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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專案旨在提升心臟加護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之正確率。專案執行前
護理人員執行參數設定正確率僅20.3%，分析原因：護理人員參數設定認知61.7%、未
依規範設定警訊上下限值、未設置簡易床邊操作手冊及操作介面複雜、病房常規無參
數設定指引及未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團隊擬訂下列解決策略：修訂生理監視器參數設
定的操作流程、設計生理監視器專科模組(arrhythmia模組與ischemia模組)、錄製操作
步驟的影片、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及制定稽核制度。在團隊努力下，生理監視器參數設
定正確率二次評值由20.3%提升92.2%及94.8%、認知61.7%提升至91.5%達成目標。本
專案推行後，不僅提供心臟加護病房護理人員能及早監控病人的變化，更能運用相同
架構的解決方案推展至各重症加護單位，建構專科屬性的監控項目，以提升病人之安
全與照護品質。(志為護理，2019; 18:6, 98-108 )
關鍵詞：心臟加護病房、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

前 言

的管理計畫(ECRI, 2015)。而加護病房
是需處理複雜且變動頻繁的數據，因而

依據美國緊急醫療研究機構(Emergency

需要結合高科技與大量人力的醫療照護

Care Research Institute, ECRI)每年公佈

單位，並由第一線護理人員負責透過生

「十大醫療科技危害」中，於2015∼

理監視系統來隨時掌控病人狀況(張，

2016年分析指出，當醫療儀器的警報未

2011)。護理人員24小時可透過各項醫療

能及時的辨識及處理，可能會造成病人

儀器所發出即時性、正確性、持續性與

的傷害或死亡，故需全面規劃警報系統

機動性的系統訊息，提供快速且即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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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參數」或 「專科參數」其中任一

之生理變化(呂、戴、胡，2010)。生理監

個參數組合進行設定。

視器具備警訊功能，避免延遲或錯誤判
讀的發生，早期偵測出異常，也為護理

二、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
定流程現況

人員提供即時性重要警訊，以達快速傳

當病人轉入或三班護理人員於一上班

遞及成為維護病人安全的重要一環(趙、

時，會先至病人單位打開生理監視器，

李，2015；鄧等，2014)。

點選畫面中的設定組合，選取『成人模

有鑑於臨床上，發現護理人員對於

組』，貼上心電圖貼片，護理人員予分

生理監視器警訊聲疲乏，以致當病人真

析心跳是否規律，當心跳規律時，使

正有變化時，未能即時發現通報醫師處

用常規參數設定，包含心跳(heart rate,

置，進而思考生理監視器中設定參數的

HR)、血壓(blood pressure, BP)、呼吸

最大效益，提升設定的正確性，為此專

(respiratory rate, RR)、血氧濃度(saturation

案動機。期望透過專案來提升心臟加護

of peripheral oxygen, SpO2)；當心跳分

護理人員落實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之正

析不規律時，則更改參數設定為專科參

確性，加強生理參數設定的敏銳度及處

數，包含常規參數外，增設三個參數，

理的重視，確保病人照護適當性，以利

有QT間隔(corrected Q-T interval, QTc)、

增進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

心室早發性收縮(premature ventricular

現況分析
一、單位簡介

contraction, PVC)、ST段(ST segment)，
並依照本院「加護病房生理及中央監視
器操作標準作業規範」設定參數警訊上

本單位為心臟內科加護病房，總床

下限值(以病人平均心跳±20次/分、呼吸

數14床；收治對象以急性心肌梗塞、心

±5次/分、血壓±20mmHg、SpO2：上

律不整及心臟衰竭為主；單位常見處置

限值100%、下限值90%)，並開始監測病

包含：心導管檢查與治療、心臟節律器

人；當下一班接班時，依據上一班生理

裝置及主動脈氣球幫浦等。單位編制

參數平均值設定上下限。

為主治醫師2位、住院醫師2位及護理師
34位。每位護理人員照顧2位病人，採

三、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
定認知調查

輪值三班制。工作年資以3∼5年佔最多

為了解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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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其中以生理監視器最能反應病人

