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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ES
卓越性能 满足工作娱桀需求

洇勤WindOws8作荣系觥

偌有 AS∪S研鐾之 |CeCoo|降 温技俪 ,爷手塾位保持谅llX舒遒

在 |nstantOn模式下 ,即使簟鼋槛遇辰B寺固待槛 ,只需 2秒即可徙休眠收侵至系觥

具慌高蔓素的拐謦器TEl ASUS SonicMaster技 衍 ,謦啬完美演薜

|△∷∷|∷|||∷∶

VV∶ ndows8。

型虢 R411CA-VX058H

作菜孪台
Windows8

韶雷 :繁中 (香港 V繁中 (台襻 V蓠中

`英
文 /西班牙文

`法
文

虚理器 |nle丨
◎Pen"um Tv2117Un8GHzl

颡示卡 |nle|⑧ HD Grgphic4000

颡示屏 1秽 HD LED背光璧幕 {1366× 768)

硬碟 500GB5400rpm

稠 鼯 lO/lOO Mbps,WLAN80211b/g/n,孽直￡壬40

雷D癔腱 4GB DDR3160OMHz

幌像镜颐 HD幌像镜霖

音效装董 内建拐謦器及梦克夙

其他介面 USB X2/VGA× l/HDA/ll× l/啬效蝓八及蝓出 xl/二台一滇卡器

光碟槛 8X Super MuⅢ DVD(D° Ub|e Lgye㈥

尺时 /重量 348× 241× 37bCm,19zkg{英 追冒昌池 )

三年圃陈保黄(自 搐)

SE|ES
精美纹理外氍 配致寅用性能

同丿u圉鬟赫舣理面盍 ,打造僵雅及寅用的感夤

在 丨nstant○ n模式下 ,即使簟鼋槛遇辰畴罔待槛 ,只需 2秒即可徙体眠收侵至系钪

all大型髑控板配偌智能手势技俪 ,快速fEl精碓地EmI瘾霓匮鲍圜的髑控蝓八

具储高蔓素的埸謦器TEl AS∪ S SonicMaster技 衍 ,謦啬完美演萍

R411CA-VXO58H

畲埸推度值 $2'998

婴婴婴鹦槲婴

蠹
蜘

畲埸推虞值 $3'998

麝筲鹦髦

醪皤嘁醺触翻蹋№r

鑫黢艘籀

鍪皤巍睽戤魉 曦蚓醣簿

篷鼹艘籀

婴婴螂鲫一咖翻
勰爽黠鳢掇

蟋龊鹦椤

型虢 R510LA-XXO33H

作芙罕台
器言 :繁中 (香港 V繁中 (台潜 V篙中

`英
文

`西
班牙文 /法文

虚理器
|nle|⑧ Core叩 i5420OU(16GHZ}

( 大超频可至 26GHz)

鼹示卡 h丨 e丨
⑧ HD Gr¤ phiC4400

鼹示屏 156"HD LED背 光璧幕 ㈠366× %引

硬碟 5O0GB5400rpm

稠鼯 10川 0O/10OO Mbps,WLAN gO211b/g/n,鏖 直彡壬40

配噫腱

睨像镜颐 HD睨像镜颐

琶效奘董 内建埸瞽器及梦克夙 ,Somc Mgs丨er啬效系税

其他介画 USB× 3/VGA Xl/HDAlll× l/音效蝓八及蝓出 xl/SD C¤ rd覆卡器

光碟禳 8X Super Mu"DVD{D° Ub|e Lgye门

尺时 /重量 38X⒛ l× 317Cm923kg(遵 霓池 }

三年圄膘保黄(自搐)



