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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的 後 悔 
 

信仰之初之（六）創 6-9 章 
 

引言、上帝有冇理由「後悔」？    
 

不久之前，有一件發生在自己身上，相當不足為訓的事。話說日前我所住的大廈維修煤氣

系統，維修完後，當晚恢復「正常供氣」。怎知當晚我家的煤氣熱水爐雖然能夠「正常點

火」，自來水亦「正常供水」，而熱水爐前一晚也還是「正常運作」，但是當晚卻就是怎

麼都燒不出熱水來。萬分狼狽又無計可施，又想到當天剛維修完煤氣，不知有否關係，便

只好打電話到管理處去問個究竟。沒有想到，接聽電話的管理員很冷靜的問：「供氣正常

嗎？」我答：「正常。」他再問：「供水正常嗎？」我也答：「正常。」。他接著就「總

結」一句說：「咁冇理由呀！（那沒有理由啊！）」一聽見這句「冇理由」，我就無名火

起，發了一陣脾氣，事後也覺得自己十分過分，不足為訓。 

 

不過，將心比心，我也想問問大家，假如你肚子痛去看醫生，醫生問：「你有沒有吃錯甚

麼呢？」你說：「沒有。」醫生又問：「那你有沒有著涼呢？」你又說：「都沒有。」醫

生再問：「那你一向有沒有甚麼腸胃毛病呢？」你也說：「這個也沒有！」然後，他就「總

結」一句說：「咁你冇理由會肚痛的呀！」老老實實，你會有甚麼感受呢？──肚痛就是

肚痛，「有理由」又痛，「冇理由」也是痛！ 

 

我雖然是個男人，但自小就很「感性」、很「直覺」。雖然是個傳道人，讀過下大學，也

勉強受過一點「正規神學訓練」，但是我平生最怕的，卻是跟那些最愛講「理由」的男人

講話，簡直無法溝通。 

 

言歸正傳，回到信仰之初，回到創六至九提到的洪水滅世和挪亞方舟事件，我卻發現許多

人（包括為數不少的牧師、學者和信徒），他們並不關心裡面的真理信息和重要警示，更

遑論去揣摩和感應天父上帝隱藏在祂的「後悔」背後的肺腑心腸，而只是去糾纏於經文裡

頭的所謂「學術」或者「神學」上的定義和解釋。其中最常見的一個，就是去研究、爭論

或者「澄清」──上帝究竟有冇理由後悔？ 

 

聖經白紙黑字說上帝「後悔」，但只因這個講法「冒犯」了在我們心目中早就凌駕於聖經

真理之上的所謂「神學」──「無所不知」的上帝怎會後悔呢？──於是，許多人就不是

去用心細意「解明」這個「後悔」所蘊含的深情厚義，而是去用一切方法「瓦解」這句經

文，說「上帝後悔」云云其實查無真事。這種「解經」，其實應該叫做「瓦解聖經」。 

 

不錯，聖經裡面的別處確有某些經節，提過上帝的「無所不知」，甚至斷言過上帝「不會

後悔」【容後再說】。但是聖經不是「字典」，它的每段經文都有它的處境、脈絡和寫作

目的，不能將一個固定的「字典解釋」硬套在所有經文之上。有些經文突顯上帝「不會後

悔」的一面，自有它們的處境、脈絡和目的；同樣道理，創六至九章突顯上帝「會後悔」

的一面，也自有它的處境、脈絡和目的。作為一個牧者，我們的天職是去各各分解每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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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的深情厚義，而不是用「現成的神學」和「字典解釋」去「瓦解聖經」，或者謬用「以

經解經」的原則──用一句聖經去「打壓」另一句聖經，還自以為在「維護上帝」，像「約

伯三友」那樣。 

 

創六既然一再說到上帝「後悔」，就自有它的真理意涵和深情厚意，我們就不要自作聰明

架空經文去分析討論甚麼上帝「有冇理由後悔」！今天的這篇信息，我就是想與大家一起

丟開那些無中生有的「釋經忌諱」（譬如「上帝是不會後悔的」之類），實實在在、有血

有肉地回到聖經本身，回到創世之初，回到信仰之初，去理解、去感應、去同情、去共鳴

天父上帝的「後悔」，但求能夠與祂一起「憂傷」、一起「後悔」！ 

 

一、怎能不悔──如此天真，如此的傻！    
 

6:5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6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

上，心中憂傷。7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

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 

 

