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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渭榮校長

　　2008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是奧運會在中國舉行的年份，是香港教育局確定小班教學應在

本港推行(2009-10年度起推行)的年份，也是我退休的年份。我將會牢記過往美好的時光，快樂的回

憶會令下半生過得舒適安逸，希望我的晚年不再有任何牽掛，不再承受工作壓力，只做自己喜歡做

的事。

　　同學們，你們年紀還小，當然未能體會我的感受，假如你們年近退休，那時再回味我的說話也

不遲。你們要知道，而且要接受，人生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責任：讀書時期的責任是努力學習，做

個好學生；長大成人的責任是工作稱職，做個好公民。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職責，我們要做一個

負責的人。因此，我希望你們都是負責的學生—留心聽課，關愛同學，對人有禮，尊敬師長，孝順

父母……。

　　我是參與創立本校其中的一份子，更擔任創校校長之職，相信本校已是元朗區，甚至是全港口

碑好、知名度高的學校之一，我也深信本校也是擁有較多優質教師，教師有團隊精神的學校之一。

我期望辦學團體「百年樹人」，「服務桑梓」的宏願由本校順利執行，直至永遠。

　　這是我以校長身份為校訊寫的最後一篇文章，藉此對多年來扶持我的人士，包括現任及前任列

位校監、校董、教職員等，對我的包容體諒，精神及工作上的支持幫助，使我渡過不少難關，致以

衷心的感謝！

     

姜渭榮校長

　　2008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是奧運會在中國舉行的年份，是香港教育局確定小班教學應在

本港推行(2009-10年度起推行)的年份，也是我退休的年份。我將會牢記過往美好的時光，快樂的回

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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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圖書館開幕

英文科於下學期舉行的四至六年級故事

圖比賽，以下是六年級同學的優秀作品。

好書推介--英文

英文科------故事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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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圖書館大變身
趙倩潔老師

我校的中央圖書館成立於1997年9月，並在2007年9月進行大變身，成為一個充滿豐富色彩，引

領學生走向無窮知識的「海底王國」，學生進入圖書館，如置身於活潑動感的海洋當中。

電腦化的借還圖書系統，波浪型的書架，色彩繽紛的背景壁畫，舒適的閱讀平台，三部供學生

進行自學的電腦，讓學生愉快地學習。

現時館內有六千多本中文圖書，一千多本英文圖書，館藏力求優質與多元化，以培養學生良好

的閱讀習慣，並培訓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讓孩子們在「海底王國」中發掘出無窮的寶藏，譜

出人生的彩虹。

今次圖書館重新装修，有賴鄧英業先生的熱心捐獻，為了感謝鄧先生，我們在2008年2月22日舉

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揭幕儀式，並以鄧先生的名字為圖書館命名為「鄧英業圖書館」。

英文科於下學期舉行的四至六年級故事

圖比賽，以下是六年級同學的優秀作品。

好書推介--英文好書推介--英文

6B  Ko Chiu Yee 6B  Wong Fu Lam

6B  Ko Ming Wai



書名：旋風阿達　　　　　　       　

作者：霍玉英

出版社：螢火蟲文化事業

內容簡介：

一本書裏記述了多個感人的故事。其中一
個故事令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故事名稱是暗號。

故事的主人翁――夏剛住在北京。他爸
爸讓他在暑假自行從北京乘火車到青島去「體
驗生活」，但旅費只有僅僅五十元。爸爸讓他
到青島後，找一個接頭人，夏剛要向那人問：
「請問，有老鼠牌鉛筆嗎？」如果那人回答：
「對不起，我只有貓牌橡皮。」的話。那他就
是「革命同志」了。

夏剛在乘火車途中，發現有一位同車乘
客好像爸爸派來的「革命同志」，但原來這只
是誤會，而這誤會引出了一個賺人熱淚的故
事……

閱讀感受

一個父親為了看到剛出獄的兒子回鄉，用
積蓄買了一張對他而言很貴的車票，默默地跟
在兒子的身邊，而又不告訴兒子，以免傷他的
自尊心。多次告訴兒子，自己是他的父親，卻
欲言又止。兒子也希望重新做人，報答爸爸。
我希望兒子終能明白爸爸對自己的愛。

