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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1

帶著成員一起努力，在每一個環節中。每一個你們，都是重要的勇士。

  探路回來後，夏之旅活動全家總動員的號角也悄然響起，各組就要展開熱鬧的會議

了。由組長們帶著組員一起討論，每一組的工作任務，會議的過程中有嬉戲也有嚴肅；

有生氣也有好笑，也遇到不少的困難與挑戰。

    還記得第一次的會議，緊張的組長們，帶著擔心與疑問？？？要對著一群孩子、老

師開會，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感謝在指導老師用心的陪同下，各組組長越來越有架勢，也漸漸的越來越勇敢。

＊ 服務組認真的列出物品清單、貼心的想著各項需求；

＊ 安全組謹慎的思考注意事項，想著可能的突發狀況，用心的準備各項藥品及查詢

   各景點的醫療網絡；

＊ 文資組精心製作的築夢巢，是全家人希望的巢，組長用心的帶領組員，全員外出

   練習攝影技巧，為了捕捉最美麗的回憶；

＊ 活動組絞盡腦汁的思考，活動的內容及晚會的流程，想給大家一個難忘的夏夜；

＊ 總召也如火如荼的準備、聯繫著，還不時要協助各組突發的狀況。

  這個夏之旅，因為有每一個家人的參與，才有趣；因為有每一位勇士的負責，才能

達成。

2011.08.09

努力的腳印，烙印出美麗的故事。再往前走，就能看見七色的彩紅。

    夏之旅的行前會，總召用心的製作了簡報，仔細的和大家佈達行程、車位、床位等

各項事項，大夥興奮的討論著，「我要跟你打枕頭戰」、「我們一起看……電視」，

討論著要帶什麼衣服、該準備哪些東西。

  彷彿現在已經身在金山青年活動中心，早就開啟夏之旅的行程。

  努力了一整個夏天的辛苦，就要看見美麗的成果了，不管最後的美麗是什麼，都是

值得燦爛的笑靨，值得最熱烈的掌聲。

    2011年台中市私立慈馨兒少之家，夏之旅活動，正式開始……

謹慎的安全組。 認真的文資組。

陽明山小油坑，拍張大合照。

主持人認真的採排著，準備明天的營火晚會。

開心的踏浪囉~涼涼的海水好舒服喔！ 揮舞著螢光棒，我們當自己，今夜最閃

亮的星。

熱情的螢火，點燃我們熱情的希望。

下水前要先動一動，暖身喔！福隆海水

浴場。

第一天的晚上，各組認真彩排明晚

的表演。

法鼓山，心如止水的聽著解說。 抵達飯店囉，總召佈達注意事項。

創意的活動組。 熱心的服務組。

認真討論的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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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0