聖經明明說上帝「後悔」，還一連說了再遍，其中一句，更是祂自己親口說的：「我造他

們後悔了！」但我們自作聰明地按著自己的宗教和道德常識，總是以為「後悔」這個詞語

只是屬於「壞人」和「蠢人」的──因為只有做了「壞事」的壞人和做了「蠢事」的蠢人

才會有「後悔」的可能和需要。至於上帝，祂是「無所不善」故而絕對不會做壞事，祂又

是「無所不知」故而絕對不會做蠢事，所以，祂就絕對沒有「後悔」的可能和需要──說

得真是頭頭是道，無懈可擊！ 

 

這類所謂「解經家」，其實是嚴格的「理性主義者」與「道德家」的組合，他們自己是某

種「一絲不苟」的「理性主義者」與「道德家」，就「推論」以為上帝也是這樣，所不同

的，只是上帝是「完美」的「理性主義者」與「道德家」，即是，比他們更過分。這類所

謂「解經家」當然也會說「上帝就是愛」，並且又引經據典亂說一通。但我肯定，他們根

本不知道何謂「愛」。他們不知道，「愛」有一種力量，甚至說「魔力」，可以令到連上

帝都會做出某種「壞事」和「蠢事」來，因而也就有了「後悔」的可能和需要。 

 

請大家動心動情想一想，就會知道，上帝「造人」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壞事」和「蠢

事」。上帝未造出人之先，「上帝的世界」是絕對完美乾淨的，不要說罪，連罪會出現的

可能性都沒有。但是一旦造出人來之後，罪的可能性就出現了，後來，罪更成為事實，而

且越演越烈。這樣，本來完美無瑕的世界就「變壞」了。上帝這樣做出一件使「完美世界」

都會變壞的事情，豈不是等同做了一件很「壞」的事麼？再說，好端端的一個完美無瑕的

世界，上帝「無中生有」地造人出來一下子「破壞」了它的完美，何苦來哉？這不是一件

很「蠢」的事麼？總而言之，上帝「造人」本身就是一件「壞事」和一件「蠢事」。 

 

當然，「造人」這件又「壞」又「蠢」的事，上帝還是會做出來，正正因為──「上帝就

是愛！」愛是甚麼呢？愛就是不惜冒險、不惜破壞自己世界的安寧、安全和所謂完美，而

讓對方「闖進自己的生命和世界」裡。天父上帝懷著這分無比的大愛，要與人分享祂的完

美的大愛，於是，祂就做出了祂可能從未做過的最「壞」和最「蠢」的事──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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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祂明明知道「造人」會（至少是很可能會）生出亂子，就算「好心」都會變成「壞

事」和「蠢事」，哪為甚麼還要造人呢？那是因為：祂太天真，祂太傻。大家記住，真正

的愛總會有一種力量，或說魔力，就是叫你天真叫你傻。 

 

慈悲的天父，祂太「好心」了，於是，就「傻」到用自己的「善良」來忖度人的心，於是

就怎麼也想像不到祂造出來的人會壞成這個樣子──想像不到，連無所不知的上帝，都想

像不到。【不要問我怎麼解，有甚麼「理由」！】 

 

更甚的是，就算祂想到人有「變壞」的一著，祂還是決意要造人出來，因為，祂還是太過

天真太過傻──祂以為祂「作狀」把人逐出家門，給他們一些「小懲大誡」，再稍稍所謂

咒詛一下大地，那麼，他們活得苦了，就自然會知錯，會回家了。祂沒想到，該隱子孫真

的會去「種地」然後「建城」，要反抗到底，最後，一去不回頭；祂也沒想到，連祂悉心

栽培的塞特子孫，最後都同流合污，兵敗如山倒，幾乎一個不留。 

 

上帝就是愛，有愛的人，對於祂所愛的對象，總是天真總是傻。於是，就連全能的上帝都

不免「百密一疏」，都不免「明知故犯」，做出諸多的「壞事」和「蠢事」來。但是眼下

的結果，就是洪水前完全回不了頭的敗壞世界，就連上帝都不得不「後悔」了──後悔自

己不應該這樣「一廂情願」把人造出來，於是，只好忍痛要降洪水把他們滅絕。 

 

二、曲折留種──口裡後悔，心裡無悔 

 

上帝明明說祂「造人後悔」了，更要將他們毀滅，但大家細心看祂接下來的作為，就知道

祂在口口聲聲的「後悔」之中，其實隱藏著相當的「不悔」以至於「無悔」： 

 
6:11

世界在上帝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
12
上帝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

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
13
上帝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

