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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院第三例分割連體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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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生時腹部相連，早過了七坐八爬的時間，想翻身卻無能為力，	

她們是珍妮與潔妮，一對來自菲律賓班詩蘭省的連體嬰；

來到花蓮三個月後，兩個得以獨立，不再相絆，

等不及似地快步「走」出新人生，

花蓮慈院完成第三例連體嬰分割。

二○○三年四月，是腹部相連的慈恩、慈愛姊妹，

二○一○年六月，是臀部相連的玫瑰姊妹，

二○一五年一月，是腹部相連的珍妮、潔妮姊妹，

這三對同樣來自菲律賓，見證了愛心跨國無弗屆，

我們謹獻上永遠的祝福：願她們愛相連，身自由。

潔

潔妮
Jerr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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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相依了十五個月，來自菲律

賓、腹部相連的連體嬰姊妹珍妮與潔

妮 (Jennelyn ／ Jerrelyn Mendoza De 
Guzman)，終於在二○一五年三月
十三日上午進行分割手術。這是臺灣

第十例連體嬰分割，花蓮慈院的第三

例。

連 體 嬰 的 媽 媽 露 蒂 (Ludy De 
Guzman)是天主教徒，她虔誠禱告後，
緊緊抱著兩個女兒，一路從病房到手

術房耐心地安撫著小姊妹的情緒，直

到把孩子交給醫療團隊，才依依不捨

離開手術室。這一刻，她的淚水止不

住地滑落，從孩子出生到現在，無時

無刻不在祈禱小姊妹能有各自獨立的

身體，等了這麼久，她充滿感恩的說：

「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困頓環境讓人心疼

愛心跨國接力

這對連體嬰出生於菲律賓班詩蘭省

包蒂斯塔縣 (Bautista, Pangasinan)的
小村莊。一棟簡陋幾乎沒什麼家具的

屋子，就是一家五口的避風港，連體

嬰的爸爸平時打零工為生，媽媽則當

幫傭，婚後生了大女兒以及這對連體

從菲律賓來到花蓮，媽媽抱著雙胞胎連體嬰，無法離手。為了分擔辛勞，在花蓮火車站迎接的高瑞和

院長（右）、陳培榕副院長（左）與小兒科張雲傑醫師輪流抱著連體嬰，幫忙安撫小姊妹的情緒。

文、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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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媽媽只好留在家裡專心照顧孩子，

因此家庭收入微薄，有時候連三餐都

有困難，更不用說治療連體嬰姊妹所

需要的種種醫療費，一家人根本負擔

不起。在得知他們的困境後，菲律賓

慈濟志工很快前往關懷。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高瑞和

院長等一行人遠赴菲律賓展開「菲律

賓長期醫衛合作計畫」，當地的慈濟

志工將連體嬰的情況轉介給醫療團隊，

當時這對小姊妹還未滿一歲。高院長

悉心了解狀況後，進行首次評估，並

將相關檢查報告帶回花蓮慈院與各科

團隊討論。

花蓮慈院特別召開醫療會議，各

科醫師針對此個案提出專業建議、交

換意見，並透過種種檢查報告，確認

這對連體嬰的器官除了肝臟相連，各

自的臟器都是獨立，因此評估成功分

割的機率相當大。「花蓮慈院準備好

了！」高院長最後總結表示，有前兩

次連體嬰分割成功的案例，醫療團隊

已有相當的經驗與默契，將制定最萬

全的醫療計畫，迎接連體嬰姊妹的到

來！

於是，從菲律賓到臺灣，展開一場

跨越國際醫療愛的接力。連體嬰姊妹

和媽媽露蒂在菲律賓慈濟志工陳麗君

的陪同下，準備搭機飛往臺灣，到了

一家人要分離的時候，爸爸抱著五歲

的姊姊，眼神不捨的望著她們直到離

開視線為止。

護理長鄭雅君特別準備許多菲律賓語的「生活用語」小卡，來和連體嬰的媽媽露蒂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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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菲律賓的天氣炎熱，露蒂只穿

