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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233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張國恩 

2022 年 12 月 20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謹針對近期校園要事提出以下報告： 

 

【校園要事】 

一、 東海大學榮獲交通部 111 年金安獎 － 交通安全教育評選績優獎 

東海大學因辦理交通安全教育成效卓越，榮獲 109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訪視優

等，今年再度榮獲交通部 111 年金安獎--交通安全教育評選績優獎，肯定東海大學對

於交通安全教育的用心與付出。 

東海保護用路人安全，設置行人專用道與路口導盲紅綠燈，有盡責的交通安全

服務隊協助引導車輛入校；為減少自用車的使用率，申請公車進校園，並安排校內

每日 50 班次接駁車，達 1000 人次承載量。為改善學校周邊交通環境，校方協商犁

份與協和派出所員警於重要路口巡查，會同臺中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勘附近

易肇事路段，討論改善建議以減少事故發生。為推動交通安全教育，與新竹安全駕

駛教育中心合作，教導同學正確的安全駕駛觀念；與產險業者合作，以虛擬實境讓

同學模擬用路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危險情境，利用大一新生大學入門社團博覽會時

間，提醒新生注意校園周遭環境的交通安全。未來東海大學在推動交通安全必能與

時俱進，結合多元議題和沉浸式體驗，深植學生對交通安全的觀念。 

二、 東海大學應物系教授施奇廷 榮獲 2022 傑出物理教育獎 

任教於本校應用物理學系逾 20 年的教授施奇廷，不僅為國內大學翻轉教學的先

驅者之一，並積極開發許多創新跨領域課程，開啟他在物理教育獲獎無數的關鍵。

榮獲 2022 台灣物理學會「傑出物理教育獎」。施奇廷結合「物理與傳播」系列課程，

透過網路進行科學傳播，推廣科學研究新知。除了將應物系 FB 粉絲專頁轉型為平易

幽默的科普網站，追蹤人數高達 15,000 人，並推出每週更新的帶狀節目─「熱血科

學家的閒話加長」Podcast 和「熱血科學家的長話短說」YouTube 頻道。透過網路傳

播，大大提升了民眾的科學素養。 

三、 EMBA 打造旗艦型精準教學課程 

導入史丹佛式專案學習方法＋Buffet 式教學模組 

東海為台灣中部第一所成立 EMBA 的學校，匯聚各產業菁英，是跨業合作與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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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脈的最佳場域。今年 EMBA 提出目標導向式的變革，開創以學生為中心的創新

教學方法，將推出全台唯一的旗艦級精準教學課程，以史丹佛式的專案學習方法，

引進「教練」輔導模式，全面變革、跨域創新，翻轉傳統 EMBA 的課程模式，設計

出可以滿足學習的 Buffet 式教學模組，開設模塊、微學分、專案學習的精準教學。 

此外，為推進中部企業積極開發產業特色的量能，EMBA「業界名師課程」邀

請友達光電董事長彭双浪、ICT 領導大廠佳世達集團董事長陳其宏、張忠謀最信任的

大掌櫃何麗梅、車王電子集團董事長蔡裕慶等重量級企業經理人到校實務教練教

學。透過名師課程傳授經營祕訣，引導學生看見產業未來的趨勢，邁向業界巔峰、

展望未來世界。 

四、 睽違 12 年東海大學壘球校隊再次榮獲冠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1 學年度壘球錦標賽，12/5~12/7 於台北市新生棒球場及青

