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 108年 1月份文康活動運球投籃比賽 

活動說明 

為培養收容人正當育樂活動，調劑身心健康，並藉著團隊

合作培養榮譽感及責任心，促其守法守紀，達到寓教於樂

的教化目的。 

活動日期 108/01/16 參加人數 共計 50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月份春節電話孝親活動 

活動說明 

為能強化收容人與家屬之聯繫，希由春節電話懇親活動，

增加其與親人情感交流機會，藉此獲得親情之慰藉及支

持，增進其改悔向上之決心，改掉惡習重做新民。 

活動日期 108/01/21、01/22 活動日期 共計 722 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月份春節面對面懇親活動 

活動說明 

每逢佳節備思親，為讓收容人解思親情緒，強化親情凝聚，特辦理

面對面懇親活動，活動由班鳩金獅團開場，並安排薩克斯風演奏，

會場中另設置親子互動區、歡樂釣魚區，增添親子情誼；書法班學

員並於現場寫春聯贈送家屬，營造年節歡樂氛圍，藉此紓解監禁壓

力，強化家庭支持力，使收容人能安心服刑，改過遷善。 

活動日期 108/01/29 參加人數 共計 402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月份磐石樂團新年新生命詩歌佈道活動 

活動說明 
藉由聖經的箴言及福音分享，滋養收容人靈性修養，提升

自我覺察，增進守法精神，進而能改過遷善，重做新民。 

活動日期 108/1/31 參加人數 共計 152 人 

 
 

 

 



活動名稱 辦理 108年春節佈置比賽 

活動說明 

在歲末年終之際，藉由春節除舊佈新的傳統，除讓收容人能感受到

年節的溫暖，也象徵著返照自心檢視缺點，期許在新的一年能做的

更好，敦促改悔向善，遠離犯罪淵藪。 

活動日期 108/01/31 參加人數 共計 832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2月份文康活動跳棋比賽 

活動說明 

藉著棋奕的過程，穩定其心性，促發其學習動機，進而獲得成就感，

並從競賽中培養守法守紀的責任心及榮譽感，以達寓教於樂的目

的。 

活動日期 108/02/20 參加人數 共計 14 人 

 



活動名稱 108年臺東元宵節慶觀光活動─創意花燈比賽 

活動說明 

為延續民俗工藝，推行人本藝術教育，由收容人組成之花燈製作團

隊，設計「乘風破浪-昂首出航」之創意主題花燈，榮獲臺東創意

花燈競賽第三名，展現出多元創新的教化成效及精湛技藝。 

活動日期 108/02/13 參加人數 共計 5 人 

 

活動名稱 108 年臺灣燈會在屏東─全國花燈競賽 

活動說明 

為延續民俗工藝，推行人本藝術教育，由收容人組成之花燈製作團

隊，設計結合豬年生肖之創意花燈「旗開得勝-諸（豬）事大吉」

榮獲優等殊榮，展現收容人創新的設計思維及多元的教化成效。 

活動日期 108/02/14 參加人數 共計 5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3月份文康活動素描比賽 

活動說明 

藉舉辦素描比賽，以促進收容人身心健康、紓解監禁壓力，期以競

賽活動培養收容人榮譽感及守法守紀之精神，以達寓教於樂之目

的。 

活動日期 108/03/14 參加人數 共計 14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4月份酒駕（癮）收容人處遇開課典禮 

活動說明 

與臺東地方檢察署、臺東監理站攜手合作，開辦「酒駕受刑人處遇

課程」，課程中將藉實務案例的分析，由淺入深的導入交通安全的

法規概念，建立受刑人正確飲酒認知及認識不安全駕駛行為，期能

減少酒駕再犯率，提升矯治效能，以達到犯罪預防之目的。 

活動日期 108/4/10 參加人數 共計 141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4月份臺東監理站酒駕防制宣導 

