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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想探討性別、年齡、幸福感和人格特質等個人性 

因素，和他人評價與看法、大眾媒體與流行以及地理環境等社會性因素

對於 偏好粉紅色服飾者的影響，並希望能了解在台灣地區的民眾心中所

認為的粉 紅色為何種明度、彩度的色相，是否在不同性別、年齡以及地

理環境上有態 度和偏好的差異性存在。 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方式，使用



情感量表 2、個人特徵問卷（PAQ）以 及自製量表，共 69 題；在粉紅色

的色彩偏好與態度測試部分，使用 P.C.C.S. 體系新配色色票 199A 作為測

試色票；以 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和相關 分析對問卷統計結果進行

檢定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不同的性別、年齡對於偏好粉紅色服飾具有

統計上的顯著 差異性，女性確實較男性更偏好粉紅色服飾，且年齡層越

大者較年齡層小者 更偏好粉紅色服飾；而個人的幸福感、人格特質中的

男性氣質部分與粉紅色 服飾偏好之間具有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此外，

他人評價與看法、大眾媒體及流行的影響也都與個人偏好粉紅色服飾之

間亦具有統計上顯著的相關 性；在所有可能影響變項中，以流行的影響

與粉紅色服飾偏好之間的相關性 最高；地理環境和人格特質中的女性氣

質及雙性氣質部份，則與個人偏好粉 紅色服飾之間不具有統計上顯著的

相關性。色票測試部分可得不同性別、年 齡對於粉紅色色票的選擇結果

相似，皆較喜好明度高、彩度低的色票，較厭 惡明度低、彩度高的色

票，南北地區民眾雖對粉紅色服飾的偏好無顯著差 異，但在色票選擇

上，南部地區對於粉紅色服飾的明度、彩度接受與否涵蓋 範圍較北部地

區更廣。 在未來研究方向部份，本研究亦針對了身體特徵與色彩偏好、

服飾穿著 場合及服裝款式、材質、服裝與幸福感、粉紅色服飾的色彩搭

配及比例以及 對於粉紅色的喜好跟厭惡部份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議。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genders, ages, well-being, an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ocial factors including 

mass media, fashion,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people who prefer pink 

dress. In the meantime, it wished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and chroma to the public 

in Taiwan and whether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preference of genders, ages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questionnaires survey 

with Affectmeter 2, PAQ (Personal Attribute Questionnaire) and self-made scale in 

a total of 69 questions. The pink color preference and attitudes test adopted the 

199A in P.C.C.S. system. Examinat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were made with 

T-test, one-way ANOVA,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show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ink dress preference of genders and ages. Women prefer 

pink dresses more than men. Older people like pink dress more than the young. 

Individual well-being and masculinity in personal traits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ink dress preference; so are other people’s evaluation, mass media and 

fashion influence. Among all possible variables, fashion influence had the highest 

relation to pink dress preferenc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emininity, and 

androgyny were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preference of pink dress. 

From color test, different genders and ages had similar selections of pink color. 

They liked color with higher value and lower chroma and they disliked color with 

lower value and higher chroma.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peopl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Taiwan. However, had broader coverage of value 

and chroma of pink dress than the people in northern Taiwan. This research also 

offer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on body characteristics and color preference, 

dress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arrangement and proportion of dress styles, materials, 

well-being and pink dress as well as liking and disliking of pink. 



論文

目次 

中文摘要........................................................i 英文摘

要....................................................iii 誌謝頁..........................................................v 

目錄..........................................................vi 圖目

次.......................................................viii 表目

次.........................................................ix 第一章 緒

論....................................................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

機......................................1 第二節 研究目的............................................3 第三

節 研究問題............................................4 第四節 名詞釋

義............................................4 第二章 文獻探討................................................6 

