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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依據： 

(一)行政院106年1月9日院授發字第1061300008號函頒「政府服務躍

升方案」。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106年1月25日發社字第1061300083號函頒『第1

屆「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三)行政院海洋委員會107年9月4日海綜管字第1070003226號函頒

「海洋委員會服務躍升實施計畫」。 

二、計畫目標 

本分署依據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海洋委員會之上位計畫，

以「新公共服務」理念為核心，納入「公平共享」、「參與合

作」及「開放透明」之精神，在既有基礎上賡續提供優質便民服

務，計畫目標如下： 

(一)便捷服務遞送，確保效能與公平並重，發展適性的正確服務。 

(二)擴大社會參與，重視服務對象意見回饋，提供有感的優質服

務。 

(三)開放政府治理，建立透明互信的合作環境，帶動創新的加值服

務。 

三、執行對象及類別導向： 

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本分署及所

屬岸巡隊得依據業務屬性、勤務特性及實務推動情形，發展多元

服務角色，按服務重點及導向區分類別如下： 

(一)「整體服務」類別： 

日常業務直接、高頻率接觸民眾之單位，提供一般性多樣化服



務。 

(二)「專案規劃」類別： 

掌握社經發展趨勢並發掘關鍵公共問題，或就轄屬單位服務問

題，規劃專案推動執行據以務實解決問題。 

四、執行策略： 

(一)各岸巡隊應以本計畫目標為導向，依據業務屬性、勤務特性，

健全各基層單位基礎服務項目及定期檢討更新，並持續人員訓

練，維持服務友善性及專業度，穩固服務品質。 

(二)依據岸巡隊服務量能、轄區特性及民眾需求，以各安檢所為服

務據點，檢整服務資源並有效利用，藉以提升服務質量，發揮

投資效益。 

(三)各岸巡隊，以為民興利之角度，結合在地特色、時事趨勢或配

合各項政策之推動，與當地機關(雲嘉南風景管理處、大鵬灣風

景管理處、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台灣港務分公司等)及團體

(水上救難協會、紅十字會、威鯨救難協會等)合作，爭取人力

及資源挹注於清淨家園、淨灘（港）、社區環境整理、資源回

收、認養社區公園等，增進與民互動並配合地方社福機構關懷

弱勢團體、獨居老人照護、協助防災救難及災後復原等任務，

展現親民作為。 

(四)各岸巡隊結合轄內學校，簽訂策略聯盟，辦理人才招募及任務

政策宣傳，置入行銷，建立與民溝通回應機制，並鼓勵在職志

願役軍、士、兵持續進修，取得學歷，不只服務外部顧客，亦

妥善照顧內部顧客，進而拓展服務範圍。 

(五) 「服務展示室及服務區」藉由海洋教育導覽、海巡工作簡介、

裝備陳展等動、靜態互動行銷方式，提供多功能之整合服務，

除讓民眾親近海巡、認識海洋，落實地方社區經營、拓展海洋

事務成效外，並透過機關、學校、團體及友軍單位之參訪交

流，強化政府機關間互動，營造跨域合作良好利基，以提昇整



體綜效。 

(六)建立專卷，依「計畫－執行－考核」妥善保存各項紀錄備查。 

五、計畫內容： 

(一)區分基礎服務、服務遞送、服務量能及服務評價等4項構面，

