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生態調查報告



在我們的社區裡，每天都只是庸碌地生活著。我們相互交錯，卻甚少留意與我們息

息相關的生態。原來在短促的一日，多少美好物種跟我們擦身而過，我們急步，我

們低頭，我們留下疾疾的痕跡，冥冥中忽視了和大自然的契約。

在這次活動裡，我們希望能重拾往昔居民對生態的認識和嘉許，主動踏出首步，探

索社區周遭的動植物，傾耳細聽風吹綠葉的脆響，欣賞小動物舒𣈱地活動，感受生

靈。謹此，讓我們展開廣延的翅膀，在藍天白雲中翱翔吧。



環境調查路線（黑色線）



進行共三次生態調查

分別為2016年3月8日、15日、19日

於學校、沙田新田圍及米埔。



名稱 生態／環境 顏色／體型 數量 補充資料

紅耳鵯 樹木生長之地，
郊外的林區

紅耳、尖頂，全
長約20厘米（幼
鳥沒有紅斑）

2 食果實、昆蟲
留鳥

白腰文鳥 在樹林、市區的
大型公園出沒

身體褐色、尾黑
色、腰腹白色

1 種子為食
留鳥

珠頸斑鳩 公園、樹木生長
之地

咕咕叫、白尾、
30厘米、頸有斑
點

／ 型態似鴿子
果實為食

短吻果蝠 蒲葵 黑色、細少 ／ 食果實

暗綠繡眼鳥（相
思）

樹林公園 暗綠、5厘米 ／ 昆蟲
花蜜、果實



名稱 生境／環境 顏色／體型 數量 補充資料

短吻果蝠 棲息在蒲葵樹葉
底（新田圍）

軀幹：8－10CM

翼長：48CM

一群 成群倒吊在蒲葵
葉底，一個巢可
超過二十隻

樹麻雀 樹上 長：6吋 一群 香港市區最常見
的雀鳥

紅耳鵯 樹上 體長：8吋 一隻 ／

珠頸斑鳩 樹上 體長：12吋 一隻 ／

鵲鴝（豬屎渣） 樹上 體長：8吋
黑色、腹為白色

一隻 ／

黑鳶（麻鷹） 樹上 體長：23－27吋 二隻 ／



名稱 葉形 花、果 種類 補充資料

簕杜鵑 互生 花苞薄紙如片，花
冠為內裡三朵花者

藤本灌木 深圳市的市花

台灣相思 互生、鐮刀狀假葉
（可進行光合作用）

黃色一簇簇 喬木 花有淡淡的香味，真
葉長大後退化成假葉
(假葉不能運送水分)

酢漿草 三出複葉 草本植物

野芋 箭形 草本植物 有毒、
治蛇蜂蛛咬傷

竹 披針形 竹 生長快，每日40厘米

蕨 披針形 孢子在葉片背面 蕨類植物 陰暗潮濕地宜生長



名稱 葉形 花、果 種類 補充資料

蕨 孢子在葉片背面 蕨類植物 陰暗潮濕地宜生長

旅人蕉 貯存大量水分，旅
行必備

白千層 喬木 樹皮一層層剝落;

樹皮可造擦膠;世
界百大入侵種之一

細葉榕 絞殺樹

鳳凰木 Flame of forest

鐵刀木 喬木 木有毒，堅實耐腐，
建築用，不被蟲蟻

蛀



名稱 葉形 花、果 種類 補充資料

大葉榕 有很多氣根

木麻黃 松果 是外來引入的品種

針葉樹 喬木

洋紫荊 有乾豆莢

蒲葵 棕櫚 可能藏有果蝠



名稱 生境/環境 顏色/體型 數量 補充資料

鵲鴝(豬屎渣) 樹上 灰白(雌性) 1 尾巴竪起

珠頸斑鳩 樹上 黑 1 飛來飛去

灰喜鵲 樹上 黑啡藍、尾部灰藍、
白色尾

2 ／

白頭鵯 樹上 綠色、後枕白色 1 正在進食蟲狀物

紅耳鵯 樹上、郊外 黑色冠羽、橙紅色，
長約20厘米

1 冬天數量比麻雀多，
食果實及昆蟲，留
鳥

八哥 地上 黑色、嘴黃色、翼
底有大白斑

2 正在飛

喜鵲 樹頂 黑白色 2 尾長、飛得快

黑臉琵鷺 水邊 白色 1 長嘴

米埔(19/3/2016 0930-1220)



