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9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主要在呈現本研究資料分析之結果，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對大學生的生

命意義、社會支持及生活壓力進行現況描述，同時比較背景變項在生命意義上的

差異；第二節則討論生命意義感與意義追尋動機間的關係，以及生命意義和社會

支持、生活壓力之相關；第三節則是在了解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對生命意義之預

測程度；第四節主要討論社會支持在生活壓力與生命意義間的緩衝效果。 

第一節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社會支持、生活壓力之現況 

      本節將分別說明大學生的生命意義、社會支持和生活壓力的現況，並進一

步探討大學生的性別、宗教信仰在生命意義上的差異。 

一、大學生在生命意義、社會支持與生活壓力之表現 

（一）生命意義 

    表 4-1 為大學生的生命意義現況結果，大學生的生命意義包含兩個層面，每

題得分範圍為 1-7 分，由非常不符合到非常符合。在存在意義分量表上的題平均

數為 4.71，意即大學生對於描述生命是有意義、有目標等正向敘述句，主觀感受

是介於不確定到有些符合；至於意義追尋分量表各題平均得分則為 5.31，顯示大

學生對關於意義追尋動機的描述，填答介於有些符合到大部份符合。 

    為了對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及意義追尋動機現況有更完整的描述，除了平均

數外，另外列出兩個向度的總分分佈情形，如表 4-2。由表 4-2 可發現有 159 位

學生，其生命意義感的總分落在 24 分以下，表示有 27.6%的學生對於題目所列

關於生命意義感的正向描述，其主觀感受是介於非常不符合到不確定之間；而意

義追尋動機方面，則有 526 名的學生（64.9%）其整體分數高於 37 分，也就是介

於有些符合到非常符合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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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 大學生生命意義之題平均數、題標準差、題數及人數 

變項名稱 分量表名稱 題平均數 題標準差 題數 人數 

存在意義 4.71 1.08 6 576 生命意義 

意義追尋 5.31 0.94 9 576 

 

 
表 4- 2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次數分配表 

向度 總分 量尺描述 人數 累積人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6 非常不符合 1 1 0.2% 0.2%

7-12 大部分不符合 9 10 1.5% 1.7%

13-18 有些不符合 28 38 4.9% 6.6%

19-24 不確定 121 159 21.0% 27.6%

25-30 有些符合 201 360 34.9% 62.5%

31-36 大部分符合 164 524 28.5% 91.0%

生命 

意義感 

37-42 非常符合 52 576 9.0% 100.0%

9 非常不符合 0 0 0.0% 0.0%

10-18 大部分不符合 6 6 1.0% 1.0%

19-27 有些不符合 9 15 1.6% 2.6%

28-36 不確定 35 50 6.1% 8.7%

37-45 有些符合 152 202 26.4% 35.1%

46-54 大部分符合 260 462 45.1% 80.2%

意義 

追尋動機 

55-63 非常符合 114 576 19.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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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支持 

    大學生在社會支持部分，各題得分範圍介於 1-4 分，由「很少」 (獲得社會

支持)到「總是」 (獲得社會支持)。整體而言得分為中間偏高，在四點量表的題

平均得分為 2.73，詳細資料如表 4-3。 

 
表 4- 3 大學生社會支持之題平均數、題標準差、題數及人數 

變項名稱 題平均數 題標準差 題數 人數 

社會支持 2.73 0.60 15 576 

 

