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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及建築摘要 

 

 

第一節  前言 

 

    1-1.1  計畫緣起 

 

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位於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28號，背倚壽山，

面朝登山街，為一四坡頂、二層樓之紅磚造西洋歷史式樣建築（照片 1-1），建於日

治大正 10年（1921）、大正 11年（1922）竣工。民國 93年（2004）10月 18日，原

愛國婦人會館因其重要歷史文化價值而被公告指定為高雄市的市定古蹟，命名為「原

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民國 98年（2009）12月 24日變更範圍；民國

101年（2012）4月 9日因土地複丈變更土地範圍。 

 

1  

照片 1-1  原愛國婦人會館 

資料來源：大橋捨三郎，《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昭和 15 年(1940)。 

 

原愛國婦人會館目前之造型式樣及構造、材料大部份均維持創建時之原貌，僅

室內空間因應育幼中心之使用需求增闢了頂層夾層，後側並增建廚廁，屋面瓦作亦

因民國 76年（1987）賽洛瑪颱風受創而更易為灰色水泥瓦，部分室內空間壁面則因

材料老舊及平面格局調整而重新裝修。更易的部分，頂層增建夾層及古蹟本體後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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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的廚廁與古蹟本體接續處雖局部損及建築本體，但原貌大抵尚存；屋頂原有瓦

片形式尚可考；室內壁面原材料仍保存於後加之裝修材下方，故而原形貌的資訊保

存尚稱完整。 

 

近年來，建築本體在自然及人為因素的影響下，部分材料及結構體已出現逐漸

弱化及損壞的隱憂，其中尤以頂層增建夾層、上下推窗開啟不易、左側立面佚失（磚

面以水泥塗抹、油漆塗刷）、後側增建建築以鐵皮頂覆蓋有礙整體風貌為最，建築本

體實處於亟待修理的狀況。為能保存此見證高雄哈瑪星地區發展歷史之重要古蹟，

將其文化資產訊息延續到未來，並促進所在地區哈瑪星的區域發展，高雄市政府文

化局遂委託辦理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以作為未來修復、保存及再利用之參考依據。 

 

1-1.2  計畫目標及範圍 

 

一、計劃目標 

 

    位於鼓山區登山路之市定古蹟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為明治 37

年（1904）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夫婦倡議成立之愛國婦人會（後來之台灣愛國婦

人會）後，於大正 10年（1921）為促進高雄州各地婦人間和睦而成立之愛國婦人會

高雄州支部。從建築本體價值而言，是一座日治中期從西洋歷史式樣過渡到現代風

格的磚木構造經典建築，亦係地區建築史發展的重要案例，其設計理念、空間規劃

、構造特色、裝飾題材等皆有可觀之處。若就社會發展脈絡而論，原愛國婦人會館

更是民間團體投身社會服務志業的具體見證，擁有不凡的時代意義。 

 

創建以來，館舍歷經不同單位使用，內部空間亦伴隨多次更迭；然外部空間仍

能大致維持原有風貌。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興建迄今已逾九十餘年，

部分構造物已顯老化（磚面、灰縫、木料、屋瓦等）。故於修復工程之前，進行其前

置作業：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冀盼透過調查

研究發現損壞課題、提出改善策略，以得到妥善之修復，保存此重要文化資產。因

此，本計劃擬由建築與歷史層面擴及至修復技術與規劃層面，希望藉由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結構與構造、以及規劃等相關領域之學者與技術人員之結合，強化建築

價值與相關修復技術及再利用規劃層面之探討。相關計劃目標確立如下：  

 

1.古蹟相關歷史文化及建築史料之重現與建制：確立史料、建制、形制等資料

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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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蹟價值之確認：由相關史料與形制內容，確立建築的價值。 

