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組、類別依圈名筆劃排列

獎別 類別 公司 圈名 主題

基層改善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300mm TB

第一圈
改善晶圓廠先進製程傳送時間

基層改善 聯華電子(股)公司 Auto Circle圈 縮短28奈米線寬量測機台生產週期

基層改善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EBO 光罩圈 建立光罩生產新架構:大幅提升人員生產力

基層改善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6精進圈IX 改機無極限，金屬蝕刻品質產能及成本在進化

基層改善 全興工業(股)公司 耕心小組 一體枕頭車縫線整流化改善

基層改善 中國鋼鐵(股)公司 揚遠圈 降低中精軋垂直軋機誘導器更換工時

基層改善 統一企業(股)公司(楊梅總廠) 精實圈 冰塊包裝重量優化

基層改善 聯華電子(股)公司 響圈圈 提升 OHT 傳送效率

專案改善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ab12A翔龍

圈
地表最穩薄膜電阻，Smart Phone好聲音不是夢

專案改善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4A黑皮圈 Fab14A 氣體成本減量

專案改善 聯華電子(股)公司 變化圈 提升H製程接觸窗蝕刻機台產能

基層改善 旺宏電子(股)公司 RAP圈 提高Hold Lot處理時間效率

基層改善 旺宏電子(股)公司 SMART圈 降低 CD WAFER 的成本

基層改善 高雄榮民總醫院 守心圈 提升心導管檢查治療輻射防護安全作業

基層改善 聯華電子(股)公司 卓越圈 改善HI離子植入機台Tune Beam時間

基層改善 臺中榮民總醫院 呼吸圈 提升愛滋感染者住院照護品質

基層改善 欣興電子(股)公司 明日之欣圈 降低S3廠增層段報廢率

基層改善 光陽工業(股)公司 省力Ａ圈 液壓成形作業效率提升改善

基層改善 中國鋼鐵(股)公司 創新圈
改善大鋼胚三號連鑄機，鋼液分配器閥門閥組裝

方法

基層改善 台灣電力公司尖山發電廠 儀控圈 提升二期機組重油運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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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改善 澄清綜合醫院 橡皮圈 降低護理人員動脈血液採檢重複穿刺率

*各組、類別依圈名筆劃排列

獎別 類別 公司 圈名 主題

基層改善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優腎圈 降低血液透析病人人工腎臟凝固率

基層改善 台灣電力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 營測圈 降低#2機減低震器大修檢測不符合率

基層改善 高雄榮民總醫院 藥合圈 提升高齡病人的用藥整合率

基層改善 統一企業(股)公司 響馬圈 改善大PE線製程損失

專案改善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0晶致圈 F10 BMY指標突破與精進

專案改善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4B Win-Win

圈
先進製程16奈米產能大躍進

專案改善 聯華電子(股)公司 三力圈 提升氧化層研磨機高規製程生產力

專案改善 聯華電子(股)公司 熊蜂圈 降低薄膜生產物料成本大作戰

基層改善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CS圈 運用風險管理於新生兒失竊防範

基層改善 欣興電子(股)公司 YOYO圈 降低P22內層製程中報廢率

基層改善 澄清綜合醫院 向日葵圈 提升門診就醫民眾口罩配戴率

基層改善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安心圈 提升中醫住院病人睡眠品質

基層改善 中山科學研究院飛彈火箭研究所 展望圈 降低後積匣油管漏油失效率

基層改善 台灣松下電器(股)公司 強勝隊 薄型TV LINE生產性提升挑戰

基層改善 盛餘(股)公司 發發圈 減少GL黑影缺陷的產生

基層改善 臺北大眾捷運(股)公司 聯結成一圈 降低文湖線電聯車異音故障件數

專案改善 欣興電子(股)公司 ETS 12/12 線路平台產品良率提升

專案改善 華邦電子(股)公司 桂冠圈 2Gb車用型記憶體抗水能力品質大躍昇

專案改善 華邦電子(股)公司 蝕製圈 提升38奈米動態記憶體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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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類別依圈名筆劃排列