數設定認知情形，專案小組依據文獻及

本病房於2010年8月新購入14臺生理監

本院規範擬訂『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認

視器，並於購買同時有安排「生理監視

知調查問卷』，問卷分成二部份，分

器介紹說明與教用」之儀器設備教育訓

別為臨床評估與醫療處置，共計10題，

練，未持續定期舉辦生理監視器之相關

於2016年10月25日至11月3日，針對心

教育訓練；生理參數有分為常規參數及

臟加護護理人員共計30名進行問卷調

專科參數，護理人員執行病人監測可從

查，回收率100%，調查顯示平均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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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其中以心肌梗塞疾病應具備之參

值，故接班時是以最後一次參數值設定

數題目認知率最低33.3%(表三)。

該班的上下限值，非以上一班的平均值

四、護理人員未正確執行生理監視器
參數設定調查及原因分析

設定。

(一)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現

設定操作介面過於複雜佔100%(10/10)；

況調查

2.未正確設定專科參數：(1)選取模組
(2)病房常規無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之相

2016年10月成立專案小組，組員有

關規定指引佔90%(9/10)；(3)缺乏警覺性

二位主治醫師、一位護理長、三位護理

佔60% (6/10)：即使設定專科參數，也不

師、一位儀器工程師，收集現況之相關

會看參數值；(4)不孰悉操作介面佔40%

資料並依各專業共同討論參數設定內

(4/10)：未設置簡易床邊操作手冊提供參

容。專案小組依據文獻及本院規範制定

考。

『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正確性之查檢

綜合上述分析，依其及時性、迫切

表』，內容包含二個面向：1.常規參數

性、重要性、可解決性，將生理監視器

設定；2.專科參數設定。於2016年10月20

參數設定正確率低的原因歸納為:人員、

日至23日，由組員三人以實際觀察法，

制度、設備等三類之特性要因圖(如圖一)

對心臟加護病房三班護理人員進行資料

問題確立

收集，總共收集384人次，其中排除假性
警訊(因循環不良或貼片脫落導致感應異

由現況調查與特性要因圖分析後發現

常等)共87人次(23%)，針對有效警訊297

心臟加護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

人次(77%)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護理人

設定正確率20.3%。導因為(一)護理人員

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平均正確率

參數設定認知61.7%；(二)未依規範設定

20.3%，以專科參數設定面向之執行正確

警訊上下限值；(三)未設置簡易床邊操作

率最低佔8.4%(表四)。

手冊及選取模組設定操作介面複雜；(四)

(二)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正

病房常規無參數設定指引及未定期舉辦

確率低之原因

教育訓練。

為了解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
設定正確率低之原因，於2016年10月20
日至23日，由組員三人以訪談法，針對

為解決上述所確立之問題，設定依據

各職級共10位未正確執行參數設定的護

本院制定護理品質管理監控閾值設立原

理人員，分別從常規參數及專科參數面

則：其屬技術層面項目之『執行生理監

向進行分析及歸納原因如下：

視器參數設定正確率』由20.3%提升至

1.未正確設定常規參數：(1)臨床照護

91.0%；屬認知態度層面之『護理人員執

工作忙碌佔50% (5/10)；(2)未依規範設

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認知正確率』由

定警訊上下限值佔100% (10/10)：因現有

61.7%提升至90.0%。

的儀器介面無法即時得知病人參數平均
100

專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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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警覺性
參數設定認知正確率61.7%
工作忙碌

未依規範設定警訊上下限

出現警訊才更改限值

未設置簡易床邊
操作手冊

不熟悉操作介面

病房常規無參數
設定指引
選取模組設定
操作介面複雜

設備

未定期舉辦
教育訓練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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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20.3%