3.古蹟形貌的復原：依所蒐集的文獻、口述及實體史料，在真實性的原則下，

提出古蹟原形貌之復原建議。 

4.古蹟本體修理與復原：損壞修理與原貌復原施作方式之相關技術建議。  

5.古蹟生活化：在原貌保存的原則下，配合哈瑪星發展及目前的使用型態，評

估適切的使用方式，以及引入現代需求設施的建議。 

6.記錄地區工作特色：工匠、工法、工具及材料、建築用語之調查記錄。 

 

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之對象為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計畫範圍為高雄市鼓山區

鼓南段二小段 171、172、177、178及 179-1地號等五筆土地上之古蹟本體及其環境

（圖 1-1、圖 1-2），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面積 424平方公尺。 
 

 

 

圖 1-1  計畫範圍 

資料來源：底圖為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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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原愛國婦人會館位置圖 

 

1-1.3  計畫內容 

 

依招標文件，本案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3 條，古蹟修復或再利用計

畫，包括下列事項： 

 

1.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含日治時期哈瑪星地區建築構造發展脈絡

及愛國婦人會館文化資產價值）。 

2.現況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等調查及破壞鑑定。 

3.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4.必要之考古調查、發掘研究。 

5.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 

6.修復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 

7.必要解體調查之範圍及方法、建議。 

8.按比例之平面、立面、剖面、大樣等必要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9.再利用計畫及管理維護計畫研擬。 

10.正式報告書印製。 

 

    茲分述於下： 

 

一、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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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獻史料、口述史料及實體史料之蒐集、整理分析，對於古蹟相關歷史、

社經背景及所在環境進行了解。內容包括： 

 

1.築港前後的打狗 

2.高雄愛國婦人會館 

3.高雄愛國婦人會館之活動 

4.原愛國婦人會館之創建年代、建築形貌變遷研判及營建概略 

 

二、文化資產價值之研判 

 

進行原愛國婦人會館文化資產價值之研判，以協助判定其保存價值及保存重

點，述明該建築之文化資產價值所在。 

 

三、建築研究 

 

建築研究的部分包括建築形制的變遷、建築形制、營建概略、設境變遷、建築

形式、構造、結構現況，調查內容包括周圍環境及佈局、平面格局與空間使用、造

型式樣、建築本體（台基、地坪、牆體、柱、樓板、屋架、屋頂、裝修、設備、雜

項）、木料的使用與分析等。並進行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日治時期哈瑪星

地區建築構造發展脈絡，必要解體調查之範圍及方法、建議，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

分析調查。 

 

    四、形貌復原 

 

    首先論述形貌復原的原則，繼之釐清各時期具文化資產價值之形貌，以之確立

形貌復原的內容，並提出操作方式建議。 

 

五、損壞調查與分析 

 

1.建築本體之損壞調查 

A.現況損壞調查、測量及繪圖。 

  B.材料檢測分析。 

  C.木構材劣化及損壞分析。 

2.損壞原因的分析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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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構分析與耐震評估 

4.週邊環境損壞調查 

       

六、修復計畫 

 

依據前述各項之調查結果，確認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之文化資

產價值，並依據其價值、損壞情形，擬具適當的修復計畫（修復原則、方法之研擬

及後續修復工程之必要內容）。並基於形貌復原與損壞修復等主題，依據修復計畫之

內容，提出修復經費概估，以作為未來修復工作執行的依據。 

 

七、「永續保存」之相關規劃與建議 

 

內容包括現況問題分析與對策、再利用建議，再利用建議中論及建築價值及環

境優勢、未來活用類型的初步解析、未來活用經營方向之原則建議、防災及日常維

護管理原則。 

 

    八、現況圖、損壞圖、復原圖測繪 

 

    詳細進行建築現況測繪，建構完整的現況及損壞圖。同時，根據形貌復原的論

述，進行復原圖的繪製，以作為未來修復之參考。圖面包括平面圖（各層平面圖、

屋頂平面圖、天花反射平面圖等）、各向立面圖、剖面圖、大樣圖等。 

 