名稱 生境/環境 顏色/體型 數量 補充資料

小白鷺 水邊 白色 1 尾巴竪起

池鷺 湖水 眼綠色，背脊紫藍
色，翅膀白色

2 吸引配偶

白胸苦惡鳥 樹上 泥色，腳黃，嘴橙
綠

1 ／

琵嘴鴨 湖中 腹部栗色，胸白 1 觀察得為雄性

白骨頂 湖中 黑色、嘴白色 1 ／

斑頭鵂鶹 樹上 深啡色，頭圓，叫
聲響

1 ／

白腰文鳥 樹林，大型公園 身體褐色，尾黑色，
若11厘米，腹白

1 種子為食，留鳥

珠頸斑鳩 公園，樹林 咕咕叫，白尾，頸
有斑點，約30厘米
長

／ 形似鴿子，果實為
食



名稱 生境/環境 顏色/體型 數量 補充資料

短吻果蝠 蒲葵 黑色、細小 ／ 食果實

暗綠繡眼鳥
(相思鳥)

樹林、公園 暗綠，約15厘米長 ／ 食昆蟲、花蜜、果
實



品種 : 麻雀科

習性(生長環境) : 麻雀是典型的親人種，活動於人類活動較多的環境，它們的棲息所和覓食地常就在城鎮村落中，山區難見它們的身影。因為

麻雀非常近人，僅在有人類活動的環境出現。

在歐洲這種麻雀居住在鄉間；在部份亞洲地區，這種麻雀則是城市常見的鳥類（例：香港）。在東南亞則在都會，鄉村，和野外都可發現它的

蹤影，它們常成群棲息在電線上，特別是在清晨時。在澳洲它們分佈在野外和人口不密集的地區，在都市中則沒有發現。

有時可以發現它們在個別的樹上築巢，然而麻雀在一年的四個季節中都是成群的，具有很多洞的老樹群，通常是它們最喜愛的築巢地點。它們

的巢比較不工整，築巢材料的種類很多，包括草，乾草，羊毛，羽毛等。有時它們的巢會位於岩石中，灌木叢的根部，或是建築物如穀倉的屋

簷下。

體型/特徵 : 體形較小，體長僅為14公分左右，體形短圓，具有典型的食穀鳥特徵。麻雀雄雌同形同色，頭頂和後頸為栗色，面部白色，

雙頰中央各自有一塊黑色色塊，這塊黑色的小臉蛋是鑑別麻雀的關鍵特徵，有研究指出，在群體中地位越高的個體喉部的黑色區域也相

應越大，黑色也越飽滿；上體褐色，具黑色斑點，所有飛羽、小覆羽、初級覆羽均為黑褐色；具兩道污白色翅斑；尾羽褐色；下體污白

色；虹膜為深褐色；喙呈圓錐形，比較粗壯，呈黑色；足為粉褐色。

分佈區域 : 廣泛分佈於歐亞大陸，歐洲、中東、東南亞、東亞均可見到本物種，中國全境有本物種分佈。

https://zh.wikipedia.org/zh-hk/麻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BB%E9%9B%80%E7%A7%91


品種 : 屬雀形目，鶇科

習性(生長環境) : 鵲鴝主要棲息於海拔20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和山腳平原地帶的次生林、竹林、林緣疏林灌叢和小塊叢林等開闊地方，

