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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樂昌教會的領導層的延續並信徒年輕化禱告 

2. 為廣寧教會眾同工及長執領袖們有共同異象禱告 

3. 為中國愛心行動義工協會能建立更多服事工場及造

就更多宣教士禱告 

4. 為青海省的藏族及回族歸主禱告 

5. 為加入有異象、有品格、有靈力的差傳委員禱告 

6. 為自己能成為胸懷普世的門徒禱告 

7. 為中國人能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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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使命成為大

使命 
 

讓大使命 

成為大使命 
元朗堂 劉禮明宣教師 

有一似乎看破世情的智者勸勉傳道同工如可「撈」得如魚得水： 

「少做少錯，多做多錯；傳統不做不要做，往常做開就要做，切記

不要冇事攞事來做！閒來陪人多關心，遠離黑面做白面，欣賞讚美最稱

心，好好先生在人心。台上只說好聽話，不要讓人感扎心，你我談笑 

又風生，奉獻廂裡多些金，背脊就會少見針，仕途晴朗又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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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人與羊 

作為新界神召會同工及中國愛心行動義工協會義務牧者，筆

者不得不細心想想聖經中牧人是如何牧養，如何主導帶領羊群？餵

養、帶領、指出方向、保護、關愛、懂得用杖杆、愛而不溺愛、捨

己…… 似乎凡關乎羊群的，牧人都應該主動而不袖手旁觀。無奈

因著個人主義、人的限制及罪性，也無奈今天太多沒熱誠的雇工(同

工)了，久而久之，羊群要成為帶領者，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及制

度，以致其他同工，也或只可在某制度下成為了雇工：只滿足公司

老板要求/客人(會眾)要求的打工仔。 

當摩西在西乃山領受神的兩塊法版時，百姓見摩西遲延不下

山，就大家聚集到亞倫那裏，對他說：「起來！為我們做神像，可

以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

他遭了甚麼事。」亞倫對他們說：「你們去摘下你們妻子、兒女耳

上的金環，拿來給我。」百姓就都摘下他們耳上的金環，拿來給亞

倫。亞倫從他們手裏接過來，鑄了一隻牛犢，用雕刻的器具做成。

他們就說：「以色列啊，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亞倫看見，就

在牛犢面前築壇，且宣告說：「明日要向耶和華守節。」(參出三十二 1-5) 

為何以色列領袖們如拿答、亞比户及七十個長老都不阻止建

造金牛犢這事？ 

讓大使命成為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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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領導層若過份看重會眾/客人要求，就算是要「金牛犢」，

領袖們也都會同意。這就是公司為了客人而生存的模式，是不合神

心意的。問題是，誰能分辦「金牛犢」？ 

為異象而生存 

教會不是為公司現況、客人要求、財務狀況、決策人的喜好

等等等而生存！我並不是說這些完全不重要。但問題是，誰才是神

親自揀選而帶著異象的牧人？或許是個人主義抬頭，也或許今天太

多強差人意的牧人了，以致羊群要起來帶領、監管牧人；再者，「公

司管理概念」及「不敢得失顧客(會友)」等思想主導了教會的發

展....要知道：被會員選出來的領袖不等於是合神心意；傳道同工

不一定上天堂。 但好樹所結的果子，是騙不了人：生命品格、家

庭見證、委身信仰的自然流露、作工有神同在之印證等。 

非人意、非制度，異象必須重新主導新界神召會，這才是惟

一出路。相對於「金牛犢」，異象/大使命不可能是民主投票的結

果，這必須從神而來，且是一條信心的道路。教會必須以信心堅持

傳福音到地極為最核心的價值。耶路撒冷教會是為得著猶太全地而

生，香港教會也應為得著中國大陸而存。教會是為得著地極而生

存！ 

 

讓大使命成為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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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來的信心 

以利亞對窮寡婦的吩咐是從神而來，因此窮寡婦並沒有優先

考慮她自身的經濟問題及別人的看法：只剩一餐吃、還有獨生子的

需要及他的看法、明天會如何等等。這才是信心！結果，她經驗出

人意外的豐盛。作為新界神召會人，我們都要學會如何以信心經驗

那窮寡婦的豐盛。我們的存在是為著上帝的終極吩咐，是為了得靈

力把福音傳遍地極而存在，我們必須成為達成這終極目的的助力而

不是阻力。非人意、非制度，異象必須重新主導新界神召會。 

甚麼事工都是重要，新移民、兒童、婦女、社福..........

