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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交二手拍的文化性質分析──以社會行動理論切入 

科技與社會:第二組 賴致文 黃琦崴 陳珮祺 陳佑祥 

 

一、研究動機 

首先，會讓我們注意到此平台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發現，此平台的名稱雖然

稱為「清交二手大拍賣 XD」，但平台中的使用功能似乎並不只侷限於「交易」，

且平台中的每位使用者所使用的原因及功能大不相同。我們觀察到，除了交易

的性質以外，平台的功能還包括尋回遺失物、娛樂性等諸多不同的功能，甚至

也有很多只是用交易包裝或意義不明的貼文。於是我們開始思考，究竟這個平

台使用的意義及目的為何？平台的使用者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才使用這個平台

呢？ 

以下為我們所討論並列出的重點疑問： 

1. 清交二手拍的貼文到底是在搞笑、還是在賣東西？ 

2. 此平台的使用的動機、需求到底為何？ 

3. 是什麼促成了如此特別的平台文化？ 

經過多次的小組討論後，我們決定以此平台展開研究。鑒於此平台的人口基

數及資訊量龐大且變動多，許多資訊不易彙整及觀察，因此我們所採取的研究

是針對此平台的貼文功能方面去下手，我們將藉由平台及平台使用者的動機與

特性，來分析清交二手拍的文化性質。 

 

二、研究方法 

    我們直接進行研究作業之前，需先明確研究的邊界，否則當其邊界不明確

時，則無法對研究自身有更加精準的掌握。此次我們的研究目標為清交二手大

拍賣的貼文，考慮到社交平台的屬性(即瑣碎性)，需要找出具有相當代表性的

貼文進行研究，因此，我們的研究會分為二個階段進行執行: 

1. 搜集相當具有研究價值的資料。 

2. 用特定的手段對搜集到的研究資料進行分析，並從中得出想要分析出的

數據。 

    為了完成第一個階段，我們首先需要定義”相當具有研究價值”的邊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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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何處。首先我們再回顧平台本身的特性，由於它自身的瑣碎性，哪怕僅僅是

一日的資料，恐怕也是極其龐大的(可達數百則)。重要的是，其中必然有一些

案例在該交易平台中受到更多的關注，而某些則遭到冷落。受到關注的貼文能

最大限度發揮”臉書社團”這個平台的互動性，而那些遭受冷落的貼文則相對

受到更多的限制，因此，熱門度將是我們定義資料研究價值的重要依據。最後

經由組長的考慮，我們決定以”當天 30 個讚以上”的貼文作為熱門貼文的依

據，在十天的期限中(12/12 日-12/22 日)，找出了 200 則左右的可供研究的貼

文，最後再篩選出其中的一百則作為研究對象。 

    在第二個階段的執行中，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要以什麼手段對資料進行分

析，經由助教的推薦，我們選用韋伯社會行動理論來對資料進行最基本的劃

分，將貼文分為四種社會行動型態下的產物:純粹以最大效率為考量的工具理

性、以信念價值的操作來達成目的的價值理性、純粹情緒抒發的情感性、及以

群體習俗傳統為行為依歸的傳統性，並且再透過其他的研究方法(以統計為

主)，最終分析出平台自身與平台使用者的動機與特性。 

 

三、研究限制(臨界案例) 

    儘管根據社會行動理論，人們的行動會依照四種型態(即工具理性、價值理

性、情感性以及傳統)產生，而這四種型態在表面上看又是涇渭分明而不相互重

合的。然而，由於言語自身的複雜性，並非所有行動都可以將其進行精準的分

類，主因是會出現無法明確分辨其動機所在的情況出現。基本上，在研究的過

程中，主要有三種情況最為常見: 

1.型態上的重疊 

案例 1 

目標是誰給的 

. 

. 

. 