活動說明 

為提升收容人正確法治觀念，養成其守法守紀之精神，以達到犯罪

矯正及預防之目的，特邀請臺東監理站蒞所進行酒駕防制教育宣

導。 

活動日期 108/04/17 參加人數 共計 103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4月份文康活動桌球運走接力比賽 

活動說明 
為培養收容人正當育樂活動，調劑身心健康，並藉著團隊合作培養

榮譽感及責任心，促其守法守紀，達到寓教於樂的教化目的。 

活動日期 108/4/10 參加人數 共計 50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4月份曉水珠心靈之旅公益電影播映會 

活動說明 

為促使收容人內心真正悔改，增加其反思能力，特邀請「啟德

機械起重工程有限公司」、「曉水珠心靈之旅志工團」及「土地銀

行行善團」蒞所播映公益電影「美麗的願望」，以影片中情節激發

收容人內心深處良善的一面，促進收容人改悔向善的契機，藝人周

嘉麗、王燦、梁佑南等人並親臨現場延續影片演出，於放映後與收

容人互動合唱閩南語歌曲「媽媽請你不通疼」，鼓勵大家感念父母

親及家人的付出，及時將內心的懺悔及愛說出口，落實悔改之信

念，出監後能重新復歸，適應自由社會之生活而成為有用之人，不

再重蹈覆轍，並勸勉在場的收容人都能謹記今天的這份感動，做個

對社會有用的人。 

活動日期 108/04/24 參加人數 共計 146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5月份更生團契暨 L.A羅蘭崗教會詩歌聚會活動  

活動說明 

基督教更生團契總幹事黃明鎮牧師帶領 28 名志工以詩歌、福音分

享及話劇表演，勸勉收容人改悔向上，重新做人，活動在樂聲、笑

聲中圓滿結束。  

活動日期 108/05/03 參加人數 共計 143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5月份母親節面對面懇親會 

活動說明 

在母親節前夕，為讓收容人紓解思親情緒，強化親情連結，特辦理

面對面懇親會，此次活動中更增設「i合照」活動區，由工作人員

以拍立得為收容人及家屬合照，使收容人於服刑中能時刻感到家人

的關懷與支持，藉此強化家庭支持力，俾能安心服刑，改過遷善。 

活動日期 108/05/07 參加人數 共計 395 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5月份東華皮影戲公益表演 

活動說明 
東華皮影戲團蒞臨本所進行皮影戲公益表演會，為教化志業共盡心

力，促進收容人改悔向善，珍惜生命真義，對於犯罪矯治及預防功

不可沒。 

活動日期 108/05/15 參加人數 共計 143 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5月份佛教浴佛節教化活動 

活動說明 

為穩定收容人服刑情緒，藉宗教信仰淨化內心，特邀請佛光山日光

寺慧無法師蒞本所辦理浴佛活動，期能促其改過自新，日後成為社

會上有用之人。 

活動日期 108/05/22 參加人數 共計 108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5月份文康活動卡拉 OK比賽 

活動說明 
文康卡拉 OK 比賽，紓解收容人監禁壓力，並藉競賽活動培養個人

榮譽感，提升守法守紀之精神，達寓教於樂之意。 

活動日期 108/05/22 參加人數 共計 14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5月份曉水珠心靈之旅演藝人員關懷收容人活動 

活動說明 

為促使收容人內心真正悔改，增加其反思能力，曉水珠心靈之旅號

召藝人周嘉麗、侯麗芳、王中平、王燦、梁佑南等 14 人蒞現場與

收容人互動，鼓勵大家感念父母親及家人的付出並落實悔改之信

念，出監後能重新復歸，不再重蹈覆轍。 

活動日期 108/5/31 參加人數 共計 154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5月份臺東區矯正機關志工組訓 

