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三年三班 柯芝嫻老師指導 
 

 

台南五日遊                                            三 3黃千芮 

    大年初一，爸爸、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回台南親戚家過年，我們搭統聯客運

南下。一路上我們說說笑笑，除了吃東西，還有玩遊戲，後來我和弟弟還不知

不覺在塞車的車龍中睡著了，醒來時，我們卻依舊在車陣中，真是令人感到訝

異，好不容易，終於抵達台南了，時間是大約距離我們出發的五小時後，真是

疲累呀！我們計劃隔天一早要出發到高雄義大世界，所以洗完澡後，就上床睡

覺。 

    第二天，晴空萬里，真是適合出遊的好天，便整裝出發到義大世界遊玩，

在義大世界，除了有許多新奇的遊樂器材以外，我們還享用完美味的早餐，建

築物的外觀也非常壯麗，彷彿令我感到置身在歐洲城堡，印象最深刻的，我還

有看到一位全身塗滿銀色的街頭藝人，只要有人投錢，他便會來上一段精彩的

即興表演，最後還會給投錢者一個大大的擁抱呢！！除此之外，我還有看到一

座很大的摩天輪，可惜因為時間跟人群的關係，我並沒有去搭乘，這天，在義

大世界，我玩了不少遊樂設施，也增廣了許多見聞，真是令人開心的一天！ 

    第三天，我們回外公家烤肉，烤肉香噴噴的，真是好

吃極了，我們除了烤肉片，還有烤丸子，Q Q的丸子，真

是美味，難得的年假假期讓大人們齊聚在一起，談天說地，

而我們小孩則湊在一起玩沙子，玩得不亦樂乎。到了晚上，

我們還在房子的前院放鞭炮呢！黑夜中閃閃發光的火花，

美麗極了，真希望時間能永遠停留在這一刻，但歡樂的時

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最後，我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被大

人們送上床，結束這難忘又愉快的一天。 

    第四天，因為前一晚聊得太晚，所以起得也晚，這一天我們一行人決定在

家好好休息，享受一天難得的空閒，把握全家團聚的歡樂時光，這一天，真是

輕鬆自在又愉快呀！ 

    最後，我們踏上歸途，返回台北，帶著難分難捨的心情和南部的親戚朋友

道別，也期待下次有機會可以再和他們相聚一堂，再次開開心心地說唱，歡歡

喜喜的享用美食。 

    這次假期我過得非常愉快，除了見著許多親戚朋友外，也覺得能夠天天和

家人在一起，實在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布袋戲博物館參觀記                                   三 3高若雯 

   這次的年假比較長，所以爸爸除了帶我們到外婆家拜年外，還帶我們到雲林

虎尾玩，大家都知道雲林有一個很有名的遊樂園，但這次我們不是去遊樂園，

而是布袋戲博物館。在布袋戲博物館內有詳

細的說明布袋戲的由來，我才知道原來布袋

戲最早叫「掌中戲」，後來是因為表演師們都

揹著布袋，裡頭裝著布偶跟道具，才又名叫

「布袋戲」。在一樓的博物館內有許多布袋戲

偶的詳細的資料與文物，另外當然有布袋戲

偶的珍藏，有些布袋戲偶的歷史悠久，年紀

都比我還大了呢！爸爸告訴我我們布袋戲裡

有一位很有名布袋偶叫雲州大儒俠-史豔文，這是大家非常喜歡的主角之一。  

  虎尾的布袋戲博物館有詳細的人偶的製作過程，劇團的介紹，雖然我對布袋

戲沒有很深入的認識，但是看到這麼多精緻的布袋戲偶，真得很棒喔！   

 

 

 