但新界神召會必須經歷聖靈能力，視傳福音到地極為最優先、最核

心的價值！耶路撒冷教會為著傳福音到地極而存在；被聖靈充滿

者，必定活出「宣教」，這是路加福音及使徒行傳的中心信息。保

羅視使徒高於先知，再到牧師、教師。他不單這樣認為，他活著就

是如此，竭力看重神所看重的：冒死在福音未達之國度，建立信仰

群體。因這是聖靈的「異象」。耶穌被父差到世上，衪的宣教生命

如何？ 

教會不可單為了滿足「客人」的喜好而「因人制宜」。異象

永遠都是硬道理！讓最重要的成為最重要！ 

讓大使命成為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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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禱會上… 

早禱會上… 
屏山堂 麥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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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神學院早禱會上，有一句話語在腦海中出現: 

“Don’t just stand there, jump in rivers of the Holy Spirit”  

下課後，踏着自行車回家途中，不斷思索當中意思。心中浮

現出一句經文。願與兄姊弟妹、同道，分享和共勉。 

經文是記載在登山變像中:「在這裡真好」(可 9:5 下)。這裡是

指耶穌與門徒在山上。猶大地的山跟我們認識的山是完全不同的。

猶太地的山很矮的，只有幾百呎的高度，在中國，這些只是「坡」，

而不是「山」，上山就是上坡。上山是一個榮耀的、滿有能力的經

驗。(P170 & 166 古道迴音) 後來，下山後，門徒發生爭拗。耶穌感歎

門徒不明白帶他們經歷上山的意義。他們的問題是不能夠把山上的

經歷與下山的人苦痛，連上關係，結果門徒喜歡辯論。(P170-171 古

道迴音) 

有時候，我們在教會裡，很欣賞有活潑的敬拜、恩膏的禱告、

和服事、也有美輪美奐的教堂…….. 這與山下的人有何干？ 

想到這裡，這首舊歌：「時間不多，白晝將過，求你催促我，…

讓我多一點愛，盡心傳福音，求主給我真心愛他們靈魂。」 

這是十多年前，新界神召會年會主題曲，鼓勵教牧同工，弟

早禱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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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姊妹努力去傳福音，尋找失喪靈魂。像主耶穌基督一樣道成肉

身，來到人間，主動去尋找失喪的靈魂。聖經記載耶穌說：「人子

來(耶穌)，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 19：10) 

是的，主耶穌是要我們去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十多年已經

過去了。教會是否需要主動走出去，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像主耶穌

走遍各城各鄉一樣，走遍元朗朗屏邨、Yoho Town……屏山唐人新

村、屏山、朗邊村、灰沙圍、塘坊村、天耀邨、天盛苑、天慈邨、

嘉湖、天瑞邨、天華、天恩、天悅、天恆、俊宏軒、天睛……屯門

南浪海灣、兆麟苑、蝴蝶邨、安定邨、友愛邨……等等。 

抑或好像啟示錄記載七間教會其中一間老底嘉教會：「不冷

也不熱」，這裡主耶穌所說的「不冷也不熱」所指的不是水温問題，

而是指這些泉水一無是處。(基督書簡 491-494) 因地理環境，作者約

翰所指是這些泉水不能飲用，一入口，便立即吐出來，不能發揮它

的功用：飲用或醫療。正如教會在社會上不能發揮到她的功用。可

去作鹽、不去作光、不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她便被社會邊緣化，被

社會唾棄，被主從口中吐出來一樣。 

所以，新界神召會各位教牧同工，弟兄姊妹，你願意看見你

的教會被社會邊緣化和像老底嘉教會被主耶穌吐出來一樣嗎？ 

早禱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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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習先輩從上帝的話語「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想到這裡，遠望西邊流浮山，夕陽已漸漸西下！歸途尚遠！