好書推介--中文

書名：輪椅上的小鳥　　　　　　　　作者：姚佩玲

出版社：宣道出版社　　　　　　　　

內容簡介：

《輪椅上的小鳥》這本書寫的是作者自己的內心故事。記述作者自出娘胎就是一個患有嚴重痙攣的人，因
為身體四肢不能自我控制和說話不清楚，而需要家人照顧起居飲食，但作者沒有因為這樣而放棄自己的生命。雖
然身體傷殘，但她樂觀知足、好學上進、活潑真誠、喜歡結交朋友、逛街和閱讀。她八七年開始藉著輔助儀器寫
作，用口一吹一吸都用盡了她的力氣去做，而這本書就正正寫出了作者對人情、世事和信仰的感受。

閱讀感受：

這本書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故事都令我十分感動，因為這本書的每一處都是作者以「心」用「口」所寫成
的。試問世界上還有多少個人可以像她這樣堅強。看到這樣的她，真的感到慚愧起來。雖然自己擁有健康的身
體，寫的每一個字，都只不過用一點力氣就可以完成，但卻沒有作者那樣有意義。

作者在書中寫過一句話――「人生路雖然凹凸不平，但仍須努力去完成整個旅程，才是不枉此生。」這句話
真的震撼了我，像作者這樣的人生，她也很努力、樂觀地去享受，真的令我覺得自己渺小，明明是生活得那麼幸
福，卻往往感到不知足。看完這本書後，我就很希望可以像作者一樣，讓自己不枉此生。

我相信這本書的書名就是作者想表達的意思――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也可以像小鳥一樣展翅高飛，自由自在。

書名：流離的王妃

作者：愛新覺羅　浩

出版社：商周出版

內容簡介：
記述日本女子嵯峨浩一天收到消息，要當偽滿州國

皇帝弟弟溥傑的妃子。這對她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因
為她即將要跟溥傑建立一段由關東軍一手操控的政治婚
姻。到滿州國後，嵯峨浩發覺溥傑和家人不但沒有介意
她是日本人，還友善地對待她。此外，她更先後誕下長
女慧生及次女嫮生。可是好景不常，這時卻傳出日本戰
敗的消息。浩被迫與丈夫分隔，帶着兩個女兒展開顛沛
流離的逃亡歲月。經過輾轉的一番逃亡，她們才得以回
到日本生活。後來慧生不幸意外逝世，對浩造成沉重的
打擊。幸而最終她也能和分別十六年的丈夫重逢，一起
度過生命中最後的歲月。

閱讀感受

嵯峨浩跟溥傑的婚姻原是外界撮合而成的，但能
一直順勢發展而漸漸培養出感情來，而且在經過十六年
的別離仍能相依為命；這全部都靠她與丈夫那份深厚情
愫，實在難能可貴。書中不但反映出中日歷史，也能見
證了一段恆久的愛情，更讓我領悟到一個道理：現實是
殘酷的，因此我們應該堅強地去面對，而不是處處逃避。

書名：旋風阿達　　　　　　       　書名：旋風阿達　　　　　　       　

廖穎怡  6A 梁曉嵐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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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綽怡 6B

中文科與圖書館合辦-------中文閱讀報告比賽         鍾容娥老師 鄭海燕老師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中文科老師鼓勵同學多借閱圖書。假期後中文科與圖書館合辦了一個中文閱讀
報告比賽，由中文科老師評選優秀作品。以下是六年級同學的得獎作品。



(曾品琛主任、施安乃老師、梁桂儀老師、李嘉輝老師、文嘉慧老師)