圖一 心臟加護護理人員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正確率低之特性要因圖

文獻查證
一、加護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
數設定的重要性

二、影響護理人員執行參數設定的因
素
生理監視器若使用不當、認知不足
及儀器設計不良等因素，均會造成不同

不完整的生理參數設定會限制鑑別

程度的傷害，甚至單位風氣和主管支持

病人的變化(Cardona et al., 2016)。生理

度，亦可能影響護理人員在臨床參數的

監視器能顯示病人的生命徵象數值，以

設定(趙、李，2015)。針對無法立即設定

及維持生理參數在「警訊範圍」內的功

參數的因素有：(一)個人因素：依過去

能，可藉由監測生理參數來密切觀察病

經驗、工作情況忙碌、疏忽設定或埋首

人的病情變化，當生理參數超出設定值

於當下工作、專業能力的認知不足或不

時，啟動警訊系統提醒護理人員，藉以

一致、缺乏警覺性、執行儀器操作不熟

進行臨床評估與醫療處置的方針(呂等，

悉；(二)硬體設備因素：缺乏完善的設備

2010)。同時也應避免不必要的錯誤警訊

或設計不良、靈敏度過高、警報參數過

或無法發揮警示功能，而延誤護理人員

多；(三)制度管理因素：作業流程複雜、

即時察覺和處理，精確且完整的設定生

沒有適當的設定標準、未提供完整的教

理參數能提升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鄧

育訓練、未跨團隊整合警報系統或缺乏

等，2014)。

有效稽核機制及聯防機制有關(呂等，
Volume 18 . Number 6 . December 2019 第十八卷 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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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Bach, Berglund, & Turk, 2018)。

專人負責定期維修及儀器測試確保功能

三、提升參數設定正確性的策略

完整；(五)建置智能警報，分析多個臨

護理人員是病人兼顧照護者角色和

床數據，以預測及預防危急的情況，制

執行準確紀錄者，也是生理監視器主要

訂參數設定標準、閾值的設定個別化及

使用者與影響系統成功的重要關鍵，首

建構專科參數組合，藉由相關設定監測

要任務即是獲得護理人員的認同及支持

措施，讓生理監視器發揮完全功能，更

(趙、李，2015)。在有限的人力、物力，

能維護病人安全與臨床照護品質(呂等，

因應與日增加的臨床照護業務，運用臨

2010；Bach et al., 2018)。

床生理參數設定，改善照護作業的工作

解決辦法

流程與品質，增加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
正確(鄧等，2014)。Cvach(2014)指出加

經由問題確立、文獻查證及團隊共同

護病房應做出生理監視器風險管理，重

討論後提出可行的方案(表一)。本專案團

新分類警示類型和處理方式，可透過人

隊成員共7名，以矩陣圖的方式列出可行

因工程相關設計，針對系統軟硬體等人

的方案，考量可行性、經濟性和效益性

性化程序與設計，強化人員訓練與工作

等三項指標，每項方案均用1∼5分別評

安全文化之培養(林，2017)。建構醫療人

分，最低1分，最高5分，每項方案總分

員需求的安全工作環境，以提升醫療整

為105分，總分越高表示可行性越高、經

體品質與病人安全促進，應包括：(一)增

濟性低、效益越好，總分84(含)以上列選

加完整的在職教育，增加時間與次數，

為解決方案(v)。

可降低使用壓力，助於提升滿意度及設

執行過程

定之正確性；(二)簡化操作介面，流程標
準化，使介面設計更友善，改善設定流

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14日為

程時間，提升畫面切換之速度；(三)適當

期22週，依照計畫期、執行期及評值期

人力配置或聯防機制，則由組長協助叮

三個階段進行，其說明如下(表二)。

嚀或調整妥當的病人嚴重程度；(四)並由

一、計畫期(2016年12月1日至2017

表一 提升心臟加護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正確率之決策矩陣分析
方案擬定
錄製生理監視器操作步驟說明影片
制定獎懲制度
制定『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稽核制度
製作生理監視器操作提醒小卡
製作簡易操作手冊(每臺)
設計專科性生理參數模組與趨勢圖介面
制定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流程並納入病房常規
每年舉辦臨床在職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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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項目