聖靈啊！願你來。 

早禱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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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行動、 

活出真相 
元朗堂 謝玉玲 

今年差傳事工委員會只在四、五月間安排了兩次探訪樂昌教會及廣寧教會，

探訪廣東省教會的行動是少了，但其實本會的差傳事工在釀著一次的蛻變呢… 

自從去年(2009)差傳事工與中國愛心行動遇上後，事工的焦點就由探訪 

廣東省教會，慢慢轉移到四川大地震災後重建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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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差傳委員會主席劉禮明宣教師為了在四川的都江堰建

立站點，多次風塵僕僕的來回四川，正當四川都江堰站點開始運作

之際，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又於 2010年 4月 14日發生 7.1

級地震。中國愛心行動第一隊先頭部隊於 4月 24日由四川向青海玉

樹縣出發，劉禮明宣教師則於 5 月中旬與中國愛心行動的第二隊部

隊，帶同各樣物資首次進入玉樹災區，直到 9 月尾，他已來回青海

玉樹縣多次了，他將當地的災情向我們展現，也將關懷、溫情送上

災區。作為一個中間人的角色實在很不容易的。每次當我收到整個

團隊細緻的工作報告(包括與官方的聯絡、災區的民情、地理、災民的需

要等等)及有心人的捐獻數字時，心中總感到愧疚，看到自己只抽離

地觀看著別人委身後的豐碩結果，而自己頂多是從抽屜中，捐出一、

兩件舊了的羽絨呢！在這樣強烈的對比下，神又一次提醒我何謂活

出信仰了。 

在未來的日子，神如何為差傳事工開路﹖劉禮明主席如何進深

的把從神領受的異象，及從前線的親身體會傳遞出來，讓其他人也

有同感，繼而願意加入這行列的起步點，把福音的種子撒向廣東省

以外的中國大地上。我仍須探索和了解，但我知道要真實活出從神

所領受的使命，當然也包括要有廣闊的胸襟、視野，配合整體的步

伐，這就是傳福音了！傳福音不是要傳一個信息，而是要活出自己

所相信的，讓人從我們的言行、生活、品格、態度上看到我們所傳

的內容，而我從中國愛心行動所作的，看見了「神愛世人」這真理！

愛心行動、活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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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教會需要做差傳 

 

 

為何… 

教會 
需要 

做差傳 
屏山堂 許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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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傳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不願一人沉淪，而要萬人得救。上帝不只是看重亞伯

拉罕的子孫、以色列的百姓，上帝乃是看重地上的萬族。既是

上帝的心意，教會怎可不差傳？  

二、基督已作了差傳的榜樣： 

在天上的上帝希望經由獻祭可以讓人們親近祂，但因人仍

無法親近，所以上帝便親自做差傳的工作，差派祂的獨生愛子

道成肉身來到這地上，為了認同人而成為人的樣子，並且為了

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來到這地上，這便是差傳，

道成肉身更是超文化的差傳。既然基督都作了第一位宣教士來

到地上，上帝都作了差傳的工作，教會怎能不差傳？  

三、差傳是基督給我們的使命： 

祂要我們去，直到地極；祂要我們去，使普天下都聽到福

音；祂要我們去，使萬民成為主的門徒，這就是基督的吩咐與

命令。最偉大的人根據最大的權柄所發佈的命令，祂的命令涵

蓋了最大的範圍--普天下和萬民；祂的命令涵蓋了最奇妙的計

劃--門徒倍增，因為我們得著了人以後，凡主所吩咐我們的話，

都教訓他們遵守。這個大使命蘊藏了最大的應許---我們若這樣

行，主必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這個計劃帶著最大的

為何教會需要做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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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當我們這樣行的時候，聖靈要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就