他給的 

target 

<已售>《售》iPhone 7 128GB 金色 

《售價》$4900 

《物品狀況》生產年份 2017 年 使用一年半 電池健康度 81% 全機正常 0 刮

傷 超順 有貼保護貼想換自己換 已重置 

《面交地點》二餐/九、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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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現場開機檢查 

無盒無豆腐頭無線 需要的話可以附一組非原廠的  

附一個 Caudabe 黑色霧面保護殼如附圖  

然後 買 iphone 再送一罐某天宿醉在販賣機按錯掉出來的黑松沙士 

 

    雖然社會行動被分類為四種型態，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型態卻是互相重

疊的。以上方的案例為例，他本身可以因為詳細的交易資料與條件被視為一種

工具理性行為，然而，也可以因為笑話、附贈黑松沙士等行為被視為價值理

性。在我們研究的案例中，這種型態重疊或者混合的情況是最常看見的，不如

說，不存在這種情況的案例反而是極少數。 

2.主要交易物不明確下所產生的爭議 

案例 1 

[失物招領] 昨天晚上在工三外面地板撿到疑似 airpods pro 右耳 

可以來工三找我拿 

[贈送糖醋醬] 實驗室同學很喜歡吃雞塊所以多很多 

有需要也可以來工三拿 

 

    上方的案例所產生的爭議點就在於交易物是以何物為主?某些狀況下人們會

認為，由於貼文中出現了雞塊糖醋醬的由來，於是可以將此篇貼文的行為分類

為價值理性中的”產品的故事”，然而，我們卻認為此次的主要交易物為

Airpods pro，因此應該分類為價值理性中的”附加”。上方的案例仍然可以視為

主要交易物還算相對明確的狀況，但也不排除會有更加難以區分的情境產生。 

3.邊界判斷的複雜性 

案例 1 案例 2 

(希望沒違反版規) 

出租我 

開價 200 以上 

鑒於近日是聖誕節和新年 

肯定有人跟我一樣無聊 

於此開個出租人陪 

什麼都不幹為 200 

啊如果要見父母假裝男友那種 

我要開 500 以上 

其餘留言談 

(已徵到，感謝大家的幫 QQ) 

[急徵.借] 

一頂綠色的帽子，款式不限 

強者我朋友最近發生了宛如台劇八點

檔的戲碼 

他發下豪語說如果我在今晚前找得到

一頂綠色的帽子給他戴 

他就把全身上下都塗成綠的，化身為

綠光戰警本人 

懇求清交的大家幫忙，讓他完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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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突然看到一群要練拳的補一下 

練拳開一千 

然後我不會保證我下手的力道 

先說免得我打傷人 

 

[二更]一堆見父母又要我女裝的 我直

接補圖啦 

心願 

願以一杯飲料答謝，拜託大家 

 

    在案例一的情況中，我們可以看到貼文者所要求的交易，是關於自身勞動

的買賣。然而，進入到了詳細實踐的情境之中，我們卻發現它(交易本身)所能

實現的空間是相當有限的。比方說，僅僅是在”什麼都不幹”的前提下的”出

租人陪”竟然便需要支付 200 元新台幣，對於認真想交易的人來說簡直不可想

像。再來是達成交易的可能，貼文者竟以”見父母假裝男友”為例，更是讓人

覺得已經近乎超出了幽默的邊界，已經近乎於一種行為藝術了。僅止如此，那

麼我們尚且可以將此交易行為的動機歸類為”情感性”，但從此貼文其後的更

新來看，貼文者確實想達成交易的思想也不能說是完全的不認真，因此將其歸

類為”價值理性”也並非不可能的。 

    在案例二的情況中，我們也對貼文者的動機，即其”達成交易的動力”帶

有幾分的懷疑，儘管此篇貼文的留言過百，讚數將近一千，但更多人僅僅是想

藉由這則貼文進行社交媒體上的互動，而非真的有意達成交易。況且從實際的

情境考慮，提供交易物(綠色帽子)的一方興致盎然地參與到這起”宛如台劇八

點檔戲碼”的事件之中總讓人感到有些許的不對勁，與貼文自身的火爆有所矛

盾的是，會主動與當事者有所牽扯的人並不多(以留言情況來說)，更多的是出

於圍觀心理，而這種心態想必貼文者也是多少有所預料的。因此，我們對貼文

者是否真的要達成交易這一點也產生了相當程度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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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據結果分析 

先描述數據背景的前提，百則貼文中，涵蓋一則貼文包含多種功能性，則

每種特性皆算成一種(故特性總數量超過 100) 

 
圖一:清交二手拍貼文分類圖(研究者自行繪製) 