年球場舉行，東海大學壘球代表隊榮獲一般男子組冠軍，這是繼 99 學年度榮獲冠軍，

睽違 12 年後再次重返榮耀。個人獎項中，潘俊霖(東海大學景觀三)榮獲最佳投手、

詹棨丞(東海大學經濟四)榮獲最佳打擊，王士豪老師榮獲最佳教練獎的殊榮。此次賽

事選手們向心力及贏球企圖心強烈，穩定的將平常訓練表現出來，期望選手們能持

續努力，完成明年度賽事二連霸。 

五、 工工系翁紹仁獲頒「智慧醫療創新科技傑出貢獻獎」 

第 3 屆國際智慧醫療創新科技暨健康照護應用論壇 11/23 於弘光科技大學舉辦，

本校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主任翁紹仁因多年協助政府單位、醫療組織、醫療供

應商、學界進行跨領域合作的貢獻，獲頒「智慧醫療創新科技傑出貢獻獎」。 

翁紹仁於民國 106 年成立「醫療系統聯盟」，協助聯盟會員推廣聯盟核心技術，

並與醫界互動媒合，使得聯盟會員可獲技術提升及服務創新開發能力，以創造卓越

醫療服務品質。同時與台中榮總、台灣人工智慧學校跨域聯手，結合醫療專家、大

數據、AI 技術等，聯手成立「智慧醫療共同發展平台」，三方合作人才培育、研究發

展、臨床應用、健康照護等四大面向。今年參與 12/1-4 在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辦的「台

灣醫療科技展」，醫療系統聯盟會員與健康生醫產業公協會結盟，希望有效鏈結協會

通路與專業能力達成有效資源互補及培育產業所需之創新研發技術，建立長期合作

關係。 

六、 聖誕啟明 校園亮起來 

12/6 晚間於銘賢堂舉辦聖誕啟明活動，由校長張國恩親自點亮象徵耶穌降生的

「伯利恆之星」，以此祝福全校師生同享基督降生所帶來的平安，校園內的聖誕裝飾

和裝置藝術也同時亮燈，為東海聖誕節系列活動揭開序幕。啟明儀式讓校園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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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活潑、熱鬧，也充滿希望與朝氣，預祝師生們聖誕佳節快樂，並延續喜氣至農

曆過年。校牧室主任柯達文則祝福每一個人的人生歷程都有光亮，並且都在光明中

行走。聖誕啟明活動中有學生樂團演唱聖誕歌曲，而福音歌手史茵茵則以「生命裡

的春夏秋冬」為題，分享個人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挫折與心路歷程，並透過歌聲傳

達希望，讓現場師生在熱鬧又溫馨的氛圍中，度過暖心的一夜。 

七、 第一屆東海全球校友領袖高峰會 與中市府五局長精彩對談 

首屆「全球校友領袖高峰會」於 12/2 下午開始進行為期兩天的活動，其舉辦的

最大目標是與校友領袖共同商議，如何在少子化的浪潮下，串連全球校友，展現團

結並凝聚力量，幫助母校發展並重返榮耀。 

首站拜訪臺中市政府，並由中市府秘書長黃崇典率水利局長范世億、交通局長

葉昭甫、社會局長彭懷真、經濟發展局長張峯源和新聞局長鄭照新等五大局處首長

進行接待，針對本校與市府的合作議案進行成果經驗分享，東海未來可望透過三個

捷運的興建，同市府攜手推動捷運共構計畫與台灣大道校園圍牆拆除與環境美化工

程。本場會談讓校友領袖更了解本校在產官學研上的合作，以及校務發展的各項豐

碩成果。 

12/3 上午進行高峰論壇，透過校內行政、學術一級主管與來自全球各地 40 位校

友會及系友會會長對談，由校長張國恩針對校務發展進行報告，公關室主任黃兆璽

分享在少子化衝擊下的品牌行銷策略，校友總會理事長李基正代表發表校友的多元

期待，論壇展現出東海未來的發展與願景。 

八、 多位教授榮登「2022 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 

史丹佛大學從近 900 餘萬名科學家中遴選出「2022 年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榜

單」，本校理學院及工學院有 6 位教授名列「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其中 4 位更