∧SUS V丨∨oBOOk
工作娱桀 盍在弹指之FE9

以锯台金打造之外觳 ,锱身僦薄殷尉 ,美戳旦耐用

支援 多十黠躅控之董幕及WindOws8系航 ,爷您莩受多一槿蕲新的酾八髀瞰

在 |nstantOn模式下 ,即使簟鼋槛遇辰g寺罔待锱 ,只需 2秒即可徙体眠恢侵至系钪

昊俺高篁素的拐謦器TEl AS∪ S SonicMaster技衍 ,謦啬完美演薜

ASUS ZENB0● K
给您羝典偷比的桠徽睢歇

探用盆霉旋屋fEl拉赫铝虚理的一髀成型锯裂外觳

在 丨nstantOn模 式下辰逮 1O天的待鹩状熊 ,只需 2秒即可瞬罔恢侵至系觥

鲎鼋量不足 5%踌 ,糸觥窨自勤酃存夤料至硬碟

啬璺晶牌 Bang&O|ufsen及 AS∪S|CEpOwer圉 隰共同罔鍪的 SonicMaster技 衍

配偌 AS∪S镯家 3,O∪ SB Charger+,不用罔锱也能随g寺篇手持敲慵捕充霓力

AsUs推蔫便用Windows8。

畲埸推度眉 $4'498 $5'298 $5'998

婴婴龉蚰渖婴婴

畲埸推度眉

婴 
 
鹦龉婴

婴婴髁璎婴婴
鼹皤漉戆蠓翊 鼹鑫髓醑

饔鼷艘籀

醪皤翻勰婴皤爨鞫酽

籀黢艘籀

89〓7
'
9

蜊
$

婴婴鹬琊婴婴

婴婴婴
 龉婴

椤巍黪椤

∪丨t「abOOk伽
|∩spi「ed by|∩ te{

型虢 R451LA-CA021H R451LB-CA036H       l       R451LB-CA037H

作菜罕台
Windows8

鼯霄 :繁中 (番港 V綮中 【台瀚 V篱中
`英

文 /西班牙文
'法

义

虚理器 丨nte|⑧ Core TM i34010Un7GHzl 叨鼷搬哕糊叼
|叨趔勰T黼㈦

鼹示卡 |n扌e|⊙ HD Grophic4400 nⅥ d洄 Geforce G740蠲 立 2GB雷己噫鹱

蔽示屏 l秽 HD LED背光璧幕 (1366x飞 引 9支援十黠隅控

硬碟 lTB5400rpm

稠鼯 lO/10O/10OO Allbps9WLAN BO211o/g/n,鏖 ≡￡于4O,支扬雯W|引

副噫腱 4GB DDR31600MHz

幌像镜颐 HD幌像蔬菝

琶效装置 内建埸謦器及梦克圆 ,So㈧ c Mgsler啬 效系税

其他介面 UsB× 3/HDA/ll X l/啬 效蝓八及蝓出 xl/SD C¤ rd一稹卡器

光碟楼 8X Super Mu"DVD{D° Ub|e Lgye㈥

尺时 /重量 348X241X248Cm,22kg

三年圃瞟保菱(自搐)

型虢

作菜罕台
鼯雷 :繁中 (香港 V檠中 (台潜 V篙中

`英
文

'西
班牙文

'法
文

虚理器
h丨 e丨

⊙Core lM i54200UH6GHz)
( 大超频可至 26GHz)

鼹示卡 |nle|⑧ HD Grgphic4400

颡示屏 133"HD+LED背 光鳖幕 (1600× 900)

硬碟 l⒛ GB SSD固 熊硬碟

耦储 lO/100Mbps,WLAN80211o/C,薹 ≡彡莎40

琵噫腱

睨像镜耍 HD幌像镜强

彗效装置 内建高鬟素埸謦器及陲列式梦克凤 ,Bong&olufsen lCEpower韶 澄 SOnk MOsler啬效系楠

其他介面 ∪SB× 2/mim VGA× l/MCro HDAAl× l/啬效蝓八及蝓出 ×l/五台一稹卡器

光碟慨 可自行邃媾91置式光碟槛

尺E寸 /重量 325× 226X18Cm914kg

丽年囹除保莨(自搐)

(仝系列随辎附途配{牛)