1. 工具理性比例最高，由此可見大部分人使用清交二手拍時，人們的主要目標

大部分還是聚焦在”要把東西賣出去”，所以使用工具理性為大宗。 

2. 純工具理性(純貼文指出要賣的東西與價錢，沒有其他宣傳手段)約占工具理

性的一半，可以知道清交二手拍和其他交易網拍平台顯而易見的差異，其他

交易平台純工具理性基本涵蓋整個平台，並無清交二手拍如此鮮明的價值理

性使用，並且也可透過清交二手拍頻頻使用價值理性為宣傳手段推得其與社

團本身與成員同質性、社交性等平台獨樹一幟的特性整合(詳見 研究結果分

析-清交二手拍的平台特性)。 

3. 價值理性的操作，普遍出現在清交二手拍社團裡面，百則貼文指出大部分人

使用清交二手拍時，常常會利用價值理性的行為幫助宣傳(個人笑話、相關

照片、梗圖等…宣傳手法)，甚至單單只有價值理性的貼文，也會在社團裡

面出現，這和上述清交二手拍有別於其他店商網拍平台的敘述，也有一定的

連結。 

4. 傳統性、情感性是平台上的少數，但是當貼文成功引起共鳴，是非常容易造

成轟動的貼文，也會激起社團成員熱烈討論，製造留言、朋友間的話題等

等，是一種不常見但卻頗具熱度的類型。 

工具

理性

價值

理性

傳統

性

情感

性

價值+

工具

理性

分類 0.66 0.63 0.02 0.01 0.29

0
0.1
0.2
0.3
0.4
0.5
0.6
0.7

座
標

軸
標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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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分析-清交二手拍的平台特性 

 
圖二:清交二手拍平台特性組織圖(研究者自行繪製) 

1.起源: 

清交二手拍源自 FB，故由 FB 發展而來的特性，基本也都出現在社團裡，

因此 FB 設計時的方便與即時性，還有 FB 易於推播訊息，也使平台貼文容易瀏

覽且人數眾多，且可獲得的資訊量龐大。 

2.貼文: 

由於貼文是由平台使用者們自行設定，並且清交二手拍並沒有對交易形式

等等貼文做出十分嚴格的禁止令，基本上只要符合”拍賣”等意涵，都能在平

台上推播，故會有契約不夠明確，且交易限制少的性質。其中，貼文甚至能夠

涵蓋生活、感受、還有故事，而且因為貼文可以累積讚數與留言，透過 Fb 平台

的系統推薦機制可以達到 Increasing Return 的增加瀏覽人數(回應前述平台特

性)，結合發文限制不大，使用者們擁有一定的操作空間，塑造他們獨特的有趣

性質與價值理性的發文空間。 

3.聯絡性質: 

在社團裡，一個常見的交流手段是因為好友或者某些關係存在與某一則貼

文的”淺在同質性”，所以社團裡常常會有人利用留言 Tag 好友或同質群體，

藉此拉近交友圈以達到社交性的作用。而且因為平台同質性成員比例較高，在

某一次交易或者貼文，獲得新的社交與人際關係的案例也層出不窮，由此可

知，平台是具有高度社交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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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社團裡會有一種”鎖定同質群體的交易方式"，(如:和我一樣是中文系的

便宜一百)，製造許多有趣的效果，也能凝聚出某種社群感。也因為交易時的同

質性與社交性強，大部分貼文會使用面交作為交易的方式。 

 

六、研究結果分析—清交二手拍及文化消費市場 

除了平台特性之外，我們認為清交二手拍作為「交易平台」，卻有如此多

臨界案例及以價值理性操作為主的現象應有更多的解釋。故我們想試著透過課

程的主體之一「文化消費」來試著對我們的研究結果進行更深層的剖析與解

釋。 

 

（一）、文化消費: 