同時榮登「2021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校方表示獲獎教師在全球學術領域競逐中

嶄露頭角，難能可貴。名列「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的教授共計 6 人，分別為化

材系教授張嘉修、電機系教授陳錡楓、工工系教授張炳騰、化材系教授林正裕、工

工系教授林國平以及資工系教授林祝興。入選「2021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的分

別是化材系教授張嘉修、工工系教授林國平、化學系副教授王迪彥、化材系教授顏

宏偉、化材系教授林正裕以及電機系教授陳錡楓。未來也希望更多教師能持續展現

並提升東海在工程、資通、生技等科學領域的學術表現與國際影響力。 

九、 2022 亞洲博雅大學聯盟校長論壇 東海博雅教育 4.0 獲得迴響 

亞洲博雅大學聯盟 (Alliance of Asian Liberal Arts Univeristy，簡稱 AALAU)是一

個由亞洲主要博雅大學組成的高等教育聯盟，11/25 線上舉行第五屆校長論壇，今年



 

 

4 
 

由泰國 Mahidol 大學主辦，本校副校長劉正代表出席，與 16 所聯盟成員學校專家學

者暢談「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Tunghai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and Design」，分

享東海博雅教育 1.0 到 4.0 的轉型，以及校長張國恩的新設計理念，包括強化自主學

習、提供學習鷹架、良師益友相伴，透過體驗教育與動手做的學習，輔以數位學習，

務實當下，邁向未來，與會代表們互相交流經驗獲得許多迴響。本校將會籌組「未

來博雅大學」研究小組，研擬教育新思維，訂定教育新方針，致力讓博雅教育更上

一層樓。 

十、 中文系系友囊括第十八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首獎、二獎 

第十八屆林榮三文學獎，本校中國文學系系友王仁劭〈作品：三合一〉、黃茵〈作

品：最多三八的那支〉於短篇小說類別近四百多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分別奪下

首獎、二獎佳績。作為台灣文學界的指標競賽，由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所舉辦的

「林榮三文學獎」，評審制度嚴格，獎項含括新詩、散文、短篇小說、小品文。本屆

文學競賽尤為激烈，有近兩千件作品角逐各項文學桂冠，而每年勝選作品或有被改

編影視化，廣為影視傳媒改編推廣，滋養台灣文化與藝術層面深遠。東海中文系秉

持古典與現代並兼，理論與寫作並重，學術與實用並行的教育理念，學生從在學期

間以至畢業之後仍筆耕不懈，投身文學創作，延續東海中文系悠長的文學創作傳統。 

十一、 第 35 屆董事長獲教育部核定通過 

東海大學第 35 屆董事會決議推選吳清邁董事擔任董事長案，11/21 經教育部核

定後正式通過。續任董事長的吳清邁表示，他對於東海有很深的期許，堅信東海可

以維繫創校時聯董會所重視的教育理念，重振基督教核心的教育價值；更期許與張

國恩校長一起推動行政革新與開源節流，支持翻轉教學為學生的自主學習模式；加

強東海傳統的博雅教育，勞作教育及國際視野；透過縮減專業課程和擴大跨領域通

才學習及產學合作空間來提升學生就業能力；在重視「大學社會責任」中推動東海

邁向有永續特色的「未來大學」，對抗少子化的衝擊，共同創造屬於東海大學的榮耀。 

十二、 「開放式養生村 x 類社交處方簽」 

 榮獲 2022 大學社會實踐 USR 博覽會 3 項優等獎 

2022 大學社會實踐 USR 博覽會(USR EXPO)，11/19-20 在台北松山文創園區舉

行，共計 91 所大專校院、196 個計劃團隊參展，展出各校 5 年來的計畫成果。本校

樂齡生活與科技創新中心以「社區高齡支持系統的實踐與共作」計畫，深耕西屯區 5

年，提倡在地安老觀念，共計推動 228 門高齡社會實踐相關教學創新課程與在地連

結，致力於社會實踐的「在地黏著」、「自主培力」、「永續自主」，在展場以「開放式

養生村 x 類社交處方簽」成果為主題十分吸睛，榮獲「人氣微電影獎」(主題：與你

慢步．自在慢老)、「人氣攝影獎」(主題：東海大學行動車開進每個長輩你我的心理)、

以及因展示攤位極富特色獲選「人氣互動獎」三項「優等獎」殊榮！ 



 

 