活動說明 

矯正工作是條漫長且沒有盡頭的路，志工們長期在矯正機關無私的

關懷與奉獻，陪伴收容人走過人生低潮，撒下正信善念的種子，對

提升犯罪矯治成效及促進社會祥和，功不可沒，此次組訓由理論與

實務兼備的王英郁講座主講「矯正輔導-高牆內的希望與新生」，

從監獄發展的歷史脈絡談起，探討行刑價值觀的改變，剖析當前矯

正機關面臨的困境與衝突及未來的策進作為，期待本次的課程能帶

給大家滿滿的收穫，未來持續輔導收容人更增效能，最後在活動座

談時，就實務上的問題提出看法，讓自己的工作目標更為清楚，共

同為矯正工作奉獻一己之力。  

活動日期 108/5/31 參加人數 共計 48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6月份生命教育系列講堂-幸福學堂 

活動說明 

幸福學堂教化課程由廖素珠老師授課，從自身經歷談起，分享每個

人在生命中都會遇到痛苦，但是要學著跨越他，只要願意多花一點

時間學習，生命就會不一樣。 

活動日期 108/06/05 參加人數 共計 12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6月份收容人上半年擴大生活檢討會 

活動說明 

每半年度舉辦一次的擴大收容人生活檢討會議，會議中秘書及各科

室主管針對收容人在日常生活及作業上的問題回答外，更勉勵收容

人在日常生活中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養成守法守紀的自律精神。 

活動日期 108/06/13 參加人數 共計 12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6月份酒駕（癮）處遇-高風險收容人鑑測 

活動說明 
為提升酒駕防制效能，強化酒駕處遇成效，特邀請臺東馬偕醫院陳
紹基醫師及盧忻燕心理師針對完成酒駕防制二級預防課程之收容
人進行高風險鑑別測驗，篩選高風險酒癮者進入三級預防課程。 

活動日期 108/06/14 參加人數 共計 48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6月份文康活動排球比賽 

活動說明 
透過排球比賽，培養收容人團隊合作默契及團體榮譽感，進而提升
自我肯定及自信心，俾利出監後能守法守紀，自我約束，進而融入
社會成為有用之人。 

活動日期 108/06/18 參加人數 共計 50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6月份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個別法律諮詢  

活動說明 
法律扶助諮詢活動，邀請王丕衍律師至本所為收容人解答在法律上
的疑問，俾免收容人對司法產生不信任及誤解，更能讓收容人體會
到刑罰的嚴厲的目的，以預防再犯，並助其改悔向上，重做新民。 

活動日期 108/06/25 參加人數 共計 13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7月份酒駕（癮）防制處遇-三級團體治療 

活動說明 
為提升酒駕（癮）處遇效能，強化高風險酒癮收容人處遇成效，特
邀請臺東馬偕醫院盧忻燕心理師針對高風險酒癮者進行團體治療。 

活動日期 108/07/05 參加人數 共計 14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7月份文康活動滿面豆花比賽  

活動說明 
透過滿面豆花比賽，培養收容人團隊合作默契及團體榮譽感，進而
提升自我肯定及自信心，俾利出監後能守法守紀，自我約束，進而
融入社會成為有用之人。 

活動日期 108/07/10 參加人數 共計 50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7月份酒駕防制話劇比賽 

活動說明 

收容人利用環保及回收材料做成道具，以活潑逗趣的話劇演出方式
呈現酒駕肇事對社會及家庭造成的傷害以及可能觸犯的刑責，藉此
提升渠等拒絕酒駕，尊重他人生命的觀念，日後回歸社會能守法守
紀，重做有用之人。 

活動日期 108/07/18 參加人數 共計 59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7月份好消息教會詩歌及福音佈道活動  

活動說明 
張士信牧師等 44 人蒞所傳遞耶穌的愛，活動中除詩歌演唱外，團
員更以福音的見證勉勵收容人能珍惜現在，學習尊重他人，心裡面
有愛，才能改悔向上，日後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才。 

活動日期 108/07/25 參加人數 共計 105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8月份文康活動躲避飛盤比賽 

