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榮三峽(上水)～五星總統七號遊輪、恩施大峽谷、大足寶
頂山、彈子石老街八日(無購物) 

※【出發日期】：2019 年 4 月 18 日（四） 

※【航班參考】以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04/18〔星期四〕 CA410 桃園機場 重慶機場 19:20     22:30 

04/25〔星期四〕 CA409 重慶機場 桃園機場 15:20     18:20 

 

 

※【加料不加價，特別贈送】 

1、尊享安排入住總統 7/總統 8號：四樓、五樓（豪華全觀景陽臺房），盡覽長江三峽沿岸

美景。 

2、樂享登船有專人接待，快速登記入住，快速結帳服務。 

3、登船當晚贈送迎賓果籃一份，體驗尊享服務。 

4、樂享每天下午茶時段康樂部免費提供兩種點心一種堅果，咖啡或茶一杯。 

5、樂享每天晚餐前一小時康樂部免費提供當日特色雞尾酒一杯。 

6、樂享每天提供開夜床服務，並提供一支鮮花，一塊巧克力。 

7、特別安排晚會表演的時候設立專屬貴賓區，提前留位置。 

8、尊享總統七/總統八號室內游泳池免費開放，自由暢遊。 

9、贈送三峽大壩獨立用車並安排電瓶車。 

10、專車直接送往茅坪碼頭，免換車拼車及再次搬行李之苦，體驗尊享服務。 

11、貼心安排將岸上客人的行李送到船上客人房間，免客人搬行李之辛苦。 

12、如於船上期間遇生日旅客，貼心安排贈送生日蛋糕。 

13、針對新婚夫婦或結婚紀念日夫婦船上可免費佈置蜜月房，專享自己的甜蜜旅程。 

*(此項須出發前提前告知並提供結婚證副本) 

14、尊享遊船上餐廳及觀看晚會區域專屬椅套。 

15、每位登船客人、贈送船長親筆簽名登船書一份及與船長合影。 

16、進入萬噸遊輪核心控制區——船長駕駛室，參觀駕駛操作，瞭解遊輪航行的秘密。 

17、每桌贈送一瓶，世界葡萄酒的發源地“格魯吉亞”原裝進口的紅酒。 

18、尊享每位客人贈送獨一無二禮物一份。 

※以上皆為遊輪公司特別贈送及安排，恕無法退費或兌換現金，敬請見諒。 



 

 

長江三峽自工程改造後，新的旅遊概念在三峽漸漸成形。在三峽我們不走馬看花、在三峽我們加入旅

遊新元素，讓您除了可以有壯觀行程可看之外，船上更有行動五星級酒店的概念。讓您可充分享受搭

乘遊輪的快樂氣氛。長江流經四川盆地東緣時衝開崇山峻嶺，奪路奔流形成了壯麗雄奇、舉世無雙的

大峽谷～長江三峽。長江三峽是瞿塘峽、巫峽和西峽三段峽谷的總稱，也是長江上最為奇秀壯麗的山

水畫廊。西起重慶市奉節縣的白帝城，東到湖北省宜昌市南津關，全長 192 公里，也就是常說的大

三峽。 

 

 

★湖北恩施大峽谷(金馬獎得獎影片《刺客聶隱娘》拍攝地)：被專家讚譽可與美國科

羅拉多大峽谷媲美，是清江大峽谷一段，峽谷全長 108 公里，面積達 300 平方公里。 



   

★大足石刻(含電瓶車)：大足石刻是唐末、宋初時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題材為主，尤以北山

摩崖造像和寶頂山摩崖造像最為著名，是中國著名的古代石刻藝術。與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龍門

石窟、麥積山石窟等中國四大石窟齊名。 

  