必得著主的能力，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證。這既是基督的使命，

我們怎能不順服？最偉大的人根據最大的權柄所頒布的，涵蓋

最大的範圍，蘊藏最奇妙的計劃，給予最大的應許，帶來最大

的能力。 所以，我們怎能不順服？教會怎能不差傳？  

四、差傳是聖靈的差派： 

聖靈自己對安提阿教會說話，說為我差遣保羅與巴拿巴出

去。聖靈在歷史中不停地在差派人，以及差派教會出去。聖靈

常在教會不停地感動我們、差派我們，只是我們總是用耳塞塞

住耳朵，以致聖靈只能在教會裡擔憂。 

聖靈在一些弟兄姐妹的心裡擔憂，因為人沒有順服上帝；

聖靈也常在教會裡擔憂，因為教會沒有順服聖靈。聖靈感動我

們要傳福音，聖靈感動我們要差傳，但是我們常常守住「哈蘭」，

讓自己過著好日子，以致於讓聖靈在教會裡擔憂。  

五、差傳是教會的本質： 

聖經裡雖沒有對教會有明確的定義，但有說到教會是基督

的身體，既然是個生命體，教會又怎能不長大呢？如果自己的

孩子得了侏儒症，父母一定會想盡辦法去求醫，不是嗎？上帝

為何教會需要做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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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大樹，而非盆栽，盆栽是人的傑作，而不是神的工。上帝

要教會成長，我們卻把教會搞得小小的，雖然其中樣樣具備，

卻像個盆栽似的。 

教會為何要差傳？ 

因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既是個有機體，就需要成長！ 

為何教會需要做差傳 



- 17 - 

 

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屯門堂 趙汝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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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機會可以在自己的年假中，參與國內紫金、義容的短宣

探訪活動。這次行程籌備多時，主給我機會去學習，徐牧師邀請我

參與籌備會議，以往是自己教會三堂聯合工作，今次是跟其他兩間

教會合作。在會議中，我領會到需要坦誠說出自己教會的意見，也

要認同他人的見解，接納大家的不足。 

我們屯門堂負責的項目是兩次攤位遊戲、一個晚會及參與探

訪、聯合詩班。『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是其中要唱的一首詩歌。 

8 月 6 日清晨，我們一行約 60 人從深圳登上旅遊車，「行行

重行行」，四個多小時，終於到達紫金教會。當地教會的兄姊已為

我們準備地道的豐富筵席(一連幾天也如是)。我們入住的酒店地方

不錯，最有趣是有一個如香港舊公屋的『井』字型天井。 

第二天，我們屯門堂弟兄姊妹預計最忙的一天。早上有探訪、

興趣班或培訓班，我們一家四口分散到四個不同的單位中。我協助

『環保班』向農民講環保，可惜，這是一個連一個也沒有人參加的

班，因此我與其他教會兩位青年人決定去視察一下當地環境，逛一

逛紫金教會附近的地方，還品嚐了一杯當場的台式奶茶，你們猜一

下味道是怎樣﹖ 

 

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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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攤位遊戲，熱加上鬧，當看見小朋友甚至老人家的歡

愉面容，我們會繼續支持下去，兩個兒女也學習了忍耐。『我們愛，

因 神先愛我們，心再堅強… 只要微笑，只要原諒… 有你愛的地

方，就是天堂。』 

晚上是綜合晚會，是我們屯門堂負責的重頭戲。我心中定下

很多計劃，到後來有些不可能、有些行不通，便學習放下，一切尊

主為大。破冰遊戲、詩歌敬拜，到默劇訊息分享，都在 神恩典的

同在裡一一登場。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們分開參加四個聚會地點的主日崇拜，

紫金、義容、清溪和瓦溪，我一家人往義容去，義容教會開動小型

銀樂隊歡迎，真是厲害﹗聚會完畢，又是攤位遊戲，我們負責的兩

個攤位，玩投螢光圈及紙足球射龍門。 

晚上的音樂佈道會由另一教會負責，我終於可以靜下來聽

歌、看音樂劇；最後大家還有興緻去吃宵夜，坐在竹椅上，看看夜

幕下街道，也很逍遙。 

最後一天，我和兒子去到一所老人院，與他們唱歌、玩健康

操、派小禮物、食物… 我走進一些房間派食物，當地職員說們患

有甚麼、甚麼病…請為他們祈禱，其實我沒有準備。 

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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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是天父的創造，…….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我伸出手為他們祈禱，其中一位老人臥