（三）生活壓力 

    大學生的生活壓力得分資料見表 4-4，生活壓力共分為兩類型，其一為日常

困擾，問卷一共列出 46 件日常困擾，大學生平均發生日常困擾的件數為 33.43，

且由眾數為 46 可知有極高比例的學生在過去一個月內皆有經驗到量表所述之日

常困擾，同時大學生受到日常困擾的影響平均數為 73.63。另一種生活壓力為重

大生活事件，是平常較少發生之壓力類型，在此分量表的分析上僅採計過去半年

所發生的負向事件得分，眾數為 0，超過一半以上的學生（56.6%）事件數介於

0-4 件。此外，以遭遇事件的人次進行排序，結果可發現睡眠習慣、飲食習慣、

經濟狀況的重大改變，是較多人會面臨的負向生活事件，反之，因行為不良而被

逐出宿舍或租屋處、懷孕、訂婚、配偶有重大疾病或身體損傷等事件，在 576

人中，僅有 1-4 人遭遇到上述事件，詳細資料如下表 4-5、4-6。 

 
表 4- 4 大學生日常困擾與重大生活事件之平均數、標準差、眾數及得分範圍 
變項名稱 向度 評分範圍 平均值 標準差 眾數 得分範圍 人數 

1.發生事件 
發生件數 

0-46 33.43 9.50 46 3-46 576 
日常困擾 

2.影響嚴重度 0-230 73.63 35.57  0-198 576 
1.負向事件 
發生件數 

0-47 4.35 3.44 0 0-19 576 重大生活

事件 
2.影響嚴重度 0-141 6.08 6.49  0-42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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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大學生曾遭遇重大負向生活事件之人次排序(人次前十名) 

負向重大事件(人次前十名) 人次 百分比 

1.睡眠習慣的重大改變 297 51.6% 

2.飲食習慣的重大改變 214 41.8% 

3.經濟狀況的重大改變 190 33.0% 

4.娛樂(休閒)的型態或數量重大改變 161 28.0% 

5.面臨重要的校內外考試 136 23.6% 

6.重要的考試失敗 133 23.1% 

7.社交生活的重大改變 128 22.2% 

8.工作情況的改變 121 21.0% 

9.與教授/雇主關係的困擾、危機 100 17.4% 

10.某科被當 80 8.7 

 

 
表 4- 6 大學生曾遭遇重大負向生活事件之人次排序（人次少於 5 人者） 

負向重大事件（人次少於 5 人者） 人次 

1.因行為不良而被逐出宿舍或租屋處 1 

2.懷孕 3 

3.訂婚 3 

4.配偶有重大疾病或身體損傷 3 

5.流產或墮胎 4 

6.兄弟姐妹過世 5 

7.遭遇司法上的糾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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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變項在生命意義上之差異分析 

    在背景變項的探討上，本研究擬針對性別與宗教信仰兩者來分析大學生在生

命意義上的差異情形。 

 (一)性別： 

  由表 4-7 可知，不同性別的大學生在生命意義感、意義追尋動機皆未達顯著

差異，即大學生的生命意義並不會因為性別而有所不同。 
 
表 4- 7 性別在生命意義上之 t 考驗分析 

 性別 M SD t 值 p 值 結果 

男 

(N=248) 
28.21 6.49 

1.存在意義 
女 

(N=328) 
28.28 6.45 

- .132 .895 未達顯著 

男 

(N=248) 
47.31 7.92 

2.意義追尋 
女 

(N=328) 
48.12 8.86 

-1.133 .258 未達顯著 

 

 

(二)宗教信仰： 

    由表 4-8 可知，有無宗教信仰在存在意義向度具有顯著差異，而在意義追尋

上則無差異存在，亦即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其生命意義感是高於沒有宗教信仰

的大學生，但在意義追尋動機上，則不會因宗教信仰而產生顯著差異。此外，以

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進行信仰虔誠度與生命意義的相關分析，結果如下表 4-9 顯

示當信仰越虔誠時，則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越高，但信仰虔誠度與意義追尋動機

的相關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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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有無宗教信仰在生命意義上之 t 考驗分析 

 宗教信仰 M SD t 值 p 值 結果 

1.存在意義 

無 

(N=367) 

有 

(N=206) 

27.73 

29.10 

6.18 

6.87 
-2.439* .015* 有>無 

2.意義追尋 

無 

(N=367) 

有 

(N=206) 

47.70 

47.82 

7.74 

9.66 
- .150 .881 未達顯著 

*p< .05 

 

 
表 4- 9 宗教信仰虔誠度與生命意義之相關分析 

 信仰虔誠度 

1.存在意義 .256** 

2.意義追尋 - .014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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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與社會支持、生活壓力之關係 