獎別 類別 公司 圈名 主題

基層改善 三軍總醫院 安寧圈 降低安寧住院病人壓瘡發生率

基層改善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彩虹圈 降低急診護理站血液檢體退件率

基層改善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觀心圈 降低內科住院病人跌倒傷害率

基層改善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FFS圈 降低內科病房護理人員加班率

基層改善 大成長城企業(股)公司 拓荒者圈 放對放滿放輕鬆 - 降低壓粒機台維修時間

基層改善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捷運圈 提升痔瘡病人術後溫水坐浴滿意度

基層改善 三軍總醫院 讚腎圈 提升腹膜透析病人血磷控制達成率

專案改善 京元電子(股)公司 提升圈 提升微機電整合系統(MEMS區)產品UPH

基層改善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BEAUTY圈 提升客戶對醫病共享決策看診模式之認同

基層改善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口碑圈 縮短急診3.4.5級的擁擠時間

基層改善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平安圈 提升外科值班交接班（以紅、黃燈為主）完成率

基層改善 春源鋼鐵工業(股)公司 光輪圈 降低SP5分條刀具研磨成本

基層改善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愛腎圈 降低血液透析急住診批價錯誤率

基層改善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暖暖圈 降低早產兒出生後一小時內低體溫之發生率

基層改善 春源鋼鐵工業(股)公司 藍海圈 降低剪床(冷軋)生產異常量

專案改善 童綜合醫院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向陽圈 精實子宮頸抹片作業流程以提升工作效能

專案改善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磁力圈 運用醫療資訊系統提升末期判定作業完整率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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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類別依圈名筆劃排列

獎別 類別 公司 圈名 主題

基層改善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活力圈 降低血液透析機警報聲發生率

基層改善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救生圈
運用ABCDE bundle提升加護病房呼吸器病人臨

床照護成效

基層改善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愛腎圈 降低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

基層改善 至興精機(股)公司 精沖圈 降低鎖定棘輪不良率

基層改善 中龍鋼鐵(股)公司 機優圈 降低氧氣場主熱交換器63kg/cm2耐壓測試工時

基層改善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鑰匙圈 提升前列腺肥大病人就醫照護品質

專案改善 晶元光電(股)公司 打擊圈 降低NP Metal蒸鍍成本

基層改善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OBS圈 降低住院病人非預期性管路滑脫發生率

基層改善 淡江大學 三全圈 提升蘭陽校園線上報修系統服務效率及滿意度

基層改善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五福藥師圈 優化門診調劑作業流程

基層改善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多元圈 導入人因工程及精實醫療優化門診處方調劑作業

基層改善 欣銓科技(股)公司 甜甜圈 改善出貨作業程序人為失誤件數

基層改善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慈濟診所 朝腎圈 降低血液透析病人點滴滴空發生率

基層改善 璨揚企業(股)公司 進化圈
縮減22531系列Lead Time-由432Hr減低至

276Hr

基層改善 中龍鋼鐵(股)公司 飲料圈 解決鑄粉機落料不良問題

基層改善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精化圈
利用精實醫療改善癌症病人住院化療流程以提升

照護品質

基層改善 臺北榮民總醫院 齊心圈 提升住院病人口腔清潔率

基層改善 關東鑫林科技(股)公司(雲林廠) 關鑫2圈 Chemical S Gallon瓶口殘液改善

專案改善 東元電機(股)公司

IE3立式高效馬

達6P-200HP噪

音性能提昇

改善噪音水準，滿足客戶需求

專案改善 中德電子材料(股)公司 一塵不染圈 改善晶圓表面缺陷剔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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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改善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勝E圈 遠離暴力-重建急診職場安全

*各組、類別依圈名筆劃排列

獎別 類別 公司 圈名 主題

基層改善 欣銓科技(股)公司 Coin圈 降低拆批單錯誤率-以437客戶為例

基層改善 中德電子材料(股)公司 一律(粒)搞定圈 增加矽晶圓消化處理的分析資料產出率

基層改善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大樹圈
降低精神科急性病房病人夜間鎮靜安眠藥重複使

用率

基層改善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不倒翁圈 降低急性精神科病房暴力發生之人員受傷率

基層改善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內湖國泰診所 內湖守護圈 提升糖尿病眼底篩檢率

基層改善 璨揚企業(股)公司 打倒不良團 插件DIP生產前3大產品不良數零化

基層改善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同心圈 降低因跌倒至急診就醫病人返家後再跌倒發生率