SER|ES
多用途商用型箪霓

配置惠篇甬用而殷的的罕台模赧 (TPM)硬髀fEl指舣黜gll器

具慵墼剞的防震硬碟敲尉爽保鼹您的夤料

面盍探用里圄耐用碳素秸耩 ,顿傅觥塑料材鬟里固

具慵高篁素的溻謦器fEl AS∪ S SonicMaster技衍 ,謦啬完美演萍

1.64kg蛭薄型殷群 ,亚配慵了完整的逗秸介面

SER|ES
全高清镯控簧幕搭配高级音效系铳

15.6阿全高清董翮 解析度 1920X1O8O),播 配 丨PS面板及支援十黠髑控

配慌 丨nte|Core i7四 核丿b虚理器及 nVidia GeFOrce G75O镯立 4GB配噫髀颡示卡

啬璺口牌 Bang&O丨 ufsen及 AS∪S丨 CEpOwer圉 隰共同嗣鍪的 SonicMaster Premium琶 效技俪

内置噩光碟痍禄锱及附嬗荨用外董式 SonicMaster低 啬横啬器

AsUs推蔫便用 W∶ndows8。

畲埸推度儇 $8'998  $9'998

墼固耐用      多重        防震硬碟

碳僦雒稿檑     蕨恪测贰       保凑簟料

型虢 R55"V-CM245H

作檠孪台
Windows8

鼯雷 :繁中 (香港 V繁中 (台澶 V篱中 /英文 /西班牙文

`法
文

虚理器
ln丨e丨

◎Core TM i74700HQ(24GHz)

{ 大超频可至 34GHz)

鼹示卡 nⅥ d洄 Geforce G/s0蜀 立 4GB配 蟪睢

颢示屏 156"Fu丨 丨HD LED背光鳖幕 ㈠喱0x1080),支援十黠躅控

硬碟

勰鼯 10川 0O/100O Mbps,WLAN gO211b/g/n,霉 ≡步扌40

莸慵腱

睨像镜强 HD幌像镜颐

蓄效奘琶
内建蒿篁素埸謦器及陲列式梦克夙 ,Bgng&olu括en lCEpower繇 磴 SOHc MOs丨 er Pre耐 um蓄效系梳

支援外琶式荨用低音攮啬器 (附嬗 )

其他介面 UsB X3/VGA X1/HDM|xl/啬 效蝓八及蝓出 xl/二 台一瀵卡器

光碟锱 6X墼光揲烧禄锱

尺时 /重量 383× 255× 277Cm,27kg

≡年圃除保黄(自膺)

婴婴婴婴婴龉

婴婴婴骺神龉婴

婴婴婴镩
婴鹬

附途荨用外置式
SonicMaster低 琶癀琶器

指舣辨黜

涸人u呆安

触镄黜簏鼹躐皤龋髑蛐嬲

躞躔鑫擞艘辘

型虢 BU400VC-CZ098G             l             BU400VC-CZO83G

作菜罕台 预戟 Windows7⑧ Profes引onaI(已锖有 Windows8Pro凵 Gense)

虚理器
Wi早

I::∶∶j|犍犭%钅早
H日

  |  "1∶ 暴∫1I:j|鹱tV甘舀师
H日

鼯示卡 nⅥ do Geforce52OOM蜀 立 lGB配噫腱

颢示屏 l秽 HD+LED背光鲎幕 ㈠600× 900)

硬碟 128GB SSD固熊硬碟 +500GB540Orpm

稠 鼯 10川0O/lOO0Mbps9WLAN gO211o/g/n,妻 男牙40

配惊摧

幌像镜瞑 HD睨像镜眼

蓄效奘置 内建素拐謦器及梦克夙 ,So㈧ c Mgs|er音 效系税

其他介面 USB x3/HDAlll× l/VGA× l/啬效蝓八及蝓出 ×l/二台一蒗卡器

光碟樱 可自行邃媾,l置式光稞锱

尺Ⅱ寸/重量 339X234X205cm,164kg

雨年圄陈保甍(自搔)



AsUs推蔫便用W:ndows8°

A  T|丨 H|
笙屏互勤 平板箪霓任意切换

燮董幕篥鼋 ,前後董幕均探用坌高清 1O8Op丨 PS十黠髑控式屏幕

蛏按 Home蜉换键 ,即可鳟换模式 ,可同畴分享同一屏幕夤飘 ,或丽遑屏幕镯立使用

鲎鼋量不足 5%踌 ,系觥窖自勤酃存夤料至硬碟
°啬璺晶牌 Bang&O丨 ufsen及 AS∪ S丨 CEpOwer圉 隰共同罔鐾的 SonicMaster技 俪