要從「文化消費」的視角切入，我們便要再次回顧「文化符號論」的觀

點。文化符號論主張，文化是由各種符號組成，符號建立起現象、事物和價

值、好惡、信念想法間的聯繫，各種連結與符號組合起來的體系即為文化體

系。故《見樹又見林》的作者 Allan G. Johnson 就曾在書中如此形容：「文化既

是物質的，就是社會生活中的那些「東西」，同時也是非物質性的，就是符號

和各種想法，我們用這些符號和想法來思考並賦予任何事物意義。」1。 

因此接下來以文化符號論的概念來審視現代「消費」，便可擁有截然不同

的視角。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不只是物質上的篩選，反倒在與「物」連結符號

「意象」上才是決定消費者購買與否的關鍵。這樣的形容在星野克美《符號社

會的消費》一書中便有精闢的描述:「現在的消費者已經不再只迫於需要或只因

必要而消费了;主宰消费與否的因素,也從「好不好」變成了「喜不喜歡」。」
2，書中提及在如今生產過剩的時代背景中，消費已逐漸「符號化」，趨非理

性，並可在文化脈絡下被操作。故商品便被賦予了「符號」，其差異性的符號

價值可能涵括了青春、進步、聰明、「幽默」、「社交」等，符號的象徵意象

反而成為人們購買商品的主目的，透過連結「意符」與商品消費者的需求、生

活方式（消費者行動、思想）來達成其欲求的「意涵」。在此種脈絡中，洞察

消費客群的生活習慣、精神需求，並將對應價值和商品建結的過程，成為了掌

握「文化消費」型態的核心。3 

 
1 Allan G. Johnson 著、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文化—符號、觀念和生活的種

種〉，《見樹又見林》（台北：群學出版社，2001），頁 47。 
2 星野克美著、黃恆正譯，〈消費文化的符號論〉，《符號社會的消費》（遠流出版社，

1988），頁 15。 

3 星野克美著、黃恆正譯，〈消費符號的結構與表現〉，《符號社會的消費》（遠流出

版社，1988），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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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符號化的具體表現方法就是透過「廣告」、「企業形象」等將商品與

符號連結的媒介，以達成「物」的「意涵」建構。廣告「本身即是消費物」，

內容涵蓋物的描述（文案宣傳）、以及商品「意象」的宣揚和傳播，後者的作

用即為激起共鳴，使消費者覺得可親可喜，達成「一體感」（the sense of 

unity），使消費者產生「認同作用」，更傾向於購買特定產品。企業也是一

樣，透過操作「意象」（形象）來使收受者感到可親可喜、進而產生認同而影

響消費衝動。4 

 

（二）、清交二手拍與文化消費市場: 

在審視完文化符號論底下的商品符號操作後，接下來我們要持續探討「清

交二手拍」與文化消費市場之間的相似之處與聯繫。 

首先看到先前數據中，二手拍平台上縱然有純粹的普通買賣，更多的交易

都是參雜「喜感」、「可親」、「特殊」、「社交」等符碼的「價值理性」操

作，且「純粹」交易和「感性」操作的界線模糊難辨。這可能是由於平台立基

於即時社交平台 fb 上的原因，具有強烈認同凝聚力與同質性（成員間或顯性或

隱性）等特色使「貼文」的形式、動機皆多元而彈性。故我們推斷參與「交

易」本身/提供「交易」/評論「交易」皆擁有其所代表的意義，買方抑或賣方

（甚至旁觀方）即是在平台上透過交易、獲取自身想要的符碼。 

例如以賣家來看，賣家透過趣味交易貼文的張貼來獲取「幽默感的認

同」、「熱門話題的中心」等符碼⋯透過「交易格式」來「展現自我」的笑點、

特質、生活。只是單純因從眾、而在貼文中張貼貓狗圖片或笑話也是一樣，此

時獲取的符碼是「我群與他群的差異」、「社群融入」等。以買家而言，消費

表面上是物質交易，內裡卻可獲取「幫助認同群體」的符碼，而買家交易的低

價值物品，也是主要為了獲取「幽默帶來的快樂」或「實質參與幽默話題」的

符碼。再來看旁觀者，旁觀者雖沒有實質參與交易，卻也可透過瀏覽貼文、評

論的方式獲取「幽默帶來的快樂」，也可用評論下互 tag 的方式達成「加強與

他人的情感連結」（社交）。 

因此清交二手拍具備了平台參與者的目的及性質特性，作為一個潛在認同

群體強、文案（廣告及「個人品牌形象」）操作彈性大的平台，成為了商品買

賣符號化盛行的「文化消費平台」。 

 

 