第一節 色彩偏好及其影響因素................................6 一．色彩偏

好............................................6 二．影響色彩偏好的個人因

素..... .......................10 三．影響色彩偏好的社會環境因素.........................26 

第二節 粉紅色色名原由與色彩意象、情感......................32 一．粉紅色色彩

原由.....................................36 二．粉紅色色彩意象和聯

想...............................37 第三節 粉紅色相關研究及商品應

用...........................41 一．粉紅色的相關研究...................................41 二．粉

紅色商品介紹.....................................44 第三章 研究方

法...............................................55 第一節 研究流程...........................................55 

第二節 研究架構...........................................56 第三節 研究假

設...........................................57 第四節 研究範圍...........................................59 第

五節 研究限制...........................................59 第六節 研究之操作型定

義...................................60 第七節 研究設計與實施步驟.................................60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68 第一節 描述性樣本資

料.....................................68 第二節 信度分析...........................................69 第三

節 人口統計變項對於各影響因素之分析...................70 第四節 人口統計變

項與色票偏好之結果分析..................101 第五章 結論與建

議............................................110 第一節 研究結論..........................................114 

第二節 未來研究發展方向與建議............................122 參考文

獻......................................................125 附錄一 專家效度問

卷..........................................133 附錄二 前測問

卷..............................................137 附錄三 正式問

卷..............................................141 附錄四 2003-2007 年 聯合報、聯合晚報、

民生報、星報、經濟日報之粉 紅色商品報導內容.......................................146 

圖 目 次 圖 2-1 態度與服裝行為的分析模式................................11 圖 3-1 研

究流程................................................55 圖 3-2 研究架

構................................................56 圖 3-3 粉紅色色票認知前測結

果..................................64 圖 3-4 色票排列方式............................................64 圖

5-1 研究結果架構圖.........................................111 圖 5-2 研究結果架構圖：男

性部份................................112 圖 5-3 研究結果架構圖：女性部

份................................113 表 目 次 表 2-1 主觀幸福感定

義..........................................18 表 2-2 性別氣質的四個類

型......................................25 表 2-3 粉紅色的色彩聯想或意象名詞整

理..........................40 表 3-1 信度分析－前測問卷部份................................63 表

3-2 P.C.C.S 色彩體系換算成 R.G.B 及 C.M.Y.K...............65 表 4-1 問卷受試



者之調查地區分佈情形...........................68 表 4-2 問卷受試者之性別與年齡

分佈情形.........................69 表 4-3 信度分析...............................................70 表

