侍

52

在有需要的地方服侍

20

参与社区服务

9

奉献金钱

6

关怀与宣教

13

祷告

5

小组

7

No idea

23

纵观《把脉》的结果，你的感想和回应是什么呢？
耶稣托付彼得：“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羊有时脏脏臭臭的，有时也不听牧羊人的话，
只喜欢做自己爱做的事......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我们。
面对我们的家人或挚友，我们会去付出、舍己和忍耐，这就是爱。
让我们爱这个家，因为不完美，所以需要大家投入，把它变得更美；因为不完美，所以需要大家为
教会祷告，求主怜悯和帮助。
注：详细报告可在教会网站下载http://www.amkmc-cac.org.sg/e-panshi/

感恩的日子
1/5/2022开始教会全面恢复实体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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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黄敏婷

感动的一刻
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忘记，疫情从
2019年尾开始，2020年头正式进入大家的
生活。而我在 2020 年 3 月决定转换跑道，
正式加入教会服侍成为全职同工。

当你面对新的工作环境，又因为疫情
的关系，所有以前原本很正常的操作都不
管用只能以新的方式应对时，对于我这一
位新人来说还真的是件喜事；因为...新
人新作风嘛！呵呵！
从一开始的教会关闭，到每人间隔1
米距离，到2人一组，5人一组，8人一
组，又回到 5 人一组，然后又不需要社交
距离，又延迟措施等等的改变，直到政府
宣 布 从 3 月 29 日 起 不 再 需 要 有 社 交 距 离
时，我内心真的无比开心。因为有谁会了
解因着政府不断地改变防疫策略，圣殿的
座位也需要做出相应改变的痛苦呢?
终于，我看见曙光了。凭着信心相
信这次政府应该不会再搞个什么峰回路转
的措施，我们决定把圣殿里的长凳摆放恢

复到疫情前的样子(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
做了多次的调整，长凳的位置变了好几
次)。
这其实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毕竟圣殿
里的长凳好重，要重排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今天我的内心真的是满满地感动，
特别要谢谢教会里的青成年们(Young

Adult)，就只是简单地通过YA的小组呼吁说
需要人帮忙，出席率竟然直接爆表! 从未
知多少人会出席到那么多人出席，简直令
人难以置信。
看着大家同心协力，把长凳一一重
新排好；他们认真、用心、不马虎，合作
无间，他们不辞辛劳地排了又排，移了又
移，真的让我很感动。
经过这件事，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
“教会是家”，他们把“教会是家”的理
念活出来了！谢谢他们，感恩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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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级、儿童级主日学

告别Zoom，
回到教会
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年4月份可以重回上帝的殿中参加实
体崇拜，和孩童们一起上实体主日学。

在过去的两年，因为疫情我们也慢慢地适应并学习接
纳很多新的生活常态。通过Zoom教主日学，常碰到技术等各
种问题，感谢老师们及时的帮助，让我感受到主里的互爱和
彼此扶持。
在这里，我特别要谢谢老师和同工们，他们每个星期
天一大早，就到课室排桌椅以及为实体主日学做课前准备。
我也要谢谢家长们的包容和鼓励，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会有
更多的孩童来参加实体主日学。愿上帝继续带领，让孩子们在上帝的家中学习主的话，茁壮成长

。

- 赵宝美老师（幼稚级）

2019新冠病毒影响了全世界，儿童级的主日学和崇拜被迫转向在线上上课。
2022年4月3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儿童级的学生终于可以回到教堂实体上课。当天老师们和同
学们一起开声唱诗歌，非常快乐。这令我回想起这两年的坚持，我们的信心不减。线上的崇拜和主日
学，让我们在疫情当中继续得到上帝的关怀与供
应。
在疫情期间，芸先老师竟然给了我们一次意外
的家访。那感觉是很特别的，也鼓励了我。我们在
疫情期间继续分享上主日学的乐趣和感受。我和老
师一起参与线上主日学，一起做燕菜，一起分享种
植的心得，还一起享用午餐，真是融洽和温馨！这
是圣灵的带领。我们的主配得称颂，祂的爱我感受
到了。谢谢老师们！- 黄泽琳同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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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级、儿童级主日学

画一画，
画出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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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级、儿童级主日学

