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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暮私塾﹒翻轉魔法2.0

SWEET Q訶做一個你!

卓憶嵐* 圖書組長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級中學

【自序】

推動活化教學 15年， rSWEET QJ

幸福教學法是閻繞著聽、說、讀、寫的教

學策略，透過國語文教學的創新發展，讓

孩子的學習充滿好奇心進而能自學、討

論、表達，同時達到與未來接軌的效益提

早在教學中發展文學藍海經濟。「訂做一

個你」是 r;有效教學」教案，也是「多元

評量」的另類檔案，希望孩子們在最後一

個關卡「推甄面試」中集三年所學之大成

充分發揮聽、說、讀、寫的創意力，透過

多元自傳的撰寫和設計為自己量身訂做一

份真正的生命故事。電影「練習曲」說:

「有些事現在不做，以後就不會做了J '

教與學就是如此，一如「海賊王」般熱血

出航，我們要的不是速成的填或壓，而是

孩子真正有興味的主動去學習並且渴望求

知，這就是翻轉教學的真諦!

壹、前自

生命是一連串自我的檢視，而後成就(

一張巨大的捕網。

諾貝爾說 r生命，那是自然付給人

類去雕球的寶石。」

*本篇通訊作者:卓憶嵐'通訊方式: cutesky@mdhs.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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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莘私塾﹒翻轉魔法2.0一-SWEETQ訂做一個你!

我認為國文教學最重的一環是歐發學

生的生命歐事，讓受教者自然內化情意賞

析的指標，每位教師都該是學生的球磨石

引導他們發出獨一無二的亮光。每一年統

測之後的高三學生仍堅持給予完整的教與

學。最後一個學習歷程是「自傳寫作 J '

本歷程將國語文教學的聽、說、讀、寫完

全發揮，可惜大部分的老師都放棄了這最

後的歷程指導，認為自傳只要照著範本去

寫就好，導致學生的寫作學習狀況都是

「樣版紙本」操作，透過填鴨制式化寫出

來的自傳毫無靈魂，只能說是一張張複製

出來的蒼白故事。

國語文教學就是要透過聽、說、讀、

寫的力量讓學生表情達意、幸福生活，東

方的問思教學、西方的翻轉教學都是相同

目標的活化教育教學策略，我認為完整的

「主題教學」能充分雜揉東西教學信仰。

所以在結束統測距離畢業典禮前的一個多

月裡，國文課秉持「以學生為主」、「課

戶遊戲他」的教學目標設計出適合學生的

翻轉教案，試圖在最後的一個階段引導學

生寫出真正的自我，而「訂做一個你」主

題式的閱讀寫作課程，企圖連接學生過去

的學習，展望未來的規劃。

時光在萬，十多載的 rSWEET QJ 教

學法研發出寫作力、思考力、創意力、品

格力、表達力!這五種創發力開創出系統

性的幸福教學法，讓學生在每一堂課都能

以核心議題為主聚焦學習，以下略敘本教

學運用的教學策略:

一、圖象心理學遇上漢字好好玩兒

圖象心理學是十八世紀開始帽起於

國外的一種藝術療癒，透過圖畫的解析和

創作圖畫兩種策略幫助心理或生理疾病的

患者找回健康，然而這裡所指的「闡象心

理學」並不是真的要幫學生「 j台療」些什

麼?而是透過葉丙成教授提出的 rBTS J

課程遊戲忱的策略研發出來的遊戲他多元

評量學習單。

圖象心理學課程化結合「閱讀圖

象」、「現代詩下標語」、「廣告詞關鍵

字」等閱讀與寫作的國語文策略，同時延

伸未來教室「會動的六書」、「旅行中的

東巴文」讓孩子眼界與世界接軌。

「心理學」我將它解釋成「心理作

用原理的科學 J '所以心理測驗常常是一

種「科學丟失」破冰術成為師生間的溫度教

學，透過遊戲課程快速理解學生的內心秘

密，然而這不是帶著「 j台療」或「輔導」

為目標的教學，這是透過人性喜歡占←的

隱藏性格，讓學生透過這個統計學的「媒

材」和老師心心相印，這課程是一把鑰匙

讓學生把心打開。

圖象心理學的研發，它是一張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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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我和學生的心路。