夢想的力量，來自相信與傳承的祝福，這一夜，我們一同見證

  「慈愛閃耀•璀璨如星」為孩子辦理的成果之夜，一起分享夏之旅的點點滴滴，也

共同的見證彼此的辛勞。

  從開始的成軍，到最後的執行完成，這一路有許多的狀況和意外，有好笑的、有生

氣的也有讓人摸不著頭緒的，很多的事情都在發生，更多的經驗就在今晚，慢慢的細

細品嚐與整理。

  孩子們持續編織著屬於自己的夢想，而本家的獨立生活方案亦持續進行著，因為我

們相信過程中的點點滴滴，能夠幫助孩子們擴展未來的視野，也儲備實現夢想所需要

的獨立生活能力；看著孩子們在歷程中的學習，心中感動著，也欣賞及佩服他們勇敢

面對未來的不容易，但我們深深的相信，曾陪伴孩子們走過的路，不會白費，會在孩

子們心中種下愛與啟發的種子，種子會持續的生長，長出屬於他們的力量，勇敢向未

來前進。

  接著，再看孩子的感想：

  今年的夏之旅很不一樣，因為我成了「總召」，要與其他幹部一起負責規劃討論夏

之旅活動。

  有人問我當初為什麼想報名夏之旅幹部甄選？因為我已經準備好要當幹部了，所以

知道自己面試通過，並成為「總召」時，我的心情是很開心的。

  這次我與小玲搭檔擔任總召，我們討論分工方式，決定內部事項與會議由阿玲負責，

而我負責對外聯絡。我們雖然第一次合作，但是還頗順利與愉快的。

  此次擔任幹部的工作裡，我最喜歡的是探路，最感動的是終於順利完成夏之旅這件

大事。

  我對夏之旅三天最有回憶的畫面是：原本要到「大屯自然公園」玩，結果卻是走路

進入吃便當，午餐吃完又走出來。還有「福隆海水浴場」的沙子太燙人，很多人都燙

得受不了，在沙灘上跳來跳去的很有趣，但是熱熱的天在這裡戲水游泳超好玩的。總

之，我覺得這次夏之旅很好玩，自己超開心，擁有十分的快樂。

  這次從幹部訓練到夏之旅，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學習辦事和辦理活動的方法。下一次

夏之旅，如果有機會，我當然願意繼續擔任總召。但是我知道自己還要實習，所以明

年是無法擔任幹部了。不過，我很樂意將總召的工作與辦事方法傳承下去。

  我覺得總召的特質需要具備的是：「能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具有領導力與溝通力、

能控制情緒、有耐心以及能承受壓力。」而我目前看男孩們都還需培養能力，尚未看

到下一屆男總召人選。所以大家加油囉，相信現在開始練習，到明年大家能力一定有

所進展的！

由本家詹主任傳承交接棒給予家童代表。 詹主任贈與獎狀與背帶肯定家童的能力。

透過全家的見證，肯定大家的努力與學習。

【第一次擔任總召】
高一 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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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最晚睡」，必須付出代價】
國二 阿翰