今年的綜合學習週目的是宣傳奧運的使命，老師們都盡力策劃活動，家教會更提供人力支援，使今年的

學習週辦得比去年更成功。在數天的學習活動，同學們對北京奧運加深了認識。

開幕禮

開幕禮當天除了有傳遞聖火、燃點聖火和鳴砲等儀式外，開幕禮

的兩位嘉賓：教育部長李佩蘭女士及前港隊游泳奧運代表李嘉偉先生

分別以中國人辦奧運及運動員奮鬥的精神為題，對學生發表講話。嘉

賓說話內容充實，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最後由音樂科多位老師共同領

唱的We Are Ready更是全場的高潮，同學們的熱情投入令我們感覺到

奧運會已在我校展開。

聖火傳遞

五、六年級聖火傳遞的比賽地點是元朗市鎮公園，比賽的形式是將每班分成四組，每組十人，把比賽路

線全程分為四十站，代表著四十個不同的中國省市，每個學生代表不同的省市內的運動員。起跑者先手持聖

火「祥雲」進行馬拉松，到另一站後把聖火交由下一位省市的運動員繼續運送，模擬著北京奧運的聖火傳遞

儀式。每個同學都要發揮合作精神，務必把這個極有意義的聖火運送到每一個同

學的手上，就好像奧運會運送聖火的運動員一樣，無恐困難，無恐風雨，走遍大

江南北，都要完成聖火的傳遞。完成一段路後有些同學已喘不過氣，但他們並沒

有放棄，在路邊休息一會便拼搏地等待下一段比賽的來臨，他們絕對體現了體育

運動員永不放棄的精神。我們非常欣賞他們那拼搏精神，同時亦希望同學能把這

股精神帶回學習中，努力裝備自己，為自己開創美好將來。

閉幕禮

閉幕禮當天的氣氛比開幕來得更好，同學們都為他們得獎的同學歡呼。當副校長刺破汽球，彩紙滿天

的時候，同學們都拍掌歡呼，氣氛變得非常熱烈。接著全校同學們便齊聲高唱由同學們用「生命有價」曲調

改寫成的奧運歌曲。從歌詞中我感覺到同學對北京奧運的認同和期盼，從歌聲中我感覺到同學們的歡欣和喜

悅。最後三位二年級同學領唱的We Are Ready，同學們都揮手和做出相同的動

作，全校老師、家長和同學們都齊聲高唱，我感覺到奧運雖遠實近，也熱烈希望

北京奧運能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為祖國再添光芒。

一連四天的綜合學習週可說在高潮中劃下完美的句

號，深信「同一世界，同一夢想」

的奧運主題已深深烙在每一個學生

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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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致詞

努力! 快!快!快!

We Are Ready!