在 |nstantOn模式下 ,簟配型霓淄辰连 1O天的待樱状熊 ,只需 2秒朋可瞬罔收侵

酃 
 婴

$8'498
TA|CH|-CWO11H

$10'348
型虢 TA|CH|-CWO14H             丨             TA丨 CH|-CW011H

作菜孪台
Windows8

鼯雷 :繁中 (香港 V繁申 (台潜 V蓠中

`英
文 /西班牙文 /法文

虚理器
Ⅲ
ihHl犍犭糨叩  |  叨撰￡滞罐t∶J1;:㈦

鼹示卡 |nle|⑧ HD Grophk4000

颢示屏 l16"Fu|丨 HD LED肖光鳖幕 ㈠920× lO80}叫PS面板支援十黠隅控 (卒板屏幕 )

硬碟 128GB SSD固熊硬碟       |       256GB SSD固 恚硬碟

辋 鼯 10用 00Mbps9WLAN sO211¤ /g/n,軎≡彡F40

配噫腱

幌像镜颐 前董 HD睨像镜颐 ,後琶 sO0禹像素镜骐

音效装置 内建高篁素埸謦器及陲列式梦克凤 ,B¤ ng&olu佰 en℃Epower荪 澄 SoHc Mos丨 er啬效系税

其他介面 USB× 2/mini VGA× l/MkrO HDAlll X l/啬 效蝓八及蝓出 ×l,附途镯控手舄篥

光碟慨 可自行邃媾外置式光碟锱

尺时 /重量 306× 199× 174Cm,125kg

雨年圃瞟保甍(包本地上F弓及途回)

型虢 T300LA-C4003H

作美罕台
器雷 :繁中 (香港 V繁中 (台潜 V雷中

`英
文

`西
班牙文

`法
义

虚理器
ln↑e|◎ Core Mi54200∪ n6GHz)

{ 大超频可至 26GHz)
|nle丨

⊙Core"i74500Un8GHz)
( 大超频可至 3OGHz)

蔽示卡 丨n丨e|⑧ HD Gr¤ phic4400

颡示屏 133"Fu||HD LED背光蚩幕 ㈠920× lOBO},丨 PS面板支援十黠髑控

硬碟 256GB SSD固 熊硬碟

稠鼯 lO/lO0/1000Mbps9WLAN8Oz11b/g/n,鏖≡步壬40

雷a隐摧 4GB DDR31600MHz

幌像镜露 前蓬 HD幌像镜霞

啬效装董 内建素埸謦器及梦克夙 ,So"c Mgs↑er音效系税

其他介面 USB× l/MCro HDA/ll× 1/音效蝓八及蝓出 xl/SD C¤ rd覆卡器

光碟锱 可自行邃媾外琶式光碟樱

尺时/重量 34× 218x24Cm,17kg

雨年团膘保黄(自 播)