夾腳拖鞋，連體嬰也赤著腳丫，但臺

灣當時還是冬天，志工們貼心的準備

鞋襪，為了要讓媽媽先試穿，志工幫

忙抱起小姊妹，沒想到才一離開媽媽

懷抱，下一秒就大哭起來。原來從出

生到現在，露蒂都必須這樣抱著，寶

寶的脊椎才不會因為好動而受傷，而

嬌小的露蒂因為要一直抱著兩個女兒，

孩子愈大負荷就愈重。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她們抵達花

蓮慈院，露蒂帶著既緊張又期待的心

情，踏上了這片陌生卻充滿愛心的土

地。

打造溫馨　醫護團隊陪伴如家人

負責照顧她們母女三人的醫護人員，

除了醫療和生活上的照護，也沒忘記

露蒂離家背井會有的緊張心情。

護理長鄭雅君在二○一○年曾經照

顧過菲律賓宿霧的連體嬰玫瑰姊妹，

為了讓媽媽露蒂和小姊妹感受到如家

一樣的自在安心，她特別召集同仁研

讀連體嬰照顧要則，例如練習簡易的

英語與菲律賓語，並安排固定的護理

同仁照顧，名牌上加上英語標示，還

製作了菲律賓語的「生活用語」小卡，

方便與媽媽溝通並了解小姊妹的生活

需求。

社服室也送來改裝的輪椅推車、尿

布、奶粉，志工和護理團隊又陸續提

供奶瓶消毒器和電熱水瓶，還有各式

造型的布偶和玩具，希望能在最短時

間內，讓露蒂母女熟悉這個「溫馨的

家」。

為了分擔媽媽的辛苦，醫護人員也

會趁著臨床工作空檔就來幫忙照顧，

而小姊妹也從一開始看到白袍白衣的

醫護人員就嚎啕大哭，到後來變成撒

嬌著要護理阿姨抱。

整形外科團隊李俊達主任（右）、王健興醫師

（左）戴上區分珍妮組的綠色手術帽與潔妮組

的紅色手術帽，為小姊妹進行第一階段的組織

擴張術。攝影／楊國濱

麻醉部李佳玲醫師（左）、蘇逸凱醫師（右）

嚴密監測小姊妹的生命徵象。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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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擴張器培養皮膚

為分割做準備

經過一星期的各項檢查與調養，連

體嬰姊妹健康狀態、精神都很好，醫

療團隊準備為她們進行第一階段的「組

織擴張器」手術。這是連體嬰姊妹的

首次手術，不只醫療團隊相當審慎，

媽媽露蒂亦是又擔心又心疼，在進行

麻醉之前一直努力安撫小姊妹的情緒。

醫療團隊召集人陳培榕副院長表示：

「分割手術不是單純一刀兩半，若直接

切開皮膚會產生很大的空洞，非常危

險，因此要先培養出空缺的皮膚。在腹

部置入組織擴張器，之後陸續灌入十四

次、共四百一十毫升的生理食鹽水，為

的是將兩個寶寶相連部位的距離拉開，

連體嬰珍妮與潔妮相連的部位，是從胸腔的劍突

到肚臍，除了肝臟相連外，各自的臟器都是獨

立的；但肝臟血管分布緊密，是分割時更不能

輕忽的重點，因為一不小心就可能會大量出血。

在組織擴張器手術之後一週，整形外

科團隊評估小姊妹適應情況良好，李

俊達主任（左一）為小姊妹再注射

二十五毫升的生理食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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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培養出九十平方公分的皮膚，以覆