【行程特色】 

1.安排搭乘超五星總統七號豪華遊輪：您可以盡情沉醉於三峽的美景之中。 

2.中國山水景王長江三峽，一次看盡充份表現山的美麗與水的感動。 

3.船遊長江三峽：奇壯西陵峽、秀麗巫峽、雄峻瞿塘峽。 

4.三峽大壩：世界上最浩大的水利工程，雄偉壯觀工程規模可比擬中國古代的萬裡長城。 

5.西陵峽：三峽中最長的峽，兵書寶劍峽、牛肝馬肺峽、崆嶺峽，燈影峽和黃貓峽，以灘多水急而

著稱。 

6.巫峽：三峽中最幽深秀麗的峽，「放舟下巫峽，心在十二峰」就是人們最鐘情的巫峽十二峰。 

7.瞿塘峽：”峰與天關接，舟從地窟行”，三峽中最雄偉而險峻 

8.忠縣石寶寨：臨江有一俯高十多丈，陡壁孤峰拔起的巨石，相傳為女媧補天所遺的一尊五彩石，

故稱“石寶”。此石形如玉印，又名“玉印山”。 

9.洪崖洞風情街：位於重慶市核心商圈，坐擁城市旅遊景觀、商務休閒景觀和城市人文景觀於一體。 

10.貼心贈品～每日一瓶優質礦泉水。(遊輪期間因全船皆為純淨水可生飲設施，因此恕不提供)。 

11.全程無購物，全程不上攝影～行程時間更充裕，享受旅遊的樂趣。 

【遊船建議自費】 

★三峽人家 RMB280/人、豐都鬼城 RMB280 元/人、白帝城 RMB280/人。(**自費行程在船上需有

30 人以上報名才可成行，人數標準以船公司公佈為準**) 



   

【飯店介紹】5 星總統七號遊輪  

總統七號、八號遊輪不僅設有標誌性的大堂、氣質非凡的鏤空雙層餐廳、多功能的演藝大廳，還有先

進的網路會所。每個房間都配備了整體洗浴系統，而獨立陽臺更令遊客隨時欣賞到長江的壯麗景觀。

除此之外，遊船在安全性、舒適性和人性化設計上都有了極大地提高。 

 

 



 

遊船名稱：總統七號       星級標准：五星       所屬公司：武漢揚子江遊船有限公司  

首航日期：2013 年                          總噸位數：約 1.7 萬噸  

船體寬度：20.2 米                          船體長度：146.8 米  

空調系統：中央空調                         甲板層數：6 層  

載客人數：460 人                           航行區域：宜昌－重慶   

★重慶：5 星萬豪酒店(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有線，免費) 

重慶萬豪酒店地處重慶外灘南濱路，緊鄰南山風景區及南坪商圈。酒店交通便捷。酒店共有 341 間設計典雅

的客房及套房，位於 30-49 層，高居雲端之上，坐擁城市天際線。東北方俯瞰長江及重慶城景，西南方緊鄰

南山，依山傍水，可將山城重慶的絕美景致盡收眼底。 

   

【行程介紹】 

第 1 天 桃園／重慶 
 

 



今日下午 17：20 分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準備搭乘豪華客機直飛

重慶。 

重慶市為中國四個直轄市之一，城市依山傍水，自古以來有著「霧

都」、「山城」的別稱，瀕臨長江的地理位置使重慶成為政治經濟及

交通的重要都市。坐擁群山之中的重慶因起伏的地勢和依山而建的重

重樓房構成了獨特又別具山水美感的景色，並以麻辣鮮香的山城美

食、靚麗時尚的個性美女以及數不完看不盡的名勝古蹟著名。  

餐食：（早餐）X （晚餐）雞腿或排骨便當   機上有簡餐 

住宿： 5 星南坪萬豪酒店  或  5 星富力艾美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2 天 重慶～(動車約 2.5H)恩施～雲龍地縫景區 
 

恩施大峽穀：又名沐撫大峽穀，位於湖北西部恩施市境內的清江流域，

毗鄰重慶天坑地縫，全長約 35 公里，地形非常複雜，在這裡幾乎能找

到喀斯特地貌的各種形態，包括絕壁、峰柱、天坑、地縫、溶洞、天生

橋、暗河、豎井、石林、峰叢、懸穀等，構成罕見的立體性溶岩地貌。

峽穀內景色壯麗雄奇、神秘幽深。 

 