4-4 「性別差異」與粉紅色服飾偏好之ｔ檢定....................71 表 4-5 「粉紅

色服飾偏好和看法」題目部份之平均數和標準差.......72 表 4-6 「粉紅色服

飾偏好和看法」題目部份之 T 檢定：性別差異....74 表 4-7 「年齡差異」

與粉紅色服飾偏好之 F 檢定..................75 表 4-8 「年齡差異」與粉紅色服

飾偏好之 F 檢定：性別部份........75 表 4-9 「幸福感」之 T 檢定：性別、

地區部分....................76 表 4-10 「幸福感」之 F 檢定：年齡部

分...........................76 表 4-11 「幸福感」與粉紅色服飾偏好之相關

性.....................77 表 4-12 「幸福感」與粉紅色服飾偏好之相關性：男、女

性部份.......77 表 4-13 「人格特質」之 T 檢定：性別、地區部

分...................78 表 4-14 「人格特質」之 F 檢定：年齡部份.........................79 

表 4-15 「人格特質」與粉紅色服飾偏好之相關性...................80 表 4-16 

「人格特質」與粉紅色服飾偏好之相關性：男、女性部份.....81 表 4-17 

「他人評價與看法之影響」題目部份之平均數和標準差........82 表 4-18 

「他人評價與看法之影響」題目部份之 T 檢定：性別部份.......83 表 4-19 

「他人評價與看法之影響」題目部份之 T 檢定：年齡部份.......84 表 4-20 

「他人評價與看法之影響」之 T 檢定：性別、地區部分..........86 表 4-21 

「他人評價與看法之影響」之 F 檢定：年齡部分...............86 表 4-22 「他

人評價與看法之影響」與粉紅色服飾偏好之相關性........87 表 4-23 「大眾

媒體與流行之影響」題目部份的平均數和標準差........88 表 4-24 「大眾媒

體與流行之影響」題目部份之 T 檢定：性別部份.......89 表 4-25 「大眾媒

體與流行之影響」之 T 檢定：地區部份...............90 表 4-26 「大眾媒體與

流行之影響」之 F 檢定：年齡部份...............91 表 4-27 「大眾媒體與流行

之影響」與粉紅色服飾偏好之相關性........92 表 4-28 「大眾媒體與流行之

影響」與粉紅色服飾偏好之相關性：性別部

份 .............................................................95 表 4-29 「地理環境之影響」與粉

紅色服飾偏好之 T 檢定..............95 表 4-30 「地理環境之影響」與粉紅色服

飾偏好之 T 檢定：性別部份....96 表 4-31 粉紅色服飾偏好與個人性、社會

性因素之相關性.............97 表 4-32 粉紅色服飾偏好與個人性、社會性因素

之相關性－男性部份...99 表 4-33 粉紅色服飾偏好與個人性、社會性因素

之相關性－女性部份..100 表 4-34 不同性別對於粉紅色色票選擇結

果........................101 表 4-35 各年齡層對於粉紅色色票選擇結

果........................103 表 4-36 不同地區對於粉紅色色票選擇結

果........................104 表 4-37 不同性別、年齡對於粉紅色色票選擇結果－台

北地區.........108 表 4-38 不同性別、年齡對於粉紅色色票選擇結果－高雄

地區.........109 表 5-1 人口統計變項對於粉紅色色票題目選擇的結果統

計..........121 

參考

文獻 

一．中文 Argyle, M.（1997）。幸福心理學（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

（施建彬，陸洛譯）。 台北市：巨流。（原作 1987 年出版） Fiore, A. M. 

& Kimle, P. A.（2002）。服飾業美學（二版）（Understanding aesthetics） 

（魏易熙譯）。台北市：商鼎文化。（原作 1997 年出版） Jerry, P. E.

（1994）。人格心理學（Introduction to personality）（林淑梨、王若蘭、

黃慧眞譯）。台北市：心理。（原作 1991 年出版） Kaiser, S. B.



（1997）。服裝社會心理學（二版）（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lothing）

（李宏偉譯）。台北市：商鼎文化。 Lurie, A.（1994）。解讀服裝（The 

language of clothes）（李長靑譯）。臺北市：商鼎文化。（原作 1992 年修

訂再版） Neuman, W. L.（2002）。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量化途徑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 Qualitatin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王佳煌、潘

道中、郭俊宏、黃瑋瑩譯）。台北市：學富文化。（原作 2000 年出版） 

Robinson, J. P., Shaver, P. R. & Wrightsman, L. S.（1997）。性格與社會心理

測量總覽上／下（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楊宜音、張志學、彭泗清等譯）。台北市：遠流。（原作 1990 年出

版） 大山正（1998）。色彩心理學。台北：牧村圖書有限公司。 大智浩

（1980）。設計的色彩計畫（陳曉冏譯）。台北市：大陸書店。 小林重

順（1986）。色彩行銷戰略（楊萬里譯）。台北市：前程。 王宇清

（2005）。萬古中華服裝史。台北：輔仁大學出版社。 末永蒼生

（2005）。色彩樂－追求幸福的色彩魔法。台北市：三言社。 石明家

（2001）。SPSS10.中文版統計資料分析實務應用。台北市：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伊慶春（1988）。中國女性的婚姻與職業。中國人：觀念