尤以村寨和居民點附近的小塊叢林、灌叢、果園以及耕地、路邊和房前屋後樹林與竹林較喜歡，甚至出現於城市公園和庭院樹上。

體型/特徵 : 雄性成鳥:頭頂至尾上覆羽黑色，略帶藍色金屬光澤；飛羽和大覆羽黑褐色，內側次級飛羽外翈大部和次級覆羽均為白色，構

成明顯的白色翼斑，其他覆羽與背部同色；中央兩對尾羽全黑，外側第4對尾羽僅內翈邊緣黑色，餘部均白，其餘尾羽都為白色；從頦到

上胸部分及臉側均與頭頂同色；下胸至尾下覆羽純白。

雌性成鳥:與雄鳥相似，但雄鳥黑色部分被灰或褐色替代；飛羽和尾羽的黑色較雄鳥淺淡；下體及尾下覆羽的白色略沾棕色。

分佈區域 : 分佈於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錫金、不丹、孟加拉國、緬甸、越南、泰國、老撾、柬埔寨、斯里蘭卡、馬來西亞、菲律賓

和印度尼西亞等南亞和東南亞地區。中國廣泛分佈於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南達海南島、廣東、香港、廣西、福建，北至陝西、河南、

山東、山西和甘肅東南部，西至四川、貴州、雲南等省。

baike.baidu.com/view/37811.htm



短吻果蝠，舊時叫犬蝠（Cynopterus sphinx），係一種以食果實為主嘅蝙蝠之一。亦係森林裏面重要嘅種子傳統者之一。喺香港，

佢亦係唯一一種用蒲葵葉造巢嘅蝙蝠。佢會將塊葉整到成個帳蓬咁樣，葉面向下墮。

生境:森林、濕地、草原、高山上

食啲乜

主要以生果為主，有時都會捉蟲食。佢哋重會為好多種植物傳播花粉（例如香蕉）同種（例如榕樹）.佢哋會吞咗啲細粒嘅果實，

大粒嗰啲就會用口擠出汁液，然後將種子吐出嚟。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短吻果蝠



紅耳鵯，（學名：Pycnonotus jocosus），又名紅頰鵯，俗名高髻冠、高雞冠、高冠鳥、黑頭公、紅屎忽、Gel 頭雀

特徵成鳥全長20～22厘米，翼展約28厘米，體重23～42克。頭頂及枕部黑色，具長的直立羽冠，眼下後方具紅色

塊斑，頰部白色，頰紋黑色，喉部白色，兩側自下頸達胸部各有一條黑色帶紋，帶紋後邊緣轉為褐色。上體、尾羽

褐色，外側尾羽具白色端斑，下體白色，尾下覆羽紅色。虹膜褐色，嘴及腳黑色。亞種monticola具完整的黑色胸帶。

雌鳥羽色似雄鳥，但黑羽均被替代為黑褐色。亞成鳥眼下後方黑色而無紅色塊斑，尾下覆羽棕色。叫聲為響亮不斷

的嘰嘰喳喳叫聲，兩或三音節短而甜的哨音鳴聲wit-t-waet；也作悅耳的prroop聲。

食物:取食植物果實或昆蟲。習性留鳥。棲息於海拔1500米以下的雨林，也見於村寨附近的林緣和庭院，或江邊灌

叢。常結群活動，性活潑善鳴。喜棲於突出物上，常站在小樹最高點鳴唱或嘰嘰叫。

繁殖於3月至8月，築巢於樹上，窩卵數3至4枚，卵粉色，密布褐色斑紋。分佈地域

分佈於印度、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引種至澳大利亞及其他地區。中國國內分佈於西藏東南部、西南地區和華南地區

南部。

www.wikiwand.com/zh-tw/红耳鹎



鷹（英語：Hawk）在鳥類的分類上指鷹屬（英語：Accipiter）的猛禽，也是小型鷹科猛禽的泛稱。 [而中文中較廣義不準確的用法也將鷹科、

較大的隼科與鴞形目的鳥類俗稱為鷹。

鷹為肉食性，嘴彎曲銳利，腳爪具有鉤爪，性兇猛，食物包括小型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其他鳥類以及魚類，白天活動。牠們還有極為銳利的

視力使牠們非常善於狩獵。鷹可以從很遠的地方，看見可能的獵物，這樣特殊的視力主要是因為它們有極大而且特殊的瞳孔，可以讓進入眼睛

的光線產生的繞射達到最小的程度。鷹的雌鳥體型通常比雄鳥大。

年幼的鷹會被親鳥餵養至足以離開巢中，年輕的鷹會在約6周大的時候離巢，以本能來捕獵。鷹以腳爪來殺死獵物，而隼則是用腳爪抓取獵物，

用喙殺死獵物。雖然鷹一般被描述成是暴力的掠食者，但有些種類的習性是優雅而安靜的。鷹最喜好在夜晚將近，天色開始變暗時的白天狩獵。

鷹的移動方式主要是靠飛行，首先迅速地拍翅，接著開始滑翔。鷹在求偶後會共同照顧蛋直到蛋孵化。有些鷹的物種則是傾向終生只會有一個

配偶。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

id...



