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設計／曾　金　生

●公關室　／曾金生之父～曾智明　先生

●電子所／鄧守真之父～鄧經天　先生

●飛彈所／傅從順之父～傅憲端　先生

●系發中心／楊智凱之父～楊安心　先生●資通所／鄧安哲之父～鄧巽昇　先生

◎公關室／曾金生特稿

　父親曾智明先生生於新竹縣新

埔鎮，現 60 歲。祖父籍貫是廣

東省，台灣光復後被派來台灣服

務，並與祖母結縭，一生服務警

界至退休，於民國 76 年歿。

　祖父常駐外縣市，父親自幼便

不是很常見祖父的身影。爾後祖

父為就近照顧妻兒而常搬家，最

後搬到今天的桃園市中壢區。祖

父母受教程度不高、育兒方式獨

裁——「不聽話就打、不接受意

見表達」，在某些方面上又過度

保護，不給父親向外探索、勇於

挑戰的機會，造成父親行為拘

謹，不擅表達主見。興趣也偏靜

態，喜歡看電影、特攝影集（哥

吉拉、超人力霸王）、看金庸、

倪匡，以及讀文史哲學。

　由於個性拘謹，尋求對象時並

不順利，相親時還說「交往要以

結婚為前提」，起初母親備感心

理壓力，好在有緣相聚一起，兩人時常約

會建立感情、四處兜風。長期相處下母親

感覺父親還不錯，便答應了父親的求婚。

　我出生後，一次母親發現在過年期間的

鞭炮聲隆隆之下，發現沉睡的我竟無驚

醒，本以為我很勇敢，但某天無意間在書

局看到一本名為「大雞慢啼非大雞慢啼」

的書後，心想或有異狀，並轉告父親。後

來在我 2歲時先於署桃檢查，半年後再前

往台北市醫院檢查，報告竟是重度聽障，

頓時晴天霹靂。鄰居知道此事後，說我只

能去啟聰學校了，但父母不願意，他們希

望我可以聽、會說話，因此開始尋求各種

資源，要把我當正常孩子來教養。爾後打

聽到學齡前可以上課的特教單位，從此便

與之結緣，找聽力師協助配戴助聽器，到

新店葉老師處學習專業的聽說讀寫。

　那時母親在郵局，月薪近 3萬，但母親

決定辭掉工作在家教我，祖母擔任家管，

因此家庭經濟重擔全壓在父親身上。無奈

父親一直沒能找到適合的工作，因此薪水

與級職都沒能達到較高層，而且多年後，

與母親同級職的同事卻不斷調薪，底薪加

上郵局保險獎金，每月超過 10 萬，退休

後還跟母親炫耀每月有 3萬多的退休金。

雖因此沒能過物質富足的生活，也不敢多

生，但至少該有的都不虞匱乏。

　母親常說「以她前途換我的前途」，薪

水高又穩誰不想要呢？父親經歷多次工作

不順後，心想如果當時由他來教，母親不

辭，也許現在會更富有？但是歷史沒有如

果，人生不像電玩可以Replay直至成功，

只能一直前行。慶幸的是雙方都希望我可

以當個正常人。由於與特教有所接觸，因

此其他身障家庭我略有了解：有些人家庭

條件較佳，遇到問題不用苦惱如何做選

擇，馬上就能解決；有些是大人都只顧賺

錢，沒人願意帶小孩，導致小孩學不會各

種技巧、難有成就；更甚認為生出身障兒

無地自容、把親骨肉當空氣、漠視養家之

責，還鬧外遇，搞得家庭失和的都有。

　父親常感嘆沒有成就。是以也希望我把

書讀好。「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金

生切記！」這是父親在我書桌前貼的字

條。以及呼籲我每天花多少時間讀書要做

記錄、自我檢討。父親認為祖父母受限教

育程度，無法在求學時給予有力支持。父

親陳述著他的失敗經驗，勸我不要像他一

樣。「『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

功在不舍。』你屬兔，但做人不能當驕傲

的兔子。」父親雖自認無成，但在引經據

典與人生體悟上是我所不及的。爾後我以

興趣為依歸，如願考上第一志願──台灣

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並於本院任