與行為（文崇一、蕭新煌主編）。台北市：巨流。 安琪拉萊特

（1997）。色彩心理學（新形象出版公司編輯部編譯）。台北縣：新形象

出版公司。（原著 1995 年出版） 江南發（1991）。青少年自我統合與教

育。高雄：復文。 呂月玉（1986）。色彩調色板。台北縣：漢藝色研。 

呂敏昌（1992）。國中生的活動壓力、因應方式與心理社會幸福感之關

係。私立文化大學兒童福利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縣。 呂清夫

（1984）。造型原理。台北：雄獅。 李少華、陳美芳（1990）。服裝的

色彩學。台北：藝風堂。 李美枝（1987）。性別角色面面觀。台北：聯

經。 李美枝、鍾秋玉（1996）。性別與性別角色析論。本土心理學研

究，6，260-299。 李素菁（2001）。青少年家庭支持與幸福感之相關研究

－以台中市國中升為例。私立靜宜大學青少年兒童福利研究所碩士論

文。 李清茵（2003）。家庭互動行為、心理需求滿足、關係滿意度與幸

福感之相關研究。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理與輔導研究所碩士論文，屏東

縣。 阮綠茵、沈冠伶、陳立民（2005）。不同人格特質之色彩嗜好與消

費型態相關研究。2005 色彩學研討會論文集，14-27。 林文昌（2003）。

色彩計畫。台北市：藝術圖書公司。 林伯賢（1999）。國人色彩偏好之

調查分析。藝術學報，64，1-10。 林佳燕（2001）。大學生個人特質因素

對色彩嗜好關係之研究。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新竹

縣。 林書堯（1991）。色彩認識論（四版）。台北：三民書局。 林書堯

（1998）。色彩學（五版）。台北：三民書局。 林麗玲（2006）。青少

年家人關係與幸福感之相關研究。私立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研究所

碩士論文，台北縣。 邵端珍、皮連生（1989）。教育心理學。台北：五

南圖書出版公司。 邱皓政（2005）。量化研究與統計分析：SPSS 中文視

窗版資料分析範例解析（二版）。 台北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施建彬（1995）。幸福感來源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高雄醫學院行

為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高雄。 徐躍之（2000）。穿對色彩愛情跟著

來。台北市：角色文化。 馬秀蘭、吳德邦（2002）。統計學以 SPSS FOR 

WINDOWS 為例。台北：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高偉修



（1996）。色彩偏好與服飾消費之關係-以台北市女性消費者為例。私立

輔仁大 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縣。 崔紅，王登峰（2005）。

性別角色類型與心理社會適應的關係研究。中國臨床心理學雜 誌，13

（4），411-413。 張老師月刊編輯部（1998）。中國人的幸福觀：命運與

幸福（三版）。台北市：張老師。 張保隆、謝寶煖（2006）。學術論文

寫作：APA 規範。台北市：華泰文化。 張春興（1989）。張氏心理學辭

典。台北市：東華書局 張春興（1991）。現代心理學：現代人硏究自身

問題的科學。台北市：臺灣東華。 張美麗（1987）。性別角色模式和性

別角色發展。幼兒教育年刊，76（2），184-195。 許毓麒（2004）。「吞

世代」族群對色彩偏好的探討。私立大葉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彰

化縣。 許韶芹（2005，2 月 2 日）。單身熟女引爆粉紅商機。聯合報，

B2 版。 郭李靖（2003）。人格特質與品牌個性對品牌偏好的影響。國立

交通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新竹縣。 郭怡玲（1995）。青少年

母子互動與婦女及其子女心理社會幸福感－比較研究。私立文化大學兒

童福利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縣。 野村順一（1985）。商品色彩論。東

京：千倉。 野村順一（2000）。色彩學與你（沈永嘉譯）。台北市：大

展。 陳仲庚、張雨新（1990）。人格心理學（二版）。台北市：五南 陳

俊伶（2005）。害羞、社交自我效能以及主關係福感知相關研究－以軍校

生為例。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行為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縣。 陳

俊宏（1988）。色彩嗜好與色彩意象之調查與分析。台北：藝風堂。 陳

俊宏（1998）。國人色彩嗜好調查研究 1996 與 1997 之調查結果與分析。

雲林科技大學，雲林縣。 陳騏龍（2001）。國小兒童情緒智力與幸福

感、人際關係及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國立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理與輔