 
4 星野克美著、黃恆正譯，〈消費符號的結構與表現〉，《符號社會的消費》（遠流出版

社，1988）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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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消費的認同操作——以價值理性操作策略來看 

由於清交二手拍具上述的文化消費特性，使其中的徵賣貼文可以透過「操

作認同」來順利達到「買賣」目的。還記得前面提到：「現今消費者選擇的不

是優劣而是好惡」以及「廣告本身即是消費物，為的是要激起收受者共鳴」，

此描述便充分體現在清交二手拍的「價值理性」的操作策略上，故接下來我們

就先前歸納的社會行動分類中「價值理性」操作的貼文再做進一步的「策略分

類」，使我們能更清楚的檢視價值理性策略如何操作「認同感」，使徵賣目的

的以達成。 

如圖三所示，經過歸納分類後，先前 63 則價值理性貼文可分為五大類別，

其中分為十項細項。接下來依序說明價值理性策略分類類別： 

 

 
圖三:清交二手拍價值理性策略分類圖表(研究者自行繪製) 

 

（ㄧ）、故事敘事： 

在此類別中，賣家描繪商品抑或商品以外之細節，為純粹的文案敘述增添

更多訊息，而這些訊息都是看似和商品效能無關的生活化敘述，賣家卻是透過

揭露生活的一部分來營造「可親感」、「熟悉感」等符碼，促成買家和賣家的

「認同」與連結達成徵賣目的，是引起認同共鳴的其中一種方式。我們依據文

字中故事敘述的母體的不同又將故事敘述型貼文細分三項類別：自己的故事、

他人的故事、和產品本身的故事。以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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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雜自己的故事： 

在此類別中賣家在文字敘述裡透露了個人生活化的訊息，除了生活化的雜

事外也包括為何出售商品、遇到了什麼困難、有什麼需求。如圖例四所示，賣

家便是描寫自己因身體健康的突發意外而出售商品，負向的生命經驗可引起類

似群體之共鳴，近似於「賣慘」的功效。是參雜自己故事的生活化敘述。 

 

 

 

 

 

 

 

 

 

 

 

 

                              圖例:左上圖四，左下圖五，右上圖六。 

(清交二手拍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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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雜他人的故事： 

在這種案例中，賣家會說是幫朋友代售，文字間透露朋友遇到了什麼狀況

有什麼需求等。如圖例五貼文便是以室友沒朋友分蛋糕的敘述來營造「可

憐」、「親近」的荒謬感，引發認同的共鳴。故是參雜朋友的故事敘事的貼

文。 

 

3.參雜產品本身的故事： 

在這類項目裡，賣家會描述產品曾經經歷過什麼狀況，甚至是描繪商品波

瀾萬丈的過去，以促進買家的對產品、買家的熟悉感或可喜感。例如圖例六貼

文中白買 iPhone 送不出去的描述，也是透過有些無奈荒謬的敘述來營造共鳴。

是參雜商品的故事敘述的貼文。 

 

（二）、幹話： 

在幹話型貼文中，貼文內容以不切實際但會有幽默共鳴的言語來獲取認

同，透過「共同笑點」和「可喜感」的符碼來獲取共鳴認同。在這一類的貼文

中，賣家多半不只是販售物品，也是在給自身的「幽默感」宣傳。而買家也不

只是依商品的效能來選擇購買與否，而是附加上了賣家的幽默感（符碼）來判

讀商品的「價值」。我們再依幹話型貼文的性質，將其分為三細項，以下分別

舉例。 

 

4.用交易包裝的幹話： 

在此類貼文中，賣家不見得是要真的交易販售物，而是在用「幽默」交易

「關注度」，也可以說是較遠離「物質」而偏靠「符碼價值」的交易行徑。例

如在下述案例圖七中，賣家不見得是真的要「出租自己」，而是以出租自己的

買賣表象為「搞笑噱頭」獲取社群的關注和討論，故此貼文也確實獲得破百

（556 個）的「認同」（讚、笑臉等）。 

 