珠頸斑鳩（學名：Streptopelia chinensis），又名鴣雕、鴣鳥、中斑、花斑鳩、花脖斑鳩、珍珠鳩、斑頸鳩、珠頸鴿、斑鴿(閩南語)，是分佈在

南亞、東南亞地區以及中國南方廣大地區的一種常見的斑鳩。

珠頸斑鳩尾較長，體長在28－32公分，體重125－180克，比鴿子略小。背部、翅膀和尾部為灰褐色，尾羽外側為黑色，尾端為白色，頭部為

深藍色，頸後為黑色，帶有白色斑點，下腹部為暗紅色，喙為暗褐色，腳紅色。

人們常把它和鴿子混淆，但只要由顏色和啄的構造來分辨就可以簡單看出兩者的差別。

發聲時頸部的羽毛會拱起，叫聲低沉，重音靠後，類似“咕-咕-咕”、“咕-咕-咕～咕”；驅趕入侵者或保護幼鳥時會發出“咕-咕”、“咕咕咕”。

珠頸斑鳩的主食是果實、穀物和其他植物的種子，也會捕食昆蟲。主要在地面上覓食。有水時也會喝水，他們喝水的方式是俯身吸水，與其他

鳥類不同。如果地點許可，它們也會用水清洗身體。它們是典型的陸生鳥類，一般在草地和農田中覓食。全年都會繁殖，常能在樹木、建築物

的邊沿甚至是地面上發現它們的巢穴。珠頸斑鳩與同屬其他斑鳩一樣，一般不會群居，而是單獨或成對出現。它們是溫馴的鳥類，但是突然的

噪聲會使它們驚起。它們的飛行姿勢與鳳頭鳩類似，著陸時尾巴會上傾。廣泛分佈在亞洲南部的開闊林地、農地、都市等地區，從印度、斯里

蘭卡東部到中國南部、東南亞等地。該種還被引入美國的洛杉磯地區，還於1860年代被引入澳大利亞的墨爾本，以及印度尼西亞、紐西蘭地區。

指名亞種（S. c. chinensis）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均可見，怒江亞種（S. c. tigrina）分佈在雲南西南部及境內怒江以西，西南亞種（S. c. vacillans）

分佈在雲南和四川南部，海南亞種（S. c. hainana）僅分佈在海南島，台灣亞種（S. c. formosae）僅分佈在台灣本島平地至低海拔平原、丘陵地

帶。

https://zh.wikipedia.org/zh-hk/珠颈斑鸠



香港生物多樣性，生物種類豐富

植物與動物香港，不可單一生存

例如象牙花與叉尾太陽鳥、

蒲葵與短吻果蝠都是互相依靠的

象牙花與叉尾太陽鳥
資料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2c38c30100qg16.html

蒲葵與短吻果蝠
資料來源：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31226/00176_097.html



生物之間的關係

物質和能量的“十分之一法則”。該法則說明，在生態金字塔中，每經過一個營養級，

能流總量就減少一次。食物鏈越短，消耗於營養級之間的能量就越少.