雲龍地縫：雲龍地縫呈“U”型，上下垂直一致，全長 3600 米，平均深

75 米，是奇異獨特的喀斯特景觀。雲龍地縫囊括了眾多旅遊資源單體，外部絕壁巨壑環抱，山巒疊障，地

形多變；地縫內流水淙淙，飛瀑跌落，五彩黃龍瀑布、彩虹瀑布、雲龍瀑布、冰瀑、沐撫飛瀑都是觀景的好

去處。 

註 1：恩施大峽區由四座山山峰相連，只有一條步道不走回頭路，纜車上山（遊覽時間約 3 小時），之後前

往電扶梯（約 20 分鐘），後換乘景交車到地逢（車程約 15 分鐘，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整體遊覽時間約 5

小時，最終安排需以導遊實際安排為主。 

註 2：該區域飯店條件不如大城市，但為求旅遊行程順暢，安排一晚住宿，敬請見諒。 

註 3:大陸動車(高鐵)票採實名制，依官方規定開立車票時所需之資料為「旅客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日、

台胞卡的號碼及有效期限」，請旅客務必依時限提供前揭資訊。如資訊提供有誤者或未能依限提供，而導致

須重新開立車票或無法開立車票者，此所衍生之費用則需由旅客自行於現場支付，敬請見諒。 

特別提醒：搭乘火車時禁止攜帶在包裝上註記有易燃標誌的任何物品，如刮鬍膏、體香劑等等。並管制刀具

或一般刀類，請貴賓勿攜帶如剪刀、指甲刀、瑞士刀、水果刀等尖銳物，上車前行李必須經過安全檢查，若

發現攜帶危險物品必定全部沒收，請貴賓注意！ 

餐食：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土家風味(RMB50/人)  （晚餐）酒店合菜(RMB60/人) 

住宿： 準 5 星女兒寨度假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3 天 
恩施大峽谷(含電瓶車)～七星寨絕壁景區(含索道上扶梯下)～(動車約 2H)宜昌

～宜昌碼頭登船～長江三峽 
 

恩施大峽谷(含環保車+上行纜車+下行扶梯)：位於世界硒都——湖北省恩施市境內，被專家讚譽可與美



國科羅拉多大峽谷媲美，是清江大峽谷一段，峽谷全長

108 公里，面積達 300 平方公里,峽谷中的百里絕壁、

千丈瀑布、傲嘯獨峰、原始森林、遠古村寨等景點美不

勝收。自然景區主要由大河碥風光、前山絕壁、大中小

龍門峰林、板橋洞群、龍橋暗河、雲龍河地縫、後山獨

峰、雨龍山絕壁、朝東岩絕壁、銅盆水森林公園、屯堡

清江河畫廊等組成。其中兩座位於一炷香石柱旁的的山

峰於 2012 年 4 月 22 日命名為迪恩波特雙子峰。除了大

峽谷外，最大的景觀特色是兩岸典型而豐富的喀斯特地

貌：有天坑，有地縫，有天生橋，有溶洞(200 多個)，

有層層疊疊的峰叢，還有近乎垂直於大峽谷的大斷崖。峽谷內有近 10 公里長的地縫幽深奇絕，世所罕見奇

山、異水、怪洞、珍禽數不勝數。曾遊歷歐美的張良皋教授將清江大峽谷與美洲的科羅拉多大峽谷相比。 

七星寨絕壁：七星寨絕壁為三疊系灰岩中發育的巨型柱狀岩體群，兀然直立於陡坡上，高聳林、，極為壯

觀。它不同于峰林及石林，而是一種柱狀山體，故稱“岩柱林”。 正對的“岩柱”實際上是巨型岩柱塊，長 800

米、寬 150 米、柱高近 200 米，頂部是兩頭高、中間低的弧形平面，這是因為頂面中央有個匯水小水塘、

形成了表層窪地。 

註 1：恩施大峽區由四座山山峰相連，只有一條步道不走回頭路，纜車上山（遊覽時間約 3 小時），之後前

往電扶梯（約 20 分鐘），後換乘景交車到地逢（車程約 15 分鐘，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整體遊覽時間約 5