1-1.4  計畫執行之方法與步驟 

 

一、工作量的評估與分組 

 

依據研究的項目與內容，找尋適當工作成員，依歷史、建築歷史、建築結構與

構造、修復與再利用等項目分成數個工作小組，由計畫主持人主導，分工執行調查

及修復研究。 

 

二、確立調查方法與工具 

 

由計劃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顧問共同研商確立進行原愛國婦人

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調查及修復研究所需之方法與工具，制定共同工作目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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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三、調查人員之訓練 

 

進行調查研究前，集合所有工作人員，在主持人指導下，進行短期密集訓練，

使之具備正確觀念及工作方法。 

四、相關資料蒐集 

 

對古蹟相關資料進行蒐集，包括相關地籍、地形資料，相關建築、都市及文化

資產法規、以及有關古蹟之相關文獻及基本資料。 

 

五、分組進行現地調查 

     

由主持人分別率隊進行調查及測繪，期間並定期舉行團隊研商。 

 

六、研究與分析 

           

依相關調查所得之基礎資料進行分析歸納，藉由文獻史料、口述史料及實體史

料之蒐集、整理與研判，復原出建築物原始形貌，以及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

幼中心）所在區域歷史發展、原愛國婦人會館之建築興修、使用變遷歷史、文化資

產價值。並針對建築物的損壞情形，進行修復草案之擬定及結構安全評估，完成基

本圖說之繪製及提出具體之修復計畫及修復經費。 

 

七、報告書之撰寫與編排 

 

八、期中、期末簡報 

 

九、報告書之修正 

 

依簡報結果彙整，修正本案調查研究計劃，製作正式報告書並送印。 

 

1-1.5  研究架構及內容 

 

目前有關古蹟及歷史建築的調查研究，大抵將研究重點置於歷史研究、建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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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損壞調查及再利用建議上，對於與保存重點、形貌復原及再利用關係密切的文

化資產價值的探討較少觸及。歷史研究的部分雖然大部分研究報告皆已作了深入的

剖析，然而部份研究仍流於文獻史料的堆積，即或有利用口述史料、實體史料進行

考據者，深度亦嫌不足。建築研究的部分大抵以建築本體的現況及原貌作描述，少

見依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狀況及創建主的角色扮演進行推演者。損壞調查的部分，

少見依建築物之文化資產價值、建築損壞狀況、以及以復原為指標對建築物的現況

進行剖析，致使讀者無法在最簡明的資料中獲得該建築的訊息。再者，報告之撰寫

內容要點，常依其性質分散在文章之中，讀者需花相當時間才能從文中摘取其重點，

有時也會因為閱讀速度及習慣的影響而有所疏漏，進而產生重複翻閱的困擾。 

 

故而，本研究報告第一章首先進行建築摘要的建立，希望能以最精簡的描述方

式將有關於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建築之重要事項列出。如此，一方

面可使閱讀者對本建築有一清晰的輪廓，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未來古蹟或歷史建築目

錄及說明之各種撰寫工作參考。 

 

第二章以歷史研究為題，首先以築港前後的打狗為題，分述築港前的打狗、

打狗第一期築港（1908~1912 年）、打狗（高雄）第二期築港（1912~1937 年）、

打狗整地，以明打狗的築港史。繼之以高雄愛國婦人會館為題，述明高雄愛國婦

人會館設立之背景、高雄愛國婦人會館設立、以及改稱愛國婦人會館，並作為判斷

其興修沿革的參考。其後闡明高雄愛國婦人會館之活動，以平和公共住宅、社會服

務兩個單元分述之。最後，由復原觀念的建立導入研判創建年代、建築形貌變遷的

資訊類型及其優缺點。由於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的創建年代尚在文

獻記载之列，故而創建年代既明。建築興建緣由及形貌變遷上，由於知曉其興建背

景的創建主已辭世，耆老及匠師亦多已凋零，故而本研究將訪談重點置於改為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高雄分會附設紅十字育幼中心後的變遷，並在建築本體的形式、建築