 多謝家教會支持 我們的設計是最好的4

綜合學
習週「同一世

界．同一夢想
」後感



5B 曾傲晴

二月二十日是本校舉辦的華服日，我在門外

看見林林種種的中華服裝，有的穿著類似古代的

「格格」服飾，有的穿着有權有勢的皇帝服裝，有

的則穿着一些滿族的服裝……使我大開眼界。

　　　　這天，各年級都有一堂時間到操場進行關於中國節

日或習俗等有趣活動。其中我最喜愛的活動，便是吃湯圓，

雖然每個同學都只能吃兩粒，但這是義工姨姨親手造的，富

有濃厚的愛心，看見各個同學吃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家長

姨姨甜絲絲的呢！其次便是寫揮春，第一次寫的我當

然十分緊張，心怕被同學嘲笑，幸好，我還是

寫得井井有條，要不然就被當作笑話了。

　　這個活動十分好，不僅能認識一

些中國的工藝品，又看到同學穿

着古代服裝的另外一面，真

是一舉兩得啊！

6B 黃嘉盈

　　　　二月二十日，學校中文科為了讓我們認識元

宵佳節，便舉行了「華服日」。

　　操場上有四個遊戲攤位和兩個食物攤位。這四個遊戲攤位的活動

是拼字、節日對對碰、寫揮春和剪紙，至於食物方面就有湯圓和麥芽餅。

　　拼字能使我們認識漢字的結構，節日對對碰就令我們更了解農曆何月何

日有甚麼節日。另外，寫揮春和剪紙都是中國的傳統藝術，這次活動能使我對

中國傳統藝術加深了認識，也令我們體會到中國的文化是源遠留長的。

　　當然，我也有特別喜歡的攤位，就是寫揮春。雖然我的毛筆字寫得不是太

好，但也影響不到我的興致。自小媽媽就和我一起寫書法，這使我對書法培

養出濃厚的興趣。

　　我覺得學校這次舉辦的「華服日」不但可以玩，更能從玩的當中

學習，這個概念非常好，而且一舉兩得，而麥芽餅更令我回味無

窮。希望學校能多辦這類型的活動，讓我們邊學邊玩。

5A 王家穎

　　為了加深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我校特別選

擇在「元宵節」前夕舉行一個以「華服日」定名的活動。

　　當天，學校的課室以至整棟大樓也佈置得充滿傳統的中國節日色

彩，大部份同學響應「華服日」這個主題，穿上中式服裝。雖然照常上

課，但學校設計了具有節日特色的攤位遊戲，安排各班在不同時段進行活動，

並請來很多學生家長當不同項目的主持人。

　　五年級的活動時段到了，同學們踏着輕快的步伐到操場列隊，一聽到解散

令，便立即奔向自己喜愛的攤位，在歡笑聲中大顯身手。有的同學寫「揮春」

時，頗有書法家風範，有的同學卻連握毛筆也不懂，「節日對對碰」和「猜燈

謎」這兩個項目，考驗同學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程度的深淺；「剪紙」不但

構圖美麗，而且寓意吉祥；所有遊戲都是為了使同學們能夠通過玩樂認識中

國文化而設計的，更有學生家長為我們烹製象徵團圓的應節食品──湯

圓，使到節日氣氛更加濃厚。

　　在最興高采烈的一刻，集合的鐘聲響起了，同學們只

好在攤位前扔下依戀的目光，帶着餘興列隊走向

課室。

    鍾容娥老師

　　在二月二十日，適逢年宵節前夕，本校中文科舉辦了一個名為「華服日」的活動。此活動的目的是讓同學感受中國

元宵節節日氣氛。活動當天，校園充滿了喜氣洋洋的氣氛，師生均穿上中華服裝，全情享受當天的攤位活動。此活動舉

辦成功，全賴家長姨姨的協助，老師的參與，以及同學的投入。以下為三位同學的活動後感。

華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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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廸恩老師

　　今年，不論走在大街小巷，「五福娃」的身影總會映入眼簾，大家也為奧運而興奮若狂。八月八

日，各國的健兒都會匯聚於祖國北京，進行一連串的運動競技。而我校也有一個讓運動健兒能一展身

手的舞台，就是──運動日。

　　其實運動日不單是運動健兒的表演場地，亦是學生學習的地方。不同的學生在運動會上擔當了不

同的角色，他們也從不同的角度裏學習和領悟了不少書本以外的道理。以下是一些四年級同學在運動

日的感受，讓我們與他們一起分享當中的體驗。

學校運動日
  

4A 李智賢

運動會之我感

　　這天是學校一年一度舉辦的運動會，雖然我只是一個觀

眾，但我也感受到這片濃厚的氣氛，整個場館都被這一片緊張刺激

的比賽氣氛厚厚地籠罩著。

　　在看台上，我們都在為自己班的運動員打氣，給他們一些口頭上的

激勵，使他們盡力爭取冠軍。我們奪得了四乘一百米冠軍便是成功的例

子。

 在我們拼命打氣和運動員激烈地比賽下，運動會的氣氛漸趨緊張，我愈

來愈感到透不過氣來。頒獎禮時，我幾乎窒息了。

　　當在頒獎禮中看到我們班的運動員得到了金牌時，我心裡就有

數之不盡的喜悅，真是笑逐顏開！

　　今次運動會裏，運動員們經過艱辛的訓練，他們才

能奪得獎牌。我終於知道「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的箇中含意。 4B 許子麒

運動會之我感

　　在二月二十二日，是我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雖然我只

是一個小小的跳遠運動員，但也極其興奮。

　　一開始還未到我比賽，我只好和同學一邊高興地玩耍，一邊期

待着比賽開始。當我比賽時，看到其他運動員都英姿颯颯，老實說，

我有點驚，驚得開始變成了一隻小老鼠。我力爭上游，想取好成績。但    

始終是虎頭蛇尾，除了第一跳，其他兩跳都「食蛋」。我真不甘心，只

好靠其他同學拿走冠軍寶座。

　　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比賽，終於到了頒獎時間。還好，我班也拿

了好幾個獎。

　　最後我雖然得不到獎，但也多了個快樂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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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2007-2008年度課外活動比賽成績