職逸光報編輯與文宣設計，學以致用、不

白費求學時習得的技能，一部分也要歸功

於父親的教導。

　民國 105 年母親車禍，一部分肉被磨沒

了，右小腿與膝蓋嚴重骨折，還險遭截肢

關頭，父親大受打擊，當時還要照顧年邁

的祖母，在內外奔波、心力交瘁下瘦了

20 公斤。在醫生盡力下終保全右腳，但

接著面臨極難治癒的骨髓炎，在三年父親

的堅持不離不棄，與林口長庚醫師的努力

下才得以壓制病菌，至今還無法上班但已

能下塌做飯。現只剩我一人還在上班，好

在母親有理財、買保險的習慣，醫療支出

大都是保險理賠金，家中不致陷入困境。

娶到母親，是父親的福氣。

　沒有人可以決定自己要不要出生、沒有

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父母、也沒有人可以決

定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身障，但我們可以選

擇面對與負責。有朋友跟我說他被父母念

過「你是多出來的那一個」，讓他感到被

遺棄，進而自暴自棄，多不負責任的父

母！好在多年來他還是走過來了。

　資質凡庸不可恥，世人皆如是。生為駑

馬又何如？大志由來在心中，莫聞他人

嫌。不能一躍，那就十駕、百駕、及至千

駕。人生關關難過關關過，希望父母能和

我一起繼續前行，永不放棄，追求幸福的

人生！

◎飛彈所／傅從順特稿

　浩瀚宇宙的日月星辰，這

顆熄滅那顆亮起，承先啟後

生生不息。我的父親傅憲端

先生現年 57 歲，出生於桃

園縣民風純樸的楊梅鎮，在

家排行老么，上有四位兄長

及二位姊姊。家中世代務

農，父親從小便需幫忙農

事，下課放學後就是去割草

餵牛，倒水餵雞鴨等，到了

傍晚，幫忙柴燒家中的洗澡

水，到了小學三年級，則是

幫忙照顧小姑姑的女兒（我

的表姊），餵她吃飯陪她

玩，我想也是這些經驗讓父

親對我們的教育特別著重同

理心的部分，農事日復一

日，國高中時依然如此，但

父親的課業從未讓祖父擔心

過，同時也會幫忙祖母做一

些零工貼補家用，或許長久

接觸務農機具，進而對其產

生興趣，於是選擇就讀職業

學校盼能習得一技之長，而

祖父的教育觀念是，要在家

幫忙農事就不需念，若是想

念能念，就算賣田賣地也會

讓子女就學。生長在貧窮的

農村不是自己選擇的，但是

可以發憤圖強，努力向上，

在半工半讀的情形下完成學

業，亦取得車床乙級技術士

證照。

　此時也認識了我的母親范

玉嬌小姐，在同為擔任班長

職務下，有了更多互動的機

會，學生時期口袋裡沒多少

錢，卻能為了給母親一個麵

包，自己忍受肚子餓，或許

就是這份心意，讓我的外祖

母對父親讚賞有加，正所謂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滿

意」，也是這份心意，父親

對自己總是省吃儉用，衣服

褲子都是那句話，「還能穿

就好」，但對於妻子兒女卻

是大方闊綽。因家中經濟因

素，高中畢業後，投考憲兵

學校，在高雄服憲兵義務役

四年貼補家用，每個月約

6000 元的薪水，在當時來

說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一

碗陽春麵 10 元），吃住都

在軍中，所以也花不了什麼

錢，服役期間，讓父親從男

生變成了一位男人，除獨立

自主外，更多了份成熟，同

時結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

朋友，母親則是愛相隨，跟

著到高雄經營一家自助餐

店，父親放假則會到店裡幫

忙，也算是另類的約會吧，

如此同甘共苦直到退伍。

　役畢後回到桃園，在祖父