重點擺放在「溝通」、「傾聽」、

「陪伴」、「輔導 J '十五年來總共研發

了六個階段的「圖象心理測驗 J '透過畫

畫和寫詩，我發覺和學生靠得更近了，第

一課是第一階的「我是王牌」學習單(學

習單1) ，活動之後學生熱情的欲求解答，

師生之間的促膝長談才是妙不可言的情戚

教育，生命影響生命的蝴蝶效應就是這一

套學習法的背後心機。

(一)畫我說我:閱讀圖畫、加上漢字

下標，在小組之間活用閱讀與

寫作策略，結合現代詩、廣告標

語、六書運用。

(二)教學目標:協助學生呈現「自我概

念的成長」與「生命統整」的效

果，融人多元智能和重大議題。

(三)寫作策略:說出自己的圖畫，明

白自己的人生標語，放進獨一無

二的自傳，呈現三年所學的點點

滴滴。

(四)小組策略:先使用配對法兩人一

組，再使用拼圖式讀書會，讓孩

子說出自己的故事， r我手寫我

口 J '學思並重必有佳文。

二、星銳茶館cos拼圖專家讀書會

連結第一堂課透過圖象測驗的心理學

剖析讓學生認識自我，同時運用「六書能

力」進行文字下標， r 自傳之旅」連結第

二堂課的「少年年表 J (學習單2) 創作和

第三堂課的「夢想線條 J (學習單3 )勾

勒，這樣行之有年的遊戲式的創意教學讓

學生降低寫作的恐懼，進而萌生自發性的

文創書寫，書寫出一個嶄新未來，遊戲中

緊扣核心議題寫作，創造自傳的價值。

從小組合作的討論式遊戲書寫連結

到正式自傳的孤獨式寫作，這筆尖到大腦

的漫漫長路堪稱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

離 J '引導學生從創意發想接軌正規寫作

才不會抹滅寫作的樂趣，進而能善用創意

元素寫出不一樣的生命情懷。而多元學習

單的引導，開發學生的多元智慧和寫作能

力能激發生命書寫的燦爛色彩，鼓勵學生

走出「樣版」的自傳書寫，進而投人創意

寫作。

企圖藉由「文創經濟力」接軌大學的

語文教育，技職體系畢業的孩子接觸國文

的機會少之又少!當學生自學成功後巧妙

的接軌文創的商機世界，國語文教學的力

量進人另一種潛移默忱的寫作策略。

「創意自傳」教學設計以實作為主， (

透過小組分組呈現學習共同體的教室風

惰，拋棄填鴨式的自傳格式鼓勵學生透過

翻轉教學法思考自己的生命歷程，藉由不

斷上台分享呈現成果激發伸展跳躍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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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最後自傳實作轉化成面試利器。透

過自學、討論、思考、表達的教學策略與

學習活動結合，巧妙融人直接引導學習

法、小組合作學習、多媒體融人教學、

SWEET Q活化教學法、體驗學習法;評量

的方式有同儕互評、錄影分享法、情境式

行動學習法和檔案評量法，海闊天空的創

意教學讓孩子學習大學生涯的多元學習方

式。

以下簡介自創的SWEET Q教學法和星

銳茶館小組跑組法:

(一) SWEETQ教學法

以「五力全開」實踐聽、說、讀、寫

四大國語文教學策略:

1. S : Student Speaking 學生主體/朗讀演

說/藝術表達。

2. W : Wide Writing 創意書寫/文學經濟/

全方寫作。

3. E : Express Oneself表達觀點/專屬個人

/陳述想法。

。 E : E-education 數位教學/網路教學/ e

他教學。

5. T : Team management團隊經營/小組合

作/人際管理。

6.Q : AQ (挫折復原力)、 EQ (情緒管

理力)、 MQ(品格道德力)。

莘莘私塾﹒翻轉魔法2.0一-SWEET Q訂做一個你|

(二)星銳茶館跑組法(拼圖讀書

會)