在以上調查，我們不難看見動物與植物

間的關係。

在濕地，校園周遭，一種動物的存在都

必有餵食者及獵食者的出現。同時，也

會出現偏利共生（一方受益，如我們體

內的病菌）及互利共生（雙方受益，如

益生菌與我們）的關係。



還有一種屬於捕獵關係，不算是共生。

由於有自己的食物和害怕的天敵，每種

生物的族群數目在自然情況下，大致可

以維持一定數量，就像鳥兒會被肉食動

物捕食，不會過多；而蟲子也能確保鳥

兒不至滅絕。

這種動物的關係支配大自然，維持了大

自然各物種的平衡; 各有天敵，確保數

量的適宜。



部分植物的關係既是互利互生，也是物競天擇。

我校附近的樹木，樹幹都長滿了苔蘚，樹木為苔

蘚提供濕潤，苔蘚也為樹木表皮吸收過多的水分。

而攀援植物則會依附在較高的植物，同時壓抑了

其生長，與同區的同類盡量相若。

樹木的特性是長高以陽光，因此在一區樹木之中

它們都會盡量長高，提高了相互的競爭。



食物鏈是生物彼此之間的「食性關係」(也就是「誰吃誰」)時，所使用的

一個名詞。

右圖是一條食物鏈，通常綠色植物只要吸收日光、空氣和水份，就能夠

靠自己產生營養，因此被稱為「生產者」；而動物們無法自行合成養份，

必須要靠吃植物或其他動物來獲取能量，稱為「消費者」；而在世界上

任何一種生物死亡後的遺體或排泄後的便便，都到那兒去了呢？如果還

一直遺留在世界上，那我們的地球早就被屍體及便便給淹沒了！所謂的

「分解者」，會為我們完成「清道夫」的工作，把生物的遺體和便便中

的有機質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或無機物質，再重新回到土壤中（你

看到的“腐爛”，就是分解的過程）；而扮演分解者角色的常是不起眼的

細菌、黴菌或其他微生物，但卻是地球生物社會十分重要的一環。生態

系統中從有機物轉換為無機物的速率將遠小於有機物質的堆積，能量與

物質無法順利傳遞循環，生態系統就會失去平衡。



此外，動物也幫助了植物傳播花粉。不單是昆蟲，就連

鳥類及蝠類也會幫助到。這種方式讓生長於風速較低的

熱帶地區的植物亦能得以繁殖，維持了該區的定比。

而植物也成就了某類動物的保護機制。釉蛺蝶以有毒植

物為食，使自身變為有毒；其身體顏色也因而變異以阻

嚇天敵。其實，我們社區中的許多蝶類也是如此，只是

牠們不一定會進食有毒植物而已。

同時，小型動物如蟻類也作落葉之效，死後能流傳營養，

易於微生物消化及植物吸收。



動物和植物之間的關係:

象牙花<--- 太陽鳥

蜜蜂和蝴蝶 <     花

動物傳播種子 植物提供食物

一個物種滅絕

可能危及其他種類的物種

共生



例子 : 
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很想讓凱巴伯森林裡的鹿得到有效的保護，繁殖得更多一些。他宣布凱巴伯森林為全國狩獵保護區，並決定由政府僱請獵人到

那裡去消滅狼。

經過25年的獵捕，有數千隻狼先後斃命。森林中其他以鹿為捕食對象的野獸（如豹子）也被獵殺了很多。

得到特別保護的鹿成了凱巴伯森林中的“寵兒”，在這個“自由王國”中，它們自由自在地生長繁育，自由自在地啃食樹木，過著沒有危險、食物充足的幸

福生活。

很快，森林中的鹿增多了，總數超過了十萬隻。十萬多只鹿在森林中東啃西啃，灌木叢吃光了就啃食小樹，小樹吃光後又啃食大樹的樹皮……一切能被

鹿吃的植物都難逃厄運。森林中的綠色植被在一天天減少，大地露出的枯黃在一天天擴大。 災難終於降臨到鹿群頭上。先是飢餓造成鹿的大量死亡，

接著又是疾病流行，無數只鹿消失了踪影。兩年之後，鹿群的總量由十萬隻銳減到四萬隻。到1942年，整個凱巴伯森林中只剩下不到八千隻病鹿在苟

延殘喘。

羅斯福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下令捕殺的惡狼，居然也是森林的保護者！儘管狼吃鹿，它卻維護著鹿群的種群穩定。這是因為，狼吃掉一些鹿後，就

可以將森林中鹿的總數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程度，森林也就不會被鹿群糟蹋得面目全非。同時，狼吃掉的多數是病鹿，又有效地控制了疾病對鹿群的威