小時，最終安排需以導遊實際安排為主。 

於晚餐後登上總統七號遊輪。 

提醒您：從 2014 年 12 月 1 號開始，長江三峽為提倡響應環保，遊船正式取消了一次性用品免費提供，請

您自行攜帶(個人盥洗用具及拖鞋)，以免造成您生活上的不便。 

 

註:大陸動車(高鐵)票採實名制，依官方規定開立車票時所需之資料為「旅客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日、台

胞卡的號碼及有效期限」，請旅客務必依時限提供前揭資訊。如資訊提供有誤者或未能依限提供，而導致須

重新開立車票或無法開立車票者，此所衍生之費用則需由旅客自行於現場支付，敬請見諒。 

特別提醒：搭乘火車時禁止攜帶在包裝上註記有易燃標誌的任何物品，如刮鬍膏、體香劑等等。並管制刀具

或一般刀類，請貴賓勿攜帶如剪刀、指甲刀、瑞士刀、水果刀等尖銳物，上車前行李必須經過安全檢查，若

發現攜帶危險物品必定全部沒收，請貴賓注意！ 

餐食：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峽谷軒特色菜(RMB50/人)  （晚餐）夷陵風味(RMB60/人) 

住宿： 5 星總統七號遊輪  或同級旅館 
 

第 4 天 
長江三峽～宜昌茅坪碼頭～(車程約 0.5H)～三峽風光三峽大壩含電瓶車～(車

程約 0.5H)茅坪碼頭登船～西陵峽～長江三峽 
 



三峽大壩(上岸遊覽)：它採用”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

的方案陸續建成，三峽大壩峻工後，其雄偉壯觀的土木工程規模可比擬中國

古代的萬裏長城。 

遊船抵達宜昌茅坪碼頭後將靠岸，後續將乘車前往三峽大壩作風景遊覽。 

※遊船因受水位、氣象等自然因素影響，以上時間安排僅供參考，以船上實

際安排為主。 

特別提醒：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中國官方規定三峽豪華客(遊)輪取消享有

優先通過大壩五級船閘權，為確保後續行程不被延誤，遊船將取消通過五級

船閘之行程，改為由巴士接駁。 

【遊船建議自費】 

★自費推薦：三峽人家(RMB280/人) 

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湖北省首批文明風景旅遊區，湖北省十佳景區，湖北省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基地，

湖北省對外開放先進單位。三峽人家位於長江三峽中最為奇幻壯麗的西陵峽境內，三峽大壩和葛洲壩之間，

跨越秀麗的燈影峽兩岸，面積 14 平方公里。三峽人家，依山傍水，風情如畫：傳統的三峽吊腳樓點綴於山

水之間，久違的古帆船、烏篷船安靜地泊在三峽人家門前，溪邊少女揮著棒槌在清洗衣服，江面上悠然的漁

家在撒網打魚……千百年來流傳不衰的各種習俗風情體現著峽江人民的質樸好客。壯偉的長江哺育了三峽文

化，巴楚文化在這裏交融、繁衍、發展。當博大與神秘結緣，輝煌與厚重聯姻，三峽人家就註定是三峽旅遊

的傳奇。 

註: 如遇翻壩三峽人家改為停靠三峽竹海，敬請見諒！ 

註：船上每日會有不同的活動，詳細內容請以船公司每晚提供之行程表為主。 

註：受氣候及航道等因素的影響，每日行程可能會有所改變，遊船公司保留對行程的最終解釋權。 

餐食： （早餐）遊輪上自助餐  （午餐）遊輪上自助餐  （晚餐）遊輪上桌餐 

住宿： 5 星總統七號遊輪  或同級旅館 
 

第 5 天 長江三峽～神農溪(換小船遊覽)～巫峽～瞿塘峽～長江三峽 
 

 

神農溪(換小船遊覽）是湖北省巴東縣，長江北岸的一條常流性溪流，發源於“華

中第一峰”神農架的南坡，由南向北穿行于深山峽谷中，於巫峽口東 2000 米處匯

入長江，全長 60 公里。溪流兩岸，山巒聳立，逶迤綿延，層巒疊嶂。形成龍昌峽、

鸚鵡峽、神農峽三個險、秀、奇各具特色的自然峽段。峽中深潭碧水、飛瀑遍佈、

懸棺棧道、原始扁舟、土家風情、石筍溶洞無不令人驚歎。神農溪是國家 AAAAA

級風景名勝區。註：神農溪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前往，團體將以"神女溪(換

小船遊覽)"做替代，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遊船經過巫峽自巫山縣城東大寧河起，至巴東縣官渡口止，全長 46 公里，有大