總分

選定

28

91

V

33

87

26

30

88

28

28

可行性

經濟性

效益性

35

28

26

28

32

18

20
33
30
24

18

18
26
30

22
24

30
35

58

X

62

X

89

V

86
89

V

V
V
V

表二 提升心臟加護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正確率之進度甘特圖

工作項目

年

2016

月

12

週

提升心臟加護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之正確率

階
段

2017
1

2

3

4

5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1.制定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流程納入病房
*
常規
2.設計專科生理參數模組與趨勢圖介面
計
畫 3.製作簡易操作手冊
期 4.錄製生理監視器操作步驟說明影片
5.規劃教育訓練

6.訂定稽核制度

1.張貼公告病房常規修訂版

2.宣導與說明專案
執 3.公告及病室內放置簡易操作手冊
行
期 4.上傳操作步驟說明影片至社群平臺
5.舉辦教育訓練
6.宣導稽核制度並成立查核小組

評 1.評值執行成效(第一次)
值 2.評值執行成效(第二次)
期 3.執行認知後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表示專案實施後第一次評值，間隔21天(避免延宕效應)，再進行第二次評值

年1月7日)

性參數模組組合與趨勢圖介面，內容

(一)制定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流程，並

為：1.兩種模組組合：arrhythmia模組

納入病房常規：從2016年12月1日至2016

(含常規參數外，多增設QTc、PVC)、

年12月7日，團隊成員依據單位特性共

ischemia模組(含常規參數外，多增設ST

同討論後，制定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流

段、ST雷達圖)；2.依照專科性參數模

程，當新病人入院時，需依病人入院診

組，增加參數趨勢圖介面，便於觀察趨

斷別選擇設定專科參數組合，切換組合

勢動態，分別在專科性參數模組增設

設定：arrhythmia模組、ischemia模組、

如下：1.arrhythmia模組中，增加HR、

常規參數；納入病房常規中，提供護理

BP、QTc、PVC四種參數趨勢圖，以便

人員在設定參數之遵循。虛線為新制定

觀察心律不整前後過程參數趨勢變化、

流程的內容(圖二)。

2.ischemia模組中，增加HR、BP、QTc、

(二)設計專科生理參數模組與趨勢圖

ST-II、ST雷達圖五種可觀察心肌缺血情

介面：從2016年12月8日至2016年12月

形。此外，為了參數監測達最大效益，

21日，經調查醫護人員使用需求及與專

將原先3導線改為5導線，以提高監視品

科主治醫師共同討論後，增設兩種專科

質。再者，委請跨國儀器工程師更改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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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床邊生理監視器成人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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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診斷別
心律不整

心肌梗塞
Ischemia 模組
HR、RR、BP、SpO2、
ST-II、雷達圖

Arrhythmia 模組
HR、RR、BP、SpO2、
QTc、PVC

常規參數：HR、
BP、RR、SpO2

依規範設定參數警訊上下限
監視病人

圖二 制定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流程圖
視器程式，調整趨勢圖大小介面及ST雷

察趨勢時間長度、調整趨勢數值及顯示

達圖形修正，讓圖形在螢幕上較不佔版

過往數據、水平箭頭指示含意、ST雷達

面。

圖ST變化及顏色反應等。

(三)製作簡易操作手冊：從2016年12月

(五)規劃教育訓練：從2016年12月25日

22日至2016年12月29日，包括利用「變

至2017年1月5日，預計安排二場教育訓

更畫面」切換專科畫面arrhythmia模組與

練，每場預估30分鐘，講師由儀器工程

ischemia模組、調整趨勢折線圖時間方式

師擔任，採課室教學與實務操作演練，

(每30分鐘、1小時、2小時、4小時、8小

若未參加者，採個別指導說明。

時、最多12小時)、水平箭頭指示上下反

(六)訂定稽核制度：從2017年1月2日

應近10分鐘趨勢變化(超過5%以45度角呈

至2017年1月7日，與單位主管擬定稽核

現；超過15%以90度角呈現；無變化以水

制度及稽核表，內容包含設定時機、

平箭頭呈現)、ST基準線顯示入院後或胸

arrhythmia模組或ischemia模組設定正

悶痛發生前後之對比、ST雷達圖以顏色

確、警訊限值設定及閾值設定等，由專

區分即刻觀察每5分鐘12導程ST段變化內

案小組人員執行稽核。

容。

二、執行期(2017年1月8日至2017年
3月14日)