體育比賽體育比賽體育比賽

活動/比賽項目 成績
30/9海獅會水運會
男子高級組10-12歲

50米蝶泳：亞軍   50米背泳：季軍
50米胸泳：亞軍   50米蝶泳：殿軍
50米自由泳：亞軍

女子高級組10-12歲 50米蝶泳：殿軍 50米浮板賽：冠軍

女子新秀組 50米胸泳：亞軍

女子高級組8歲或以下 50米自由泳：冠軍   100米胸泳：冠軍
50米胸泳：冠軍   50米背泳：亞軍
全場最佳運動員獎

女子新秀組8歲或以下 50米浮板賽：殿軍

元朗區羽毛球公開賽 青少年MF組男單亞軍

分區青年軍比賽 男子單打季軍、女子單打季軍

西貢區羽毛球分齡賽 12歲或以
下女子單打 

季軍

灣仔區羽毛球分齡賽女單青少
年H組單打 

殿軍

8/12元朗區舞蹈比賽 金獎

8-9/12元朗區校際陸運會 女甲壘球：冠軍
女乙100M：殿軍
跳遠：殿軍
女丙接力：亞軍
團體：季軍

100M：季軍
男丙接力：冠軍
團體：亞軍
100M：亞軍

18/12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
員獎

6/1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組隊際賽優異
個人單項：
查查查：第3名
倫巴舞：第4名

鬥牛舞：第3名
森巴舞：第3名
牛仔舞：第4名

2/2校際舞蹈節小學東方舞 乙等獎

21/2校際舞蹈節體育舞蹈 恰恰恰：1個甲等獎
恰恰恰：2個乙等獎
華爾滋：6個乙等獎

牛仔：1個甲等獎
牛仔：1個乙等獎

29/2 元朗區羽毛球分齡淘汰賽
    男子青少單打B組
    女子青少單打B組
    男子青少單打C組
    男子青少單打C組

亞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29/2香港國際武術比賽及氣功
展示會

棍術組：季軍

7/3第十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
比賽

男丙4Ⅹ100M接力冠軍

其他校外比賽其他校外比賽其他校外比賽其他校外比賽其他校外比賽

活動/比賽項目 成績
11月創新能源精英競賽
2007

小學組金獎、
最佳演講獎

11月「齊來迎國慶 精彩
奧運年」徵文比賽

優異

17/11元朗區小學普通話
獨誦比賽(元朗大會堂)

1冠軍、1亞軍、1季軍、
5金獎、9銀獎、
8銅獎

1/12屯門元朗區普通話
朗誦比賽(色嗇園主辦)

初級組冠軍、
中級組亞軍

1/12元朗區小學英語故
事演講比賽
(元朗大會堂主辦)

1冠軍、1亞軍、3金獎、
2銀獎、3銅獎

15/12滬港「寫作小能
手」現場作文決賽

5一等獎、7二等獎、
3三等獎

24/12藍天綠地在香港種
植比賽
(花鳥蟲魚展覽會主辦)

環保綠化栽種：亞軍
羊齒類植物：亞軍

31/1第二屆滬港「寫作
小能手」決賽

2優異

16/2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元朗區賽事(基元中學主
辦)

一等獎

25/2校際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女演員獎

1/3全港普通話比賽：話
劇(毅智中學主辦)

優秀演員獎

8/3第三屆屯元區小學普
通話才藝比賽(伯特利中
學主辦)

公開組話劇小品冠軍
公開組集體朗誦冠軍
初級組兒歌詠唱
高級組講故事

24/3  2008香港花卉展
覽小學組小盆花培植比
賽

非洲紫羅蘭：冠軍
二叉鹿角蕨：冠軍
招財樹：冠軍
金  琥：亞軍
車厘茄：季軍

3/4元朗區公益少年團傑
出團員選舉

傑出團員

5/4元朗區小學德育故事
演講決賽(裘錦秋中學主
辦)