扫一扫，视频定然让你叫好

过去两年多，由于冠病爆发，我无法外出，呆在家中不是看电视节目，
就是看YouTube节目，或上线参加崇拜。科技发达，生活也算过得精彩……疫
情中虽然无法与会友相聚，但能通过电话彼此问候，互相鼓励。最重要的是通
过灵修生活：读经、祷告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与祂相交，与祂独处建立关系。
虽然疫情带来许多困扰，但在艰难的日子里有上帝的供应与应许。我们不要怕
总要信，因为祂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上帝。
我在疫情中由于缺少户外运动，体力下降、睡眠不足；整个人消瘦许
多，也没有胃口吃东西。感谢上帝！我接到了佩华姐的来电，在电话中她担心
我的健康，提议我赶快去检查。经过专科医生的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医生建
议我多出外运动，晒太阳，补充营养品。我很感恩，因为祂的恩典够用。因此
我要存敬畏和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不断祷告。因主说：“你若相信，在信的
人凡事都能。”
目前，疫情虽已受到控制，开始解封，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不过还是要
保护好自己，要注重卫生，出门要戴好口罩。教会的崇拜也全面放宽，弟兄姐
妹又能像往常一样参加崇拜，歌颂赞美主。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快快重回教会，
彼此团契。只有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才能享受到上帝的爱、眷顾和保守。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6) - 黄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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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

ONENESS

实体团契
聚餐乐

忍耐组：爱宴
于 30/4 在组员
的家举行，大
家都很开心。
利亚组： 我们去东海岸
散 步，过 后 去 享 用 美 味
的 早 餐，我 们 坐 在 一 起
开怀畅谈，感恩！

亚伯拉罕组：
大家都很享受
美味可口丰盛
的大餐。

以赛亚组:30/4，星期六，雨天。我们
好久没有一起聚集用餐了。今天真的
是大饱口福和美好的团契。
以便以谢组： Is great

to have physical meet
up in large group after
2 years.

仁爱组:感恩今天
有机会大家在一
起，彼此交流，享
受在主里美好的
团契，大家都充满
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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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组: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the cell group members over a
meal. It’s a good time to catch up and renew
our commitment to walk and grow together
in the cell group.

小组活动
撒母耳组：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
个美好蒙恩的团契！愿主赐福于
每个组员！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三
位一体的真神。阿们！

和平组： 1/5 早晨风和日丽，9 点崇拜后，大
家同行同聊步行至碧琼家。唱诗、分享、庆
生及共享碧琼爱心为我们预备的午餐，我
们度过一个愉悦、美好的相聚时光。

迦南组：The old saying, “can’t

live with them, can’t live without
them” holds so much truth
when it comes to friends and
family. life is so much more
beautiful when you have people
to experience it with.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take the
time to celebrate the valuable
relationships. 'Stay close to
people who feel like sunlight.'

多加组：可以整组坐
在圆桌面对面且不受
人数限制的相聚感觉
真是太美好了！

温柔组 1 ：我们
于 1/5 在罗顺彩
姐妹的住家聚
会。我们唱诗、彼
此分享，喜乐团
契；感恩、祷告，
是神赐的恩典！
感谢赞美主！以
马内利

当我们
（你、我、祂）
同在一起，
真喜乐无比
吕底亚组： 1/5 有 10
位组员在文东记聚
餐。大家轻松交谈，彼
此都有了更深层的认
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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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
Grapes ：我们到碧山
公园郊游，大家都很
享受在一起的时光，
我们在基督里一起玩
耍和交流。感谢主!

撒该组：两年的线上小组后，小组终
于有机会于28/4欢聚一堂，享受丰盛
的晚餐和美好的团契时光！感觉非常
的温馨。

当我们
（你、我、祂）
同在一起，
相爱相顾真欢喜

恩慈组：感恩！神
的带领，组员的配
合，彼 此 关 怀 问
候，时时联系。

雅 比 斯 组 ： 一同 享
受午餐，也鼓励两位
做生意的母女姐妹，
继续来教会。

马其顿组：有一位组员去
医院作检查，医生说是与长
期的劳累有关，而不是他怀
疑的与压迫神经有关，感谢
赞美主！他很开心地主动
约我们一起去用餐。今天能
够能够实体聚会，这实在是
上帝的恩典。

牛膝草组: 虽然
不是所有的组员
都能出席，但我
们仍有一个美好
的分享和团契时
光。感恩感恩!

喜乐组：感谢上帝保守我们大家身体健
康。隔了两年姐妹们能再次相聚欢乐度
过一个蒙神祝福的美好时光。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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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
路加马可 组： 两年没有
与组员聚餐和团契了，大
家都很开心能够在一起
用餐，彼此分享。

当我们
（你、我、祂）
同在一起，
成长复兴在灵里

Lambs: had a great time fellowshipping over our oneness lunch
at Bishan park. We dabao-ed
food from AMK hub, had lunch
in picnic style, and played sports
together. It was a great cell
group meetup after 2 years of
not being able to have such
activities. Thank Go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 and for the
oneness fund!