(四)錄製生理監視器操作步驟說明影

104

其它

片：從2016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29

(一) 2017年1月8日張貼公告修訂的病

日，依據新制訂的病房常規「生理監視

房常規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操作流程，

器參數設定流程」，及「簡易操作手

請人員閱讀後簽名。

冊」內容，每當新病人入院註冊設定流

(二)宣導及說明專案：2017年1月9日

程、專科參數組合切換模組畫面、警訊

於晨會時由專案小組成員向護理人員宣

限值設定與原則、參數趨勢圖意義、觀

導，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正確的重要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核結果仍有2位同仁未依參數設定操作流

介面說明，並取得同仁共識與配合執行

程執行，予立即個別指導。

方案。

三、評值期(2017年3月15日至2017
年5月14日)

(三)病室內放置簡易操作手冊：2017年
2月21日提供護理人員快速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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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制定專科生理參數模組與趨勢圖

(一)專案實施後利用『生理監視器參

(四)上傳操作步驟影片至社群平臺：

數設定正確率之查檢表』進行第一次評

2017年2月21日至2017年2月27日將生理

值，於3月15日至20日，分三班收集資

監視器操作步驟說明影片，上傳至社群

料，稽核14床，收集資料進行統計。避

平臺『LINE』之部門群組，強調日後新

免延宕效應，間隔21天後於4月10日至15

進或調入護理人員及未參加教育訓練者

日進行第二次評值。
(二)2017年5月6日至5月14日，針對護

方便學習。
(五)舉辦教育訓練：分別在2月27日及

理人員共計30名，了解護理人員於教育

3月8日由儀器工程師擔任講師，針對30

訓練後，關於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認知

位護理人員，參與率100%，各舉辦一場

之前、後差異(表三)。

30分鐘教育訓練，介紹arrhythmia模組、

結果評值

ischemia模組及操作流程，引導人員實際

經專案實施後依『生理監視器參數

操作。
(六)宣導稽核制度：於晨會時，由專案

設定正確率之查檢表』進行稽核，護理

小組宣導稽核制度，訂定每月25日至30

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正確率為

日，由專案小組依稽核表單內容分別稽

92.2%(第一次評值)；第二次評值效果仍

核5位人員對生理參數設定情形，初步稽

持續上升至94.8%(如表四)，除達本專案

表三 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認知正確率之前後比較
項目/面向

( N ＝ 30 )

改善前

改善後

差異

93.3%

100.0%

↑6.7%

依臨床評估
低血鎂所影響的參數
低血鉀所影響的參數
出現休克症狀時參數的變化
心律不整疾病應具備之參數
心肌梗塞疾病應具備之參數

70.0%
60.0%
36.7%
33.3%

87.8%
90.7%
90.3%

↑17.8%
↑30.7%
↑53.7%

90.0%

↑56.7%

93.3%

↑10.0%

依醫療處置
抗心律不整用藥所影響的參數
強心劑使用後參數的變化
MgSO4藥物治療後的參數變化
抗生素藥物治療後的參數變化
心導管檢查後應監測的參數
平均正確率

83.3%
76.7%
73.3%
53.3%
36.7%
61.7%

90.0%
93.3%
90.3%
89.3%
91.5%

↑13.3%
↑20.0%
↑37.0%
↑52.7%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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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專案實施前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正確率之比較

提升心臟加護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之正確率

面向項目

常規參數設定

專科參數設定

內容

實施前
( N ＝ 297 )
正確
次數

正確率
(%)

正確
次數

正確率
(%)

第二次評值
( N ＝ 253 )
正確
次數

正確率
(%)