先成家後立業的觀念下，由

大伯陪同前往提親，與母親

范玉嬌小姐結為連理，婚後

奮發圖強，下班後埋首苦

讀，皇天不負苦心人，如願

考取台北工專（現台北科技

大學）機械工程系，就讀期

間無法通勤回家，課業繁

重，筆者與弟妹一天天長

大，又無收入，蠟燭兩頭

燒，身心煎熬，只能咬緊牙

關苦撐。還記得聽母親說

過，為了省錢，父親曾吃了

數月的泡麵。好不容易撐到

畢業，民國 81 年正值國內

天空開放，得知有航空公司

成立，隨即報考，如願以償

進入長榮航空公司服務，從

事維修飛機工作，並參加培

訓，考取了美國 FAA 及我國

CAA 維修工程師證照，具備

簽放飛機資格，工作表現優

異，膺選為國籍航空公司績

優修護人員楷模，榮獲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獎狀乙幀，而

後因維修經驗豐富，且理論

基礎扎實，轉入長榮航太維

修訓練中心，民航新制訓練

機構，擔任講師工作至今。 

　早期要協助家庭相關農作

事務，父親以身作則帶著筆

者與弟妹一同參與，寓教於

樂，培養同理心，

並讓我們親身體

驗何謂「粒粒皆

辛苦」，婚後我

們與祖父母同住

近 20 年，而父親

侍奉祖父母親力

親為，凡有所命，

無所不從，獲鄰

里好評，與母

親結縭 30 餘

年， 體 貼 尊

重，凡事皆以

妻小為主，不菸不酒，為親

朋好友眼中的好丈夫。對於

我們，父親教育觀念抱持開

放態度，不以傳統觀念加諸

於子女，與其壓迫不如適性

而為，凡事皆有商量餘地，

而待人接物務必同理而為

之，無須樣樣第一，但求腳

踏實地、問心無愧。

　筆者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系碩士班，曾於旺

宏電子擔任製程工程師三

年，目前於院內飛彈所測試

工程組擔任工程師，婚後育

有一子一女；長女傅美方畢

業於輔仁大學英語文學系，

畢業前即進入長榮國際公司

服務，目前擔任副課長一

職，婚後育有一子一女；次

子傅從康畢業於萬能科技大

學企業管理學系，為院內飛

彈所主體系統組之定期契約

人力，工作認真，努力學

習，目前已錄取飛彈所主體

系統組之技術師一職，而對

於弟弟的身體狀況或許是父

母親心中永遠的痛，當時得

知此消息，堅強的父親也是

眼眶泛紅，做父母的總是希

望子女健康，但是既來之則

安之，務農人的樂天知命及

從小培養出的同理心，不經

意的流露在父親的言談中，

家庭生活中陪著弟弟聊天，

父母親及家庭的支援漸漸地

加強了弟弟的抗壓性，進一

步的一起投入志工服務，在

幫助他人的過程中，使弟弟

更加成熟懂事，這便是父母

親最大的欣慰。

　父親節前夕，在此預祝所

有偉大的父母親，身體健

康，平安喜樂，亦祝福各位

父親節快樂。

浩瀚宇宙的日月星辰 駑
馬
十
駕
，
功
在
不
舍

◎資通所／鄧安哲特稿

　我的老爸鄧巽昇，民國

43 年出生，南投縣竹山鎮

人，一個典型的農村子弟，

在家排行老大，小時候家中

經濟狀況不好，為了改善家

庭生活，於高中畢業後便北

上就讀警察學校，從此踏入

警界生活，兄代父職，背負

著全家家計，撫養著父母與

弟弟，直至弟弟們均能夠自

立生活。民國 64 年由警校

畢業後，分發至台北市警察

局，因身材壯碩的關係，還

被選入警察儀隊，民國 66

年調至台北市吳興街派出所

擔任員警，盡心盡力地維護

著轄區內的安寧及幸福，也

在當時認識了我的母親，並

於民國 70 年結為夫妻組成

了幸福的家庭。

　70 年代台灣竊盜與暴力

犯罪日益猖獗，為壓制這股

亂流，民國 71 年台北市刑

警大隊成立除暴組，並遴選

各分局績優員警擔任刑警，

柔道兩段的老爸也於當時開

始投入打擊犯罪的最前線，