我的媽媽                                               三 3傅俊翔 

    我有一個能幹的媽媽，她有一張圓圓的臉，一雙大大的迷

人大眼、烏溜溜的頭髮，雖然身材有些圓潤，看起來

依然很年輕、可愛。 

    我的媽媽在我的心中可說是「萬事通」，每當我

有困難的時候，她都能幫我解決，所以我非常佩服她。

媽媽的興趣是彈鋼琴，每當她心情很好的時候，都能

彈出美妙的歌曲，讓人感受到她的喜悅。媽媽也很愛逛街，

每次逛街都會帶回來很多好吃和實用的商品，讓我們生活中充滿驚喜！媽媽也

很會煮飯，擁有一手好廚藝，每天晚上我們全家都很期待餐桌上的飯菜。飯後

還能品嘗到媽媽精心製作的小點心，例如：蚵仔煎、鬆餅……等。所以，我覺

得當我媽媽的孩子實在太幸福了！ 

    我的媽媽很辛苦，因為爸爸長年在外地工作常常不在家，平常就是媽媽負

起照顧我和哥哥的責任。為了體諒媽媽，我應該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讓

她擔心，再幫媽媽分攤家事。 

    最後，我希望媽媽身體健康、天天開心，我想大聲的對她說：「媽媽，我愛

您！」 



 

                                                  

 健康帳戶                                              三 3王薪凱 

    你生病時，父母千辛萬苦的照顧你，可是如果在你的心裡主動開一個便利

的健康帳戶會不會更方便呢？如果身體有氣無力時，該怎麼辦呢？健康帳戶隨

時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你沒有做些運動也不行！你可以一個星期做兩、三次運動，每天規律

運動，可以使排、流汗，還有新陳代謝快一些，我的爸爸、媽媽就說：「其實流

越多汗越好呢!良好的飲食習慣也可以幫助消化,每天七樣蔬菜水果，並且吃清

淡一點。」但市場上有些商人會把蔬果種得看來色澤美麗或是標榜無蟲害,可是

那其中可能殘留農藥呢！    

    另外,每天記得要適量的飲水,潔淨的水對人體是最重要 ,大家最好盡量不

喝碳酸或含糖的飲料,若要喝,一個星期喝一到三次就好,不要每天喝,因為容易

變笨,喝太多奇奇怪怪的飲料還會得糖尿病。         

    學得知識不是只有看故事書、百科全書才能獲得，而是在生活周遭都有許

多的知識等著我們去發掘和探究。擁有健康的秘訣並徹底實行就能享受健康帳

戶中的獲利喔！ 

 

 

 

尋找春天                                              三 3翁綺霙 

    春天在哪裡？春天在哪裡？你看那葉子是青翠的綠，那花是五彩繽紛的紅。

你看那和煦的春光照在地上，蝴蝶和蜜蜂在花間穿梭，飛上飛下，向是不經意

潑灑在這片大地上，一塊紅、一塊紫，原來春天是五顏六色的。 

    春天在樹上聽小鳥唱歌，優美動聽的聲音讓我忍不住豎起耳朵聆聽春的到

來。初來乍到的雷也提醒春天該起床囉！春風一吹讓大地換上綠色的新衣裳，

把小花噴上淡淡的清香。 

    春天桃花、李花、櫻花、山茶花和牡丹花爭相綻放，看得我眼花撩亂。還

記得上次有次爸爸在我們開車繞在蜿蜒的小路上，沿途叫賣水蜜桃小販親切的

招呼我們吃著可口又香甜的水蜜桃。原來春天就是甜蜜蜜的滋味。 

    春天在衣櫃裡施上魔法，高舉著魔術棒，「叮－鈴」的一聲，灰色厚重的毛

一瞬間就變成了輕盈亮麗的洋裝。春天又跳上小朋友的臉蛋，彷彿抹上一絲蜂

蜜，露出甜甜的笑容。原來春天是讓人心曠神怡的美好季節！ 

 

 

 



 

                                                  

舊愛新歡與才藝舞台活動                               三3陳柔羽 

    四月 7日星期六，學校舉辦了「舊愛新歡與才藝舞台活動」，「舊愛新歡」

是指大家可以把家裡還可以用但沒有再使用的物品讓有需要的人購買回去，發

揮物品的再利用功能。活動一開始，我先到各班尋寶，我在穿堂買了正在義賣

的氣球，還幫爸爸買了 一個有公司標誌會閃閃發光頭飾，媽媽買了好多物美價

廉的書本，說是要放在教室裡當班級圖書讓大家閱讀。 

    接著，就換才藝舞台上場，綺霙在視聽教室有小提琴演出；家穎、愷瑄和

我三人的星光美少女舞蹈表演，我們在三樓的圓形舞台表演，現場有許多家長

和小朋友觀賞，所以我有點小小的緊張，最後，我們還是順利的表演完成。 

    今天的活動非常好玩，除了有環保概念的「舊愛新歡」之外，還有讓小朋

友發揮活力的「才藝舞台」，希望明年還可以有機會表演給大家欣賞。 

       