HR

32

10.8

216

93.1

240

94.9

BP

45

15.2

209

90.1

241

95.3

RR

37

12.5

210

90.5

252

92.9

SpO2

233

78.5

232

100.0

253

100.0

QTc

25

8.4

213

91.8

240

94.9

PVC

25

8.4

208

89.7

239

94.5

ST

25

8.4

210

90.5

231

91.3

20.3

平均正確率

92.2

94.8

註：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正確率公式＝(護理人員執行生理監視器參數設定正確次數÷查檢總次數)×100%

目標值外，附加效益在於醫療團隊的正

導線，需耗費時間，此為本專案遇到之

向反應，在生理監視器畫面，同仁表示

阻力。所幸，透過跨部門合作儀器課工

模組整合後，操作介面簡化，相對縮短

程師的幫忙下，迅速收集到14條5導線，

調整儀器介面時間，此為專案實施後深

提供每床生理監視器使用。再者，由於

獲好評。

心臟加護病房病人容易因多重用藥造成

討論與建議
此專案結果顯示，經宣導參數正確
設定重要性與充份教育訓練，強調第一

106

第一次評值
( N ＝ 232 )

long QT Syndrome，參數組合中的QTc參
數更是成為醫療處置前輔佐醫師判讀的
重要指標，因而在醫療處置的輔助及減
少醫療判讀的時間上取得最大助力。

線醫護人員應加強對參數設定與病人安

生理監視器現今雖普及於各急重症加

全的重視；訂定參數正確設定流程納入

護病房中，但在生理監視器與資訊整合

病房常規，使同仁在參數設定有依據可

仍尚未臻完善，在專案實施期間，尚未

循，改善複雜儀器介面，設計專科性模

能與資訊工程師討論整合參數，納入護

組(含趨勢圖介面)與簡易型操作手冊，簡

理資訊系統，此為本專案最大限制。未

化儀器介面，縮短調整介面時間，本專

來建議能將醫護人員所監測到的參數，

案改善後確實得到良好成效。藉此讓同

結合資訊，將參數值可直接上傳至護理

仁更深刻了解參數設定與病人安全的重

或醫療紀錄中，降低書寫錯誤及縮短書

要性，進而提升臨床應用與床邊生理監

寫記錄時間，盼能成為標竿學習目標，

視器正確使用之效應。

提供不僅限於心臟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

實施期間，其中材料購置方面，由於

應用，更能運用相同概念的解決方案平

需短時間內備妥14條5導線的生理監視器

行推展至各重症單位，增進病人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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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護品質，提升醫院醫療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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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就有福，有願就有力。
~ 證嚴法師靜思語 ~

With good intentions come blessings.
With the will comes the strength.
~ Master Cheng Y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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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Monitor Settings in a Cardiac ICU
Yu-Min Hung*, Ching-Ying Chiang, Wei-Ru Huang, Yueh-O Chuang**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wa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monitor settings in cardiac
intensive care units (ICUs). The accuracy of monitor settings in this project was only 20.3%,
and the identified reasons were as follows: the knowledge of nursing staff regarding the
monitoring system was only 61.7%, the system was not setting correctly according to the
alarm, the lack of bedside operation manuals, a complex operational interface, a nonstandard
ward routine, and a lack of timely educational training. Our team develope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1) Standardizing the operating and
setting sequence of monitors, (2) setting the modules for cardiological parameters such as
arrhythmia and ischemia, (3) making educational videos for monitor setting, and (4) periodic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The accuracy of monitor settings in a cardiac ICU improved from
20.3% to 92.2% immediately and to 94.8% by the third week due to the efforts of our
team. The knowledge of nursing staff regarding the monitoring system also improved from
61.7% to 91.5%. The projec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technique of monitor setting in a
cardiac ICU; this improvement can help medical teams swiftly handle changes in a patient’s
condition. The same strategies can be applied in other ICUs to build different parameter
modules for varied specialties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19; 18:6, 98-108)
Keywords: cardiac ICU, monitor, operating and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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