唧巾赧泅峥槲 婴婴

Trans△rmer Book sEⅢ Es

棵辈箪霓筻平板 满足全方位臆用

槭薄罕板 ,插八同漾鲣薄的踺塍座 ,摇身一燮成篇高效辇工作的簟鼋

13‘ 3阿 |PS蚩幕 ,提供 350n吨 高亮度及仝高清 108Op解像度

在 |nst。 ntOn模式下 ,篥配型霓淄辰连 1O天的待槛状熊 ,只需 2杪即可瞬罔怏侵

啬璺吊牌 Bang&O|ufsen及 AS∪S|CEpower圉 隰共同罔鍪的 SonicMaster技 俪

鲎鼋量不足 5%g寺 ,系觥窖自勤酃存盒料至硬碟

躔籀膪藜踺邋婴

翠鹘饔翮椤躐

畲埸推度偾 $1●'198 $11'048

龉婴

婴婴髁婴婴龉

婴婴婴蟛砷龉婴

婴婴婴黠婴婴

∪|t「abOOkW
|∩ spi「ed by|∩ te|



ASUSF0nepad猁
娱桀 通韶 一楼笠享

7时流腺形盆雷楼身
邴巧俐落高篁感金霉背蠢敲静 璀璨金 \紫晶灭丽色 ,棚托出僵雅 `畴简

的不凡氟患 ○

g覃性癀允
拾戴省霓高效能的 |nte|Atom虚 理器 ,提供超遇 9」 Ⅶ寺珀娼 池僵航力 。

支援 MicrO sD高 连 32GB,可储存更多的多媒髀槽知

|PS蚩幕防刮面板
臃有高篁素 丨PS蚩幕 ,具偌高亮度fEl17g° 超蕉可睨角 ,不腧室内玑室外

蝥可舒适戳着 O探用高硬度防刮面板 ,完美保镬你的董鼬

配慵前後镜颐 蛏鬏捕捉勤人每一刻

挽自 3O0离自勤封焦相樱 ,禳您可鲣易的拍出勤人的瞬罔 ,亚支援72Op

禄影 :前董 12O禹幌翮撮影氍 蔟您可随g寺随地舆好友幌翮聚窨 O

冤重霎端臆用
提供永久冤夤 5GB WebStorage,透遇霎端酃存望罔 ,筒覃分享舆遵艏 ,

藩您可徙任亻可敲偌存取所有槽案 。

畲埸推度值$2'●62

弘 魏k鼬 镏蛐 F鑫 艘 攥 鞴

健饔薨翮 ”邋穰黢鼗

$瓣$/皤溺阀蠡爆鑫曩籀爨鼷蹴
鑫搬蘧躐啜鞲饔

鑫髑睨蠲

毽夥翳畿灏邋攥

慵角紫晶灭及玫瑰盆丽槿色系

型 虢 ME3z1MG-lBO05Al” C)/ME3刀 MG-1丨004A(董茭)

作荣孪台 Androld Θ⒋l Je||y Be¤ n

虚理器 丨nle|A丨 om Z2420n.2GHzl

流勤稠鼯 丨MC(|nⅡ neon)-XMM6265,HsPA+DL21/UL576Mbps

颢示屏 卩WXGA n2sO X sO⑴ LED背光 Ps蚩幕 ,支援 多 lO指脶控

硬碟 8GB硬碟 /5GB As∪ s Webs|orgge霎端骷存空圊

稠韬 80211b/g/n

副噫睢 lGB

脘像镜颐 l⒛ 禹像素前董镜露 ,300禹像素自勤封焦镜露 ,″Op幌飘禄影

感瞧器 G-sensor,E-comp¤ ss,Pro刈 m"y,Ambien丨 ughl sensor,GPs

其他介面

lx音效蝓八 /蝓出 9lx高藁素埸謦器 6omcMgs忄 erl

2x戴镉梦克 ,lx Moo-∪sB插□
l X MiCro sD Cgrd覆 卡器 (支援 多 32GB),lx接 收器

颜色 紫晶灰 /玫瑰金

gm卡颊型 Micro sm

使用恃茼 掏 9小B寺

尺时/重量 1966X1201X104rη m,340kg

-年圃除保黄(自揞)



ASUS MeM● Pad
FHD10

10时全高清娱桀工作腱敲

仝高满 192Ox1O8O解析度力□上 |PS匮幌角度蚩幕享受

高效能筻i×0虚理器及内置 2GB配噫髀 ,流埸藿取 3D避截耋面

配置丽枚拐謦器及 AS∪S镯家研鐾之 SonicMaster啬 效技衍

崔重 58Og,方便檐带 ,随畴随地工作娱桀

附途 5GB AS∪ S WebStorage霎端酃存望罔 ,盒料随您而行

∶∶i∶

畲埸推度眉 $2'799

嬲缁躅翳

椤 龊缁蠲

婴婴婴螂一骊〓龉婴
AsUs ⅥvOTaU SMART
娱桀 生活 随心所欲

臃衔高篁素 丨PS萤幕 ,具偌 35On吒 亮度TEl178° 超匮可睨角

内董 8OO离像素芮光嶝自勤当瞧 後置镜颐及 F/2,2超人光圈

支援 NFC僖蝓 ,筒易遵秸适台之装矍及外置敲痛

啬璺口牌 Bang&○|ufsen及 AS∪S|CEpOwer圉 隰共同罔鐾的 SonicMaster技 衍

内置耐用锂霓池 ,配台蜀家第能欺件 ,提供 高 9.5」 Ⅶ寺嚯 池攮航力

提供冤夤 3年 32G B WebStorage酃 存望固

翳鼬窘甑龇酗

觯鑫婴艟黪躞

酽鼬篝甑眦鼬

觯骣鹬攮黪蓦

巍黠 罨皤醪

爨瀚黠箨邂髑

畲埸推度眉

只需加推度佰 $299
即可同畴瞄夏 Γ二合-踺盥保莪

$3'988

黠籀躅麴

椤 鹬翻醪

骚皤翻攮饿蹰 鼷醪髓酵

鑫冁躐辘

骺躞 骣皤醪

爨貔躅貉邂鞫

型虢 ME302C-lA040A(白 )/ME302C-lBO38A(薹 ≡)