期間逮捕多名槍擊要犯，

並偵破大小刑案百餘件，

74 年擔任刑事組巡佐時，

為解救受歹徒狹持之人質，

不顧自身安危，隻身進入現

場與手持衝鋒槍的歹徒進行

談判，並對歹徒曉以大義，

使其願意棄械投降，成功救

出所有人質，也因其智勇雙

全及不畏艱難維護治安的精

神，於當年度獲選為全國十

大傑出青年，老爸任職警察

至今，依然盡忠職守，累積

功獎無數，考績列甲等共

36 次，並於去年獲選為全

國模範警察，不只是青年的

楷模，也是警察的模範，其

實滿多的事蹟都是長大之後

才從網路上找到，從新聞報

導才發現他以前在除暴組的

日子有多危險，其實不是只

有美國才有即刻救援的最強

老爸，我家也有最強老爸。

  我的老爸於民國 70 年結

婚，婚後育有三

子，家庭和諧融

洽，因擔任警察時

常身陷危險，所以

更深感家人的重

要，相當珍惜與家

人相處的時間。以

前老爸因職務的關

係沒辦法每天回

家，1 週只有 1 天

的休假及 1天的外

宿，但只要有休假的時候，

就是帶著全家到處去玩，就

算再累也沒關係。還記得我

們小時候最不缺的就是玩

具，老爸很喜歡買玩具給我

們幾個小孩，也從來沒有

錯過每年台北世貿中心的玩

具展，因為孩子的笑容就是

他最珍貴的寶物，我想我現

在也很喜歡買玩具給我的小

孩，應該是遺傳到老爸的關

係吧！對於孩子的教育，他

並不會要求我們成績要多

好，但是為人一定要正直，

做事也一定要負責。他也常

常和我們說；只要有自己想

走的路，老爸都全力支持，

就像身為警察一直是人民的

後盾一樣，老爸也永遠是孩

子最堅強的後盾．而我們三

個小孩做人處事的態度也都

以老爸做為榜樣，目前均有

正當職業，筆者目前於資通

所指管組擔任小組長及專案

管理的職務，對於專案規劃

及執行，上級指派之任務均

可圓滿達成；大弟就讀高中

期間曾獲得甲組籃球聯賽最

有價值球員，目前於台中市

青年高中擔任籃球專任教練

工作，將其所學傳承給其學

生；小弟於台北市溪口國小

擔任體育組長及教師工作，

透過體育活動及教學，指導

學童正確態度及方向．三人

對於社會各界均具貢獻。

　老爸對於家人間的感情相

當重視，所以每年都會用他

那張永遠刷不完的國民旅遊

卡安排多次的家庭旅遊及聚

餐，他總是和我們說國民旅

遊卡還有 8000 元，要不要

安排去哪玩幾天啊，但其實

早就已經用完了，只是老爸

最想看到的就是全家出遊及

兒孫圍繞的幸福畫面，雖然

他不善於表達內心的情感，

但他總是用他的方式讓我們

感受到他的付出及關愛，現

在我們幾個孩子都長大了，

很多事情不需要他煩惱及照

顧，但他的父愛從來沒停下

來，開始轉移到他的小孫子

們身上，每年除了固定安排

的家庭旅遊外，還會和我媽

兩個人帶著一個小孫子出國

去玩，只要孫子學校有活

動，不管是運動會、畢業典

禮，他都一定會請假參加，

他常常說因為以前工作的關

係，常常缺席自己孩子學校

的活動，所以現在孫子的絕

對不能缺席，他不只是個好

爸爸，還是孫子們的好爺

爺。

　我的老爸當選過傑出青

年，拿過無數警察獎章，也

獲得了全國模範警察，這次

藉由院內的模範父親表揚活

動，我也想讓他知道，他不

僅是青年的楷模及警察的表

率，更是我們家的模範父

親。老爸將於明年退休，不

管是對社會、家庭的付出都

是我們子女的榜樣，現在我

們幾個小孩都已組成幸福的

家庭，而目前也身為人父的

我，正是以他做為我的模

範，保護並教育著我孩子。

父親節前夕，在此祝福老爸

及所有偉大的父親，身體健

康、平安快樂。

◎電子所／鄧守真特稿

　我偉大的父親——鄧經天先

生，現年 82 歲，民國 26 年出生

於樸實的桃園湖口客家庄鄉下，

自幼家中務農，兄弟姐妹共有 9

位之多。父親身為長子，在那生