5.誇大產品的幹話： 

此類貼文以買東西為目的，但透過幽默荒謬的文字敘述，使商品本身被幽

默增值，進而促成商品更容易被散播買賣的目的，故此類貼文容易出現和賣出

價值不符的商品交易成功，因為其中的商品已多和幽默「符碼」連結，而被賦

予更高的價值。如下舉的貼文圖八即是如此，廉價的商品只因為荒謬的文字敘

述「一顆死掉的植物，代表你們的友情也死了。」便得以被販售，便是應用誇

大產品的幹話賦予幽默價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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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左上為圖七，下方三張合一為圖八，右上圖九。(清交二手拍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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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加幹話/笑話的產品： 

此貼文多半附加和產品無關的幹話/笑話，雖然不是直接給予商品幽默包

裝，但也可增加貼文的幽默共鳴，使交易變的輕鬆有趣，吸引群眾參與消費行

為。如圖九的徵買湯圓，便是以逗趣、荒謬的文字描繪使交易附加「可喜」符

碼的共鳴。 

 

（三）、附圖照片： 

 

7.吸引同好的圖片： 

透過吸引同質性群體的圖片來引起共鳴。在二手拍中最常見的便是使用貓

狗的可愛圖片吸引同好目光，也增添交易的可喜和親近感。如圖十。 

   

圖例:左邊為圖十，右邊圖十一。(清交二手拍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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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幽默照片： 

此類貼文包含梗圖、或者令人會心一笑的照片。同幹話型貼文的效果一

般，是透過幽默符碼的操作引起共同笑點的共鳴。如圖十一以「戴綠帽」梗圖

強化貼文視覺上的幽默效果，即是其中一例。 

 

（四）、人際關係的利用 

此類價值操作策略利用清交二手拍隱含大量同質性群體的特性，操作人際

關係和社交網絡的認同以達成交易目的。如下圖十二，以同質性群體的優惠在

二手拍已是同質群體（都是清大交大學生）的狀況下再用更深的同質條件（感

情狀態、性別、喜好等）細分我他群，以獲取同質群體的認同感。 

或者是下圖十三中，徵賣的代價為社交取向的回報「陪你聊天十分鐘為你

照亮人生的一些路」，利用清交二手拍建立於 fb 之上的社交聯絡特質來進行社

交行為，也是透過人脈的建結來增值商品的符碼。 

   

圖例:左邊為圖十二，右邊圖十三。(清交二手拍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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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祝福/詛咒 ： 

在此種策略操作中，賣家透過清交二手拍同質群體中，共同的祈願或煩惱

來增添貼文的符碼，使買賣、轉發交易貼文本身也具意涵價值。如圖十四貼文

中，透過大學生對於感情的共同祈願，來促使轉發、贊同貼文成為有意義及凝

聚價值的行為，故也是透過祝福/詛咒獲取符碼的文化消費策略。 

 

圖例:上圖為圖十四。(清交二手拍截圖) 

 

八、結論 

我們透過對於清交二手拍這個技術平台的觀察及統計數據、文本分析，來

從中剖析純粹消費行為背後生動複雜的文化行為。先是從熱門貼文篩選並使用

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找出清交二手拍「價值理性」行為的蔓延現象，再來針對

平台特性和文獻的「文化符號論」進行深入探討，發覺「價值理性」行為在清

交二手拍的活躍不只是偶然，而是整體大學生社群網路、現實社交文化的生態

展演，所有交易行為正是呼應了「文化消費」的描述，平台上買賣的不只是物

質，而是人們的喜好與認同等富精神價值的符碼連結。因此我們的觀察可以得

出清交二手拍已非純粹理性的交易平台，而是由各式需求、生活樣態所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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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雜符號表徵，使用者用行為來獲得符號之下的「意涵」，致成現今豐富精彩

的二手拍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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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清交二手拍蒐集貼文及社會行動理論分類、價值理性分類總表: 

: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lrsDvZyEL0WaDeIDN3fWHqJaKC_8ik， 

 

 分工 

陳珮祺: (一)研究動機、圖表製作。 

賴致文: (二)研究方法、(三)研究限制、研究數據分類統整。 

陳佑祥: (四)數據結果、(五)平台分析、平台特性組織圖繪製。 

黃琦崴: (六)研究結果分析、(七)文化消費的認同操作、(八)結論、研究樣本

蒐集。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lrsDvZyEL0WaDeIDN3fWHqJaKC_8i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