    本節將進一步說明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與意義追尋動機兩者之間的關係，以

及生命意義和社會支持、生活壓力的關係。 

一、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與意義追尋動機之關係 

  由表 4-10 可了解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與「意義追尋動機」兩者的相關

為 .336（p< .01），表示當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越高時，則其追尋生命意義的動

機也隨之提升。 
 
表 4- 10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與意義追尋動機之相關分析 
 意義追尋動機 
生命意義感   .336** 

**p< .01 

 

二、大學生的生命意義與社會支持、生活壓力的關係 

    從表 4-11 可知，大學生的「存在意義」和「社會支持」為正相關，顯示大

學生的社會支持度越高，則其生命意義感越高，而與「重大事件發生件數」、「重

大事件影響程度」、「日常困擾發生件數」、「日常困擾影響程度」等皆呈現負相關，

表示當重大負向生活事件與日常困擾的發生件數越多、影響程度越大時，則大學

生的生命意義感就越低。 

    至於「意義追尋」的部分，同樣由表 4-11 可發現與「社會支持」、「日常困

擾影響程度」皆呈現為正向關係，亦即大學生獲得越多的社會支持、以及受到日

常困擾的影響越大者，則追尋生命意義的動機也就越高。 
 
表 4- 11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與社會支持、生活壓力之相關分析 
 社會支持 重大事件

發生件數 
重大事件

影響程度 
日常困擾 
發生件數 

日常困擾

影響程度 
1.存在意義 .267** - .179** - .174** - .121** - .193** 
2.意義追尋 .149** - .023 - .005 - .015 .083* 

*p< .05, **p< .01 



 

 66 
 

 

三、有無「重大考試失敗」、「睡眠習慣重大改變」在生命意義上的差異分析 

    由於重大負向生活事件並非常態分配，且多數學生近六個月內未曾遭遇重大

生活事件，故僅以整體得分進行相關分析，較難顯現兩者的關係。因此為了進一

步確認重大負向生活事件和生命意義感之關係，研究者由最多人曾遭遇過的前十

項重大負向生活事件中，同時挑選一件研究者認為較符合重大事件概念（重要考

試失敗），以及一件偏向生活適應困擾的事件（睡眠習慣的重大改變），分別進行

在生命意義上的差異性分析。  

    在有無重大考試失敗的差異性分析，由表 4-12 可知過去六個月曾經經歷過

重大考試失敗者，其生命意義感顯著低於沒有此經驗的大學生，但不論是否有經

驗重大考試失敗的大學生，其意義追尋動機未達顯著差異；至於是否有睡眠習慣

重大改變的大學生，由表 4-13 可知不論是在生命意義感上，還是意義追尋動機，

都沒有顯著差異存在。 

 
表 4- 12 有無「重大考試失敗」在生命意義上之 t 考驗分析 

 重大考試失敗 M SD t 值 p 值 結果 
有 

(N=133) 26.699 6.690
1.存在意義 

無 
(N=425) 28.755 6.324

-3.227 .001** 有<無 

有 
(N=133) 47.511 8.268

2.意義追尋 
無 

(N=425) 47.831 8.626
- .376 .706 未達顯著 

**p< .01 

 
表 4- 13 有無「睡眠習慣重大改變」在生命意義上之 t 考驗分析 
        睡眠習慣重大改變 M SD t 值 p 值 結果 

有 
(N=297) 27.707 6.758

1.存在意義 
無 

(N=210) 28.424 6.073
-1.226 .221 未達顯著 

有 
(N=297) 47.838 8.761

2.意義追尋 
無 

(N=210) 46.967 8.332
 1.126 .261 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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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學生的社會支持、生活壓力對生命意義之預測 