 

 

 

 

 

 

 

 

 

 

 

 

 

 

三 3沈沁歡 

 

如果心不快樂，那就沒有愛。 

如果心不樂觀，那就沒有朋友。 

人生就像一張 100個題目的考卷， 

要快樂的過一個完美的人生， 

才算通過。 

 

 如  果 



 

                                                  

 

 

 

 

 

 

 

 

 

 

 

 

 

 

 

 

 

 

 

 

 

 

 

 

 

 

 

 

 

 

 

 

 

 

池邊大樹公園  張書瑋 我家的卓瑪  沈沁歡 

初春的小葉欖仁 翁綺霙 希望天燈 張書瑋 素描小葉欖仁 陳雅婕 

海底世界 王鴻鈞 溫柔的貓咪 陳柔羽 



 

                                                  

 

感謝三年六班 謝素足老師指導 
 

 

 

  

 

 

 

 

 

 

 

 

 

 

 

 

 

 

 

 

 

 

 

 

 

 

 

 

  

早晨，  

太陽送來熱熱的禮物， 

白雲吹來涼涼的微風， 

樹林送來清晰的空氣。 

心情就像美麗的花朵， 

早上向太陽招手， 

晚上向月亮說晚安。 

音樂課， 

吹出悅耳的音樂， 

看到像蝌蚪的音符， 

心情就像乾淨的空氣， 

好像可以和小鳥一起飛翔， 

也可以和魚兒一起游泳， 

和動物一起開舞會。 

下課時， 

和同學打了一架， 

你不讓我，我不讓你， 

你爭我奪， 

你推我擠， 

心情就像生氣的恐龍， 

好像可以把山谷摧毀。 

心情常常千變萬化， 

有時像恐龍， 

有時像花朵， 

不管開心或傷心， 

都寫入我的心情日記。 

三 6姚勁聿 
早晨， 

你啾啾啾的叫， 

風呼呼呼的吹， 

路邊的小草和花兒， 

都在和我問好， 

心情就像熱情的太陽， 

穿著草裙舞跳舞。 

自然課， 

種植蔬菜真有趣， 

努力照顧它， 

每天傍它澆水， 

卻還是長不高， 

心情就像打破的杯子， 

碎成了好幾片。 

電腦課， 

垃圾油件滿天飛， 

你寄給我，我寄給你， 

心情就像自在的小鳥， 

在空中排徊， 

唱出悅耳的歌聲， 

驚動了整個大地。 

心情總是變來變去， 

有時像活潑的孩子， 

有時像受傷的小動物， 

不管快樂或憤怒， 

不管分上天或跌入坑洞， 

三 6賴詠晴 



 

                                                  

 

                                                             三 6李念 

 

愛是什麼？是擁抱還是親吻？對我而言，愛不只是這樣……。 

 

先看看男女朋友談愛的方式： 

隨時把「我愛你」掛在嘴邊； 

常常相約一起旅遊、吃飯、看電影，就是要膩在一起； 

總是用甜蜜的方式稱呼對方。 

 

再來看看結婚後的他們，和談戀愛時有什麼不同： 

時常為了一點小事而吵架； 

不在像以前那樣用甜蜜的方式稱呼，而是直稱對方的名字； 

不再擁抱或親吻彼此，偶爾應觀眾要求親一下，還會臉紅呢！ 

 

這樣代表他們不再相愛了嗎？來看看以下的情形： 

老婆出車禍時，老公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恨不得那個受傷的人是自己。 

老公出差時，老婆怕到他冷到、熱到，準備了一大箱行李，大到老公提起來還

會摔倒。 

 

所以，我覺得愛是把對方放在心上，當他的情緒垃圾桶，將他的煩惱、憂傷、 

痛苦一一收入，陪伴、支持他，即使發生衝突也要一起面對它。 

 