活動說明 
藉由躲避飛盤比賽，培養收容人團隊合作默契及團體榮譽感，進而
提升自我肯定及自信心，俾能養成守法守紀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
精神，未來回歸社會後重做有用之人。 

活動日期 108/08/14 參加人數 共計 65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8月份中元節盂蘭盆法會  

活動說明 
中元節，是中華傳統節日祭祖的四大節慶之一，藉此儀式讓在監的
同學以功德迴向父母及祭祀亡靈以求來年平安，除延續民俗文化傳
統外更有穩定收容人情緒之效益。 

活動日期 108/08/14 參加人數 共計 910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8月份第一次家庭宗教日活動（基督教） 

活動說明 
藉信仰的力量重新建立家庭成員間共通性的連結，特邀請[基督教
監獄福音莊麗馨長老]等人蒞所、以故事性方式闡明宗教的核心概
念，活動中家屬與收容人相互勉勵，期許共創美好的未來。 

活動日期 108/08/23 參加人數 共計 42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9月份中秋節電話懇親活動  

活動說明 
為強化收容人與家屬之聯繫，特辦理中秋節電話孝親活動，以穩定
收容人情緒，增加其與親人情感交流機會，並藉此獲得親情之慰藉
及支持，有助其改悔向上、重做新民。 

活動日期 108/09/02、09/03 參加人數 共計 776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9月份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個別法律諮詢 

活動說明 
法律扶助諮詢活動，邀請黃建銘律師至本所為收容人解答在法律上
的疑問，俾免收容人對司法產生不信任及誤解，更能讓收容人體會
到刑罰的嚴厲的目的，以預防再犯，並助其改悔向上，重做新民。 

活動日期 108/09/03 參加人數 共計 13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9月份文康活動作文比賽 

活動說明 

作文比賽題目為(想)，此題目收容人有無限想像空間，在過去，現
在，未來，(想)也代表思考，收容人表示過去已無法改變，把握現
在才能改變未來，人生的道路雖然有許多困難，但能提早(想及規
劃)就可以避免再走犯罪的道路。 

活動日期 108/09/09 參加人數 共計 10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9月份中秋節面對面懇親活動  

活動說明 

辦理中秋節面對面懇親會，以紓解收容人思親情緒，並在活動中設

置「i合照」活動區，由工作人員以拍立得為收容人及家屬合照，

使收容人於服刑中能時刻感到家人的關懷與支持，藉此強化家庭支

持力，俾能安心服刑，改過遷善。 

活動日期 108/09/10 參加人數 共計 388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9月份台東體育會桌球委員會中秋節聯歡會 

活動說明 

為營造秋節熱鬧的氣氛，特邀台東縣體育會桌球委員會蒞所共襄盛舉，除了

提昇心靈的音樂響宴外，該委員會也帶來柚子 6箱與收容人分享，希望「柚」

發其良知、良能，並鼓勵收容人利用在所期間認真思考、儲備能量，培養日

後出所面對困境的能力，並時時感念外界的愛心，出所後不忘回饋社會。 

活動日期 108/09/11 參加人數 共計 152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9月份彰化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參訪活動  

活動說明 

為展現矯正機關專業形象及闡述本所收容人家庭支持方案，提升社

會對矯正工作的認知，破除民眾以往對沉苛黑牢的刻板印象，特別

於參訪行程安排簡報本所各項家庭支持活動與業務，使外界更能了

解當前的矯正政策重點與促進收容人改悔之決心。 

活動日期 108/09/26 參加人數 共計 123 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0月份達克羅玆心靈教育課程 

活動說明 

邀請臺東大學何育真副教授運用（達克羅茲）音樂節奏律動教學法
帶領收容人，透過多變的節奏、速度及旋律，引發身體的活力與刺
激精神，並以 YOU  RAISE ＭＥ ＵＰ（你鼓舞了我）的歌曲為
引介，舉出人生中有許多挫折失敗的痛苦努力才會有成功的喜悅，
勉勵收容人要對保持積極的心態，改過遷善，重新做人。 