    2011年的夏天，我報名夏之旅幹部甄選，結果不但面試成功，還順利當上對內總

召。對內總召要做些什麼事呢？總之一個字，就是雜～非常的雜！我的工作夥伴主要

有五位，他們是安全組、活動組、服務組和文資組四位組長，以及我的最佳拍檔（對

外總召──阿良），別小看我們六人，我們可都背負著重要的任務！！

    這是慈馨家第一次由孩子來主辦、規劃的大型活動，一共有三天兩夜，這對我們

而言是極大的考驗，但是在我們六位幹部的努力之下，展現了還不錯的成果唷。

    夏之旅第一天，我早上四點多就起床做準備了，我第一眼所看見的是服務組幫我

們準備的愛心便當，哇，瞧這豐盛的菜色，讓人感到十分的窩心啊！隨後集合、行李

上車，等一切就緒好後大家就準備出發了。此時，我們幹部的任務才真正要開始～但

是看著窗外湛藍的天空，疲累的我卻昏昏的睡去……。

    夏之旅這三天是怎麼過的？說實在的，我都不記得了，因為回家之後，早已經累

到說不出話來。不過身體雖累，心裡卻蠻充實的，在活動過程中我學習到許多辦事方

法，以及學會如何舉辦一個完美的活動～也就是怎麼讓大家玩到最開心！怎麼讓活動

成為大家心裡最美好的回憶！

   很快地，夏之旅結束了，我們也卸下任務了。我要謝謝陪我一起奮鬥的五位夥伴，

要謝謝指導我舉辦活動的老師們，也謝謝我們的精神支柱lucky大哥，而最感謝的是～

支持我、讓我有信心辦完活動的慈馨家人啦！！

【我們一家都是人～～～才】
國三 玲玲

  哈哈，當初因為好玩所以報名今年夏之旅幹部甄選，沒想到我竟然入選，並成為「

安全組組長」，那時心情真的是很高興。其實我是以「安全組組長」為第一目標的，

能夠擔任安全組組長，我覺得很榮幸。

  安全組組長的工作有苦有甜，最驚訝的是第一次幹部小組會議之後，才知道安全組

工作「爆滿」。最挑戰的是討論工作分配時，我常常被服務組那方推來很多工作。我

最喜歡的是執行「巡邏工作」，因為可以「最晚睡」。而我怎麼和大家合作呢，我都

是自己主動跑去問總召、馥豪老師與振杉老師，有問題就趕快問，這樣就可以很快知

道訊息，知道怎樣處理。

  從幹部訓練到夏之旅有很多事，印象最深刻的是探路：因為我可以比別人提早知道

旅遊景點、知道哪裡比較好玩。還有探路會遇到許多冒險、與意料之外的事很刺激。

雖然探路很忙、很累，但事後想想實在很有趣。此外，安全組執行巡邏工作保護大家，

所以可以「最晚睡」，感覺很特別，而這點也讓其他小朋友很羨慕。

  如果你問我對夏之旅三天有什麼心得，我會說我很認真執行安全組工作，例如：停

靠休息站時協助大家過馬路；到海水浴場見到有人被水母螫到，立即跑去請教救生員；

營火晚會我坐在師長席，認真觀看每組活動與安全。還有，我在最忙碌的時候，自己

也玩得很愉快，所以覺得自己很厲害耶。

  如果夏之旅重來一次，我想做的是把服務組推來的工作弄清楚，如果不是我們安全

組的，就會推回給服務組。還有，這次我擔任安全組組長有被老師肯定，我也變得更

有信心，所以明年夏之旅幹部甄選，我希望繼續擔任「安全組組長」，到時候請大家

支持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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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第一個故事】
國三 kitten

  今年的夏之旅，對我來說是一場非常豐富、但也是很累的夏之旅，然而我在過程中

學到了很多，像：安排事情、控制情緒、調整自己……等等。

  先從夏之旅幹部招募說起：剛開始我只是抱著玩玩的心，但是看到面試評審老師的

認真態度，我突然感到這次的責任是很重要的，於是在圖書室等待並調整著心情。到

了面試抽籤，我抽到了第三號，起初還沒有任何的緊張感，但看見面試完畢回來的人

都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心裡便想這場面試可能很難過關。當輪到我的時候，緊張感

忽然一下子湧了上來，走到面試區前，我的腳竟然開始發抖了……，但是面試過程卻

出乎我意料的輕鬆，所以我就等著面試結果公佈了。

  有一天全家集合時，社工老師終於公佈幹部名單，當聽到自己入選時很是開心，但

後續的會議卻讓我陷入矛盾：因為我曾對去年夏之旅服務組事情感到不平，沒想到今

年的我居然擔任服務組組長！所以我對這個任務，從不熟悉慢慢也轉為投入了。

  隨後會議討論探路日期及事項，到了探路那天，六位幹部出門時都一副身負重任的

樣子。我們花了兩天探路規劃三天的旅遊行程，沒想到這麼辛苦，那感覺是快掛了，

完全是累！累！累！才可以形容。之後我每週帶著組員開會，直到夏之旅那天，這段

期間我和大家互動有開心也有吵架。

  到了夏之旅當天，服務組必須負責包便當，我凌晨3點半就起床了，只能說又累又

想睡。到了出門時刻竟來了狀況，有小朋友鬧脾氣不配合，於是行程延後了十五分鐘，

這過程是由擔任幹部的我們挺身而出處理的，當時我心裡想那之後怎麼辦？出門後我

發現我的疑問與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大家越來越有默契，連小小朋友都開始幫忙起來

了，這讓我回想到我第一次參加夏之旅的模樣，全家大小忙到不行卻很快樂。

  還有，這次夏之旅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車上唱歌，師生一起歡唱一起大笑，真的

很好玩，相信大家都會把這段回憶放在心裡的。真的很開心能成為第一屆自助夏之旅

主辦的幹部，第一次由孩子舉辦很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中代表著大人對我們的信任！