蓋切割後的空腔。」

為了迎接這第一階段的組織擴張術，

外科部主任李明哲召集了外科團隊、麻

醉團隊以及手術護理組，事先進行模擬

手術。他特別說明：「由於連體嬰是兩

個相連的個體，在手術當中，除了所需

的儀器設備與擺設、消毒、舖單的方式

與流程都與平常單人的手術方式不同，

在人力部分包括麻醉科、外科醫師手術

組、手術護理組，都必須要有兩倍的人

力；在空間上，如何在有限的空間發揮

手術最大的效益，也都是模擬手術的重

點。」

除了外科團隊之外，對麻醉團隊來說

也是一大挑戰。麻醉部陳宗鷹副院長表

示，在多方面的考量下，整個治療過程

中替小姊妹做麻醉的次數不多，麻醉團

隊除了做好事前準備，把握機會練習為

小姊妹消毒的方式外，手術時也將所有

的管線透過顏色標示做區分，監看小姊

妹的生理訊號，精準拿捏麻醉的劑量。

在萬事皆備之下，一月二十一日上

午，植入「組織擴張器」手術開始，醫

護團隊包含外科部、整形外科、麻醉部

與護理團隊一共二十多人，早已戴上

區分珍妮組的綠色手術帽與潔妮組的

紅色手術帽，在手術房內等待小姊妹；

為了避免腹部的組織擴張器被擠壓，

兒童復健團隊劉盈綺組長（左一）與

丁季瑋（左二）、洪嘉駿（左三）、

林芮竹（左四）等復健師為兩姊妹量

身訂製軀幹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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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團隊召集人陳培榕副院長以及曾

經為慈恩慈愛與玫瑰姊妹兩對連體姊

妹分割的外科部顧問彭海祁醫師，一早

也抵達手術室，作為醫療團隊的最佳後

盾。

面對女兒的首次手術，露蒂的擔憂

全寫在臉上，在慈濟志工陳麗君的陪

伴下進到手術室，在麻醉前安撫小姊

妹的情緒。為了讓手術能順利進行，

麻醉部陳宗鷹副院長、林真福主任、

李佳玲醫師、鄭瑋君醫師、蘇逸凱醫

師與麻醉護理團隊分成兩組團隊，嚴

密監測小姊妹的生命徵象。直到看到

小姊妹麻醉之後安穩睡著後，露蒂才

安心地離開。

手術一開始，經過麻醉、消毒過後，

緊接著由整形外科李俊達主任、王健

興醫師、鄭立福醫師等團隊人員為連

體嬰在腹部置入「組織擴張器」。李

俊達主任說明：「首次手術會先為兩

姊妹注入六十西西的生理食鹽水，讓

擴張器呈現半膨脹狀態，之後視情況

逐步加入生理食鹽水，擴增皮膚與軟

組織的面積。」

整個手術在上午九點二十三分下刀，

大約花費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比之前預

期的手術時間還少了一小時。全程參與

手術的陳培榕副院長表示，經過多次的

模擬與訓練，實際手術過程非常順利，

不過最辛苦的是接下來的照護，手術後

與組織擴張器注入生理食鹽水的疼痛，

肯定會嚴重影響小寶寶，真正的挑戰才

正要開始。

木馬搖搖椅

構想圖

木馬推車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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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星期，整形外科團隊評估小

姊妹的適應狀況良好，李俊達主任準備

再注射二十五西西的生理食鹽水。這也

是個不小的陣仗，負責照顧的護理人員

事前準備了玩具、餅乾來轉移小姊妹的

注意力，還要適時固定她們的手腳，就

怕一個不小心掙脫會影響注射效果。不

過，李俊達主任經驗豐富，趁著眾人哄

住小姊妹的同時，動作迅速地完成注

射。

李主任表示，連體嬰姊妹的傷口狀

況恢復得很好，每周會有兩次逐步加

入生理食鹽水，預計需要七到八周的

時間，來擴增皮膚與軟組織的面積。

當創意木馬推車出現在病房，珍妮跟潔妮立刻躍

躍欲試的坐上去，小手還比著門口想要出去玩，

就連平時相當依賴媽媽的珍妮（右）也開心地

拍手鼓掌。

護理團隊細心照顧露蒂母女三人的生活起居。圖為小兒科病房副護理長李依蓉為連體嬰剪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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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木馬推車　減輕媽媽的負擔