詳如附表一。 

(二)各岸巡隊以轄區內「鄰近重要交通要道沿線，且缺少其他政府

服務據點、休憩場所，適足以填補偏遠地區服務缺口」或「鄰

近濱海知名熱門旅遊景點、人潮眾多遊憩點、自行車道及交通

運輸港埠附近，服務行銷宣導效果顯著」之安檢所及機動巡邏

站為服務據點；以勤務工作結合服務，提升能量，拉近民眾距

離，行銷海巡形象。 

(三)各岸巡隊應針對「服務區」落實維護並保持各項資訊常新；服

務設施如因損壞或其他原因無法提供民眾使用，應自公告服務

項目移除，並於明顯處張貼告示，遇有民眾詢問應以親切委婉

之態度告知民眾無法提供使用原因，視情況適時協助民眾尋求

替代方案，餘各岸巡隊已撤除之服務站改以提供民眾諮詢服

務，持續加強安檢所人員訓練並充實轄區諮詢服務能量，並由

各岸巡隊評估規劃廳舍用途。  

(四)為使民眾能獲得所屬第一線安檢所服務人員基本一致性與正確

性之服務，請參考「南部分署安檢所值班(接待)人員問候來訪

民眾及介紹參考資料」(如附件)，並依實際需要調整訂定各項

問候語、介紹詞及其他資訊內容；另為避免影響正常勤務執

行，來訪民眾除第一時間由值班人員接待確認需求外，後續應

即轉由備勤或編組接待人員接替。 

六、執行步驟： 

(一)主官親自參與，策訂具體作法： 

各岸巡隊應依據本分署「服務躍升具體執行計畫」，訂定「年

度服務躍升細部執行作法」陳報本分署核定後推動，有關作法



由本分署公布至全球資訊網外，各單位應主動公布於服務場所

並納入專卷保存備查，於訂定前揭細部執行作法時，得視轄區

特性需要，參酌本計畫並依據執行策略，增加具體推動內容之

量化指標。 

(二)建立工作小組，落實品質管理： 

應納編幕僚及所、站長成立工作小組，發揮團隊精神，建立完

整管理流程並落實督考工作，從便民標準服務及創新加值服務

等兩大面向持續推動，共同分享工作責任及成果，開創更精進

空間。 

(三)持恆教育訓練，驗證執行成效： 

為民服務工作層面，應依據本分署「推行電話禮貌（服務）實

施要點」及「推行服務禮儀實施要點」，持續要求總機及一線

安檢所人員電話禮貌、接待禮儀訓練及驗證工作，以建立海巡

人員專業形象。 

(四)檢視現有設施，保持最佳狀態： 

平時檢視為民服務統一制式設施（如服務項目牌、表單櫃、名

片架、意見箱、書報架、文宣海報等）及創新特色服務設施，

保持最佳狀態，以拉近民眾與海巡之距離並提升民眾滿意度。 

(五)建立合作機制，擴大跨界宣傳： 

協調轄內行政機關及學校團體或其他私團體，詢問年度活動辦

理、行政行銷策略等相關資訊，配合宣導海巡工作任務，並鼓

勵同仁進修，建立互動機制，達到相互交流，跨域合作，以最

少資源，獲得最大效果。 

七、考核： 

(一)定期考核 

本分署每年編組成立為民服務輔導小組如附表二，每半年辦理

當年度所屬單位輔訪作業，確實推動各項工作，瞭解具體執行

情形及成效。 



(二)不定期考核 

本分署針對各岸巡隊之細部執行作法推動情形，得實施不定期

測試及現地查核，以瞭解具體執行情形及成效，並針對缺失輔

導改進。 

  (三)本分署考核(輔訪)要項表如附表三；依評核結果辦理或提升服

務品質工作著有績效者，由各權責單位依規定核予相關人員嘉

獎之行政獎勵，執行不力致嚴重影響機關（單位）形象核予申

誡處分。 



附表一 

編號 

構面1 基礎服務 

評核項目 工作重點 推動作法 
承辦 

單位 

1 

服務一致 
及正確 
 

服務作業流程
標準化 

針對各項服務分別訂定標準化作業流程，依據實際
單位作業需求及民眾申辦業務性質，律定標準作業
流程各階段處理時限及逾期處置作法，並統一製作
書面資料公布於各單一窗口洽公區域，提供同仁或
民眾參照。 