普通話高級組：冠軍、
亞軍
粵語初級組：季軍、優異
粵語中級組：優異

活動/比賽項目 成績

P.1-3男子英詩集誦 優良

普通話獨誦 2冠軍、7亞軍、9季軍、15優良、2良好

英詩獨誦 3亞軍、2季軍、18優良、4良好

粵語獨誦 3冠軍、4亞軍、3季軍、13優良、4良好

8歲以下中文歌曲組 亞軍

8歲以下中文聖詩組 亞軍

12歲以下英文聖詩組 季軍

第5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視藝比賽

活動/比賽項目 成績
【母親頌】第十二屆中華內
外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7金獎、10銀獎、
2銅獎

第十屆冰雪情全國師生書畫
攝影作品邀請展(書法組)

金獎、銀獎、銅獎

20/3「中國人的驕傲」迎奧
運全港剪紙大賽

青少年組良好獎、
兒童組良好獎 

20/3 第九屆“雛鷹杯”青少
年兒童書畫攝影大賽

5銀獎、10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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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祕書 陳鎮鎏

元中校友會成立於一九五八年，今年剛巧是五十周歲大壽。理事會早於年初成立工作小組，籌辦金禧會

慶活動，由前年統領元中六十周年鑽禧活動的陳培倫校友再領大軍，我們有信心本會的金禧活動一定辦得有

聲有色。

第一項活動為「會慶徽號設計比賽」，參賽者為元中、鄧中、友小及英業四校學生。今年四月底截止，

五月初公結果。

第二項活動為「名茶美酒話當年」。理事會邀約由五十年代以至千禧年代畢業的元中學生，暢談當年在

母校就讀時的生活點滴。過程錄製成光碟，是很有歷史價值的文獻。

第三項活動為「尋根之旅」。本會組織參觀團，於三月十五日參觀位於坳頭的元中舊址(1949-1989)。眼

見宮廷式的校舍，「朱欄玉砌」猶在，只是人事全非，令人感慨！

第四項活動為「感恩大聚餐」。已於三月十五日在元朗喜尚嘉喜酒樓舉行，筵開五十六席，場面壯觀，

氣氛熱烈。與會者獲贈精美會慶匙扣一隻。曾在元中任教的老師，還獲得大會致送的鮮花及富有歷史價值的

「名茶美酒話當年」光碟，以表示尊師感恩；其他人士，亦紛紛解囊贈買光碟留念。

第五項活動為「元中文物展覽」。六十年元中，產生不少文物，散落民間。會慶組工作人員呼籲校友，

捐出或借出昔年校簿、校服、校徽等等文物，在母校開放日展出。日後並安排於本會會所長期展覽。

第六項壓軸活動為「籌募教育經費行大運」。將於本年十二月六日舉行。參加者遊覽屏山文物古蹟，在

鄧氏宗祠進食盆菜。仿公益金百萬行方式籌款，希望籌得一筆經費，給本會之中小幼學校增添設備，改善教

學環境，造福學子。

當然，我們會出版一本特刊，內容有珍貴圖片、會慶賀詞及會慶活動紀錄等。

各位校友、本會屬校家長、教師和同學，大家都是元中校友會的一份子，希望你們都熱心參加這個金禧

會慶的各項活動。歡迎你們對這個活動提供更多建議，請把意見傳真至30075645或電郵到ylpmsach@gmail.

com。謝謝！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五十周年金禧會慶

老師博bl
og趣

小女胡綽芝在今年的

情人節出世，現在已三

個多月了。擱置在

一邊已久的嬰兒用

品又要出動了！原

來同時看管兩個小朋友一點也不簡單，

又要做家務，又要煮飯，又要餵奶，而

且，學校的工作量也日益繁重，真的

忙不過來。幸好，小女尚算乖巧，健

康也十分理想；小兒也沒有爭風吃

醋，真是要謝天謝地。希望我的小

朋友能快樂地成長。

胡嘉海老師

H i ，我叫 I s a a c 。

Auntie Uncle最喜歡叫我「波

波」，4個月大，身高63cm，體重

16磅，達標可以參加BB大賽（不過是

超重組別）。媽咪說我要出鏡，那樣

才會長大，請多多指教！我是誰？我

就是剛出世不

久的歐家二

公子！

葉雪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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