我認為，愛，是人一生的力量泉源。 

 

 

 

 

 

 

 

 愛 



 

                                                  

感謝三年七班 莊玉明老師指導 
 

 

 

                                                           三 7呂承祐  

   「我的家庭真可愛，整潔美滿又健康。」我們家的成員有爸爸、媽媽和我。 

    要是我家的家電或是玩具出了問題，我的爸爸都可以有耐性的把它修好，

這是我最佩服爸爸的地方；我的媽媽假日時都會帶我們出去運動，她希望我和

哥哥能藉由運動培養陽光個性和健康的身體。我的哥哥是我最好的玩伴，我雖

然和哥哥經常吵架，但是我困難時他總是會想辦法保護我。 

   我雖然很頑皮，可是我的媽媽說我是個有禮貌和孝順的小

孩，因為我一回到家會跟每個人問好，我也會幫忙做家事。 

   我非常愛我的家和我的家人，我希望我們可以永遠幸福美

滿，每個人身體健康和快樂。 

 

 

 

幸福的家庭                                              三 7陳茵琪 

 

  「家庭」是個可以讓家人相聚的地方，我的家雖然不富有，不過依然過著幸

福美滿的生活。我家庭成員有三個，爸爸、媽媽和我。 

  爸爸天天都要工作，而且要從早做到晚，真辛苦！ 

  媽媽早上送完我之後，就要去幫爸爸工作，真是太忙碌了啊!除此之外，家裡

的大小事也是媽媽在處理。 

 

  我最喜歡和全家人一起郊遊踏青，我們一邊走路一邊講笑話，真是好幸福。 

  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為媽爸都都全心全力的愛我、保護我，尤

其是我生病的時候，他們都整晚不眠不休地照顧我；不管都麼忙碌、疲勞，都

會 空出時間來陪我，我覺得和家人一起相處的快樂時光，是用

再多的金錢都買不到的幸福! 

幸福的家庭                                              



 

                                                  

三 7陳張榮 

  新店捷運站附近有一棟綠色大厦，那就是我的家。 

我的家庭有兩個人，一個是媽媽，一個是我，我們家附近很便利，南有國小、

教堂幼稚園，東有國中、公車站，北有各種商店、捷運站，西有寺廟、碧潭風

景區、市場。我最愛做的事是看媽媽做菜，一邊看一邊學，晚上，我們一起看

電視，是多麼美好的事啊!  

  我的家庭真是個幸福的家庭啊! 

 

 

 

一封道歉信                                              三 7江伯偉 

妹妹： 

    妳最近心情有好轉了嗎?那天妳一直悶我吃咖啡凍，我吃到最後一口的時候，

我問你可不可以吃那口，妳都不回答，沒想到妳想要留給自己吃。 

    我以後一定會等到對方回答後再吃掉或是拿走，再也不會這樣了。對不起！ 

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哥哥柏緯敬上 101.3.16 

 

旅遊記                                                   三 7溫健亨  

    今天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早上爸爸帶我們全家到新竹玩，第一站我們

來到了新竹北埔的慈天宮拜拜，祈求這趟旅行能夠平安順利，結束了文化之旅，

接下來就是綠世界生態之旅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終於來到了綠世界生態農場，我們來到鳥類生態公園，

一進入叢林，上百種各式各樣的鳥就在我們的身邊飛翔寬食，彷彿置身原也叢

林，其中最受遊客歡迎的是可愛俏皮的大嘴鳥，這個農場裡還飼養了許多我沒

見過的動物，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這次的旅行我們還在民宿裡住了一晚，隔天，我們來到了小叮噹科學園區，

體驗到利用科學原理而製成的遊戲，最後我們去城隍廟拜拜，吃了一些美味的

小吃，接著就愉快的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兒童育樂之旅》                                      三 7閻家蓁 



 

                                                  

今天我們去校外教學，我好興奮。 

我們第一個玩的是「輻射飛椅」超級好玩!之前我們去韓國也有像這樣的遊戲(在

韓國我們原本要坐，但我溜出來了)。我們後來去玩「咖啡杯」，我們一直轉一

直轉轉到快頭暈啦!  我們還去玩了「碰碰車」，我和子芩一組，我們不太會開

「碰碰車」，就常常跟人撞再一起，撞的時候感覺快彈出去了，真好玩! 