以斯帖组： 5 月 1 日我们决定在主日崇拜后，
去教堂附近的餐馆聚餐，然后才去国龄的家
查经。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来到餐馆。这两年
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小组都是线上聚会，现
在终于可以面对面聚餐了，我们心中感恩。

良善信实组：这次一共有五个成
员出席了小组聚餐，大家在一起都
感到开心喜乐。我们彼此交流，享
受美食。这次聚餐除了享受美食也
增进感情。感谢赞美主！

底波拉组：感谢主的信实
和慈爱让我们能再次实体
查经、聚会及庆祝母亲节。
我们唱诗、查考神的话、
彼此分享、彼此激励。
感恩！
桑树组：非常
高兴看到组员
们回来教会参
加崇拜，一起团
契聚餐。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
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
们也要怎样相爱。” （约翰福音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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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家庭日

来教会一年多了，我感受
到牧者及长辈们的体谅
和包容及弟兄姐妹们的
爱...狮子常常会攻击落
单的动物，撒旦也一样，
所以鼓励大家回到教会，
在群体生活中连接，一起
经历上帝的爱。

18/6
教会家庭日
点滴

教会是家，天父要身为
祂儿女的我们享受祂的
爱，也要我们同为肢体
与祂同心同行，把祂的
爱传扬出去！...我们
当趁着白日多做主工！
兴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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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成事工/ 妇女服务会

对外服侍
180乐龄社区中心 — 妇女服务会

Bless AMK — 青成事工
19/3 的祝福宏茂桥（Bless
AMK）活动帮助了我成长，也
让我更加懂得感激在我周围的
人。活动开始前，我们必须亲
手制作福利包，之后各组负责
把福利包送到宏茂桥社区里的
清洁工和外籍劳工的手中。我
从中了解到虽然是一个小小的
行动，实际上却可以祝福别
人，给他们带来快乐。这鼓励
我以后要更多地参与这类的活
动。当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当我们与清洁工互动时，我
才知道他们的生活过得有多艰
辛。了解了他们的处境后，我
更能体会参与祝福宏茂桥活动
的意义，因此我很庆幸能参与
这次的活动。- 李敬恒

这次去分派福利包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
我们分发福利包的第一个地点是修复马路的劳工休
息房，那里没有冷气，只有几个大风扇，这让我感慨万
千；也让走几步路就已经满头大汗、接受不了新加坡炎
热天气的我顿时感到羞愧万分。小贩中心和咖啡店是我
比较熟悉的地方，当看到正在努力工作、保持场地清洁
的叔叔阿姨们收到我们的福利包而眉开眼笑的表情时，
我感到非常开心。他们可能很少被人关怀，所以我发现
当我们主动去认识他们，肯定他们为社会的付出时，他
们就会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项活动让我看见基督的爱对社区的影响—它能温
暖人心，使人充满喜乐。这种感觉会成为我们参加更多
类似活动的动力，把基督的爱传扬给更多的人，让他们
也能够认识耶稣，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会有真
正、完全的喜乐。这就是福音。- 罗茗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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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FYP（Finding Your Place）是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门徒训练计划。我们学习有关于教会历史、卫
斯理神学、了解上帝伟大的故事和发展基督教世界观等主要课题。在上帝伟大的创造故事里，我
们承认我们是按照祂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的角色是要成为管家并管理祂的创造。当罪潜入我们
的生命时，了解耶稣的死对我们的信仰更是极其重要。当我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仅是为了
拯救人类，也是为了拯救所有受造物之后，我便恍然大悟。

……一概都是藉着祂造的，又是为祂造的。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祂而立。
（歌罗西书1:16-17）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祂里面居住。既然藉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藉着祂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歌罗西书1:19-20）
年少时，我喜欢科学与工程。当时我不明白这些看起来很“世俗”的工作，如何有助于建立
上帝的国度。透过FYP的讨论，我意识到技术的创新可以提升通讯系统，给人们带来更便捷的生
活，也有助于环保。使用这些方法来维持与保护资源，是我们被呼召与上帝同工，把上帝创造的
美好呈现出来并有效的使用。- 黄子欣