已經一歲二個月的連體嬰姊妹，因

為身體相連受到牽制，還不太會走路，

但活動力相當強，姊姊珍妮經常靠著逐

漸有力的雙腿，找到支撐點就會翻身，

這一翻就壓在妹妹潔妮身上。在首次手

術後，為了避免腹部的組織擴張器被擠

壓，兒童復健團隊劉盈綺組長與洪嘉

駿、林芮竹以及丁季瑋三位復健師，先

為兩姊妹量身訂製軀幹副木。

小兒科張雲傑醫師也思考著如何讓兩

個孩子能「坐」在有扶手的椅子上，避

免因為平躺、玩耍的過程中，擠壓到組

織擴張器。當他有一次看到木馬搖搖椅

後很快產生靈感，拿起筆就畫出理想中

的木馬坐椅，不只能讓小姊妹安心坐在

一起，還能讓媽媽推著她們四處散步。

這張很有創意的模圖一出爐立刻獲得讚

賞，但因為製作不易，工務組還詢問好

幾間廠商，才找到有人願意趕工製作。

當工務組同仁劉喜榮帶著這臺創意木

馬推車出現在病房，珍妮跟潔妮立刻躍

躍欲試的想要坐上去，大家抱起她們試

坐看看，沒想到小姊妹興奮的發出咿咿

啊啊的聲音，小手還比著門口想要出去

玩；就連平時相當依賴媽媽的珍妮也開

心地不願「下車」，當露蒂開玩笑地想

要抱起她時，珍妮馬上嘟起嘴來，作勢

想大哭的可愛的反應，逗得所有人哈哈

大笑。

「她們會爭寵、吵架，有時又很要

好，很有趣！」從菲律賓陪伴她們到

臺灣的志工陳麗君說，活潑好動的小

姊妹總是喜歡黏在媽媽身上，不但有

活力，還有點小調皮，兩人面對面，

小腳經常踏在另一人的身上想要爬起

來，現在有了木馬推車，在照顧上就

方便多了。高瑞和院長也大力讚賞木

馬推車的設計：「這個木馬推車真的

很實用，即使姊妹倆未來分割獨立後，

還可以繼續使用。」最高興的是媽媽

露蒂，她不只認為創意木馬推車很漂

亮很好用，還有加裝固定輪子的安全

裝置，覺得醫療團隊很用心也很貼心。

連體嬰在置入「組織擴張器」後，陸續注射生

理食鹽水，經過六周後，皮膚已擴增了約六公

分的寬度，足夠提供分割手術所需要的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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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三日上午八點四十七分進行分割手術，由李明哲主任（左二）劃下第一刀。

中午十二點十七分，腹部相連的兩姊妹終於被分開成為兩個獨立個體；由李明哲主任、彭海祁醫師分

別為珍妮與潔妮進行傷口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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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三日　獨立新人生開始

等到李俊達主任為連體嬰姊妹注射

了所需要的生理食鹽水，皮膚也順利

擴增，已經足夠提供分割手術時的需

求了。三月四日，醫療團隊召開術前

會議，並謹慎的在三月十一日先進行

分割模擬手術。

彭海祁主任說明：「小姊妹分割後

就會分成兩張手術檯，同時由兩組醫療

團隊負責傷口縫合等後續動作，考量時

間與空間的因素，團隊間的默契非常重

要，就連每個醫護人員站的位置都要經

過審慎評估。」李明哲主任也提到手術

中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手術當中的

失血量，所以希望能夠透過模擬手術的

評估，讓失血量降到最低。

終於，在三月十三日，連體嬰姊妹

開始進行分割手術。

露蒂虔誠禱告後，把孩子交給醫療

團隊，但一見到高瑞和院長前來安慰，

淚水還是止不住，她很感恩地說，等

了這麼久終於等到這天，感恩醫護團

隊與志工用心照顧，讓女兒可以接受

分割手術。

醫療團隊以手術帽的顏色區分成兩

組，綠色負責照護姊姊珍妮，紅色則

是妹妹潔妮。六點五十分，麻醉團隊

在陳宗鷹副院長的帶領下，由李佳玲

醫師、鄭偉君醫師、蘇逸愷醫師、郭

珮甄醫師分成兩組，為小姊妹分別進

行麻醉，過程相當順利。完成大工程

的消毒後，八點四十七分，由外科部

李明哲主任劃下第一刀，分割手術正

式開始。

珍妮與潔妮各自都有一套獨立器官，

手術關鍵在於相連結的肝臟部分。李

明哲主任、陳言丞醫師與住院醫師楊

筱惠在手術過程中相當謹慎小心，也

因為事前的模擬做足準備，手術過程

僅有微量出血。擁有豐富肝臟移植經

驗的李明哲主任表示，要做肝臟的切

割並不困難，但他還是很謹慎地劃刀，

找到肝臟相連部位，順著浮現的中線

慢慢開下去，讓他在切肝時能精準對

位，也讓他不得不驚歎神奇。

分割手術結束後，媽媽露蒂在小兒加護病房看到

兩個獨立個體女兒，喜極而泣之後，露出又感動

又開心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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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五個多小時的手術，直到中午