    以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意義追尋動機為效標，透過逐步迴歸分析生活壓力

之各向度、社會支持何者具有顯著的預測力。 

    由於大學生有無宗教信仰在生命意義感上有顯著差異存在，故在探討生活壓

力、社會支持對生命意義感的主要效果時，將進一步分為有宗教信仰者、無宗教

信仰者兩個族群分別分析。 

一、全體大學生的社會支持、生活壓力對生命意義感之迴歸預測 

    由表 4-14 可知共有四個預測變項對生命意義感具有顯著預測力，此四個變

項依序進入迴歸的順序為：社會支持、日常困擾程度、重大生活事件的件數、是

否有宗教信仰，其標準化迴歸係數 β值分別為 .234(p< .001)、- .134(p< .01)、

- .113(p< .01)、.095(p< .05)，分別可單獨解釋「生命意義感」7.0%、2.9%、1.1%、

0.9%的變異量，而由決定係數可知對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的總解釋量為 11.9%

（F(4,565)= 19.01, p< .001）。 

 
表 4- 14 大學生的社會支持、生活壓力對生命意義感之逐步迴歸分析 

進入變項順序 B 值 β值 ΔR2 R2 F 檢定 

社會支持 .168 .234*** .070  

日常困擾程度 -0.024 - .134** .029  

重大事件件數 - .212 - .113** .011  

是否有宗教信仰 1.277 .095* .009 .119 F(4,565)= 19.010*** 

*p< .05, **p< .01, ***p< .001 

 

    從上述的逐步迴歸結果，可發現背景變項－宗教信仰對生命意義感具顯著的

預測力，因此以下繼續分別討論對於有宗教信仰者、無宗教信仰者兩個族群，社

會支持及生活壓力對生命意義感的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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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其社會支持、生活壓力對生命意義感之迴歸預測 

由表 4-15 可知共有三個預測變項能夠顯著預測有宗教信仰大學生的生命意

義感，這三個預測變項依序為社會支持、宗教信仰的虔誠度，以及重大負向事件

的發生件數，其標準化迴歸係數 β值分別為 .249(p< .001)、.247(p< .001)、

- .131(p< .05)，分別可單獨解釋「生命意義感」7.6%、5.6%、.17%的變異量，最

後由決定係數可知這三個預測變項的總解釋量為 14.9%（F(3,201)= 11.771, 

p< .001）。 

表 4- 15 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社會支持、生活壓力對生命意義感之逐步迴歸分析 

進入變項順序 B 值 β值 ΔR2 R2 F 檢定 

社會支持 .181 .249*** .076  

信仰虔誠度 2.301 .247*** .056  

重大事件件數 - .255 - .131* .017 .149 F(3,201)= 11.771*** 

*p< .05, ***p< .001 

 

三、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其社會支持、生活壓力對生命意義感之迴歸預測 

    由下表 4-16 可知在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上，依序有社會支持、

重大負向事件的影響程度、日常困擾的影響程度三個變項有顯著的預測力，三者

分別對生命意義感的解釋力為 6.3%、4.4%、1.5%，標準化迴歸係數 β值依序

為 .228 (p< .001)、- .144(p< .05)、- .140(p< .05)。而由最後的迴歸模式可得知，

這三個預測變項可解釋 12.2%的的總變異量（F(3,360)= 16.664, p< .001）。 

表 4- 16 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社會支持、生活壓力對生命意義感之逐步迴歸分析 

進入變項順序 B 值 β值 ΔR2 R2 F 檢定 

社會支持 .162 .228*** .063  

重大事件程度 - .144 - .144* .044  

日常困擾程度 -0.024 - .140* .015 .122 F(3,360)= 16.664*** 

*p< .05,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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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生的社會支持、生活壓力對意義追尋動機之迴歸預測 

    而以意義追尋動機為效標所進行的逐步迴歸結果如表 4-17，共有三個預測變

項具顯著解釋力，依序分別為社會支持、日常困擾程度、日常困擾件數，分別可

單獨解釋「意義追尋動機」2.3%、1.1%、0.7%的變異量，而總共可以解釋意義

追尋動機 4.0%的變異量（F(3,566)= 7.858, p< .001）。在最終迴歸模式中，各個預

測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數（β）方面，社會支持的 β= .156(p< .001)、日常困擾程