南部分署 

2 
針對機關學校團體及人民申請進出港口安檢報驗案
件，不定期檢討現行作業規定，俾流程簡化與提升
便利。 

南部分署 

3 
服務及時性 民眾網路申辦業務承辦人員(含代理、協辦人員)應

每日上網查看有無申辦案件。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4 

民眾網路申辦業務承辦人員應注意查詢及回應處理
時效，接獲民眾查詢案件申辦進度應即時回復處
理，或轉請上級機關查明進度後於3小時內答覆民
眾，並儘速依規定期限辦理完畢通知申請人。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5 

建立民眾網路申辦業務逾期處理告知機制，於案件
處理超過規定之標準作業期限時，案件承辦人應以
電話或電子郵件主動告知申請人，並詳予說明理由
及預定結案期日，以確保申辦人權益。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6 

服務人員專業
度 

針對漁民換領證照或一般民眾進出港報驗等經常洽
詢之主管或非主管業務，基於為民服務理念，統一
彙整製作處理流程及申辦要件「常見問題集」
(FAQ)，供服務人員做初步適當答覆之參考，並提供
民眾進一步諮詢管道及聯絡窗口。 

各岸巡隊 

7 
定期對各安檢所一線服務人員就「常見問題集」
(FAQ)內容進行抽測及輔導，以提升回應問題之正確
率。 

各岸巡隊 

8 
資訊正確性 全球資訊網應定期對網頁資訊內容及網頁連結進行

更新，以確保公布資訊的正確性。 
南部分署 

9 

每日派員檢視、更新內、外部公布欄張貼之各項施
政、重要命令及服務宣導文宣等。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10 

服務友善 服務設施合宜
程度 

設置｢服務項目一覽表｣，並標示｢廳舍空間平面圖｣
及各項服務設施方向引導標誌(均以雙語標示)，供
民眾清楚瞭解所提供之服務項目，以順利尋求服
務。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11 

落實值班人員代理制度，於服務(值班)台分別標示
值班及代理人員名牌。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12 
設置「服務(值班)台」及｢民眾服務區｣，｢民眾服務
區｣得結合當地社區文化特色，進行廳舍周遭環境植
栽、造景及牆面美(綠)化工作，並維持整潔美觀。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編號 

構面1 基礎服務 

評核項目 工作重點 推動作法 
承辦 

單位 

動巡邏站 

13 

參加縣市政府公廁評鑑考核，藉評鑑制度強化安檢
所人員維護清潔工作之權責，提供民眾良好衛廁環
境品質。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14 

針對民眾服務區、櫃台、座椅、盥洗室、無障礙設
施(斜坡道、電梯、專用停車位、愛心鈴、身障專用
盥洗室等)、申辦書表和填寫範例等服務設施軟硬體
進行總體檢，若無法齊備時，應提供替代性或創意
性的服務設備，並維持整潔美觀。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15 

針對服務(值班)台、書寫台、電腦(網路)、飲水
機、公用電話、多功能事務機、停車位、宣導資料
及文具用品等服務設施軟硬體進行總體檢，若無法
齊備時，應提供替代性或創意性的服務設備，並維
持整潔美觀。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16 

定期檢視急救箱之藥品是否逾效期，有無缺漏用
罄，並考量實際需求適時予以補充更新，以維持藥
品妥善度。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17 

定期檢測維護CPR急救設備、救生衣、救難艇等相關
設備，確保裝備妥善堪用，以應各項任務之需。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18 

應依「飲用水連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
法」第6條、第7條及第10條規定，自行或委託專業
機關每月至少辦理飲用水設備維護一次、每隔三個
月辦理水質檢測。並將設備維護及水質檢驗紀錄(需
保存2年)置於該飲水設備明顯處。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19 

印製｢機關學校團體人民進出港口安全檢查報驗｣、｢
入出海岸管制區｣、｢漁船民進出港安全檢查紀錄｣流
程圖，並提供申請書表、填寫範例、文具及老花眼
鏡等供民眾填寫申請。 