峽之稱。巫峽綺麗幽深，以俊秀著稱天下。它峽長谷深，奇峰突兀，層巒疊嶂，

雲騰霧繞，江流曲折，百轉千回，船行其間，宛若進入奇麗的畫廊，充滿詩情畫意。“萬峰磅礡一江通，鎖

鑰荊襄氣勢雄”是對它真實的寫照。峽江兩岸，青山不斷，群峰如屏，船行峽中，時而大山當前，石塞疑無



路；忽又峰迴路轉，雲開別有天，宛如一條迂回曲折的畫廊。巫峽兩岸群峰，它們各具特色。 

遊船經過瞿塘峽峽中的夔門是長江三峽的標誌性景觀，西端入口處，兩岸斷崖壁立，高數百丈，寬不及百

米，形同門戶，名(夔門)，素有(夔門天下雄)之稱；左邊的名為赤甲山，右邊的名為白鹽山，不管天氣如

何，總是迂出一層層或明或暗的銀輝。長江闢此一門，浩蕩東瀉，兩岸懸崖峭壁如同刀削斧砍，山高峽窄，

仰視碧空，雲天一線，峽中水深流急，江面最窄處不足五十公尺，波濤洶湧，奔騰呼嘯，令人驚心動魄。海

拔 1200 餘米，即使水位上升到 175 米，其絕對高度仍有 1100 餘米。西起奉節縣白帝山，東迄巫山縣大溪

鎮，長八公里，是三峽中最短的一個。 

【自費推薦】 

★遊覽白帝城：RMB280 元/人 

白帝城位於重慶奉節縣瞿塘峽口的長江北岸，奉節東白帝山上，三峽的著名遊覽勝地。有泰山之風貌，有兔

耳嶺之怪石奇觀，原名子陽城，為西漢末年割據蜀地的公孫述所建，公孫述自號白帝，故名城為“白帝城”。

白帝城是觀“夔門天下雄”的最佳地點 

註：船上每日會有不同的活動，詳細內容請以船公司每晚提供之行程表為主。 

註：受氣候及航道等因素的影響，每日行程可能會有所改變，遊船公司保留對行程的最終解釋權。 

餐食： （早餐）遊輪上自助餐  （午餐）遊輪上自助餐  （晚餐）遊輪桌餐 

住宿： 5 星總統七號遊輪  或同級旅館 
 

第 6 天 長江三峽～忠縣石寶寨～長江三峽 
 

忠縣石寶寨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石

寶寨位於重慶忠縣境內長江北岸邊，距忠縣城 45 千米。此處

臨江有一俯高十多丈，陡壁孤峰拔起的巨石，相傳為女媧補

天所遺的一尊五彩石，故稱“石寶”。此石形如玉印，又名“玉

印山”。 

註：船上每日會有不同的活動，詳細內容請以船公司每晚提

供之行程表為主 

【受氣候及航道等因素的影響，每日行程可能會有所改變，

遊船公司保留對行程的最終解釋權。】 

 

註：船上歡送晚宴需著正式服裝。 

   夏天：短袖襯衫(白色或藍色)+長褲(深色或米色) 

   冬天：西服(淺色，深色皆可)或夾克(淺色，深色皆可)+長褲。 

【自費推薦】 

★豐都鬼城：RMB280/人 

位於四川盆地東南邊緣，地處長江上游。是七裡的故鄉。它是一 座依山面水的古城，春秋時稱“巴子別都”，

它是從重慶順遊長江三峽的第一個旅遊景區。傳說這裡是人死後靈魂歸宿的地方。“鬼城”豐都，名山上古木

參天，寺廟林立，在龐大的陰曹地府裡仙道釋儒，諸神眾鬼盤踞各廟，等級森嚴，各司其職並以苛刑峻法統

治著傳說中的幽靈世界。 



餐食： （早餐）遊輪上自助餐  （午餐）遊輪上自助餐  （晚餐）遊輪上桌餐 

住宿： 5 星總統七號遊輪  或同級旅館 
 

第 7 天 
長江三峽～重慶～(車程約 2H)大足～大足寶頂山石刻(含電瓶車)～(車程約 2H)