作菜罕台 Android⑧ 42Je|丨 y Be¤n

虚理器 hlel¤ over Tr¤ i|丬us Z25bO n6GH丬 笠核虚理器

颢示屏 lO l"Fu||HD n9⒛ xl⒛q|Ps蚩幕 ,支援 多 10指髑控

硬碟 16GB硬碟 /5GB ASUS Webs|or¤ ge霎端储存望苘

遵接 802l1b/g/n9薹 直历F30

配噫摧

幌像蔬菝 l⒛ 禹像素前董镜颐 ,sO0离像素自勤封焦镜颐 ,10BOp幌 飘银影

感虑器 G-Sensor,ughl sensor,E-comp¤ ss,Gyroscope

其他介面
lx音效蝓八 /蝓出 ,2x高篁素惕骜器 阝o"cMOs|erl

lXM口o-USB插 □ ,l× M口o SD cgrd澶 卡器 {支援 多 32GB}9l x Micro-HDMl

颜色 筒掏白 /深海噩

使用恃固 锕 lO小持
+

尺时/重量 2646× 1824× 95mm,580g

-年中圃 `替港 `澳F弓三地保藁(自 搐)

型虢 M曰00C-lB085W(黑 )/ME40OC-1AOZ1W{白 )

作粪罕台 Windows8

虚理器 |n|e|ATOM Z2760厉 旯瑁Ξ罩居(16GHz,BUrs118GHz)

颡示屏 101"|PS{解 像度 1366x%8),支援 10指躅控 ,高硬度玻璃面板

硬碟 “GB硬碟 /3年 32GB ASUS Webs丨 Oroge霎端韬存望F:g

遵接 WLAN80211b/g/n@24GHz,B|ueloolh40

雷己隐鳢

睨像蔬颐
20O蔑像素前琶镜菝 9

8OO禹像素捕光噔自勤封焦 F/22大光圈後琶镜瞑

感虑器 G-Sensor,E-comp¤ ss,Pro刈 m汁y,Ambienl ughl sensor,GPS

其他介面
2台 l啬效蝓出 (耳锱 /梦克夙 )× l,m口o HDA/ll坌 蒿清蝓出 xl

删crO UsB Xl,M口 oSD C¤rd滇卡器 阝DHCl× l

颜色 珍珠白 /型格黑

使用持固 锕 95小恃
艹

尺时 /重量 2625X lZ1× 97mm,580g

-年圃除保藁(自 檐)

超蛭薄荨用缎腺键醉

噩呀逗接及人髀工荸敲尉



覃手罔愍睾配型霓辎上盍可能畲

弓|起屏幕扭曲 o通遇将整侗底座

扭向桠度角度 ,扭勤测贰可估算

簟配型霓淄在何槿程度上能驹槛

受逼槿虎理方式 。

PAss∶

震勤是常旯的篥配型霓辎可能,y【

受的屋力 一震勤是另—槿匮力 。

震勤测贰使睾配型霓淄虎诊不同

鲍圉的震勤频辇中 ,逼碓保了外

界擐境舆内部零件能驹自效配台

坠落的睾配型霓淄亚不意昧

著畲鍪生揖壤 ,AS∪ S通遇一

系BlJ堡 落测贰 ,测量了其如

何封付曰常生滔中銮生的小

事故 °

v
\
⊥

∷∴ ∷∷ ∷∷)\ 
∷

~⊥∶
`

孽配型霓辎在逼蝓及每曰的使用

遇程中很容易受到震量 °因此

AS∪S 迮行了一系列震孱测贰 ,

以保澄每一型虢都能槛受曰常生

活中的悲劣瑗境及堕落 。

PAss∶

屏幕摺台是任何睾配型霓淄可能

存在的弱黠 ,因此 AS∪S通遇罔

嗣篥配型霓辎上蠢至少 2O`0OO灰

来测贰其敌勖 ,以碓保其耐用性

簟配型鼋艟屏幕很脆弱 ,需

要里寅的上盍保镬 。AS∪ S通

遇上盍高屋测弑 ,碓保所有

聿配型霓淄的屏幕得至U良好

饣弄寻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