安檢所。 

20 

挑選適當明顯位置安裝服務鈴，便利洽公民眾。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21 

服務行為的友
善性 

針對部分無法增設無障礙坡道之安檢廳舍，於出入
口外適當地點標示無障礙服務標誌，並安裝愛心服
務鈴，由執勤人員前來協助有需要之民眾，以提供
完善貼心的服務機制。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22 

配合一線人員職前(在職)服務訓練課程，及利用新
進(在職)人員見習(常訓)時間或各種集會時機(例
如：勤前教育)，講授一線單位服務工作內容、面對
民眾之服務禮儀及各種臨時狀況應對處置要領，藉
由基礎教育訓練，將服務理念深耕一線人員心中，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23 



編號 

構面1 基礎服務 

評核項目 工作重點 推動作法 
承辦 

單位 

提升服務品質。 

24 

配合服務訓練課程，各單位接聽電話人員報單位職
銜時應簡短、清晰、明確，回答問題時應對進退得
宜。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25 

服務資訊透明
度 

全球資訊網設置線上服務申辦專區，公布「機關學
校團體人民進出港口安全檢查報驗」及「入出海岸
管制區」等各類案件權責承辦單位、標準處理流程
及辦理時限等訊息。 

南部分署 

26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規定，建置資訊公開單一窗
口專屬網頁(或設置「主動公開資訊」專區)，公布
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
子郵件信箱帳號；主管法律、命令；施政計畫、業
務統計、預(決)算書、研究報告、其他法定主動公
開及主動公開無機敏性資訊項目(資訊內容包括公
報、公告、法令、電子表單、施政計畫、機關活
動、新聞等)，至少每半年檢視更新一次，提供民眾
公平公開獲得政府資訊權利。 

南部分署 

27 

應於全球資訊網公開服務措施、常見問答集
（FAQ）、活動訊息、文宣品(如宣導摺頁、手冊、
為民服務白皮書等)、出版品、鐵馬驛站、射擊通報
等其他相關資訊1種以上供民眾點閱查詢。 

南部分署 

28 
網站便利性 全球資訊網應建置檢索資料庫提供多元便利的檢索

服務(包括、關鍵字、全文、交叉、站內、分類檢索
或其他方式)，提供民眾便捷網路檢索服務。 

南部分署 

29 
全球資訊網首頁版面配置應符合民眾需求，方便瀏
覽、查詢資料及使用網站服務。 

南部分署 

30 
全球資訊網應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2
條之2要求，通過無障礙檢測，並取得認證標章。 

南部分署 

 
 

編號 
構面2 服務遞送 

評核項目 工作重點 推動作法 
承辦 
單位 

31 

服務便捷 服務整合 服務(值班)台受理｢各類案件報案｣、｢漁船報關｣、
申請｢機關學校團體人民進出港口安全檢查報驗｣、｢
入出海岸管制區｣、｢漁船民進出港安全檢查紀錄｣、
｢娛樂漁業漁船出海釣魚、潛水｣、｢外國籍船舶申請
避難進出港口｣、「遊艇出海報備單」等各項業務，
均提供單一窗口全功能服務。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32 

服務(值班)台全功能單一窗口接獲屬上級單位處理
權責之申辦案件，應依規定先行受理後轉由總隊承
辦人分案處理，亦即「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以
內部作業取代民眾奔波。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33 服務流程簡化 民眾以網路或書面申請進出港安全檢查報驗審查 南部分署



編號 
構面2 服務遞送 

評核項目 工作重點 推動作法 
承辦 
單位 

時，無需附送｢研究(實施)計畫書｣、｢合約書(或計
畫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證明文件｣等書證
謄本文件，僅於人員出港時出示岸巡單位審核結案
通知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港務局或縣市政府漁政單
位)核准文件，由安檢所核對身分、清點人數無誤即
可順利通關。 

及各岸巡
隊 

34 

指導各岸巡隊針對娛樂漁船進出之漁港，設立傳真
報關專線，供業者提前將出港人員名冊傳真安檢所
辦理查核作業，待民眾到場確認身分及人數無誤後
即可出海，以節省現場查核等候時間。 