我們還玩了「摩天輪」，它就是在上面一直轉，我看下去覺得很恐怖，覺得快跌

下去了呢!我們玩完全部的遊戲，我們要去看 3D的影片，我們看了《濟公》、《樹

和機器人》，感覺快摸到影片裡的圖片呢!真有趣。 

之後我們就要回學校了，今天真是好玩的一天。 

 

去六福村玩                                              三 7許誼洳 

  雖然是很久以前才去的，但是那段記憶仍然印在我腦海裡。 

  今天爸爸要帶我們去六福村玩耶!我好高興喔，我跟弟弟說，忽然爸爸叫道：

「把東西準備好，我們要出發了。」 

  到了六福村，我們先玩旋轉木馬，再來我們就玩天馬，天馬不像雲霄飛車那

麼刺激，它是一種很無聊的機器，所以我玩一次就不玩了。 

  我們還玩了雲霄飛車等，很刺激的遊戲，到了晚上，我們進去一家餐廳吃晚

飯，我看到牆壁上有可愛的海綿寶寶圖案，接著，我們就開始吃晚飯了。 

  吃完晚飯這種時刻最適合玩鬼屋了，於是我們就走像鬼屋車的方向，還好趕

上了，這是最後一班車了。 

  今天的旅遊真豐富，謝謝爸爸帶我們去這麼好玩的地方。 

 

日本迪士尼樂園                                         三7林子宸 

  那天是一個晴空萬里的日子，我們全家一起去日本迪士尼樂園。 

  一進去，哇!有好多遊戲可以玩，而且還有我最喜歡的咖啡杯! 

  我們一直玩到天黑才依依不捨的回飯店吃晚餐!這五天四夜的旅遊真難忘，每

個遊戲對我來講都很驚奇……令人驚聲尖叫的黑暗雲霄飛車、歡樂連連的小小

王國、美味無比的 Kitty限量便當，在在都讓我回味無窮!更不用提全世界都聞

名的華麗花車大遊行和美麗浪漫的夜間煙火，一切都棒透了! 

  這真是令人難以忘懷的美好回憶!我想……我應該會再去一次! 

去新竹玩                                               三 7黃安敏  



 

                                                  

今天是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我們一家四口和姨丈、阿姨、表妹一起開車去新竹

玩。 

    我們到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先 check-in再走到自己的房間，放下行李洗

好澡，去阿姨的房間玩撲克牌，我們玩了一個多小時，才依

依不捨的回房間。隔天早上，我們去游泳，我們還去了廟口

夜市、關帝廟以及參觀玻璃藝術嘉年華。 

   玻璃藝術嘉年華主要是玻璃藝術展，像龍~壬辰年玻璃生

肖展，還有玻璃藝術街、玻璃製作示範表演，我買了一個琉

璃做的臺灣造型的吊飾，最後我們大家都快餓昏了，才去吃飯。 

   謝謝爸爸帶大家去新竹玩，真是一趟暨豐富又令人難忘的旅程！ 

 

 

 

 

                                                         三 7歐陽昕 

  我低年級最好的朋友是張宥元，我們是一年級的下學期，變成好朋友的，我

們擁有共同的嗜好：踢足球和玩電動等，而且默契十足，常常和張昌恩三個人

在班上一起搞笑。雖然我們現在不在同一班，但是我們的感情還是很好。 

  現在我偶爾也會期待他邀我跟張昌恩去他家舉辦生日派對，但是在三年七班，

我也和幾個同學相處得很融洽，希望我能快樂的度過三、四年級。 

 

 

                                                          三 7陳以薰 

  我有一個超級好朋友，她叫做琬庭，我們非常要好，很「麻吉」，就像結拜的

姊妹，她跟我在一、二年級時，自從同學說我和婉庭很像，我們就變成了好朋

友!因為我的腳走比較慢，所以她每節下課有空，就會來找我，她的姐姐是莊老

師以前的學生。 

  媽媽說：「孔子說，見賢思其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意思是說：遇到好的

人，要學習她的優點，遇到不好的人，要反省自己有沒有像她一樣!所以全班都

是我的朋友，有的要讓我學習；有的，要讓我反省。不是嗎? 