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17
看哪，

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18

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
19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樣兩個，一公一母，你要帶進方舟，好在你那裏保全生命。
20
飛鳥各從其類，牲

畜各從其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每樣兩個，要到你那裏，好保全生命。
21
你要

拿各樣食物積蓄起來，好作你和牠們的食物。」 

 
7:1

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舟；因為在這世代中，我見你在我

面前是義人。
2
凡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七公七母；不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一公一母

3

空中的飛鳥也要帶七公七母，可以留種，活在全地上；......」 

 

我如果是上帝，既然「後悔」造人出來，那就簡單得很，把他們統統殺掉，一個不留，然

後「金盆洗手」，立定決心永遠不再「搵自己笨」，永遠不要再做「造人」這等吃力不討

好、好心沒好報的「壞事」和「蠢事」。但大家看看，我們的上帝一邊「口硬」，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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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悔了」，其實呢，祂卻一直都在婆婆媽媽，拖泥帶水，藕斷絲連，要千方百計去「續」

這段「你情我不願」的「神人情未了」。 

 

上帝不趕盡殺絕一個不留，你或者以為因為挪亞是個「義人」而上帝是「公義」的，所以

就不能殺呀！哪你就看得太簡單了。第一、挪亞之所謂「義」，大家看他一離開方舟，不

幾天就「醉酒出事」，就知道其實是「勉強」得很的。我敢說，上帝只要遲幾天才動手降

下洪水，挪亞這個「種」一定都會保不住。第二、就算挪亞算「義人」，但他的妻子兒媳

又算甚麼呢？讓他們都上方舟又豈乎合上帝的「公義」呢？第三、讓那些動物都上船「保

存性命」更是莫名其妙的。洪水後重新造過一批「全新」的、「無菌」的不可以嗎？ 

 

事實上，如果我是上帝，又說「後悔造人」，那麼，把他們連人帶畜統統的殺掉，然後從

此「洗手不幹」，肯定是最徹底、最乾淨的做法。退一萬步說，就算是心有不甘想「再來

一次」，最起碼，也應該要把所有「現成」的都統統毀滅，將這個世界徹底「消毒」，然

後重新再造一批肯定「無菌無毒」的「新人類」和「新動物」。這不是更合情合理嗎？ 

 

現在呢，卻是不三不四，唔湯唔水，又說「後悔」，又要毀滅，但又婆婆媽媽、曲曲折折

地「留甚麼種」，不是「後悔」得非常、非常的不徹底麼？大家知道，洪水之後，不消幾

天，人類又故態復萌重蹈覆轍了。老實說，上帝要甚麼「留種」因而「除惡不盡」，是要

負上很大的責任的呀！ 

 

你若說人仍然有甚麼「好」而值得上帝「欲斷難斷」，不如說，祂還是一貫的天真一貫的

傻：一方面，是愛得太深，捨不得這段「神人情未了」，想透過「留種」而再續前緣；另

一方面，是祂的「天真」又發作了，祂以為：「這次洪水教訓這麼大，洪水後的人，大概

會知所警惕，而不會再蹈他們先祖的覆轍！」（事後證明，祂實在太過天真太過傻！人的

敗壞和頑固程度，是祂想像不到的。）總之，祂口說「後悔」，但是，透過祂那些複複雜

雜、曲曲折折、拖拖拉拉的「留種」舉動，我們就知道，祂對「此情不悔」！ 

 

三、創造回放──天海茫茫，情心浩蕩    
 

承接上一點，就是上帝一面口說「後悔」，但祂的許多作為，都一一證明，祂對「此情不

悔」。因為，按我們人的習性，我們若真的「後悔」某一件事，最常見的表現，就是盡量

做點甚麼或不做點甚麼去「忘記」它、「抹去」它。不是麼？但大家看： 

 
8:1
上帝記念挪亞和挪亞方舟裏的一切走獸牲畜。上帝叫風吹地，水勢漸落。

2
淵源和

天上的窗戶都閉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3
水從地上漸退。過了一百五十天，水

就漸消。
4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

5
水又漸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頂都

現出來了。
6
過了四十天，挪亞開了方舟的窗戶，

7
放出一隻烏鴉去；那烏鴉飛來飛

去，直到地上的水都乾了。
8
他又放出一隻鴿子去，要看看水從地上退了沒有。

9
但

遍地上都是水，鴿子找不著落腳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亞那裏，挪亞伸手把鴿子接進

方舟來。10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鴿子從方舟放出去。11到了晚上，鴿子回到他那裏，