相信持著這次的經驗，之後會辦得越來越好，也期盼青少年館蓋好後，這樣提供獨立

自主的活動愈來愈多。

【規畫與調整之旅】
國二 小禾

  今年的暑假，有著不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挑戰，不一樣的體驗。

  今年的夏之旅是第一次由我們哥哥、姐姐主辦的，從六月份的面試到正式擔任組長；

從籌備小組的探路到正式帶著全家出去玩，過程有笑、有淚，有酸、有甜，更有許多

新的學習與新的體驗，六位哥哥姊姊與三位社工老師的歷險故事就這麼開始了。

  今年的我，擔任了文資組組長的角色，負責許多文書的處理、海報的製作。我們這

組大部分都是國小三、四年級的孩子，這個年齡的孩子大多都比較愛玩，常常沒辦法

靜下來，偏偏我們這組的工作大部分是屬於靜態的；一個高一的哥哥有暑期課業輔導，

沒辦法常來開會，一個幼稚園的弟弟鬧起來真的不是開玩笑的。所以當我拿到分組名

單時，完全無法想像我到底要怎麼帶領這一個團隊，是不是乾脆放棄好了?但是，我

反覆的告訴我自己，事情沒有我想像的那麼難，我要相信自己。

  第一次開小組會議，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一開始，根本就是一團亂，我真的不

知道該怎麼辦，我看著大家，但是大家根本不理我，自顧自的玩耍、聊天，當時我只

告訴自己兩個字――相信。我相信大家會靜下來聽我說話；我相信大家會照顧好自己

並尊重別人；我相信大家會完成每一項工作；我相信……，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

相信大家，我相信我身旁的每一個人。

  我的「相信」成功了，從吵吵鬧鬧的遊樂場到安靜的會議；從一團亂到井然有序，

大家都持續的在進步。從海報的製作到手冊的製作；從晚會的舞蹈音樂挑選到練舞，

大家無不是全心全意的在努力，無不是盡心盡力的在付出，甚至在晚會前一天高一的

哥哥還有幾個小弟弟也跟著練舞，雖然表面上的我嚴格得不像話，但我真的很感動……。

  今年的夏之旅很不一樣，在這裡我也學到一些不一樣的事情，我學到如何帶領一個

團隊，如何相信自己及大家，這一切都是我的組員帶給我的，謝謝你們，如果不是你

們，我真的沒辦法完成這麼多的工作；如果不是你們，我無法從中學到這麼多的事，

如果不是你們，我無法得到這麼多的掌聲。如果說我是昭奚恤，那你們全都是楚宣王，

這些掌聲是給你們的，這些鼓勵與讚美也是給你們的，希望未來我們能繼續努力、持

續進步，加油！
 

（註：最後一段有寫到昭奚恤和楚宣王，那是引用「狐假虎威」的典故，但把它轉為

正向的意思：大家給了我許多的鼓勵、讚美與掌聲，但我覺得這些應該是要給組員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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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之旅又到了，我非常的開心也非常的興奮，因為這次的夏之旅是由我們孩子

所主辦的，雖然不知道我們辦得怎麼樣，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歡？可是我想能順利完成