痕跡、材料、工法及細部裝飾的輔助下，配合地方耆老的訪談、傳說、老照片進行

建築形貌變遷的研判。 

 

第三章以文化資產價值之研判及建築解析為題，首先進行原愛國婦人會館文化

資產價值之研判，以協助判定其保存價值及保存重點，述明該建築之文化資產價值

所在。其後，再進行建築之解析，由原愛國婦人會館營建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狀

況及角色扮演著手，藉以解析其周圍環境及佈局、平面佈局與空間使用、造型式樣、

建築本體、以及木料的使用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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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形貌復原首先依國際文物保存相關規範及彰顯古蹟及歷史建築文化資產

價值為前提，提出形貌復原的原則，進而在考量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

未來再利用規劃的前提下，提出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的形貌復原內

容及建議。 

 

    第五章結構分析與耐震評估首先探討建築物現況概述及結構損壞原因，繼之樓

層極限剪力係數法評估（樓層極限剪力係數法之操作、法規地震力計算、建築物重

量及地震力豎向分配、建築物整體耐震之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及木構架結構安全

評估（結構分析模型、參考資料及規範、材料性質、載重形式與組合、構件檢核結

果），並依此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六章損壞調查及修復建議的部分，則以構造形式為序，針對古蹟現況中非屬

構造體本身正常形貌之傾倒及塌陷、變形及位移、龜裂及斷裂、風化及剝落、生物

病害、構件佚失、表面污損、以及特定損壞等類型進行調查，說明其損壞的情形及

原因之解析，最後依此擬定修復方式、內容及經費預估，以作為未來修復工程進行

之參考。 

 

第七章在現況問題的提出、建築特色與環境優勢的分析、以及原愛國婦人會館

目前使用與整體規劃下進行未來活用類型的初步解析、再利用建議、經營方向之原

則建議及防災與日常管理維護原則。 

 

 

第二節  原愛國婦人會館建築摘要 

 

1-2.1  摘要內容的選定 

 

為使摘要內容能盡量完備、準確、精簡且在未來不必大幅更動，故而其內容選

定的原則有二，一為與建築本體相關性最重要者，二為已經肯定答案且不會變動者。

在此原則下，本摘要應含： 

 

一、名稱、種別、公告日期、文號、地址、地號 

二、營建沿革 

三、建築狀況 

四、重要建築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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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資產價值 

六、主要圖面 

七、主要照片 

 

1-2.2  摘要內容 

 

    一、名稱、種別、公告日期、文號、地址、地號、所有權屬、管理人 

   

  1.名稱：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 

      2.種別：高雄市市定古蹟 

      3.公告日期及文號： 

        A.指定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93年 10月 18日 

          公告文號：高市府文二字第 0930053474號 

        B.變更範圍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24日 

          公告文號：高市府文二字第 0980075437號 

        C.變更範圍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1年 4月 9日 

          變更範圍理由：土地複丈            

  4.地址：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28號 

      5.地號：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二小段 171、172、177、178及 179-1地號 

  6.面積：424平方公尺 

      7.所有權屬：中華民國 

  8.管理人：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二、營建沿革 

 

      1.創建年代：日治大正 10年（1921） 

        竣工年代：日治大正 11年（1922） 

      2.創建主：富島巴子 

      3.建造單位：待考 

  4.設計者：待考（據推測可能為森田松三郎） 

  5.當時周圍環境：位於哈瑪星，背倚壽山，面朝 9 米寬的登山街，地勢由東



第一章  前言及建築摘要 

 