基層改善 臺北榮民總醫院 守護微笑圈 降低病房病人血流感染率

基層改善 臺北榮民總醫院 紅唇圈 藉由吞嚥訓練提升頭頸癌病人鼻胃管移除率

基層改善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致腎鮮師圈 流程再造以提升門診透析病人備血當日輸血完成率

基層改善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桃氣圈 降低ICU非計畫性氣管內管滑脫率

基層改善 東元電機(股)公司 圈圈圈 A-LINE降低IE3馬達組裝不良率

基層改善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減廢圈 提升有機金屬中和效率10倍

基層改善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貼心圈 提升孕產期婦女照護成效

基層改善 台虹科技(股)公司 塗壓圈
節省T7塗佈機與C1環化機人員工時、維持作業效

率

基層改善 榮眾科技(股)公司 愛能圈 降低廢水污泥重量

基層改善 國泰人壽保險(股)公司 滈典圈 降低保戶臨櫃作業辦理時間

基層改善 臺北榮民總醫院

運用醫療團隊管

理資源(TRM)提

升急診緊急重大

改善急診緊急重大手術之作業流程規範、環境及

人員因素，以提升緊急重大手術達成率，並縮短

手術送刀之作業時效

基層改善 台灣巴斯夫(股)公司 鈴鐺圈
降低自動取樣機重取率-改善自動取樣機內取樣基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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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改善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螞蟻圈 降低內科病房痰液細菌檢體退件率

基層改善 太洋新技(股)公司 嚕啦啦圈 降低噴砂區#6,#7機設備及週邊作業損失

*各組、類別依圈名筆劃排列

獎別 類別 公司 圈名 主題

基層改善 台灣肥料(股)公司 繞圈圈 產品履歷資料建構整合計畫

專案改善 陶氏化學(股)公司
切削製程粉塵數

量改善
切削製程粉塵數量改善

專案改善 中德電子材料(股)公司 金歹賣圈 降低再生矽原料金屬(鐵)含量

專案改善 荷蘭商嘉柏微電子材料有限公司 精進圈 研磨墊之溝渠品質改善

專案改善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諾亞方舟
建構醫療糾紛早期警示系統及導入正念減壓提升

潛在醫糾偵測率

專案改善 陶氏化學(股)公司 羅門哈斯圈 新型墊片生產與品質改善

*各組、類別依圈名筆劃排列

獎別 類別 公司 圈名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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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部門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5晶鷹圈 降低顯影液排放造成之水質毒性

間接部門 華邦電子(股)公司 巨資圈 建立晶圓外觀異常的偵測系統

間接部門 旺宏電子(股)公司 爆笑圈 彌補旺宏一廠年節電率差異

間接部門 聯華電子(股)公司 鷹眼圈 Q 產品外包測試品質大躍進

LEAN 欣興電子(股)公司 任意圈 提升含金報廢板金回收率

TPM 聯華電子(股)公司 致遠圈 降低量測機台生産損失大作戰

間接部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工蜂圈 降低醫療檢體氣送系統故障次數

間接部門 聯華電子(股)公司 快閃圈 A-40奈米嵌入式快閃記憶体驗證成功及快速量產

間接部門 欣興電子(股)公司 啄木鳥圈 降低H3廠人員月平均加班率

第30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獲獎名單-特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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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部門 臺中榮民總醫院 得來速圈 縮短新進員工報到作業時間

LEAN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多元圈 運用HFMEA及精實醫療精進勤務傳送安全與效率

LEAN 臺中榮民總醫院 快捷圈 提升院內計畫專任研究助理薪資作業效能

*各組、類別依圈名筆劃排列

公司 圈名 主題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ab12A翔龍

圈
地表最穩薄膜電阻，Smart Phone好聲音不是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觀心圈 降低內科住院病人跌倒傷害率

得獎單位

中國鋼鐵(股)公司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統一企業(股)公司(楊梅總廠)