南部分署 

35 

服務電子化 全球資訊網設置「機關學校團體及人民進出港口安
全檢查報驗」及「入出海岸管制區」業務網路申辦
窗口，便利民眾上網經由「我的e政府」網頁登入至
本局線上服務系統進行申辦，並強化對民眾改採網
路申辦宣導工作，以提升網路申辦之使用率。 

南部分署 

36 
跨機關電子查驗：善用資訊系統針對政府已有或公
權力可調閱的資訊，進行跨機關電子查驗作業，減
少民眾於申辦業務時之奔波勞頓。 

南部分署 

37 

服務可近性 客製化服務 深入轄區鄰里關懷弱勢，以機關單位現有資源，針
對協助對象之需求，提供相應服務，例如對年邁獨
居或行動不便老人，提供多餘伙食溫馨送餐、節慶
前居家整理及簡易醫療照護等服務。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38 
主動服務 依據安檢資訊系統自動示警功能，於漁民證照逾期

前主動提醒漁民即時換照。 
安檢所 

39 

服務成長 
及優化 

設置服務處所 指導各岸巡隊、安檢所、中隊及機動巡邏站提供旅
遊景點諮詢、政令宣導、醫藥箱使用、自行車簡易
打氣維修工具、衛廁、飲水補給、各項急難救助通
報等服務，並主動行銷給社會大眾，發揮最大服務
效能。 

南部分署 

突破成長 為完成服務遞送，於考量機關任務、服務對象屬
性、資源可運用程度後，積極排除各項不利因素達
成服務目標。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優質服務 於核心業務範疇內設定服務目標，並運用多元策
略，提出符合機關任務且較現有服務措施具有挑戰
性，或符合機關特色且具吸引力、豐富性之其他服
務措施。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編號 

構面3 服務量能 

評核項目 工作重點 推動作法 
承辦 

單位 

40 

內部作業簡
化 

執行表簿冊
精簡 

本分署輔導所屬執行簡化作業，管制執行情形並掌握衍
生概況；總隊暨所屬各級單位充分運用資訊系統及紀錄
電子化，落實執行各項表簿冊記錄工作，如因地區特性
而有必要增設卷夾者，各單位應陳報上級權責機關、單
位核定後，再行彈性調整，切勿自行辦理。 

南部分署 

41 

服務精進 
機制 

深化服務量
能 

落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主動檢討服務流程，突破機關
或單位間的隔閡，以跨機關垂直或水平整合等方式，提
供民眾更便捷的服務。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42 
結合社會資源或與私部門合作，延伸服務據點。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43 
建立常態機
制 

建立創新提案機制，並常態性持續運作，以產生源源不
絕的創新服務。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44 

利用各式集會時機說明所提創新服務，並提供其他機關
(單位)實施標竿學習，達成實際擴散效果。 

各岸巡隊
及轄屬安
檢所、機
動巡邏站 

45 
善用資通訊科技，持續創新多元服務管道，協助民眾可
利用行動通訊快速取得政府服務。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編號 

構面4 服務評價 

評核項目 工作重點 推動作法 
承辦 

單位 

46 
服務滿意 
情形 

善用意見調查
工具瞭解民意 

視業務需要利用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路參
與平台」、機關網站(頁)、Facebook粉絲專頁等管
道，定期與民眾互動及回應。 

南部分署 

47 
意見回應 
處理情形 

妥善處理民眾
意見及問題反
應 

規劃辦理年度「海巡服務座談」，宣導政令與預防
犯罪工作，並針對漁民提出之建言，建立完善處理
機制，依據相關規範妥善處理及回復。 

南部分署 

48 

應提供首長(單位主官)電子郵件信箱及申訴電話專
線，由專人受理民眾建言、抱怨及妥善新聞處理，
並分案由業管承辦人妥適處理，比照公文處理時
效，於期限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電子郵件等方式
回復申訴人。 