5 
 

展場透過中草藥房的沉浸式體驗，讓民眾想像自己未來「老年生活的需求」，體

驗五大支持系統與樂齡學院課程，包括：健促系統、活動系統、營運系統、人力系

統、共餐系統。其中營運系統的「健康儀表板」與「社區統計報表」，全面將數位、

智慧科技導入社區以提供社區長輩及管理員監測自身健康狀況。活動系統則推出「科

學老飛俠-青銀科普活動」，化學系學生透過自主學習社群，將手工皂、乾洗手液等生

活周遭的化學用品，透過簡單的方式傳達化學知識並教導長輩製作。此外，東福開

放式養生村的社區長者，在劉正副校長的陪同下進行「我們藝起上學去」之戲劇展

演，吸引許多年輕人爭相與長輩拍照。 

12/20 USR EXPO 國際講座「促進大學永續：機會與挑戰」，由東海大學校長張

國恩和海法大學(University of Haifa)校長羅賓(Ron Robin)視訊開場，接著由東海副校

長劉正主持講座，海法教授爾萊吉(Ofer Arazy)透過視訊主講大學永續議題，並由智

轉中心執行長黃齊元分享兩校台以交流經驗與未來計畫。 

十三、 再獲台灣第一 奠定永續大學典範新標竿 

第 15 屆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12/16 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頒獎典禮，東海

大學在全台 47 所大學中脫穎而出，一舉榮獲台灣永續典範大學獎第一名、永續報告

白金獎、社會共榮領袖獎三項大獎。東海是國內唯一連續 3 年獲得永續典範大學獎、

永續報告書獎及永續單項績效獎肯定的學校，再次樹立大學永續治理新標竿。 

獎項總召集人簡又新對於東海大學透過創新且整合性的學術力量，投入社區關

懷與知識移轉，並與 SDGs 連結促進社會永續的各項具體作為及其成效，深表讚許。

評審團認為，東海大學從永續願景與策略、學校治理到社會共融、環境永續和經濟

發展等面向都有積極創新的作為，因此獲得「大學永續報告白金獎」最高榮譽的肯

定。在「社會共融領袖獎」中，東海以「啟動數位的力量-逆轉偏鄉孩子的學習夢」

方案獲獎，透過「數位學伴計畫」，以「生命陪伴生命，生活教導生活」為核心價

值，由電算及師培中心整合校內近 34 系所 2210 位大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學習，

輔導中區偏遠地區 16 所國中小學、2 所數位機會中心達 1057 位學童。永續典範大學

是榮耀更是責任，未來東海將持續培育具永續未來思維與解決問題能力和行動力的

人才，善盡永續典範大學的使命與責任。 

十四、 連續八年榮獲教育部「傑出大學伴」、「傑出帶班老師」獎 

東海自民國 97 年承辦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由資工系終身特聘教授兼圖書

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楊朝棟與師培中心教授林啟超合作承辦此計畫，每學期帶領校

內逾三十個系所上百位大學生輔導偏鄉小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學習，以陪伴與

學習為基礎，落實教育部「生命陪伴生命，生活教導生活」的核心價值，提升大、

小學伴間的多元視野與學習。承辦計畫至今，自 104 年起連續八年榮獲教育部傑出

典範，並頒發「感謝狀」予東海大學，今年本校參選學生與教師全數獲獎，承先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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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績效超群！今年教育部傑出典範獲獎者名單為傑出帶班老師(教學端)政治系朱湘

瑄同學、統計系黃韵珈同學、傑出帶班老師(學習端)中寮國小顧浩瀚老師、傑出大學

伴國貿系蔡佳伶同學、資工系邱琳箏同學。數位學伴計畫帶領大小學伴織成了一張

陪伴與學習的關係網，形成了互相學習良善的典範，擁抱共好價值，培育職場的永

續人才，讓具有責任感的大學和台灣社會用心相遇、相見。 

十五、 67 週年校慶 傑出校友、斐陶斐、教育部捐資獎頒獎 

11/2 上午在路思義教堂舉辦 67 週年校慶典禮暨第 23 屆傑出校友表揚，今年獲

獎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唐堂、美京華人活動中心會長及執行長李志翔、立法委員楊

瓊瓔、三福化工(股)公司董事長巫信弘、肯塔基大學物理系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物理研