 1-11 

北往西南微傾，呈後高前低之勢。周圍為日治時期所建之

建築物，包括市定古蹟武德殿（右側）、湊町市場等。會館

東側為大正 13年（1924年）開工、大正 15年（1926年）

11月 13日落成之「日本式」平屋。 

  目前周圍環境：位於哈瑪星，背倚打鼓山，面朝 9 米寬的登山街（由西向

東的單行道），為該社區居民之主要道路，地勢由東北往西

南微傾，呈後高前低之勢，周圍尚留存其他日治時期所建

之建築物，包括市定古蹟武德殿（右側）、湊町市場等。右

前方為鼓山國小，附近為 4-5 層樓店鋪住宅，後側為依山

而建的住宅。目前古蹟本體左右兩側均為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高雄分會之紅十字育幼中心之建築，右側為「綠建築」註

1，供紅十字育幼中心院童住宿之用；左側為「白棟」，作為

藝文室、體能室、諮商室、辦公室使用（民國 91年之前為

幼稚園及特教班）。 

  6.主要建築： 

  A.古蹟本體：四坡頂、二層樓之紅磚造西洋歷史式樣建築。 

  B.增建建築：一層樓，平頂，屋頂作為曬衣場之用。 

      7.用途： 

        A.大正 12 年(1923)：公佈實施「愛國婦人會館管理規則」，接受各機關租   

用。 

        B.昭和 13年(1938)：改建工程完工，樓上全部改建為沐浴場所及寢室，樓 

下則改為食堂、撞球場。 

        C.民國 34年(1945年)：所有權屬國有財產局 

        D.民國 47年(1958年)：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分會 

        E.民國 50年(1961年)：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高雄分會附設紅十字育幼中心 

 

    三、建築狀況 

 

      1.古蹟本體一座：矩形，四坡頂、二層樓之紅磚造西洋歷史式樣建築。 

增建建築一處：矩形，平頂、一層樓之 RC建築。 

2.主要庭院：前院 

3.佈局、格局： 

                                                 
註 1紅十字育幼中心工作人員稱原愛國婦人會館古蹟本體為「紅樓」、右側四層樓建築為「綠建築」，左

側二層樓建築為「白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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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入口門廊：四柱式（愛奧尼克柱式） 

B.一樓：右側--辦公室 

        左側--餐廳、多功能活動區、藝文區 

  二樓：諮商室、閱讀空間、院童寢室、閱讀角 

  增建夾層：休閒區、資訊室、儲藏室、檔案室、勤務室 

C.後側增建建築 

  一樓：廚房、廁所 

  二樓：洗曬衣場、廁所 

坐向：坐東北朝西南偏東10度  

4.定著土地之範圍：古蹟本體及前院面積共 424平方公尺（依文化部公告） 

古蹟本體：194.96平方公尺（含入口門廊） 

  後側增建建築：69.43平方公尺 

     

    四、重要建築記述 

 

1.規模： 

A.整體規模 

  面闊--1850公分（61.66尺）註2 

  進深（最長處）--2475.6公分（85.52尺） 

  面積--424平方公尺 

B.古蹟本體 

  面闊--1889公分（63尺） 

  進深--971.2公分（32.37尺）（不含入口門廊） 

        1192.8公分（39.76尺）（含入口門廊） 

  高度--台基 39.8公分（1.33尺）（中軸線上） 

        屋身（不含台基）854.85公分（28.5尺） 

        屋頂（封檐板底部至鬼瓦頂部）301公分（10尺） 

        一樓 370.1公分（12.33尺） 

        二樓 267.1公分（8.9尺） 

        增建夾層（至天花板底）214.6公分（7.15尺） 

        總高 1195.6公分（39.86尺） 

        面積--194.96平方公尺（含入口門廊） 

                                                 
註 2

 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之建造年代為日治時期，故而尺寸規劃上本文係以日尺換算，

即 1 尺＝3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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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後側增建建築： 