南部分署
及各岸巡
隊 

49 
全球資訊網應設置「民意信箱」或討論區(如留言
版、民意論壇、專業論壇…)，提供民眾意見反映管
道。 

南部分署 



附表二 

海委會海巡署南部分署為民服務輔導小組編組表 

組 別 職 稱 單 位 級 職 姓 名 職 掌 

指導組 

組長 分署本部 副分署長 耿英傑 
指導本分署為民服務全

般事宜。 

副組長 秘書室 主任 巴全海 
襄助組長本分署為民服

務全般事宜。 

組員 秘書室 專員 李勁霖 
代理副組長推動本分署

為民服務全般事宜。 

執行組 

組長 秘書室 科員 侯仕元 

負責推動本分署為民服

務執行計畫頒佈及考核

相關事宜。 

組員 秘書室 科員 陳偉明 

協助本分署為民服務檢

核事宜。 



附表三 

海巡署南部分署為民服務考核(輔訪)要項表 

受考(輔訪)單位  考核(輔訪)日期  

項
次 

考 核 ( 輔 訪 ) 要 項 
評 分 比 例

( % ) 

所 見 事 實 

1 
有無訂定服務躍升細部執行做法？是
否適時修正細部執行作法，陳報本分
署並公布於服務場所？ 

15  

2 各項公開資訊是否正確且即時更新？ 15  

3 
「民眾網路申辦系統」是否依時限受
理及結案？有無建立逾期處理告知機
制？ 

15  

4 

？是否提供首長(單位主官)電子郵件
信箱及申訴電話專線，由專人受理民
眾建言、抱怨及妥善新聞處理，並比
照公文處理時效分案由業管承辦人於
期限內回復申訴人？ 

15  

5 單位是否提供單一窗口全功能服務？ 10  

6 
針對各項服務是否訂定標準化作業流
程，並製作書面資料公布提供同仁或
民眾參照？ 

10  

7 基礎服務設施是否合宜友善？ 10  

8 是否與其他機關或民間團體服務整合
作業模式？ 5  

9 是否建立創新提案機制，並常態性持
續運作？ 

5  

合 計 100  

備

註 

 



附件 

值班（服務）人員問候來訪民眾及介紹參考資料 
 

壹、民眾來訪基本問候詞： 

您好，我是○○安檢所(機動巡邏站)值班人員○○○，歡迎蒞臨

本所(站)，請問有什麼需要服務的地方？（接待人員應面帶微

笑，以親切和緩語氣接待來訪民眾，確定來訪民眾需求後，引導
至適切地點給予服務，並適時提供茶水。） 

貳、民眾參觀單位介紹詞： 

一、安檢所(機動巡邏站)任務簡介：  

本所(站)為海巡署南部分署第○岸巡隊下轄之安檢所(第○中隊

下轄之第 O機動巡邏站)，我們海巡署自 89年 1月 28日成立迄

今，務實推展「海域治安」、「維護漁權」、「救生救難」、

「海洋事務」及「海洋保育」等五大核心任務，包含沿近海及遠

洋巡護、查緝走私與偷渡、海上及岸際救生救難及共同維護海洋

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等，平日主要執行漁民進出港安全檢查與為

民服務等相關工作。 

二、本所(站)與轄區地方特性：【可結合鄰近地區觀光特色】  

本所(站)位於○○，鄰近○○、○○、○○等觀光景點，○○○

○○○○○○○。 

三、為民服務設施簡介： 

本所(站)位於○○，設有服務台提供 24小時不打烊單一窗口專

業服務，於室內民眾服務區提供○○地區旅遊地圖資訊、飲水、

文具及書報雜誌等刊物，並備有簡易鐵馬維修工具及醫藥救護箱

供民眾使用。 

四、溫馨小故事或為民服務事蹟： 

○○○○○○○○○○。(例如：查緝走私偷渡、救生救難等，

可佐以報章雜誌報導或感謝狀等加以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