嘴裏叼著一個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12
他又等了七天，

放出鴿子去，鴿子就不再回來了。
13
到挪亞六百零一歲，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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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了。挪亞撤去方舟的蓋觀看，便見地面上乾了。
14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乾

了。 

 

經文一開首，「上帝記念」這四個字，就足以證明上帝怎能忘記──即使是令祂萬分「後

悔」造出來的人，祂也是忘情不了。洪水之中，一片「天海茫茫」，但大家心領神會，就

會發現有太多太多熟悉的「畫面」，令我們「回憶」起創世──也是上帝最初造人時的種

種情景： 

 

上帝叫風（與「靈」為同一字）吹地，水勢漸落。烏鴉、鴿子相繼在水面飛翔。最

後，大水退去，露出旱地，然後，人畜返回大地...... 

 

這樣的情景以至敘述方式，怎不使我們想到「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然後大水退卻

露出旱地，草木人畜滋長興旺的創世圖畫呢？還有，挪亞奇奇怪怪不多不少的「六百零一

歲」出方舟，亦太易令我們聯想到上帝六日創世，第七天（六加一）安息的「舊事」。如

果上帝真的「後悔造人」，祂就應該盡量「抹去」任何會鉤起這段「不開心」的回憶的事

情，就算要造人，祂大可以有「別的造法」，而不一定要「照辦煮碗」，令自己「觸景傷

情」的呀！ 

 

請大家有血有肉地搞清楚甚麼叫「上帝就是愛」。能愛的人，自會天真自會傻，難免會因

著愛得太深而做出某種「壞事」和「蠢事」來，因而「後悔」，就是後悔自己的「枉作多

情」。但是，能愛的人始終「不免多情」，於是，他們口裡雖然說「後悔」，卻是始終又

對此情無悔，無悔於自己曾經如此枉作多情，故而「繼續多情」，繼續天真繼續傻。 

 

這種悔中有不悔，不悔中有悔的深情大義，就叫做愛。神就是愛，所以，祂就必定會這樣

曲折矛盾，以至悔與不悔，糾纏不清，一言難盡，難解難分。（當然，這種愛，是那些只

會「講道理」和「查字典」，認為「全善全知」的上帝是「冇理由後悔」的人一輩子、十

輩子都不會明白的。這種愛，聖經裡多的是，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裡面也有不少，只是在

所謂「神學書」裡，卻是幾乎完全沒有！） 

 

四、依然不悔──依舊天真，依舊的傻！    
 

上帝就是上帝，祂的「品性」是改不了的，洪水過後，仍是這樣的天真這樣的傻： 

 
8:15

上帝對挪亞說：
16
「你和你的妻子、兒子、兒婦都可以出方舟。

17
在你那裏凡有血

肉的活物，就是飛鳥、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蟲，都要帶出來，叫牠在地上多

多滋生，大大興旺。」......
20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

鳥獻在壇上為燔祭。
21
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裏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

地（人從小時心裏懷著惡念），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
22
地還存留

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 

 

當看見人平安步出方舟，又看見挪亞好像亞伯那般虔誠獻祭，我們的天父上帝，祂的天真

又發作了，於是，祂又一廂情願地以為這是個「新開始」了，於是，就祝福人，甚至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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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無論怎樣，都永遠不會再這樣用洪水來毀滅世界。言下之意，是祂對「才行」的降洪

水滅世事件，也不無「後悔」──自覺不免太重手──之意。 

 
9:1
上帝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

2
凡地上

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裏一切的魚都交

付你們的手。
3
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

一樣。4惟獨肉帶著血，那就是牠的生命，你們不可吃。5流你們血、害你們命的，

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6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

也必被人所流，因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7
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

繁茂。」 

 

這段對挪亞他們說的話，與當初對亞當說的話，有九分神似，上帝想「再續前緣」、「悔

而又不悔」的意味，就呼之欲出了。說到如此的「長情」，大家記得大衛嗎？ 

 

大衛問說：「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的緣故向他施恩。」（撒下

9:1） 

 

大衛要在約拿單的兒孫的身上，再續他與約拿單之間未了的手足情誼。上帝喜歡大衛，正

因「物以類聚」，大家都是「多情人」呀！再回到創六，當然，人在洪水前的敗壞的「教

訓」實在太大了，上帝似乎也沒有最初的那麼天真了，祂多少知道人並非「善男信女」，

可是，祂卻還是「傻」得離譜──祂沒有因此而為自己「留後著設底線」，剛剛相反，祂

正正因為知道人遲早都不免再敗壞，於是，就首先「自廢武功」，斷自己的「後著」和「底

線」，為要「力保」人到底： 

 
9:8
上帝曉諭挪亞和他的兒子說：

9
「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

10
並與你們這裏的

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凡從方舟裏出來的活物──立約。
11
我與你

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
12
上帝說：「我

與你們並你們這裏的各樣活物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
13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