究所學術諮詢委員劉克非、西維吉尼亞大學/埃伯利特聘化學教授王恭、新思科技美

國加州研發副總江清流、國立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特聘教授黃將修、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終身特聘教授兼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楊朝棟、台灣引興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慶華等 10 位在各自崗位表現優秀的校友。會中也頒發斐陶斐榮

譽校友給裕元工業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學淵、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陳純一、東海大

學特聘教授楊朝棟。教育部捐資獎金質獎得主包括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渡山學會、

藍濤亞洲總裁黃齊元，以及銀質獎小磨坊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禾康消防股份有

限公司、社團法人臺中市東海大學 EMBA 校友會、財團法人陳張秀菊文教基金會、

岱稜科技副總經理蔡獻逸與鉅虹建設董事長劉品辰等 8 個公司團體及個人獲獎。 

面對少子化、全球經濟變革到科技的創新、人工智慧的崛起，以及元宇宙的發

展，進而到全球環境永續發展的議題，可知未來的教育是需要改變的。勞作教育、

博雅教育和通識教育將適度的調整為更具東海特色的教育理念，在過程中亦需整合

科技與各種重要議題，並與企業界結合共同建立跨域微學程，打破現有的教學環境，

虛實整合，讓學生畢業即就業。在行政革新之際，需要全體師生及校友的支持與協

助，團結合作共同努力邁向未來。 

十六、 路思義教堂 60 年 首度閉館一年大整修 

路思義教堂自 1963 年 11 月 2 日落成奉獻至今，已有 60 年歷史，在長期使用下，

出現漏水、鋼窗鏽蝕、外牆破損、機電設備老舊等問題。今年由校方向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提出「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計畫」補助案申請，順利獲得核定 3400 萬元

的修復補助經費，並於 11/1 下午舉辦開工典禮，展開為期一年的閉館修復工程，是

校內文化資產永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希望藉由本校對於現代建築的整修起到示範

性的作用，在未來也能為國際提供經驗與協助，並期待一年後教堂的風華再現。開

工典禮記者會，包括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陳濟民、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立法委

員張廖萬堅、東海大學校長張國恩、校友總會理事長李基正、副校長詹家昌、總務

長柯耀宗，以及東海建築系教授郭奇正、建築師林志成等人皆出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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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112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 

東海今年榮登 1111 人力銀行企業最愛、遠見雜誌評為最佳私立大學、最具社會

影響力、具有國際化程度及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全國第三。為培育具備獨立

研究及實務專業人才，本校設有 39 個碩士班，課程豐富多元，強化跨域學習、創新

思維，期涵養具國際視野及符合產業需求之人才。為培養更具獨立思考、分析、研

究及實務專精人才，本校設有 16 個博士班，均採精緻教學，提供專業進階知能學習

環境，博士生亦加入教師研究團隊，參與學術交流，開拓國際視野，學術研究能量

深受各界肯定。為吸引優秀研究生就讀東海，錄取本校新生並註冊入學後，碩士班(一

般生)設有｢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五年一貫生獎學金｣。博士班第一、二學年獎學

金共 10 萬元。 

十八、 東海「藝境‧異遇」 讓科博館古象化石復活了 

東海近年融合 AI 科技發展藝術創作新領域，11/21 由客座教授林文海擔任策展

人的「藝境 · 異遇—追尋古菱齒象的跨海蹤跡」AVR 視覺展，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舉辦開幕式。展覽結合 VR、AR、AI 和裝置藝術，搭載 5G 即時 GPS 定位與虛擬