就算很不錯了！

  我還記得當初幹部面試時，我非常緊張，擔心如果我一不小心說錯話怎麼辦？沒被

選上怎麼辦？後來我跟自己說：「放輕鬆，別怕！」然後我拼命的想著我要講什麼呢？

  終於輪到我了，我慢慢的走向活動室，心裡非常緊張，當我走到活動室門口時，我

停了下來呆呆看著老師，不知該放棄還是該進去，最後我鼓起了勇氣，打開門！結果

看到評審們全都坐在一排，而我卻要坐在他們前面，感覺很害怕，因為我是第一次參

加這種面試。於是我拖著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到座位。當我一抬頭就看到評審們

看著我，讓我好難開口，等我調整好心情，先做自我介紹，再說明為什麼要當幹部。

我很緊張的說完了，等著老師們的回應，可是因為我太緊張了，所以並沒有認真的把

話聽進去，當下我希望快點結束，好讓我可以脫離現場。

  緊張緊張還是緊張，連我想移一下位子都是困難的事，後來我離開面試場地了，我

感覺整個人放鬆了許多。沒想到才放鬆更讓我緊張的又來了，那就是評審要在十位面

試者中選出六位幹部。終於到了公佈夏之旅幹部的日子，沒想到我竟然被選上了，我

很開心，後來確認擔任活動組組長時，我知道有更多的事要面對了。

  第一次幹部開會時大家都沒有什麼想法，我講話的次數也很少，隨著會議越開越多，

大家越來越像老師，都把自己該做的事處理得很好，讓我看到大家都變好多喔，而我

跟組員們的默契也變得更好了。

  終於夏之旅成行了，第一天大家都很興奮，看著大家開心我也跟著開心，更希望大

家第二天也能開心。第二天大家都拖著睡意的身體卻又開心的吃完早餐，隨後大家開

心的去「海水浴場」玩，而我也享受到玩水的滋味。第三天我玩到有點累了，加上我

還有工作要做，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很開心了。

  三天夏之旅過程，我最喜歡的就是我們活動組舉辦的晚會，因為每一組都有跳舞表

演，我看到大家的努力與歡笑，我非常的開心，因為我的工作目標就是要大家玩得快

樂。

【特別的三天兩夜】
國一 小萱

  我是活動組組長，但是我擔任的工作並不多也不麻煩，只有晚會的部分比較有挑戰，

所以這一次的工作對我來說並沒有困難，當看著其他的組長和總召繁忙時，心裡就會

覺得:「我真好命啊！」

  我非常感謝評審們讓我有機會擔任組長，也謝謝老師的指導，更要謝謝我的組員，

讓我可以玩得非常開心。

【詹主任】

  這回夏之旅我最大的學習是「相信」；從幹部的甄選開始，最初我沒期待孩

子們可以把活動辦得多好，心中只訂一個目標―「安全就好」，不論怎麼亂，

就讓孩子去創造吧！可是漸漸看到孩子所做的努力和準備，我發先最初的擔心

是多餘的，我應該相信孩子真的有能力可以把這次活動辦好。果然，三天下來，

讓我超感動，我們真的就像一家人，帶著濃厚的感情在旅遊；全程我只有負責

欣賞和拍手，其他的事，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廖老師】

  今年我的角色學習跟大家有些不一樣，過程中我學習面對變化，本來安排好

的構想跟想法，在過程中要評估跟觀察，我非常欣賞這個團隊，可以很快的開

會、評估，籌備小組要應變，隨時有新想法進來。看到孩子辦事的彈性比大人

更好。這是我從孩子身上一個很大的學習。

【淑錡老師】

  在今年的夏之旅，最大的收穫來自於跟孩子的練習過程裡，適時的引導，把

舞台給他們，讓他們在過程中增加自信。每一個孩子從一開始的面試，到籌備

小組開會的歷程，我佩服他們到最後一次開會時，漸漸長出自己的樣貌。

  編者後記：本期大篇幅地呈現「獨立生活能力」的培養方案，是想提供一個案

例，給細心捕捉其中訊息的您――或許您的家族有幾個孩子，或許您帶了個班級，

您不妨相信孩子一下，給他機會，聽他的想法，站到支持的位置上，放手讓他試

試看，說不定，結果會讓您很驚喜。不但小孩子從做中學到了如何獨立自主，您

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大人的收穫散見在全刊的各個角落，請您自己尋尋覓覓。

信任與傳承的物語



    對孩子們而言，擁有一頭健康的秀髮和合適的髮型是件大事，尤其是青少年。在本家有

一群理髮志工，每月會前來本家服務一次。其中，魏秀琴小姐為最長期的義剪志工，從慈光

育幼院到慈馨兒少之家，已經服務了12年之久，是孩子們最熟悉的專業設計師，很多孩子

從小學到大學，都喜歡找魏阿姨詢問髮型意見。而魏小姐不僅關心孩子的頭髮健康，也常藉

由義剪時間與孩子互動、關懷孩子。

    問起魏小姐與育幼院認識因緣，魏小姐表示當初是本著還人情之心前來義剪的。因其開

店創業時受賴明慶先生大力幫忙，民國88年賴先生邀請她至育幼院參與義剪，便立即答應。

雖說還人情，但後來義剪已成生活習慣，加上喜歡育幼院的孩子，已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

看待，遂成為長期志工。

    雖然前來義剪，要比平日早起與忙碌，工作繁重時有過「不想去或做到這次就好了」的

心情，但想到已經答應，而且這是一件對孩子很重要的事，做久了便覺得要繼續下去，因為～

「捨我其誰」。而魏小姐家人對於擔任志工一事也是相當支持的，其大哥表示「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能盡己之力協助別人便是好事。魏小姐還帶著女兒一起到過育幼院，與育幼院

孩子互動遊戲。當別人提及育幼院負向訊息與偏見時，其女兒會挺身說話，表達正確訊息。

    在志工服務過程，讓魏小姐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孩子說起沒有父親感覺自己很可憐，魏