導研究所碩士論文，屏東縣。 陸洛（1998）。中國人幸福感之內涵、測

量及相關因素探討。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8

（1），115-137。 陶福媛（2005，4 月 9 日）。Pink 瘋 服飾篇－衣服 包

包 40 歲熟女＂粉＂愛。民生報，A5 版。 喬昭華、鄭靜宜、蘇旭珺、饒

湘蘭、賴裕綺等編著（2003）。服飾與生活。台北縣：國立空中大學。 

彭翠婷（2005）。色彩會說話－從心出發。台北市：小石頭文化。 費雪

莫金（Fischer-Mirkin, T.）（2003）。服裝密碼：女人的秘密（Dress 

code:Understanding the hidden meaning of women＇s clothes.）（杜亞侖譯）。

台北市：知書坊。（原作 1995 年出版） 隋嘉如（2005）。企業形象制服

色彩之認知與偏好－以銀行與證券業女性制服為探討對象。私立輔仁大

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縣。 黃元慶（2004）。服装色彩學。

北京：中國紡織出版社。 黃文三（1998）。近三十年來我國青少年性別

角色研究的回顧與分析。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學刊，14，231-

274。 黃資惠（2002）。國小兒童幸福感之研究。國立台南師範學院國民

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台南市。 黃薇（2006）。粉紅力＝pink power。台

北市：茵山外。 楊國樞、瞿海源（1972）。中國大學生現代化程度與心

理需求的關係－中國人的性格。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台北。 楊國

樞、瞿海源（1974）。中國人的現代化：有關個人現代性的研究。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集刊，37，1-37。 葉立誠（2006）。服飾美學。台北縣：商鼎

文化。 葛樹人（1996）。心理測驗學（Psychological testing and 

assessment）（三版）。台北市：桂冠。 詹前校（2004，9 月 25 日）。學



者觀點－顛覆瓦解 顏色性別化。星報，C5 版。 瑪麗（Mary, G.）

（1995）。流行服裝與配色（Fashion and color）（聖保羅翻譯有限公司

譯）。台北市：棠雍圖書。（原作 1995 年出版） 趙平，呂逸華

（1995）。服装心理学概論。北京：中國紡織。 歐秀明、林文昌

（2005）。生活色彩搭配。台北市：雄獅。 鄭國裕（1987）。色彩計

畫。台北市：藝風堂。 蕭丞傑（2003）。穿著態度：概念建構暨量表編

製。私立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縣。 賴一輝

（2004）。色彩計畫（二版）。台北縣：新形象出版公司。 賴瓊琦

（1995）。色彩喜好及聯想調查研究（二）。台北藝術學報，28（1），

399-411。 賴瓊琦（1997）。設計的色彩心理：色彩的意向與色彩文化。

台北縣：視傳文化。 簡晉龍（2003）。自我建構與主觀幸福感：自尊與

相融和諧的角色。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市。 顏映

馨（1999）。大學生的生活風格、人際親密和幸福感關係之研究。高雄師

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高雄市。 鐘慧玲（1994）。「詩經」女性

角色期待的探討。中國文化月刊，172，88-109。 網路 ELLE。上網日期：

2007 年 11 月 15 日，檢自：http://www.elle.com.tw/ FASHIONGUIDE。上網

日期：2007 年 11 月 18 日，檢自： http://www.fashionguide.com.tw/ SPSS 教

學網站。上網日期：2007 年 9 月 27 日，檢自： 

http://mail.scu.edu.tw/~swlean/whole.htm VOGUE。上網日期：2007 年 11 月

17 日，檢自：http://www.vogue.com.tw/ P.C.C.S.之色票換算值。上網日期：

2007 年 4 月 3 日，檢自： http://homepage1.nifty.com/color-gogo/PCCS.html 

國語辭典。上網日期：2007 年 3 月 2 日，檢自： 

http://140.111.34.46/newDict/dict/index.html 鄧焯榮、蔡暉明（2001）。青少

年性別角色及兩性關係研究。上網日期：2007 年 12 月 5 日，檢自：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log.htm。 二．外文 Andrews, F. M., 

& Withey, S. B. (1976). Social indications of well-being. New York: Plenum. Bem, 

S. L. (1977). On the utility of alternative procedures for assessing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5, 196-205. Birren, F. 