互動，讓科博館典藏的古菱齒象復活，並漫步在東海大學校園內，與觀眾異地相遇，

獲得文化部「推動博物館及藝術 5G 科技跨域應用計畫」最高額獎勵 776 萬元。本次

展覽由校內創藝學院與工學院聯手，運用人文藝術的美學與當代的數位科技跨領域

交流，結合 5G 快速傳輸、高流量與多連結的資源技術，實現實體與虛擬世界之間的

比對與轉換，對於強化校園創意設計人才的育成，與推進學用合一的理念，有遠大

的幫助，為台灣在 AI+ART 的領域開創新局面。 

十九、 「2022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本校勇奪佳績！ 

東海產學與技術研究發展成果豐碩，在「2022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中共有化

材系終身特聘教授顧野松「導電聚合物之綠色製造方法」、環工系終身特聘教授魏玉

麟「處理焚化飛灰及其他廢棄物之方法」、食科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梁志弘「杏鮑菇用

於治療或預防失智症及其病徵之用途」以及環工系助理教授李學霖「懸掛浸水式植

物栽培發電系統」4 件專利參與此次盛會，在 500 多件參賽專利作品中，奪得 1 座鉑

金獎、1 座銀牌獎及 2022 未來科技獎肯定，充分展現東海大學豐沛的創新研發能力！ 

二十、 東海書房系列講座 Google 林雅芳總經理「想跟 20 歲那時的自己說的話」 

「東海書房系列講座」邀請 Google 台灣區總經理林雅芳暢談「想跟 20 歲那時

的自己說的話」，她以愉快輕鬆的方式分享自己從小到大一路走來的人生歷程，從五

個迷思到五個建議，談笑風生間同時傳遞滿滿正能量，在場師生皆如沐春風。林雅

芳自稱為硬體、軟體及網路的三重混血人，關心的領域超乎我們所認知的科技範圍，

在與各國負責人線上會議時，把握能讓世界看見聽見台灣聲音的每一次機會。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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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繁忙，她仍堅持「落實教育均等」幫弱勢學生做職能特訓，多元平等包容的幫

助女性在職場上有更好的工作環境。相信「正念、學習、感恩和活在當下」，期許自

己敬業、專業更樂業，成為對世界「有需要的事，皆能盡一分心力的人」。 

 

【校園工程】 

目前校內幾項重點工程，報告進度如下（參考總務處資訊）： 

一、 綜合活動大樓新建工程： 

 時程摘要 

111.01.25 完成評選及採購委員會議決標：彰慶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評

定為最有利標廠商，以 609,699,885 元決標。 

111.02.25 開工協調會（擬訂動土典禮日期及程序、開工日期、開工前籌

備事項）。 

111.03.25 辦理工程動土典禮。 

111.05.07 基地高壓設備改接。 

111.05.10 

 

 

111.07.10 

111.09.21 

111.09.30  

111.10.13 

111.11.11 

111.12.07 

獲准開工（啟計工期 693 日曆天）。 

辦理水保工程同意施工，111 年 5 月 19 日完成。 

申報主管機關放樣勘驗，111 年 5 月 18 日都發局核准。 

完成擋土鋼軌樁打樁 

滯洪池內、外隔牆，實施 PC 澆置工程 

完成基地開挖 

完成邊坡噴凝土工程 

完成筏式基礎集水坑高程查驗。 

完成鋼構區北側 PC 澆置。 

每週四上午 10 時召開工務會議。 

113.04.05 完工（含使用執照取得）。 

 目前進度：6.29%，執行 B1F 鋼構區基礎梁柱位置、筏基大底、地樑鋼筋綁紮及 

        外模版組立。 

二、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時程摘要 

110.03.24 工程以 3 億 5 千 900 萬元整發包。 

110.03.30 五大管線申請。  

110.04.27 開工動土典禮。 

110.05.05 基地放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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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15 開工核准。 

110.08.12 基礎開挖。 

111.09.16 

111.09.29 

111.10.27 

111.11.08 

111.12.08 

111.12.09 

AB 棟五樓底板澆置。 

CD 棟五樓底板澆置。 

AB 棟六樓底板澆置。 

CD 棟六樓底板澆置。 

CD 棟七樓底板澆置。 

AB 棟七樓底板澆置。 

112.06.14 完工。 

112.08.14 取得使用執照。 

 目前進度：56.75%，執行打樣房型預組立及傢俱裝設。 

 

【結語】 

以上是這次會議的校務報告。國恩謹此敬祝各位委員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