活動日期 108/10/08 參加人數 共計 53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0月份高齡及身心障礙服務福利資源宣導  

活動說明 

為增進高齡及身心障礙收容人身心健康，提升犯罪矯正及預防效

能，邀請臺東縣政府社會處吳宜珂督導及楊良文社工師入所進行高

齡及身心障礙收容人福利及服務資源宣導，並安排有獎徵答活動，

現場互動熱絡，提問踴躍，並對社會服務資源有更深刻的瞭解。 

活動日期 108/10/15 參加人數 共計 419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10月份美國奇異恩典南加州恩典合唱團巡迴音樂會 

活動說明 
基督教美國奇異恩典南加州恩典合唱團莊澤豐牧師帶領 39 名志工
以詩歌及微電影欣賞的方式，與收容人分享耶穌無私的愛，安撫了
每一位在場收容人的心靈，並勉勵渠等改悔向上，重新做人。 

活動日期 108/10/17 參加人數 共計 122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0月份台東縣社會福利聯盟參訪 

活動說明 

台東縣社會福利聯盟賴萬成理事長及王泰捷執行長等 14 名蒞臨本

所參訪，由楊垂雄秘書進行簡報後引導參觀本所自營作業工場，希

望能作為社會福利單位推動弱勢族群就業的參酌。 

活動日期 108/10/24 參加人數 共計 14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10月份生命教育-黑道牧師的過去與信仰 

活動說明 
由基督教更生團契日本籍牧師井上薰分享自己的生命經歷，從黑道
組織成員，歷經毒品，暴力，自殺等歧路後，透過信仰徹底悔過，
並開創嶄新人生的生命故事，以提昇收容人改過向善的決心。 

活動日期 108/10/28 參加人數 共計 149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1月份花東地區矯正機關巡迴書展  

活動說明 
藉由書展培養收容人閱讀風氣，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拓展收容人

視野，增進其知識與涵養，以增加社會適應能力，降低再犯率。 

活動日期 108/11/01、11/04 參加人數 共計 918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11月份美國西雅圖福音合唱團詩歌及福音關懷活動 

活動說明 
美國西雅圖福音合唱團以聖經箴言及詩歌獻唱，勉勵收容人只要願
意悔改，都能夠再創嶄新的人生，更有 2 名更生成功者分享自身戒
毒經歷，更增進收容人自我信心，增強改悔意念。   

活動日期 108/11/01 參加人數 共計 52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1月份生命教育-跨越人生幽谷演講 

活動說明 

前立法委員王天競先生為喚醒收容人的良知良能，於本所辦理「生
命教育-跨越人生幽谷」專題演講，鼓勵收容人利用在監時間靜心
思考，啟發「善」的種籽，勿汲汲營營追求生活之路(財富)，而應
追求更高層次的生命之路(靈性)。 

活動日期 108/11/07 參加人數 共計 159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11月份第二次家庭宗教日活動（佛教） 

活動說明 

第二次宗教家庭日活動，邀請「福智文教基金會」淨超法師及如昱

法師蒞所開示，闡述生命意義、釐清佛法核心理念，讓與會的家屬

及收容人在凝聚共同信仰力量之下，能更加互相扶持及鼓勵，共創

美好的未來 

活動日期 108/11/11 活動日期 共計 38 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1月份文康活動書法比賽 

活動說明 
藉舉辦書法比賽，促進收容人身心健康、紓解監禁壓力，期以競賽

活動培養收容人榮譽感及守法守紀之精神，以達寓教於樂之目的。 

活動日期 108/11/14 參加人數 共計 14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11月份台北靈糧堂詩歌及福音佈道關懷活動 

活動說明 
藉由聖經的箴言及福音見證，啟迪收容人的良知良能，滋養其靈性

修養，提升自我覺察，增進守法精神，進而能改過遷善，重做新民。 

活動日期 108/11/18 參加人數 共計 113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1月份曉水珠心靈之旅公益電影播映會 