臺中榮民總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

聯華電子(股)公司

推動單位

工業工程處

客戶服務及品質系統部

*依筆劃順序排列

2

3

4

5

6

7

銅

塔

獎

醫務企管室 品質管理組

QCC小組

品質管理中心

第30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獲獎名單-最佳改善創新獎

台灣持續改善活動推行卓越獎

序號

1

組別

至善組

團結組

企劃室品管組

TQM 處(品質營運管理處)



序號 獎項 發表單位

1-07 特優獎 壢新醫院

1-25 特優獎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28 特優獎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58 特優獎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1-60 特優獎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

2-21 特優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

2-43 特優獎 澄清綜合醫院

2-44 特優獎 澄清綜合醫院

2-67 特優獎 臺中榮民總醫院暨灣橋分院

2-73 特優獎 臺中榮民總醫院

3-48 特優獎 臺灣福吉米(股)公司

3-49 特優獎 中國鋼鐵(股)公司

3-50 特優獎 中國鋼鐵(股)公司

3-51 特優獎 統一企業(股)公司(楊梅總廠)

3-55 特優獎 聯華電子(股)公司

1-46 優等獎 弘光科技大學

1-54 優等獎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1-59 優等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醫院

1-61 優等獎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

1-62 優等獎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提升大鋼胚鋼液分配器上蓋壽命

冰塊製程優化改善

減少銅區介電層蝕刻機台測機時間

提升電子書借閱率

降低兒科病童靜脈留置針注射部位重貼率

運用預應式改善手法提升醫院火災危機管理及緊急應變處理能力

運用創新手法降低新生兒加護病房非計畫性氣管內管滑脫發生率

建置台灣救護車到院前心電圖系統-六年期研究

提升透析病人穿刺部位自我清洗完整率

降低員工機車事故職業災害發生率

提升加護病房重症末期病人安寧療護服務介入率

運用雲端科技建置及結合QR code以提升新生兒加護病房護理指導

之完整率

我可以早一點做完心臟超音波檢查嗎?

台灣持續改善活動海報發表評選得獎名單
*依發表順序排列

發表主題

運用資訊平台優化抗生素管理

降低外科病房家屬腸造口黏貼滲漏率

降低腦中風病人鼻胃管留置比率

降低加護病房呼吸器相關肺炎發生率

提升傳統開心手術術後疼痛照護成效

縮短製造工時，提升工作效率

降低冷卻水箱備品更換工時



1-66 優等獎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提升放射治療病人準時治療率



序號 獎項 發表單位

1-73 優等獎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2-01 優等獎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2-18 優等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醫院

2-23 優等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

2-27 優等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

2-29 優等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

2-30 優等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

2-75 優等獎 臺中榮民總醫院

3-08 優等獎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3-13 優等獎 馬偕紀念醫院

3-15 優等獎 中龍鋼鐵(股)公司

3-47 優等獎 統一企業(股)公司

3-62 優等獎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3-63 優等獎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04 佳作獎 壢新醫院

1-09 佳作獎 壢新醫院

1-55 佳作獎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1-57 佳作獎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1-63 佳作獎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64 佳作獎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電子學習歷程系統對節省醫院資源、空間、時間的成效

運用PRECEDE模是降低手術室針扎傷發生率

運用品管整合跨領域，提升兒少保品質成效

降低焦爐氣系管線水封清洗工時

科學麵油炸用油管理之改善方案

降低檢體退件率

運用HFMEA手法降低檢驗報告錯誤率

提升急診與內科病房團隊交班效能

降低Pethidine核發異常事件發生率

運用精實手法提升儀器管理效能

以精實理念運用ECRS手法改善小夜班助理員工時效

利用創新資訊系統降低院內心跳停止之發生

提高兒童運動測試最大耗氧量達成率

改善加護中心高危用藥給藥流程

降低醫療尖銳物扎傷發生率

運用PDCA改善醫院電器安全管理

提升門診口腔癌篩檢人數

引領全球之幽門螺旋桿菌除菌治療

提升醫療儀器初級保養完整率與效率

縮短住院作業等候時間

台灣持續改善活動海報發表評選得獎名單
*依發表順序排列

發表主題



1-79 佳作獎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居佳褥瘡個案營養介入之改善



序號 獎項 發表單位

2-02 佳作獎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2-03 佳作獎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2-26 佳作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