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
14
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

15
我便記念

我與你們和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水就再不氾濫、毀壞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16
虹必現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

17

上帝對挪亞說：「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約的記號了。」 

 

這樣的「條約」，實在是最、最、最「不平等」的條約，全部責任都壓向上帝那邊，要祂

自己「無條件」地遵行自己定下的約，目的，只是要盡一切可能「保住」這些祂苦苦留下

來的人的餘種，不想再將他們毀滅。大家想想，我們的上帝真是傻得多麼離譜！ 

 

可惜，事與願遺，而且越善良（即是越「傻」）的願望，就只會越易失望。結果，到了最

後，上帝又要「後悔」，「出爾反爾」了。彼得後書三章： 

 
7
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

燒。
8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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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

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

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11這一切既然都要如

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
12
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來到。在那日，

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 

 

這是因為，人不知悔改、變本加厲的程度，遠遠超出上帝想像中的「後著」和「底線」所

能夠容忍接受的限度。最後，祂為了字眼上仍然守約，的確不再用「水」來作為徹底性的

毀滅的工具，不過：第一、像南亞海嘯和水淹新奧爾良，與挪亞洪水其實只有程度上的差

異；第二、至於徹底性的毀滅「工具」，由所多瑪事件到末日大審判，上帝就改用更加徹

底的「火」而不用「水」而已。 

 

你說上帝又「後悔」嗎？是的，但都只因為祂太天真祂太傻，沒想到洪水後的人，會連這

樣慘痛的歷史教訓都會忘記，會重蹈覆轍，甚至變本加厲。【下篇詳講】 

 

結語、上帝的後悔，我們的希望！    
 

是的，上帝會後悔──有時後悔對我們太仁慈，有時又後悔對我們太嚴厲；有時後悔造我

們出來，有時又後悔毀滅了我們......於是，反反覆覆、糾糾纏纏，令最愛「理由」的那些人

萬分困擾，還要用盡方法推論來「澄清」，說上帝是「冇理由後悔」的。但是，上帝會後

悔，我卻是歡喜都來不及，更從不疑慮。因為，我相信只有會「動情」的人才會一而再地

反覆「後悔」，至少，我就是這樣。記得，自己作老師的日子，因著那種「婆婆媽媽的愛」，

總是拖泥帶水，狠不下心腸「一罰到底」。連學生都知道，「落在ｘ老師手上是死不了的」。

於是，將心比心，我也來「推論」，相信正正因為我們的天父上帝是一個會「後悔」的上

帝，所以，我這個罪人「落在祂手上」，就仍然大有希望了！ 

 

請不要用甚麼「全善全知」等「字典神學」來打壓上帝會「後悔」的真相。上帝是「全善

全知」的，我其實從不質疑。但上帝「全善全知」是一回事，上帝會因為「悲傷」、「憤

怒」、「動情」而「後悔」又是另一回事。別的經文，說到上帝的無所不知和不會後悔，

必有它們的用意，只是，回到創六至九，這裡說到上帝後悔，就是後悔。我們只應該從祂

的「後悔」和「悔中有不悔」之中，一面看到祂的恩慈浩蕩，看到祂的難捨難離，看到祂

的苦心孤詣，一面也看到我們先祖的敗壞無良，以至看到我們即使到了今天仍是枉廢上帝

一番苦心的頑固不化的邪惡無知。因而對天父感激，對自己慚愧。至於「上帝有冇理由後

悔」、「洪水是普世性還是地區性」，甚至「究竟有沒有洪水」、「方舟怎麼能裝得下這

麼多物種」，這些無聊問題，就留給那些無聊的「解經家」──瓦解聖經的專家──吧！ 

 

當然，我想你最後還是有所疑問，就是：「上帝既然會後悔，甚至於會收回成命而不降下

重罰，哪麼為甚麼仍然是會有這麼多人滅亡呢？」答案很可能是你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但

是其實是十分簡單的，就是：「上帝後悔，不過，人不後悔！」下一篇的講章──《後悔

的神與不後悔的人》（創九至十一章）就會告知大家箇中真相，請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