度的 β= .172(p< .01) 、日常困擾件數的 β=- .108(p< .05)。 

 
表 4- 17 大學生的社會支持、生活壓力對意義追尋動機之逐步迴歸分析 

進入變項順序 B 值 β值 ΔR2 R2 F 檢定 

社會支持 .148 .156*** .023  

日常困擾程度 0.041 .172** .011  

日常困擾件數 -0.097 - .108* .007 .040 F(3,566)= 7.858***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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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學生的生活壓力與社會支持在生命意義上之交互作用 

    本節在控制可能的混淆變項後，探討大學生的生活壓力、社會支持兩者的交

互作用是否對大學生的生命意義具有預測力，以了解當生活壓力影響生命意義

時，社會支持能否具有緩衝的效果。 

一、共線性檢定 

    在了解生活壓力與社會支持是否具有交互作用前，先進行共線性的檢定，以

避免共線性對迴歸結果之影響。首先列出各變項彼此相關的情形，如表 4-18，由

表 4-18 可知除了重大負向生活發生次數與影響程度高於 .75（r= .840, p< .01），

其他自變項皆無因相關過高而產生多元共線性的困擾。 

    為避免負向生活事件次數和影響程度兩個變項可能產生的共線性問題，研究

者利用主成分迴歸分析法，建構發生線性重合之自變項的潛在變項作為新的預測

變項，因生活事件的發生次數與影響程度這兩者分別是個體在生活事件上的客、

主觀資料，如僅採其中一個變項投入分析，則可能顧此失彼忽略了另一面向的影

響效果，因此採用主成分迴歸分析法以保留兩個變項最多的資訊，同時命名為「負

向生活事件」。 
 
表 4- 18 自變項間的相關分析 

 社會支持
日常困擾

發生次數

日常困擾

影響程度

生活事件 

發生次數 

生活事件

影響程度

社會支持 1.000  

日常困擾發生次數 - .137**  

日常困擾影響程度 - .119** .643**    

生活事件發生次數 - .086* .341** .364**   

生活事件影響程度 - .057 .287** .447** .840** 1.000 
*p< .05, **p< .01 

     

除了相關外，同時繼續根據自變項的容忍度、變異數膨脹因素（VIF）、條

件指標（CI 值）、特徵值等四個指標判斷是否有共線性問題，下面呈現的三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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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迴歸分析，其容忍度多接近 1.0，最小值為.466；VIF 值皆小於 10，最大者為

2.145；CI 值的部分多數皆小於 15，唯有負向生活事件和社會支持的 CI 值略高，

三個階層迴歸的 CI 依序為 18.935、15.331、15.538，尚在可接受範圍；最後特徵

值的部分皆小於 0。 

    由相關係數及其他判別共線性的指標，可知迴歸模式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

題，可進行階層迴歸分析。 

 

二、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對生命意義感之迴歸預測 

 因不同性別的大學生其生命意義感並無差異存在，故不列為預測變項。此

外，由於大學生是否有宗教信仰，其生命意義感有顯著差別，為比較不同族群的

預測情形，故將樣本分成有宗教信仰、無宗教信仰兩族群進行迴歸分析。 

（一）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其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在生命意義感之交互作用 

    為檢驗生活壓力與社會支持的交互作用效果，進行階層多元迴歸分析，以生

命意義感為效標，在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族群中，為了控制其信仰虔誠度可能造

成的影響，階層一放入信仰虔誠度，其次排除生活壓力、社會支持的主要效果後，

則可得知社會支持與生活壓力的交互作用效果是否對生命意義感具顯著的預測

力。 

    階層迴歸結果如表4-19所示，生活壓力各向度和社會支持的交互作用之解釋

力增加量（ΔR2）皆未達顯著，由此可知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其社會支持無法

調節生活壓力對生命意義感的影響，但社會支持對生命意義感有顯著的直接正向

效果。 

 
表 4- 19 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對生命意義感之階層迴歸分析 

自變項 β值 t 值 R2 F 值 ΔR2 ΔF 
階層一   .065 14.191*** .065 14.191***
  信仰虔誠度 .256 3.767***  
階層二 .104 5.783*** .038 2.852* 
  信仰虔誠度 .257 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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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困擾發生件數 - .104 -1.193  
  日常困擾影響程度 - .058 - .636  
  負向生活事件 - .085 -1.169  
階層三 .155 7.286*** .051 12.020** 
  信仰虔誠度 .243 3.703***  
  日常困擾發生件數 - .059 - .687  
  日常困擾影響程度 - .046 - .517  
  負向生活事件 - .088 -1.234  
社會支持 .233 3.467**  