活動說明 

為促使收容人內心真正悔改，增加其反思能力，「曉水珠心靈之旅」蒞所播

映公益電影「美麗的願望」，藝人周嘉麗、梁佑南、張世賢等人親臨現場延

續影片演出，於放映後與收容人互動，鼓勵大家感念父母親及家人的付出，

及時將內心的懺悔及愛說出口，並落實悔改之信念，出監後能重新復歸，不

再重蹈覆轍。 

活動日期 108/11/25 參加人數 共計 121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12月份法律扶助基金會台東分會個別法律諮詢 

活動說明 
法律扶助諮詢活動，邀請卓育佐師至本所為收容人解答在法律上的
疑問，俾免收容人對司法產生不信任及誤解，更能讓收容人體會到
刑罰的嚴厲的目的，以預防再犯，並助其改悔向上，重做新民。 

活動日期 108/12/03 活動日期 共計 10 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2月份文康活動長棍夾球比賽 

活動說明 

藉由長棍夾球比竇，調劑收容人身心健康，並藉著團隊合

作培養榮譽感及責任心，促其守法守紀，達到寓教於樂的

教化目的。 

活動日期 108/12/11 參加人數 共計 50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12月份「脫癮而出」戒毒成功者經驗分享 

活動說明 

為落實行政院反毒策略，特別邀請泰北晨曦會李昭緯傳道蒞臨本所

以自身戒毒經歷與同學分享，勉勵在場收容人能夠不要因為眼前的

失敗而放棄自己，期能再接再勵擺脫毒品束縛，迎向嶄新人生。 

活動日期 108/12/12 參加人數 共計 195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2月份福智慈善基金會贈書活動 

活動說明 

福智慈善基金會性承法師等 8 名師兄姊贈(心之勇士)勵志書籍 40

本予本所，除提升收容人讀書風氣及增廣見聞外，更勉勵收容人切

莫因為眼前的失敗就自我放棄，只要有決心一樣可以迎向嶄新的人

生。 

活動日期 108/12/13 參加人數 共計 9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12月份下半年度收容人擴大生活檢討會 

活動說明 

每半年度舉辦一次的擴大收容人生活檢討會議，會議中秘書及各科

室主管針對收容人在日常生活及作業上的問題回答外，更勉勵收容

人在日常生活中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日後成為社會上有用之人。 

活動日期 108/12/17 活動日期 共計 12 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2月份監獄福音關懷協會聖誕節報佳音活動 

活動說明 

監獄福音關懷協會莊麗馨長老等 12 名志工至本所傳遞聖誕節歡樂

氣氛，讓收容人雖然身陷囹圄之中仍然能感受到關懷與溫暖，更能

以理性及勇氣面對挫折，以正向積極的信念迎向未來嶄新的人生。 

活動日期 108/12/19 參加人數 共計 912 人 

 



活動名稱 108年 12月份文康比賽收容人才藝表演 

活動說明 

各教區收容人利用環保材料及紙箱所做成的道具，以活潑逗趣的方
式呈現販賣及施用毒品後對社會及家庭造成的傷害以及可能觸犯
到刑責，藉此增進收容人對毒品犯罪的認知，提高自我保護力以預
防再犯。 

活動日期 108/12/23 參加人數 共計 45人參加 

 

活動名稱 108年 12月份達克羅玆心靈教育課程 

活動說明 

邀請臺東大學何育真副教授運用（達克羅茲）音樂節奏律動教學法
帶領收容人，透過多變的節奏、速度及旋律，引發身體的活力與刺
激精神，並以 YOU  RAISE ＭＥ ＵＰ（你鼓舞了我）的歌曲為
引介，舉出人生中有許多挫折失敗的痛苦努力才會有成功的喜悅，
勉勵收容人重新做人。 

活動日期 108/12/10、12/25 參加人數 共計 105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