星銳茶館融合世界咖啡館和紅樓夢

喂茶會的綜合版，適合解題，文創，任務

等分組策略用。他用「世界咖啡館(The

World Caf，忌') J 的理念，在國內的分組合

作學習理論來說，稱之為「拼圖式小組

合作 J '我包裝成「星銳茶館 (The Star

Tea) J 。

「星銳茶館 (The Star Tea) J 進行創

意討論，乃脫胎自高三上《紅樓夢〉講解

噢茶論詩會活動時的創意，當時結合西方

集體創造力的理論體驗和東方的文人雅聚

色彩自創「星銳茶館跑組法」。

1.方法:一組七人，總共七組，每組每個

人給予一個號碼從l到7號，每一個號碼

給予不同任務。

2.跑組:組內討論，每人必須發言「戀愛

60秒」之後，每一組的1號到第一組的

位置，每一組的2號到第二組的位置...

...以此類推，每一組同一種任務的同學

都聚集成為專家小組。

3.專家:跑組後相同任務的孩子聚集一起

，認真討論共同的「專題J '之後再回

復到原來的組別，這時候每個人帶著討

論的「真理」回到組上轉教同學，就是

共學、互教的美好學習風景。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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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訶做一個你

主題式教學的模組就在續密的教學策

略下誕生，透過以下圖表一窺桃花源:

一、教學架構圖:合作學習閱讀

與寫作

創意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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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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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Q 星銳茶館

教學 小組合作
錄影互評

三、教學活動要點:接軌未來人

才培訓

每一次的課程都是師與生的對話，也

是學生和小組的對話、和自己的對話、和

宇宙的對話。

透過不斷對話，每一個人選擇自己想

要的樣子去活。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 r 當你真

心渴望某件事情的時候，全世界、全宇宙

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J '這就是「夢想驅

動力」的效果，高中三年陪伴孩子建立夢

想，引導在夢想的彼岸奔跑，跑出華麗的

青春，跑出不失望的姿態。

國 l 多元自傳分紙本、影音，學生可以透過

專長選擇呈現方式

二、教學主題固:翻轉教學遊戲

1l::課程

r--
訂做一個你

{創意自傳l 可

活動一。

陣幫你。

我是到卑

逝戲兩個我

活動，

圖象，心理學

活動二:

過去你:

我很特別

過獻。我是古龍

活動.

少年年發

活動三:

夢想你﹒

夢想鐵條

逝戲﹒尋找我

|活動﹒

夢想綠偏

國 2 四堂課發揮自學的蝴蝶效應為了夢想勾

勒未來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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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莘私塾﹒翻轉魔法2.0一- SWEET Q訂做一個你!