階層四 .163 4.783*** .009 0.671 
  信仰虔誠度 .244 3.718***  
  日常困擾發生件數 - .054 - .626     
  日常困擾影響程度 - .027 - .301     
  負向生活事件 - .093 -1.270     
  社會支持 .223 3.300**     
  日常困擾件數x社會支持 - .053 - .554     
  日常困擾程度x社會支持 .090 -1.002     
  負向生活事件x社會支持 - .066 - .893     

*p< .05, **p< .01, ***p< .001 

 

（二）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其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在生命意義感之交互作用 

  同樣再次以階層迴歸分析檢驗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其生活壓力與社會支持

的交互作用對生命意義感是否具顯著的預測力。結果可見表 4-20，生活壓力和社

會支持的交互作用經檢定後未達顯著水準，因此可知在排除生活壓力、社會支持

的主要效果後，兩者的交互作用對無宗教信仰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並不具有顯著

預測力，但社會支持對生命意義感有顯著的直接正向效果。。 
 
表 4- 20 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對生命意義感之階層迴歸分析 

自變項 β值 t 值 R2 F 值 ΔR2 ΔF 
階層一 .078 10.198*** .078 10.198***
  日常困擾發生件數 .093 1.405  
  日常困擾影響程度 - .216 -3.100***  
  負向生活事件 - .166 -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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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二 .129 13.315*** .051 20.790***
  日常困擾發生件數 - .102 1.573  
  日常困擾影響程度 - .206 -3.032**  
  負向生活事件 - .154 -2.785**  
社會支持 .227 4.579***  

階層三 .135 7.921*** .006 .764 
  日常困擾發生件數 .103 1.590   
  日常困擾影響程度 - .208 -3.046**    
  負向生活事件 - .153 -2.733**     
  社會支持 .230 4.598***     
  日常困擾件數 x社會支持 - .075 -1.190     
  日常困擾程度 x社會支持 .067 1.032     
  負向生活事件 x社會支持 .039 .724     

**p< .01, ***p< .001 

 

三、大學生的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對意義追尋動機之交互作用分析 

 至於以意義追尋動機的效標所進行之階層迴歸分析，因不同性別及有無宗教

信仰的大學生，其意義追尋動機皆並顯著差異存在，故不列為預測變項，直接討

論生活壓力、社會支持兩者的交互作用對大學生意義追尋動機之預測情形。 

  由表 4-21 可知，生活壓力各向度和社會支持的交互作用皆對大學生的意義

追尋動機不具有顯著的預測力，顯示對大學生的意義追尋動機而言，社會支持僅

具有主要效果，而無緩衝效果。 

 
表 4- 21 大學生的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對意義追尋動機之階層迴歸分析 

自變項 β值 t 值 R2 F 值 ΔR2 ΔF 
階層一 .018 3.385* .018 3.385* 
  日常困擾發生件數 - .113 -2.073*  
  日常困擾影響程度 .179 3.160**  
  負向生活事件 - .052 -1.121  
階層二 .041 6.136*** .024 14.153***
  日常困擾發生件數 - .097 -1.809  
  日常困擾影響程度 .186 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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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向生活事件 - .048 -1.050  
社會支持 .156 3.762***  

階層三 .043 3.645** .002 .353 
  日常困擾發生件數 - .095 -1.752   
  日常困擾影響程度 .182 3.221**    
  負向生活事件 - .047 -1.022     
  社會支持 .157 3.768***     
  日常困擾件數 x社會支持 - .045 - .841     
  日常困擾程度 x社會支持 .025 .451     
負向生活事件 x社會支持 .028 .614     

*p< .05, **p< .01, ***p< .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