活較為清苦的年代，一身扛起改

善家庭經濟的重擔，即便後來婚

後育有 3 女 2 男，仍傾全力努力

賺錢，一方面撫育自己的小孩卓

然長成，一方面資助弟妹繳交學

雜費，使弟妹們均能安心求學，

順利完成高中教育。

　父親於民國 46 年畢業於國立

台北師範學校。師範教育其實是

全才與全方位教育，父親雖然主

修體育，惟對於音樂也相當感到

興趣並具有天份。畢業後原分發

至國小任教，之後由於不斷的精進，而轉

至國中、高中執教鞭。

　父親與母親結婚後，原居住於桃園楊梅

高榮國小教職員宿舍。在大女兒出生後不

久，因為需服義務役，遂舉家遷回鄉下老

家與爺爺奶奶同住，就近照應。母親是閩

南人不諳客語，初期與公婆共同生活時無

共通語言可以溝通，甚至僅能藉由比手畫

腳來傳達心中的想法，真是困難重重。後

來夫妻倆齊心努力，很快便與家人融合一

起。父親為長遠考量，常期勉每個小孩均

以台語或客語與長輩、鄰居對答互動，感

受長輩、鄰居們所傳遞的關愛。

　父親克勤克儉，當時教師的薪水微薄，

含辛茹苦教養五位子女及負擔家中弟妹學

費實屬不易，所以於授課之餘，亦到私校

兼課或給學生補習，只要可以賺外快的機

會便不放棄；有時也把家裡當工廠，帶著

全家大小做過十多種的手工代工，讓孩子

明白「分擔家務」也是一種的成長與淬

煉。自忖今日能夠堅強獨立，父親的潛移

默化助益頗鉅。

　父親敦厚善良，一生侍奉爺爺奶奶至

孝，噓寒問暖，關懷照顧有加，實為子女

們的典範，更於鄰里間傳為美談。對

於子女的栽培，父親身教重於言教，

非常關注子女們的品德發展，管教

子女嚴謹，期許我們堂堂正正的做

人處事；父親也常會陪伴子女讀書，

並鼓勵子女認真向學，開拓視野，培

養大肚能容的氣魄與見多識廣的正

向人生觀。目前五個子女，經父母親

薰陶教養後都陸續完成高中、大學的

教育，亦都擁有正當的職業，且對社

會公益事項不遺餘力，廣獲好評。我

任職於本院電子所，努力盡職，深受

主管肯定，其餘兄弟姐妹或是自行創

業，或於私人機構服務，個個表現優

異出眾，讓父母親備感欣慰。

　父親教導學生極富愛心和耐心，積極培

養青少年展現抱負並對國家社會奉獻所學

專長。記得在龍潭農工擔任訓導主任時，

就勉勵學生懷抱民族意識，繼而投筆從

戎，因而在父親任職期間，每年畢業生保

送軍校者多達 10 人以上；除此，亦加強

對進入田徑隊有興趣學生的訓練，並在省

運或區運中奪得亮麗的成績，之後陸續當

上優良的體育老師。另外，諸如藝人張

菲、馬安琪，也是父親的得意門生，前者

為就讀龍潭農工時，參加父親所指導的樂

隊，後來成為家喻戶曉的綜藝天王；一位

則是歌唱比賽的常勝軍，之後成為群星會

的唱將型歌手。父親為人師表盡心盡力，

曾多次獲頒優良教師與傑出青年的殊榮。

其門生眾多，桃李滿天下，這些莘莘學子

從未忘記師恩，迄今仍經常邀約心目中永

遠的恩師——鄧經天老師帶著師母一同出

遊，分享過往在校時點點滴滴的快樂時

光。

　父親於教育界退休後，為了回饋社會，

積極參與志工行列，並投身公益與社會服

務，除了自動加入楊梅志工行列，同時更

帶動里民服務，其秉持勤儉持家的美德，

故極力推廣居家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此

舉不但可響應政府重視節能減碳及環保政

策，同時亦將部份可再次利用物品分送給

生活較為困苦的鄰居友人，充分發揮敦親

睦鄰及愛物惜物的美德善行。

　父親博學多聞，溫暖良善，其做人處事

的圓融與豁達，在我們子女心中絕對是平

凡中的不平凡。養兒方知父母恩，現在我

們子女皆已組成幸福美滿的家庭，而為了

感念父母的恩澤，趁父母親還健在的日

子，子女們經常相約前往探視父母親，閒

話家常，共享天倫之樂。

　鄧經天老先生是一位春風化雨，得獎無

數的好老師，是妻子眼裡盡職的好丈夫，