我们从
FYP课程
毕业了......
参加了FYP 之后，我能更加明确地看到上帝在我的生活里动工，也更加清楚上帝要我走哪一
条道路。FYP让我能够更好地看到和感恩上帝所造的一切，也能够看到生活里不管是大大的还是小
小的事物都有上帝同在的痕迹。不论是数学、科学、艺术……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这让我明白
我无论选择了什么道路，我都不用害怕。每个星期五请来的讲员都让我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上帝
在他们的生命里动工，也在影响他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每一个讲员虽然在生活里都经历了许多
困难和挣扎，可是他们都依靠上帝而平安地度过了。他们非常爱上帝，也把上帝当作他们的中
心，他们也因此能在他们的工作里荣耀上帝。这些讲员的见证，让我看到了我在FYP所学到的是怎
么被这些讲员活了出来。不止是讲员，我们每个星期去帮忙的蜜蜂园,也让我能够更加明显地感受
到上帝的同在。当我在帮忙照顾上帝的创造物时，我能够更好地欣赏上帝的杰作，明白我们人类
作为这个世界的管理员所应负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和管理上帝的创造物。通过这个蜜蜂园，我更
加明白了这个责任有多么地宝贵和重要。总而言之，我在FYP所看到的和所学到的，让我更想要亲
近和认识上帝，也更想要聆听上帝的话语，跟随上帝引导我走的道路，而不是跟随我自己想要走
的道路。- 李敬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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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级主日学

《以斯帖记》
学习感言
幼莲牧师：谢谢你用心
的教诲，让我们在你循循善
诱和苦口婆心的教导下，看
到《以斯帖记》中上帝那隐
藏的手，不仅照管当时在波
斯帝国的犹太人，而今也眷
佑我们这一群属祂的子民！
各位同学们：谢谢你们
的陪伴，一齐上完《以斯帖
记》。从大家的分享中，看
到那隐藏的上帝，祂怜悯、
宽容、不离不弃、满有慈
悲……，让我倍感温馨，知
道爱我们的上帝，始终与我
们同行。奔走在这属灵的旅
程上，虽然旅途艰辛，有时
候会感到沮丧灰心，但是上
帝隐藏的手始终伸展来拥抱
我们。- 魏忠灵

我 们 都 是 上 帝 眼 中 的以
斯帖，上帝手中的器皿，祂口
中话语的管道。上帝拣选人、
安排人、预备人来成就祂所制
定的计划。
以 斯 帖 和 末 底 改 虽 然不
在自己本国居住，但是他们信
仰坚定，不随波逐流。以斯帖
在 危 机 中 依 靠 上帝，顺服上
帝，以禁食祷告来求告主，这
点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弟 兄 姐 妹 们 ！ 你 们 其实
就是我们背后强大的祷告团。
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是掌管世

界的主，祂有特定的程序表；
全世界都在祂的掌握之中。上
帝的工，只会成功，不会失
败！- 林惠淑

过往阅读《以斯帖记》，
只把它当作圣经故事来了解，
焦点放在 以斯 帖和末 底改身
上。上完《以斯帖记》线上课
程后，我 有了 新的认 识和体
会，重点是上帝那双隐藏的手
和祂的照管。祂使用以斯帖和
末底改，扭转了整个局势，拯
救犹太族人免于遭遇杀害的危
机，因祂大能的双手在做工。
去年三月间，我感觉有些
气喘不适，以为是年纪大了，
是正常的 现象 ，因此 不予理
会。但圣灵却一直催促我去看
医生，检查结果是血管阻塞；
动了手术后，身体很快就康复
了。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回响，
若不是上帝的双手托住我、看
顾我，我不知道我的明天将会
是如何。
非常感恩，上帝仁慈的双
手，带领祂的儿女们，面对无
数的挑战 ，也 扭转每 一个劣
势。阿们！- 张玉娣

上《以斯帖记》让我学习
了很多。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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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末底改在逆境中那坚韧和对
上帝不动摇的信心。
末底改不 向权贵 势力 低
头，即使在皇帝的心腹大将哈
曼面前也不下跪；因为他只跪
拜他所信奉的独一真神。由于
这样的举动，他惹怒了哈曼，使
犹太民族陷入即将被灭绝的恶
运。即便如此，末底改还是深信
上帝的救赎计划会临到犹太民
族，使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末底改托 人提醒 王后 以
斯帖：上帝把她放在王后的位
份上，是为当今的机会，解救犹
太民族脱离险境；即使她不愿
意，上帝也有能力使衪的百姓
脱离危险。他的这番话激励了
以斯帖，愿意勇敢地违例冒死
觐见王。
上帝其实有美好的安排。
末底改曾经揭发暗杀王的阴
谋，从而救了王的命。而王又
因为失眠听史书时，听到末底
改对他的救命之恩，也想起还
没有给他应有的奖赏。上帝奇
妙的作为，使末底改在适当的
机会获得奖赏，不但破环哈曼
要杀他的阴谋，也扭转了犹太
民族的恶运。
末底改对王的忠心，对上
帝的信心终于成就上帝的救赎
计划！- 许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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