 

我的好朋友 

307 的美創生活集錦 



 

                                                  

 

 

 

 

 

 

 

 

 

 

 

 

 

 

 

 

 

 

 

 

 

 

 

 

 

 

 

 

 

 

 

學校交流活動： 

當小主人 

紙偶嘉年華：看我們排練的多認真！  

水墨樹揮灑：我們小小年紀卻充滿藝術氣息喔~ 



 

                                                  

感謝三年八班 顏國雄老師指導 
 

 

 

 

 

 

 

 

 

 

 

 

 

 

 

 

 

 

 

 

 

 

 

 

 

 

 

 

 

  

 

 

再見了，誘惑   

書包 
             三 8蔡佳晏 

書包先生， 

你的肚子又大又重， 

你每天吃不一樣的食物， 

今天吃國語課本， 

明天吃自然課本， 

每天吃得飽、飽、飽， 

我就被你壓得扁、扁、扁。 

書包先生， 

拜託你別再吃了啦！ 

 

乳牙掉落記 
                 三 8黃子甯 

喀滋喀滋! 

脆脆的餅乾真好吃! 

喀滋喀滋! 

喀!?喀!? 

怎麼了? 

白白的, 

硬硬的, 

原來是我的牙齒啊! 

喀滋喀滋! 

管他的, 

繼續吃! 

媽媽                      三 8詹安慈 

媽媽、媽媽， 

你真是奇怪， 

只要我做錯事， 

你就會像虎姑婆一樣， 

一直碎碎念， 

只要我很聽話， 

你就會笑咪咪的。 

雖然媽媽的表情都不一樣，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媽媽。 



 

                                                  

                                                          三 8 林芷嫻 

  生活中充滿了誘惑，但即使是你向來拒絕不了的誘惑，也要想辦法去拒絕它。

為什麼呢？看看這兩則我面對誘惑的小故事你就知道了。 

首先我要說的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幾個月前，我和媽媽走進國語日報社的書店，一走進去，架子上有喜羊羊圖

案的鉛筆盒就吸引了我的目光，媽媽問我要不要買這個鉛筆盒，我點點頭說好，

沒想到幾個月後，這個鉛筆盒就破了！我看了既傷心，又失望，而且好生氣，

我根本不需要它呀！ 

 

  還有一次，我看電視時，有一則令人心動的廣告，大意如下：集滿五點，可

到 7-11加四十九元領取精美水鑽吊飾一款！我立刻告訴爸爸這個好消息，爸爸

反問我：「妳以前在 7-11領的東西，現在還有在玩嗎？」我這才明白自己不需

要那些東西。 

 

  抗拒誘惑的方法很簡單，其實你並不需要離開誘惑的環境，而是要培養自己

的理性，並問自己：「這樣東西對我來說有用嗎？」 

 

 

快樂假期                                                三 8蔡佳晏 

  這次二二八連假，爸爸開車帶我們回臺南，我在這個假期去了不少地方。

我先去臺中的大坑賞櫻花，那裡的櫻花又大又茂密，實在是漂亮極了！ 

  隔天媽媽帶著我及兩位阿姨搭乘火車來到高雄夢時代，和媽媽以前的同學

及她的女兒玩耍。我們先吃了一些東西以後，就到夢時代頂樓的遊樂園玩。我

們第一樣就跑到「空中主題樂園」，「空中主題樂園」是在空中的軌道騎腳踏車，

很刺激，但是非常好玩！接著我們去玩碰碰船，每次和別人撞在一起時，船總

是動不了，鬧得我們都笑哈哈！後來我們一起搭乘太空冒險車到宇宙，超級刺

激的。夢時代真的很好玩，要回家時，我還依依不捨呢！ 

  星期一我們還去了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它的佔地非常廣大，裡頭有「斯

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我最喜歡兒童廳的「時光列車」，因為非常逼真，

而且很酷！ 

  這次的假期，我過得非常充實，也在這次的假期中，如願的賞到櫻花。 

 

 

畫 
地 



 

                                                  

 

  

                                                          三 8 林盈秀 

 

                                                         

 

 

漫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