表 l 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或教材

帶領學生認識自己的另 透過圖象與文字的結

(一)微電影廣告﹒

引起興趣探討
一面，透過圖象心理學 合，遊戲式的與夥伴分

自我
隱藏你 ~I 結合漢字好好玩下標 享自己內心的秘密，展

(二)觀看麗江東巴
我是王牌 題，讓學生卸下心防去 開書寫生命的趣味，降

正視自己的生命特質， 低寫作的枯燥，提高創 文字的象形之

找出自己的亮點。 作的興趣。 美，引發創造

標題的樂趣。

帶領學生從自己過去的 透過多樣性的文創年表 (一)繪本閱讀: <灰

過去你 I 學習歷程，進行少年年 樣本，引發學生的好奇 王子}延伸主旨

我很特別 表的創作，同時也是自 心，配合閱讀繪本，找 人人都很特別

傳創作中「求學歷程」 出過去自己的優點，成 (二)少年年表創作連

單元的檢視。 就獨一無二的心。 結自傳。

(一)影音閱讀:李恕

帶領學生規劉夢想，還 搭配創意的夢想線條圈 權影音和文章(

過五月天、九把刀、李 文創作，再由學習共同 五年後你在幹嘛

夢想、你 I 恕權等名人故事誘發學 體分享夢想的過程，變 ?) ，鼓勵學生

夢想、線條 生活到老學到老的圓夢 成是一種伸展跳躍的學 做一個追夢人。

精神。開發創意，刺激 習，讓孩子學會追夢是 (二)夢想線條創作就

多元，這就是翻轉教學 一輩子的課題，學習不 是自傳的「未來

的核心提問。 老騎士的精神。 展望」和「讀書

計畫」。

(一)繪本閱讀:透過

帶領學生將生命的航道 搭配繪本〈失落的一角 耳熟能詳的繪本

規劃後存放保溫器「時 &會見大圓滿}鼓勵學 朗讀，刺激學生

光寶盒J '保持初衷， 生勇於活出自己，並遁 五臨的悸動。

未來你 I 夢想起飛，讓自傳不只 過不斷追尋自己生命的 (二)微電影閱讀:搭

時光寶盒 是平面的，還是立體的 藍圖為一輩子的精進任 配中華郵政「郵

一個未來飛行器，連結 務，自傳他身為重要的 你真好」連結文

CD
|學生未來就業的面試能 圓夢武器，同時也培養 學與生活，寄一

量，讓學生學會帶得走 學生具備自省能力的生 封信給未來的自

的能力。 命觀。 己，就是預約時

光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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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rSWEET QJ 幸福教學法學習單、教寒

一、魔法學堂學習單一:我是王牌，兩個我?

49tF...均gJF...泠空冷熱

@紋路

傳說，占令師會從國騰辨識前世今生，一擎-i:都是真心的呢嗨，現在，請你踩著一起進入這

奇妙的魔法世界，只要帶著一枚真心，幸福水晶球立刻給你一輩子的幸福﹒

已幸福咒語

緝的，(. j 'f :~'I ，I巴金~豆諒我。
請依序盡下「太陽」、 rill J 、「房子 J 、「樹」、「路」、「石頭」、「蛇 J .構成一幅圖。並在每個圖案旁

寫下三個描述語(三個影容詞、三旬佳甸、三行詩句) .作後整幅畫下一個作品標，並寫下創作理念。

作品標題﹒

創作理念:

功效:認識自己，超越自己，創造自己﹒ 9. 'fl: r 的教育」叫叫﹒

圈3 學習單 1 :圖象心理學第一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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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莘私塾﹒翻轉魔法2.0一- SWEET Q訂做一個你!

、魔法學堂學習單一:我很特別，我是誰?

~心、 CE 雪幸宮Tτ: 晶吾有

@請寫下你的「少年年表J '從 a i讀寫到今年，找出自己的亮點事蹟。(求學經歷專用)

現
在

。

功效:認織自己，但是在白色，創造白色﹒ 0 J.怎 l有: r A 兩文 ij -!t- i 級斗體) J ,)q 1.力心做﹒

國 4 學習單2: 少年年表

一、魔法學堂學習單三:夢想線候，未來我。

?主辦戶...屯訣。 8計...吟吟弓之

司P秘密

盡莖，也是一種另類寫作。不愛作文的孩子跟我一起笨，畫畫兒說夢想!

從現在開始，從未家前進，你的每一步路都非常重要﹒(未象展望、殺害計畫專洞)

J、永

.0功效:認然自己，超越自己，創造白色 鹿 l有:延伸生t注視畫1) r 說亨計畫」何幼心做﹒

國 5 學習翠3 :夢想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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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魔法學堂教案:訂做一個你

活動名稱 訂做一個你 | 教學時間 I 4 小時

學生已具備寫讀能力，同時擁有圖文創作基礎，對繪本閱讀有一定的感受，

能上網搜尋需要的資訊，並進行多元化的自傳創作。

一、能分析與評論各類影音資料的內容。

二、能善用口語表達技巧。

三、能針對不同場合適當的說明意見，分享經驗。

四、能廣泛利用文化知識，輔助閱讀。

五、能鑑賞與評論各類作品。

六、能善用寫作技巧，流暢的表情達意。

七、能透過多媒體製作創意自傳。

八、能利用資訊能力搜尋適合自己的資料。

一、透過心理圖象測驗的心理學創析認識自我內在，連結少年年表的創作

和夢想線條的勾勒，遊戲式的創意教學讓學生降低寫作的恐懼，進而

萌生自發性的文創書寫，書寫出一個自己的嶄新未來。

二、從小組合作的遊戲書寫連結到正式自傳的寫作格式，引導學生從創意

發想接軌正規寫作，進而能善用創意元素寫出不一樣的生命情懷。

三、藉由多元學習單的引導，開發學生的多元智慧和寫作能力，激發生命

書寫的燦爛色彩，鼓勵學生走出樣版的自傳書寫，進而投人創意寫作。

教學活動 | 教學資源 |時間|教學評量

先備知識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童、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整理學生高二暑假的手寫自傳，批閱後給予建