在床上，衣不蔽體，地上有他的排泄物…。你以為付出，其實你

得到 神更大的祝福及恩典。 

回程中的小插曲，就是塞車，車上各人期盼的是去廁所。最

後，鼓勵大家一同去愛 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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牫的…宣教師丈夫 

 

我的… 

宣教師丈夫 
元朗堂 范翠霞 

「大使命」可能在每個人的心中有不同的定義，我們作為基督徒的

「大使命」又是否各有差異呢?其實聖經很清楚告訴我們「但聖靈降臨

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使 1:8)這是主耶穌給我們的吩咐， 

是聖靈充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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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我的宣教師丈夫告訴我，他要到玉樹災區事奉，可能

要去一個月多，這段期間或許未能常與我通訊(因不太了解災後的情

況)，我第一個反應是問:「可以不去嗎?」心想從前的差傳活動，

只是一至兩天，而且我們還是新婚，要分開這麼長時間，我怕自己

未能適應啊!但他的堅持是沒有人能改變的，況且他說這是難得的

機會去接觸這些未得之民，玉樹是藏民的聚居地，他們從小只知道

「活佛」是唯一的神，根本不會有機會認識主基督。但是神就藉著

災難打開了一扇福音之門，讓一些基督徒進入這處，彰顯神的大能。 

五個月過去了，丈夫每個月要到玉樹和西寧一星期多，要在

嚴峻的環境中勞碌、要與當地的同工計劃事工安排、要與當地的官

員見面、要與當地的居民傾談、要親身運送物資到災區(高原地方)

等等，這份差事確實吃力又未必討好，心想他為何還要做呢?我深

信這是對「大使命」的一份堅持和信念。而我已由當初的抗拒變成

接受，明白使萬民作門徒並為神傳福音到地極，是我們的「大使

命」，丈夫能為神做這些事確實是一種榮耀。我更要提醒自己不能

成為他事奉的「阻力」，要成為他事奉的「動力」，無論他到何處

事奉神，也知道我是支持的，讓他全情投入宣教的工作。不知道往

後的日子，他又要被神差到哪裡去回應「大使命」，但我知道要把

目光放在永恆的冠冕上，不只是定晴在自己的需要上，作為宣教師

的太太，我還有很多學習的地方，願有機會和丈夫一起出發!! 

我的宣教師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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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如何成為 

胸懷普世 
…的基督徒 

屏山堂 樊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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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果要回答文章的題目「我如何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我想首先要回答另一個問題，就是為何今天的我不是一個胸懷普世

的基督徒？因此下文會先交代為何今天的我不是胸懷普世的基督

徒。接著會解釋從本導論中所認識真正「胸懷普世的基督徒」的意

思，再而交代如何整合(即如何成為之)，最後予以總結。 

1. 為何今天的我不是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我的世界觀只在眼前所見的人和事，對於如何從神國度看「世

界」的箇中真義也從來沒有深入了解，更莫說去認識神對「萬國」

的心意。在教會的教導中，往往也是因地域規限而不能完全了解上

帝心意的整全性；活在普遍香港教會的牧養模式下，受的教導是如

何為主在「香港」贏得更多的靈魂，及如何在職場上緊守岡位，作

好見証。彷彿能做到以上兩項便已經達到神的心意了。但這只是神

心意中的一小部份，而非全部，與「胸懷普世」相差甚遠。更甚的

是，作為一個香港人，很容易被一種民族的優越感所影響，使人對

除了香港、中國以外的地區缺乏了一份神眼光中的關愛，及一份把

福音傳到地極迫切的決心。所以，真正胸懷普世的基督徒實在很

少，因為從核心信念上一直都沒有深入的認識。 

2. 何謂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何謂胸懷普世的基督徒？意即︰「是普通的信徒，他們的生