十二點十七分，腹部相連的兩姊妹終

於分開成為兩個獨立個體。分割後，

傷口縫合也是一大工程，所以醫療團

隊立刻分成兩組，由李明哲主任、陳

言丞醫師與住院醫師楊筱惠幫妹妹潔

妮取出組織擴張器後，開始縫合傷口；

彭海祁醫師、何冠進醫師與住院醫師

王冠權則是為姊姊珍妮進行縫合，傷

口手術順利在下午二點三十分完成。

對小姊妹而言，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也是花蓮慈院第三對成功分割案例。

「她們終於分開了！」得知分割手

術成功，彼此相連十五個月的女兒終

於獨立，露蒂一見到醫療團隊就立刻

上前擁抱。「以前還沒有分割的時候，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抱著孩子時更沉

重，現在，看到孩子已經分開了，心

情很放鬆、很高興、很感恩。」

她先是激動拭淚又破涕為笑的說，

女兒出生時因為腹部相連，鄰居都會

嘲笑她們，為了不讓女兒遭受異樣眼

光，她和孩子幾乎整整一年的時間都

關在家中不敢出門，如今，終於和正

常孩子一樣，可以坦坦然的走出家門，

不必再擔心被嘲笑了。

從爬行開始勤復健

小姊妹進步快速

臺灣有句俗諺：「小孩子七坐、八

爬。」但因為腹部相連，小姊妹從來

沒有機會肚子貼地的向前或向後爬行，

順利分割之後，復健課程就從「爬行」

開始，希望能趕上同年齡孩子的正常

發展，學會坐、爬、站、走等動作。

姊姊珍妮在剛開始學習爬行時，因為

手的力量較大，還會「倒退嚕」呢，

模樣相當可愛！

原本相連的兩人，分割後，獨自靠

著個人身體的力量支撐，一切都要從

頭學起，就連爬行、雙手的力量都要

訓練。兒童復健中心組長劉盈綺表示，

原本擔心小姊妹分割後，因為重心轉

移會有坐不穩的問題，結果發現兩個

孩子不僅很快就學會坐穩，還能自己

坐著玩玩具了。

分割手術結束後，在加護病房的姊姊珍妮首先

緩緩地睜開眼睛，小手緊緊抓著媽媽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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踮著小腳丫走路，復健過程進步神

速的小姊妹，學習能力很強。活動力

十足的珍妮手腳相當俐落，在物理治

療師的輔助下雙手一撐、雙腿一蹬就

站了起來，還露出得意的表情看著大

家，並揮舞著雙手接受大家的掌聲，

玩得不亦樂乎呢！而潔妮也嘗試左右

移動，等熟悉控制雙腳的感覺之後，

就能在物理治療師的輔助下，試著邁

開腳步學走路了！

小姊妹分割手術成功後，受到各界

關注，好消息也傳回菲律賓，引起了

當地媒體的注意，其中最開心的莫過

於爸爸傑森 (Jayson de Guzman)與最
先發現小姊妹的菲律賓拉古板市華人

消防隊 (panda bridge of Dagupan)。
透過視訊，爸爸傑森看到兩個女兒

成為獨立的個體，依偎在媽媽身邊撒

嬌，這一刻，他再也壓抑不住激動的

心情，淚水滾滾而下；珍妮與潔妮看

分割成功後，負責照顧連體嬰的小兒科病房全體醫護人員特別開心。

前排左起：劉淳吟專科護理師、張瑞雲護理長、鄭雅君護理長、菲律賓慈濟志工陳麗君、連體嬰母親

露蒂、王雪華護佐、張雲傑醫師；後排左起：高燕庭護理師、張婷尹護理師、李雅婷護理師、張惠晴

護理師、陳明群醫師、張博堯醫師、林俊松醫師、鄭敬楓主任、朱家祥主任、黃懷德醫師、楊筱惠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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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許久不見的爸爸，開心地指著手機