議，並設計自評、互評的小組機制搭配師評進行合

作學習，互相觀摩自傳增加成長的機會。

二、引起動機

觀賞微電影廣告〈兩個你}請同學發想觀後戚，

引導認識生命的多面向。

學習共同體討論觀後戚，推派一個組員上台發

表自己的想法。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隱藏你，我是王牌

(一)透過英文格言「生活不在於你有一副好牌，而

在於你如何打好手上的這副牌。」開場，發下

「好話牌」撲克牌進行分組。

1.閱讀圖象:圖象心理學結合漢字好好玩兒。

(1)連結「光與影的旅行」廣告閱讀，進行圖

象繪製，練習為圖案下標語、圈出關鍵字、

'。 中等教育第66卷第2期

影片欣賞:

※屈臣氏網路

商店廣告〈每個人都

該有兩個屈臣氏》

(片長 1 分 48 秒)

網址:

h吐p://www.youtube.co

mlwatch?v=IA59ib4EI
11

察
問
台

觀
提
上

堂
頭
組

課
口
小

分
fhu

自製投影月 I 24 分

介紹相關網站

※創意避中華一一

遇見東巴

網址:

課堂觀察

口頭提問

多媒體教

昆主
-or-



莘莘私塾﹒翻轉魔法2.0一-SWEET Q訂做一個你!

把圖案融合成一幅大圖畫進行作品理念下 h仕p://www.youtub巴.co

標題。 mlwatch?v=07wC7qE
(2)鼓勵組內分享後上台分享，自由繪製圖案 x091 I 17 分
於黑板，教師解圓意義，正向引導自我尋 學習單一

找亮點活動並與組員分享。 小組上台

(二)透過組員上台解圖後的心情故事反觀自己的內 心情反思提問 3 分 小組討論

心世界，適時關心自己找出亮點。 上台分享

(三)預告自學作業，尋找小時候的偉大功績，帶任 自學作業

何證據來和組員分享。連結自傳書寫「家庭背

景」、「興趣專長」部分。

活動二:過去你，我很特別

(一)透過電影「心中的小星星」格言「每一個孩子 自製投影片 I 20 分|錄影互評

都是獨一無二的，總有一天，他們會走出自己 巴貝科爾《灰王子》

的路」開場，並邀請聲情俱佳的同學上台朗謂 繪本

繪本《灰王子〉進行有聲繪本閱讀。

l繪本讀書會.我是獨一無二 學習單一一 15 分 學習共同

(1)閱讀繪本，組內讀書會討論鷗想。 體

(2)教師進行一個議題的提問教學。 提問教學

A具體問題:(灰王子〉是改寫自哪部童話 小組觀察

故事?何處同?何處異? 口頭提問

B.單元問題:請說說看故事中你最喜歡的

是哪一個橋段?為什麼?

c.核心問題:本故事寓意是什麼?談談你

的想法和親身經驗的連結。

(二)透過抽籤或自願組員上台分享答案 接介紹多|學習單三 |叫寫作練習
元年表創作鼓勵紀錄回憶青春烙印，下節課帶 講述法

陳年往事功績分享故事。

(三)預告自學作業完成少年年衰，連結自傳書寫的

「求學歷程」部分，回家功課觀看李恕權「迴| 13 分 |自學作業

轉人生」影片。

活動三:夢想你，夢想、線條

(一)作家九把刀名吉「說出來會被嘲笑的夢想，才| 110 分|問思教學
有實踐的價值。即使跌倒了，姿勢也會非常豪

邁。」名言鼓勵學生做一個追夢人。

l閱讀文本:網路 PPT <五年後你在幹嘛? > 小組上台 1 20 分|語文教學
(l)回顧自學影片，進行提問。 ※臺;曹大明星蚱蜢 MOOCs
(2)進行文章共讀，接力方式朗嶺。 王子李智、權〈迴

(3)共讀後開始進行小組合作學習，分享五年 轉人生〉

後的自己在做什麼?是什麼樣的人? (阿長 47 分 17 秒)

網址:

http://www.youtube.co
mlwatch?v=07AOw5b
Gb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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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派一個組內最害羞的同學上台分享聽到的| 110 分|小組上台