2-45 佳作獎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2-47 佳作獎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2-49 佳作獎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2-72 佳作獎 員林郭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2-74 佳作獎 臺中榮民總醫院

2-80 佳作獎 國泰人壽保險(股)公司

2-81 佳作獎 國泰人壽保險(股)公司

3-10 佳作獎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3-17 佳作獎 中龍鋼鐵(股)公司

3-27 佳作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3-52 佳作獎 統一企業(股)公司(楊梅總廠)

3-53 佳作獎 統一企業(股)公司(楊梅總廠)

3-59 佳作獎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3-61 佳作獎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3-64 佳作獎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3-65 佳作獎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3-79 佳作獎 彰化縣衛生局

提升血液透析病人血清白蛋白指標達成率

提升彰化縣糖尿病基層與專科醫師合作成效

甜點班製程能源成本優化

降低住院期間護理人員給藥錯誤率

降低化學治療給藥異常事件發生率

提升辦理入出院流程服務效率

提升新契約電訪滿意度

提升新契約電話接通完成率

縮短病歷資料申請作業時間

降低FMR電熔爐測溫故障率

運用跨團隊提升藥師於管制性抗生素審核率

護理之家感染密度改善專案

提升下消化道檢查(大腸鋇劑攝影)之病人滿意度

應用精實管理手法提升內視鏡手術B類醫材管理效率

全靜脈營養治療流程改善-降低TPN醫囑與處方異常發生率

運用PDCA循環建構品質管理中心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文化

發表主題

A3 Speed充填機製程優化改善

台灣持續改善活動海報發表評選得獎名單
*依發表順序排列

提升電療區儀器耗材之使用效能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降低加護病房非計畫性氣管內管滑脫率

運用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降低加護病房血流感染密度



序號 獎項 單位

5 特優獎 聯華電子(股)公司 新加坡廠

4 優等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

3 佳作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序號 獎項 單位

15 特優獎 澄清綜合醫院

8 優等獎 聯華電子(股)公司

9 佳作獎 聯華電子(股)公司

1 入選獎 臺中榮民總醫院

2 入選獎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6 入選獎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7 入選獎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0 入選獎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 入選獎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2 入選獎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5 入選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27 入選獎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題

卓越圈-日夜班交接的改善

你的健康‧我們用愛心守護

2007年~ 「慶祝第20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現場熱情有勁的啦啦隊

表演」

第一屆品管圈發表會鍾朝嵩教授致詞

盡情揮灑自己的色彩年輕不要留白

第15屆全國團結圈決賽發表

團結30  影片徵選 ~ 那些年，我們一起動手做改善

團結30  圖文徵選 ~ 老照片、話當年
*入選獎依編號排序

社區長者防跌守護者-ER

主題

那些年~造就了這些年~（2001年）

聯電第一次奪得團結圈金塔奬，也是半導體業界的第一次

（1999年）

第一次由非生產部門獲得團結圈金塔奬，聯電也在同年晉級至善組

（2005年）

智慧之手推動改善~中榮心臟血管中心丁紀台主任

「銀」接勝利

杜壯老師 ~ 我們懷念你

大太陽下的硬漢 ~

2008年~「聯電星光圈首次晉級至善組奪金，也是全國團結圈活動

第一個奪金的海外單位」



序號 獎項 單位

82 特優獎 臺北榮民總醫院

63 優等獎 聯華電子(股)公司

29 佳作獎 澄清綜合醫院

1 入選獎 全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入選獎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內科加護病房

24 入選獎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42 入選獎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3 入選獎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46 入選獎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7 入選獎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8 入選獎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58 入選獎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60 入選獎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62 入選獎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66 入選獎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78 入選獎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79 入選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

80 入選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

83 入選獎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93 入選獎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齊心圈

不倒圈

愛腎圈

同心小組

手護圈

主題

癌心圈

三心圈

神龍圈

氧機圈

卓越圈

黑眼圈

螞蟻圈

Auto Circle圈

RAP圈

揚遠圈

藥使圈

潮流圈

圈圈圈

套圈圈

守心圈

團結30  圈徽徵選 ~ 小小圈徽，大大意涵
*入選獎依編號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