命因特殊的異象而改變，以神對萬國的心意為優先，他們被異象吸

引，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因神的作為而感到振奮，並熱切渴求有份

如何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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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神國度的計劃，不管自己是多麼的微不足道。」
1
於我個人的

理解而言，就是過一個以神為核心的生活。而認識神的心意，並以

此為核心的去過人生，便是討神喜悅及以神為優先的生活模式。讓

萬人去認識祂、歸向祂、敬拜祂也正是神的心意。對神而言，萬國

萬族都是歸於主創造的地球村內，不分種族、年齡、膚色、國藉，

都是主所愛、是主所尋找的。 

3. 如何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如大衛拜恩所言，要成為一個胸懷普世的基督徒，必須要透

過三個步驟︰ 推動、整合和專為主用。換句話說，即是須要抓住

異象、持守異象和服從異象。
2
 

首先…從「抓住異象」說起。要成為一個能抓住異象的人，

必須要認清自我的身份。因為凡蒙神所揀選的，必須蒙神賜福、清

楚明白與神同工的重要及願意謙卑自己。因此，成為抓住異象的人，

縱然未必全然明白當中的一切，但也開始被激發，今天我們首先要

以神國普世的事業為活著的核心。在每日靈修、禱告中求主謙卑自

我，以致在每時每刻，皆能明白如何將自己全然獻上，為要捕捉異

象及被異象抓住，時刻意識宣教就是與神同夢、同工的普世事業。
3
 

第二步…整合(持守異象)。就是要將整個普世事業，融入日

常生活當中，因為宣教就是每一天的生活核心。明白到，一切的改

變也必須由內至外的，因為信念影響行為。要將之持久及深化於個

                                                 
1 麥斯祁士文編︰《把握時機 – 宣教生命課程》(香港︰活泉國際事工，2009)，頁 8-1 - 8-2。 
2 麥斯祁士文編︰《把握時機 – 宣教生命課程》(香港︰活泉國際事工，2009)，頁 8-2。 
3 麥斯祁士文編︰《把握時機 – 宣教生命課程》(香港︰活泉國際事工，2009)，頁 8-2。 

如何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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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中，首要作的事情，必然是禱告生活的改變。建立一個胸

懷普世的基督徒的禱告生活︰即或在任何的時間和地點，去為到世

上的未得之民禱告，並為到神將要在萬國作成的事及世界未來將要

發生的事禱告。禱告至一個可量度的地步︰思想取向因而改變，即

或在人際關係上、在個人靈修生活上及在的未來的計劃上。改變成

為以神在萬國得榮耀為核心，以致以「自我」為首的思想模式起了

改變。「他(主耶穌)必興旺，我必衰微」(約 3:30)以禱告達至造這個地

步，因為惟有禱告才能讓人在神的幫助下進到以基督為生命之首上。 

第三步…專為主用。學習在大小事情中，操練自己去順服神

的心意，以致領受異象時能有即時順服神的行動。另外，在每天的

禱告中，求主賜予像使徒般的熱枕，在面對任何抉擇時，能有為主

受苦的心志，凡事以主為優先考慮，讓神得榮耀。 

總結  

就以上的討論作一總結。發覺如要成為一個胸懷普世的基督

徒，確實需要經歷一個由內而外的持續更新改變過程。因為是神給

予每一位基督徒這大使命，這是一生的召命及堅持。如果，今天再

不願開展自己眼界，擴展至胸懷普世，這實在是自私的安逸。誠然，

改變的最初，一如聖經羅馬書所言︰「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

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是在意念上及思想上首先被更新。就讓今天的自己，在神給予你的

位份上盡忠，同時開放心胸讓神帶領將來服事的導向，不論是在前

線作宣教士或在後防支持，只願成為神國的一員，在主安排的位置

上作個竭力胸懷普世的基督徙。 

如何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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