小組故事。(小記者速記法)

(二)介紹「夢想線條」的創作方式，開放現場直接 自製投影片 7 分 講述法

紀錄心情悸動，董下夢想線條。 心情沉澱叮嚀 體驗學習

(一)預告自學作業，完成夢想線條，連在吉自傳書寫 3 分 寫作練習

的「未來展望」、「讀書計董」部分。

活動四:未來你，時光寶盒

(一)透過心理學家弗蘭克爾所吉「人最大的自由， 新聞播報: I 35 分|講述法

是他在任何遭遇中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態度。」 ※ 一立新聞

勉勵學生活到老學到老，勿忘初衷! 「中華郵政展創意

1.閱讀新聞: r幸福郵你」敢動時光寶盒 微電影宣傳政績」 |小組合作

(1)回顧三堂課的發現之旅，該如何保溫? (片長 1 分 44 秒)

(2)寫一封信給自己，放進時光寶盒，預約幸 網址: |書信教學

http://www.youtube.eo
(3)聆聽劉若英「給十五歲的自己」一曲，寫 m/wateh?v=OmJplpM
作未來信件並放人自製時光寶盒信箱。 PeAM

(4)和最要好的同學分享寫給自己的心情，並 |小組觀察
彼此約定熱情不減。

(5)徵求自願者上台朗讀給自己的一封信，全

班共享心情點播。

(二)介紹「時光寶盒」創作方式，閱讀「失落的一 影片欣賞; 113 分|閱讀繪于

角&會見大圓滿」繪本音樂影片，開放現場直 ※失落的一角&遇見

接紀錦心情悸動，彼此打勾勾約定莫忘初衷。 大圓滿

(=)預告自學作業，連結電子書教學和廣播錄音技 (片長 :8 分 01 秒) 12 分|多元作業
巧，自製兼容紙本和影音的創意自傳，並準備 網址:

模擬推甄面試。 http://www.youtube.eo
mlwateh?v=oObYqzJ1
FsE

參、綜合活動

之後的每堂課由學生上台發表自己的創意自傅，並

練習模擬推甄面試。(略)

肆、尾聲

關於多元評量和有效教學的理論琳珊

滿目，但是面對終身學習成就的評量，我

不禁想問問孩子們:你給自己打幾分?

透過沒有成績壓力的「自傳歷程」

我希望他們學會以下四個面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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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欣賞文學作品，融入情意教

學，激發創作熱情

透過各種遊戲式的教學策略，小組

合作共享心情，提升寫作眼界，落實把

講桌還給學生的翻轉態度，刺激思考力

和想像力，觀察學生能否創作一份有靈

魂的自傳。



二、建構閱讀和多元智慧能力的

學習共同體

帶領學生透過嶺書會的分享和寫作，

更多是生命教育的起點觸發，觀察學生如

何在合作學習中激發創意，培養寫作力和

人際力。

三、提供製作創意自傳的多種面向

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就

是本單元的發想真諦，學習單的設計串連

就是紙本自傳的分割單元，同時訓練學生

下優美標題，觀察學生如何把平面的紙

自傳，開發成多元的電子書自傳和影音自

傳變成推甄面試的利器。

四、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的追夢情懷

活到老學到老，是一輩子的關鍵能

力。給孩子魚吃不如教會他們釣魚術。國

語教學絕對不能是死板的填鴨教學，透過

學思遠、學習共同體的翻轉教學，觀察學

生是否培養出一輩子的團體精神和生命關

覽，這就是SWEETQ幸福教學法的真諦!

透過翻轉的真諦，傳遞的是 rSWEET

Q的全人幸福學習法 J '學習國語文，幸

福過生活。在高中最後一個「訂做一個

你」創意自傳教學設計上預設的心機:希

望每個孩子都是一顆星星，都能在未來的

就業上發光發亮，也希望大人們可以聽聽

孩子的心聲，聽星星說話!離開教室的時

候，我送給孩子的畢業禮是「責任，信

莘莘私塾﹒翻轉魔法2.0一-SWEETQ訂做一個你!

心、夢想，愛」善循環的終生學習能力，

祈願讓孩子帶著祝福能一輩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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