小姐則表示這裡有許多師長照顧，有許多家童相伴，有很多志工關懷，並以自身父親已過世，

告知孩子：「你沒有很特別，而且還有很多人愛你，何須說自己很可憐呢？」那孩子聽了之

後，想了想亦覺有理，於是歡喜地展開笑顏。

    做了多年的志工，魏小姐對擔任志工的心得是「施比受更有福」。因為長期看到育幼院

老師教導孩子的態度，以及溫柔而堅定的言行，很受感動。一方面告訴自己應該向老師學習

耐心教育孩子，另一方面則反思為何無法對子女這般疼愛與關懷。於是念頭一轉便開始跟著

學習，這一改變，不僅提升了自己的親子互動關係與談話品質，而且親子間變得更親近融洽。

所以，一般人認為擔任志工是服務、是付出、是貢獻；對魏小姐而言卻是得到學習、收穫與

感恩，覺得自己很有福報呢！ 

    魏小姐對慈馨家孩子的期勉是「把這一份愛傳下去」，當你們長大或者有能力之時，希

望你們記得也去幫助別人，即使是做一件小善事也可以，因為有心做一件好事，那也是不簡

單的事！從魏小姐身上，我們看到淳厚善心以及事事善學，期許本家孩子將魏阿姨的勉勵放

在心上，將來延續並傳給需要幫忙的人。

編輯小組

施比受更幸福的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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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旅前一天孩子們除了要準備好大好大一包行李之外，還有……

大冠：好啊，交給我吧！（反正留守）

小君：真的嗎？YA YA YA～（小君高興地翻了個筋斗卻撞到腳，品品老師

則翻了個白眼）

原來大家都把自己的鼠鼠交給大冠叔叔養了。

（隔天……大冠叔叔走進放著一堆鼠鼠的辦公室，第一眼就看到女三室的

兩籠鼠鼠―粉粿和飯糰）

大冠：哇！怎麼都兩腳開開準備投胎？該不會死了吧！（仔細再看了一下）

大冠：哈哈原來是在睡覺覺啊～嘻嘻嘻，拿個葵瓜子讓你聞～

粉粿（夢）：哇～～冰淇淋，葵瓜子加粉粿冰淇淋！我……我要吃～～～

嗯嗯～～好吃！

大冠：呃，最好是邊睡邊吃啦！（看到隔壁籠的小三也在睡）戳你屁屁一

下！

飯糰（夢）：喔～～喔～～屁屁長蟲，屁屁長蟲啦！趕快躲到防空洞！

大冠：呃……你嘛賣安捏！跑到廁所睡喔（老鼠專用廁所）？

就在隔壁，住了一隻小廷養的大大。

大大：嘻嘻，笨笨大大冠，看我躲躲功！躲到超強掩護木屑，讓你找不到！

哈哈哈！

大冠：呵呵呵（假笑）！你再不出來我告訴你唷！這三天不給你水喝！

大大：哇～～對不起對不起，我輸了！這個木屑……我才不屑！哼！

鏡頭再 zoom 到斜對面的住戶，是阿翰的茶茶。

茶茶（跑來跑去）：嘿嘿！抓不到抓不到！時速100，保證抓不到。

大冠：（結果一秒就抓住），抓不到是吧！

茶茶：（嚇得把自己嘴裡的食物全部挖出來）對……對對不起，我我……

我錯了！

接著在一個偏遠陰暗處，住著小睿養的小鬼

小鬼：嘶嘶～～～我是迅猛龍！很兇唷！嘶嘶～～少煩我，我會噴尿神功，

我每天都用尿來抓頭髮！讓你不敢靠近！

大冠：喔？是喔？那我幫你吹頭髮！呼～～～～～～～～～～～～

小鬼：嘶～～～～～～～我的頭髮又亂了啦！嗚嗚～～～

阿君的「兔兔」根本是兔子級的待遇……究竟怎麼回事呢？

兔兔眼巴巴地看著大冠叔叔：每天請幫我換木屑、鼠沙、洗籠子、用雙手

奉上食物、帶我散步、幫我洗澡澡！

大冠：……ok～～啊！我可以達成你要的願望，但是洗澡嘛？因為我們沒

有浴缸，用馬桶好了！

兔兔：啊！馬桶！no～～～

我想……夏之旅這三天雖然孩子不在，但是……真的不在嗎？

資訊員 李冠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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