(1950). Color psychology and color therapy. New York: McGraw-Hill. Birren, F. 

(1955). New horizons in color. Reinhold. Cheskin, L. (1951).Color for profit. New 

York:Liveright. Cheskin, L. (1951).Colors: What they can do for you. New 

York:Liveright. Cheskin, L. (1954). How to color-tune your home. New York: 

Macmillan. Choo S. & Kim Y. (2003). Effect of color on fashion fabric image. 

Col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8(3) 221-226. Costa, P. T. Jr., & McCrae, R. R. 

(1992). NEO-PI-R professional manual. Odessa, F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Crozier, W. R. (1996). The psychology of colour preference. Rev. 

progcoloration, 26, 63-72. David, V. (1989). Spring 1989 personality and job 

performance: evidence of incremental Va. Personal Psychology, Durham. Deutsch, 

E. (1975).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esthetics. Monograph of the Society for Asian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 Eysenck, H. J. (1981). Aesthetic preferenc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D. O’Hare (Ed.), Psychology and the arts, 12, 57-

65.Sussex: Harvester Press. Gao, X. P. & Xin, J. H. (2006). Investigation of 

human’s emotional responses on color. Col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31(5) 411-

417. Hirschman, E. C. (1984). Experience seeking: A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2, 115-136. Hurlbert A. C & Ling Y. 

Z. (2007). Biological components of sex differences in sex color preference. 

Current Biology, 17(16), 623-225. Ireland, S. R., Warren, Y. M. & Herringer, L. G.

（1992）.Anxiety and color saturation preference.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 

75,545-546. Kammann, R. & Flett, R. (1983). Affectometer 2: A scale to measure 

current level of general happines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5,259-265. 

Lind, C. (1993). Psychology of color: Similarities between abstract and clothing 

Color Preference. Clothing and Textiles Research Journal, 12, 57-65. Miyahara, E., 

Szewczyk, E., McCartin, J., & Caldwell, K. (200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unique hue loci and their relation to color preferences. Col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9(4) 285-291. Ou, L. C., Luo, M. R., Woodcock, A., & Wright, A. 

(2004). A study of colour emotion and colour preference. partⅠ: Colour emotion 

for single colours. Col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9(3) 232-240. Ou, L. C., Luo, 

M. R., Woodcock, A., & Wright, A. (2004). A study of colour emotion and colour 

preference. partⅡ: Colour emotion for two-colour combinations. Col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9(4) 292-298. Ou, L. C., Luo, M. R., Woodcock, A., & Wright, 

A. (2004). A study of colour emotion and colour preference. partⅢ: Colour 

preference modeling. Col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9(5) 381-389. Pervin, L. A. 

(1993).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6th).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Spence, J. T. & Helmreich, R. L. (1978). Masculiniyt and femininity:Their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correlates, and antecedent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Taft, C. (1997). Color meaning and context: Comparisons of semantic ratings 

of color on samples and objects. Col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2(1) 40-50. 

Veenhoven, R. (1994). Is happiness a trait？Tests of the theory that a better society 

does not make people any happier.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2, 101-160. 

論文

頁數 
187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1/3/11 

轉檔

日期 
2011/03/11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op 2008.5.29 14:36 140.136.208.55 new 01 

異動

記錄 

C op Y2008.M5.D29 14:36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11.M3.D11 9:07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11 9:07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11 9:10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11 9:10 

140.136.208.75 I 030540 Y2011.M3.D11 9:10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11 10:49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11 10:49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3.M8.D5 14:17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8.D5 14:17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