脅。而羅斯福下定決心要保護的鹿，一旦數量超過森林可以承載的限度，就會破壞森林生態系統的穩定，給森林帶來巨大的生態災難。也就是說，過

多的鹿會成為毀滅森林的罪魁禍首。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鹿----------->狼 (失去食物)

龍牙花 --->太陽鳥 (失去食物)

太陽鳥 --->龍牙花 (沒有天敵，退化；不能被傳播)

蜜蜂和蝴蝶---------->花 (不能繁殖)

花---------->蜜蜂和蝴蝶 (失去食物)

一個物種的滅絕會導致另一種物種的滅絕



生物多樣性的的

:
不同種類的生命，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其相互交替、影響令地球生態得到平衡. 
各式各樣的生命相互依賴著複雜、緊密而脆弱的關係，生活在不同形式的人文及自然系統中，也就
是人和萬物生生不息在地球的生物圈共榮共存。而生物多樣性本身具有生態與經濟、科學與教育、
文化、倫理與美學等價值。

生物多樣性指各資源生物的可變性，包括生物所屬的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這當中包括了

遺傳、物種和生態系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公約)

在生態而言，生物多樣性維持了物種的延續，換句話即確保了獵食者的生存，在農業層面則能保證

我們的世化延傳。另外，植物的淨氧排放及動物的二氧化碳排放維持了地球的空氣含氧量，避免溫

室氣體改變氣候，破壞生態發展。而我們不少藥物都需由其他生物提取，可見均衡的生物鏈亦有助

我們的公共衛生。

最後，物種的進化滅絕也見證了地球的演變，保育是我們所能做的，人類應該反省，前車可鑒，避

免重蹈覆轍。



通過參與城市生態大使訓練計劃的生態調查，我們發現生物與生物間有着息息相關

的關係,而當中無論植物與植物,動物與動物,還是動物與植物之間,也有捕獵關係,偏利

共生,互利共生和競爭。

由此可見,我們人類也須要植物與動物才能生存,因此,我們應該好好愛護我們的地球,

愛護我們珍貴的天然大自然,珍惜我們身邊的花草樹木,在街上經過時點留意身邊的事

物,了解生態,因為我們是與他們共存的。

我們也可努力保護環境和珍貴的大自然資源,否則,就會失去社區的生態,我們就無法

再享受。



I. 微生物与生物环境间的相互关系，中學生物網站，2004年，http://61.189.240.78/res/seniorbio/teach/e_book/035/0026.htm

II. 何謂生態學，聖公會梁季中學生物科主頁，年份不明，http://subject.skhlkyss.edu.hk/bio/student_works/2_eco/new_page_02.htm

III. The Private Life of Plants，David Attenborough (水瑞鈞譯)，年份不明，

http://ecaaser3.ecaa.ntu.edu.tw/weifang/LifeScience/%E5%85%B1%E7%94%9F.htm

IV. 生物多樣性為何重要?，獨立媒體，2013年，http://www.inmediahk.net/divs

V. 為甚麼生物多樣性很重要?，臺灣國家公園青少年知識平台，2009年，

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754&Itemid=106

VI. Plant and Animal Interactions，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年份不明，https://www.mobot.org/education/tropics/page5.html

VII. 維基百科，2016年，https://zh.wikipedia.org/zh-hk/

VIII. 鹿和狼的故事300字讀後感，讀後有感，2015年， http://m.duhouyougan.com/duhougan/1895.html

IX. 甚麽是食物鏈、食物網、分解者?，科學小芽子，王韋偉，http://www.bud.org.tw/answer/0111/011173.htm

X. 寄生現象，百度百科，2016年，http://wapbaike.baidu.com/view/3615595.htm?adapt=1&

http://subject.skhlkyss.edu.hk/bio/student_works/2_eco/new_page_02.htm
http://ecaaser3.ecaa.ntu.edu.tw/weifang/LifeScience/%E5%85%B1%E7%94%9F.htm
http://www.inmediahk.net/divs
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754&Itemid=106
https://www.mobot.org/education/tropics/page5.html
https://zh.wikipedia.org/zh-hk/
http://m.duhouyougan.com/duhougan/1895.html
http://www.bud.org.tw/answer/0111/011173.htm
http://wapbaike.baidu.com/view/3615595.htm?adapt=1&


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