  面闊--1372.6公分（47.45尺） 

  進深--517.7公分（17.26尺） 

  高度--一樓 380.1公分（12.76尺） 

        二樓（至屋面最高處）320.52（10.68尺） 

  面積--69.43平方公尺 

2.屋頂形式：寄棟式（廡殿頂、四坡頂） 

屋頂瓦作：第一期原貌--黑色德式瓦 

第二期現況--灰色水泥瓦 

屋脊及脊頭：原貌--冠脊、鬼瓦 

            現況--冠脊、鬼瓦 
3.主構造：磚造承重牆、鋼筋混凝土樓板 

牆體：紅磚荷蘭式砌法 

屋架：真束小屋組（正同柱式木桁架，King Post Truss） 

天花板：一樓--鋼筋混凝土、水泥塑形 

        頂樓--原貌：木條抹泥天花 

              現況：輕鋼架礦纖天花 

4.主裝修：洗石子、磨石子、水泥粉刷 

 

    五、文化資產價值 

 

  1.就建築本體價值而言：其為日治中期「仿亞當式樣」的「西洋歷史式樣」

紅磚造建築，除見證哈瑪星地區的發展外，也是台

灣日治時期「西洋歷史式樣」晚期發展的重要實例。 

  2.就社會發展脈絡而論：愛國婦人會館為民間團體投身社會服務志業的具體

見證，擁有不凡的時代意義。 

  3.就空間使用歷史而論：日治時期建成之後，除作為愛國婦人會的會務使用

外，亦為重要的技藝研習場與展覽空間，是高雄社

教發展史上的重要空間場域。 

  4.現存台灣兩處愛國婦人會館其中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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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圖面 

 

 

 

                 

周圍環境配置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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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配置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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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平面現況圖  

 

 

二層平面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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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夾層平面現況圖 

 

屋頂平面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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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立面現況圖 

 

 

背立面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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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立面現況圖 

 

 

右側立面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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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剖面現況圖 

 

 

B-B 剖面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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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剖面現況圖  

 

 

D-D 剖面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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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剖面現況圖 

 

 

F-F 剖面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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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剖面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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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配置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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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平面復原圖 

 

二層平面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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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反射平面復原圖 

 

屋頂平面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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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立面復原圖 

 

 

背立面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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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立面復原圖 

 

 

右側立面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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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剖面復原圖 

 

 

B-B 剖面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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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剖面復原圖 

 

 

D-D 剖面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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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剖面復原圖 

 

 

F-F 剖面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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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架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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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照片 

 

      1.原愛國婦人會館 

      2.昭和 15年（1940）的高雄愛國婦人會 

      3.原愛國婦人會館正立面 

      4.入口門廊 

      5.入口門廊及正立面 

      6.入口門廊門柱愛奧尼克式柱頭 

      7.入口門廊獨立柱柱礎 

      8.入口門廊露台細部 

      9.一、二樓間蛋鏢飾洗石子堵 

    10.鑄鐵雙拖架 

      11.屋架 

      12.古蹟本體寄棟式屋頂及後側增建鐵皮頂 

      13.餐廳、多功能活動區 

      14.二樓諮商室、閱讀空間及院童寢室 

      15.古蹟本體後測山坡增建之建築 

      16.古蹟本體後側山坡上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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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照片 

      

 

原愛國婦人會館 

資料來源：大橋捨三郎，《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昭和 15 年(1940)。 

 

 

昭和 15年（1940）的高雄愛國婦人會 

資料來源：愛國婦人會，《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附圖，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 16年（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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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愛國婦人會館正立面 

 

入口門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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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門廊及正立面 

 

入口門廊門柱變形愛奧尼克式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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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門廊獨立柱柱礎 

 

入口門廊露台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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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樓間蛋鏢飾洗石子堵 

 

鑄鐵雙拖架 



第一章  前言及建築摘要 

 

 1-39 

 

屋架 

 

古蹟本體寄棟式屋頂及後側增建鐵皮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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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餐廳、多功能活動區 

 

二樓諮商室、閱讀空間及院童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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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本體後測山坡增建之建築 

 

古蹟本體後側山坡上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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