更是子女們心中一百分的好爸爸！我們子

女以成為鄧老師的兒女們為榮，也祝福親

愛的爸爸，身體健康，父親節快樂。

◎系發中心／楊智凱特稿

　安心，是我敬愛的父親，在家中排行

老六，還有 3 位哥哥、2 位姊姊、1 位

弟弟、2 位妹妹。父親小時候，家中經

濟狀況不好，求學階段只能靠自己打工

和領獎學金升學，他小時候的願望是期

望畢業後，早日有工作賺錢來改善家庭

安
　
心

力。

　在我與弟弟小的時候，父親因為工作

關係，有時出差、有時加班，但在公務

之餘，一定抽空指導我們的學業問題，

在這之間就可見父親的思維非常縝密，

除了在課業學習方面，不斷地給予高度

的支持及鼓勵之外，更特別注重我們兄

弟倆在做人處事上的態度，對長輩有

禮、對朋友有信、對家人有愛。父親為

了這個家，為了讓我們兄弟倆從小就有

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付出的心力是我

們這輩子難以回報的，我們能做的就是

好好地學習、好好地表現自己，不讓他

操心。

　父親平常的話其實不多，偶爾會以書

信的方式來傳達心意，記得我在大學時

期，對行銷有了一時的興趣，父親在假

日赴北科大進修前，留了紙條：「一個

成功的人，是應該知道什麼時候做什麼

事情，有智慧的人更應該去規劃自己的

一生……」，點醒我要踏穩腳步、善用

時間、深化專業，重視自己的熱情，用

正確的行動方式，才能避免人生受挫跌

傷。

　我在十多年前運動時，因意外造成左

腳膝蓋受傷，起初以為是一般的扭傷腫

脹，到附近醫院照 X 光，骨頭並無大

礙，但當消腫後，稍為激烈運動又感覺

不適，無法恢復正常運動。在父親的陪

同下，看了許久的醫院、國術館，仍無

起色，後來到大型醫院檢查，才知道是

前十字韌帶斷裂，在手術後住院與復健

期間，父親在身旁照護與陪伴鼓勵，直

至康復，非常感念。

　父親平時態度嚴肅，但有時帶些風

趣，例如在本次「模範父親」活動中，

主辦單位以「我的紳士老爸」為影片主

題，在表揚前，安排至西服服飾店為父

親改造外型，當我向父親問及其心中的

電影名星或偶像時，他轉頭對著母親

說：「我的偶像就是你的母親！」頓時，

在旁的多位店員予以熱烈掌聲，想必在

母親的心裡也是相當溫暖而感動，主辦

單位的用心影片企劃，使我們家增添溫

馨回憶。

　父親目前除擔任高雄科大旅北校友會

理事，同時擔任社區大樓主委，並投身

公益與社會活動，例如參加新北市武道

發展協會與元極功法會研究會，出席關

懷弱勢活動；參加新北市家庭成長協

會，出席訪視老人安養之家、孤兒院、

育幼院、教養院等活動，並與母親共同

參加新北市保母聯誼會舉辦的義賣活

動。多年前即開始每月捐款慈濟基金會

及不特定有需要的團體，盡一分微薄力

量。

　父親要我們兄弟倆學習凡事往好處

想，待人要客氣、好言結善緣，與人和

睦相處，「問題」不在經驗與年紀，最

重要的是那顆心，當我們凡事都想清楚

了，擁有正向能量，很多問題就迎刃而

解。在父親榮退的月份裡，接獲當選

「模範父親」，特感光榮，感謝單位長

官同仁的支持與指導。在這特別的日

子，我要對父親說：「您永遠是我心中

的偶像、人生導師、是在我背後的安定

力量，不斷引領著我，做個對社會有用

的人，感謝您對家庭的辛勞，父親節快

樂！身體永健！」

生活。父親於省

立高雄工專畢業

後，順利經由

鐵路特考進入

臺鐵局，服務

逾 42 年，歷任

臺北機務段司機

員、臺北檢車段

檢電員、機務處

幫工程司、副工

程司、正工程

司、七堵檢車段

段長、機務處科

長、副處長等

職，於職務竭心

盡力，不遺餘

我的最強老爸 我
們
家
的
鄧
老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