重慶 
 

大足寶頂山石刻(含電瓶車)：其年代雖比雲崗、龍門石刻，

晚 400 多年，但其造型更具通俗，突破傳統宗教雕塑，溶入現

代的採光、透視技術，使佛雕藝術達到最高峰。石窟最為精彩

的一窟"轉輪經藏窟"，此窟除了八尊婀娜多姿的女菩薩外，十

多尊侍從造型亦無一雷同，山的前崖後洞琢佛像一萬多尊，內

容銜接，宛如一幅巨型連環畫;尤其"釋迦涅槃圖"，長達 31

米的臥佛，極其宏偉;"九龍浴太子"及"千手觀音"均世界罕

見，令人驚嘆不已。 

餐食： （早餐）遊輪上自助餐  （午餐）大足風味(RMB50/人)  （晚餐）鴛鴦火鍋(RMB68/人) 

住宿： 5 星南坪萬豪酒店  或  5 星富力艾美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8 天 重慶～彈子石老街～長嘉匯購物公園～機場／桃園 
 

彈子石老街：位於重慶南濱路長嘉匯的彈子石老街，長 1

公里，面積 4 萬平方米，2018 年 6 月 1 日開街，就成為國

家 4A 級景區。老街在一百多年前，是西南著名的水陸埠口，

坐擁法國水兵營及王家大院等開埠文化根脈。長嘉匯彈子石

老街就是在百年老街的原址上復建的，它的主要景點是「一

街兩埠四院十景"。從南濱路往上走，九層高差 80 米的梯

步，可以休驗重慶特有的『』爬坡上坎的地貌。在爬坡上坎

中，可以觀賞重慶特有的建築文化：吊腳、懸挑等；可以逛

逛四家大院，看看開埠文化的歷史。 

長嘉匯購物公園：長嘉匯購物公園（LANDMARK RIVERSIDE PARK）是由“香港置地”與“招商蛇口”連袂

打造的都市文化旅遊綜合體，坐落於“重慶外灘”之稱的南濱路之上，正對重慶大劇院，遠眺朝天門廣場，與

解放碑 CBD、江北嘴 CBD 遙相呼應，是觀賞長江、嘉陵江交匯的最佳地點。長嘉匯購物公園於 2016 年 9

月 10 日開業 ，彙聚系列國際一線休閒旅遊專案、國際時尚零售品牌、各國精緻美食及文化創意體驗專案，

為注重生活品質的新興家庭、喜愛人文體驗的時尚及旅遊人群打造獨一無二的“都會人文旅遊地標”。 

 

續專車前往機場，帶著滿滿的回憶，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北，結束此次難忘的三峽之旅。 

 

註：中國國際航空公司(CA)團體行李託運新規定: 

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長寬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 公分，重量以 20 公斤為上限)。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新派川菜(RMB60/人)  （晚餐）南崁海霸王自助餐 300/人)   

住宿： 甜蜜的家 
 



 

 

※出發日期：2019 年 4 月 18 日（四） 

※團費：現金優惠價 45000 元； 刷卡價 45900 元 

含機場來回接送、機場稅燃油費，500 萬意外險 20 萬醫療險，行李小費 

  手提行李袋每人一個 ，含以上行程內容，有含三個自費行程：三峽人家 RMB280/人、豐都

鬼城 RMB280 元/人、白帝城 RMB280/人。(**自費行程在船上需有 30 人以上報名才可成行，人數

標準以船公司公佈為準**)若不想參加的項目，都可退費 

 

※不含新辦護照費用 1400 元；不含新辦台胞證費用 1600 元 

※訂金：每人 5000 元 

 

飛馬國際旅行社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77 號 電話 05-5331100 傳真 5346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