螢幕喊著「爸爸」，時而鼓掌拍手。

傑森撫平了激動的情緒後，好不容易

才露出笑容說出「感恩」兩個字。而

非常關心她們的華人消防隊見證了這

一刻，開心的說：「好像變魔術一樣

的神奇，非常感謝慈濟，把孩子照顧

得這麼好，真的相當感動。」

帶著愛　回國的步伐輕鬆而幸福

手術後將近一個月的休養，小姊妹

的活動力和食慾都恢復正常，活潑可

愛的模樣常逗得眾人笑呵呵。由於術

後情況相當良好，露蒂的思鄉之情也

愈來愈濃厚，醫療團隊評估之後，終

於放心的讓她們準備返回菲律賓。

李明哲主任表示：「其實手術後大

約十多天就能出院，但她們遠途而來，

回診不易，為了更妥善的照護和確認

術後狀況，才會多留了將近一個月再

讓她們回去。」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花蓮慈院為

她們舉辦出院歡送會，菲律賓駐臺代

表處董事泰雍奈亞神父 (Fr. Joyalito 
Tajonera)不僅特地前來祝福小姊妹，
也代表菲律賓政府感謝臺灣以及花蓮

慈院展現了跨越種族與宗教的情操。他

相當開心的說：「小姊妹變胖了，笑容

更開朗了，真的照顧得很好。」對於手

術圓滿成功，菲律賓慈濟分會執行長李

偉嵩也強調，這是一場愛的接力，也是

跨國界的醫療與慈善的結合。

「感恩臺灣、感恩慈濟！」露蒂用

生澀的中文講出這兩句話，並拿著親

手寫的卡片，感恩醫療團隊這段時間

的用心治療與照護。她有些激動的說：

「謝謝醫護人員把我們看待成一家人，

像親人一樣，志工也一直陪伴在我們

身邊，千言萬語也說不清感謝，就是

珍妮與潔妮術後恢復情況相當好，原本大家擔

心小姊妹分割後，因為重心轉移而有坐不穩的

問題，結果發現兩個孩子很快就能坐穩，學習

能力很強，尤其在物理治療師的輔導下，復健

過程進步神速。

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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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八日出院記者會上，開心歡樂、有笑有淚，醫療團隊除了給予即將返國的小姊妹深深的祝福，也

和遠在菲律賓的父親傑森透過視訊連線，最後揮手再見，相互感恩。左起：李依蓉副護理長、呂基燕

督導、章淑娟主任、鄭雅君護理長、菲律賓慈濟志工陳麗君、連體嬰母親露蒂、菲律賓分會執行長李

偉嵩、高瑞和院長、李明哲主任、彭海祁醫師、陳培榕副院長、張雲傑醫師。

很感謝。」遠在菲律賓的父親傑森也

透過視訊，深深感恩醫療團隊。

回顧今年一月初，菲律賓連體嬰母

女三人剛到臺灣時，露蒂忐忑不安的

心情全寫在臉上，如今，擔憂的陰霾

沒了，臉上洋溢的是幸福的笑容。在

醫護團隊三個月群策群力的照顧下，

小姊妹不僅順利分割擁有獨立的人生，

也與眾人培養了深厚的感情。高瑞和

院長與醫護團隊還為小姊妹取了中文

名字，姊姊叫做「善靜」，妹妹叫做「善

思」，希望她們帶著臺灣的祝福健康

長大。

最後，露蒂和志工陳麗君抱著小姊

妹倆親了親高院長和李明哲主任的臉

頰，在所有人的祝福中，由志工一路

陪伴前往機場，返回菲律賓；而後續

的復健與治療，也會由菲律賓慈濟志

工們接力關懷。 
當她們母女三人回到菲律賓機場

時，大愛臺記者李佳美、亞關也在當

地報導 ，因為她們的故事吸引了當地
二十九家媒體、六十四位記者前來採

訪。菲律賓媒體記者卡崔娜特別說：

「我們挖掘的新聞裡，很少是人們相

互幫助的故事，因為現在的題材多半

是有關於犯罪、貧窮、政治之類的，

所以這真的是個非常棒又非常特別的

故事。」

其實，我們最要深深感恩這對菲律

賓的連體嬰，因為她們的出現，才有

機會讓眾人身體力行展現跨國的人道

精神，並見證無國界的愛心和奇蹟。

祝福這對小姊妹，永遠都能在愛中成

長；祝福這個世界，美、善的故事永

遠追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