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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年度  一月第十四期 

~ 通識教育科主任的話 ~ 

通識教育與我何干？ 

最近教育界各人均為準備新高中學制而忙個不停。新學制不單是傳統學科需要作出調適，

一些對於我校較為新的學科如通識教育科，也是新的挑戰。事實上，除了學科層面外，我

們亦開始為同學們營造一個能讓他們在知識、技巧及價值觀上逐漸成長的環境。 

通識教育不就是一個新高中的必修科嗎？為甚麼要這麼早準備？部分中學不是已經有初中

的通識教育科，我們為甚麼沒有呢？究竟通識科讀些甚麼？通識科是如何作評估的呢？...

部分家長或同學可能已經有不同的疑問，但這也是十分正常，因為我們認為家長的積極配

合及參與學校的活動對孩子的發展均有正面的效果。 

那麼通識教育應該學些甚麼呢？首先，我要指出新高中的通識教育科從知識層面上的確是

一門學科，它包括了「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

共衛生」以及「能源科技與環境」六大單元。但從廣義上，通識教育更應該透過了解自己，

使我們擁有正面的人生價值；透過不同的事物及角度觀察，使我們成為更理性的知識分子；

透過關心身邊的時事，使我們成為一個盡責的良好公民。由於篇幅所限，我不能在這裡探

討不同學者對通識教育的定位。 

在學科統籌上，我校於去年開設了通識教育科，各有關老師已經為未來新高中的學科事務

上作出安排及部署。現時，我校亦透過不同科組領域的合作，特別是初中年級的生活教育

科及全方位活動，讓學生有廣泛的經歷。我校亦與其他機構合作安排學習活動，如「共創

成長路」及「成長新動力」。還有不同的專題活動，都能讓學生在不同的領域上一展所長。

大家可以多瀏覽我校的網頁，了解最新動向。 

其實，現今的世界不在於缺少有學識之士，我們缺乏的正是一群有理想、有遠見、有承擔、

具批判思維卻又能互相尊重的青少年。這才是每一位教育者的理想。正是這樣，面對教改

中的通識教育，我們的目標不單為同學應付考試，更重要是如何讓他們能真正從不同的範

疇中成長，這才是我理想中的通識教育。讓我們一起為這理想而努力！ 

通識教育科科主任 

謝萃輝 

2007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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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事項 

(一) 去年十月卅一日，本校為老師及同學提供接種流感疫苗服務，參加共有 502 人。 

(二) 去年十一月十七日，本校響應慈幼會來華百週年閉幕禮活動，共有 22 班同學參加海

洋公園旅行活動，晚上，有百多名學生、老師、家長及舊同學等，參加海洋公園劇

場閉幕禮。 

(三) 去年十一月廿三日（星期四）為本校捐血日，當日共 72 名學生及老師參與捐血。 

(四) 本校去年參加獅球教育基金主辦的 2006 最佳進步獎活動，本校共有四名學生獲獎，

他們各人獲得獎狀、學生嘉勉冊及吉野家餐券乙張。他們分別為： 

姓名 班別 

岑梓璀 2A 

許興傑 3C 

陳國翀 4D 

張家豪 5D 

(五) 任教中文科的陳翠珊老師因健康理由，於○六年十二月中辭職。 

(六) 家教會週年旅行：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七年一月十四日舉辦「東涌昂平 360 一天遊」，當日，由本校校

長李益僑神父，家教會主席陳玉衡先生帶領下，浩浩蕩蕩出發，參加團體包括本校

家庭 51 個，教職員工友 21 人，榮譽會員 2 人，合共 200 人。行程包括大澳、東涌、

心經簡林、昂平市集、乘昂平 360 纜車返東涌，該日活動圖片可瀏覽下列網址：

http://picasaweb.google.com.tw/paul.johnkwan00/NgongPing360 

(七) 新翼校舍祝聖禮將於○七年一月卅一日聖若望鮑思高慶日舉行，由校監陳鴻基神父

主禮。 

 

宗教事項 

零六年十一月是煉靈月。本校天主教同學會、輔祭會及進教之佑善會於十一月一日前往

跑馬地天主教墳場為亡者祈禱。當日放學後，約有七十位善會同學、導師及神長，包括院

長陳鴻基神父、校長李益僑神父、宗教主任梁偉才神父等，大家一同乘坐公共巴士到達跑

馬地天主教墳場。透過歌詠、分享、誦唸玫瑰經、向亡者獻花等活動，為亡者祈禱，也提

醒同學生命的意義。 
十二月八日，是本校慶祝無原罪聖母瞻禮日，也是會祖聖若望鮑思高神父正式開始他青

年工作的一天。本年瞻禮主題是「熱愛生命，關心他人」。當日早上同學們懷著喜悅的心情

回校。教友、善會及慕道班同學偕同教友老師及家長於八時半到達禮堂參與感恩祭，由本

校舊生何家輝神父主禮。感恩祭中有十六位同學經過一年的午間慕道團生活後，被收錄為

慕道者，正式學習天主教教理。 
其他老師及同學則於九時到達大操場參與聖經誦禱，本校邀得陳乃國博士作嘉賓，與

同學分享生命意義。之後同學們在享受瞻禮小食之餘，也參與餘興節目，包括電影欣賞、

象棋比賽、電子遊戲、卡拉 OK 等。在操場也舉辦多場籃球及足球比賽，當中更邀得香港傑

志足球隊蒞臨本校，在本校師生前示範球技，並與本校甲組足球隊進行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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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來鴻 

（一）本校 05-06 年度 5A 班學生黎耀森，除了在會考取得 4 優的優異成績外，並

於 06 年 6 月 LCCI 的中級會計試中考獲 A 級成績。其成績經英國 LCCI 總部審核後，

確定為全港及全世界第一並獲發金獎。（根據資料所得，應試的幾千位同學中最高成績的兩

位將獲發金獎。） 

（二）下列學生，他們在本校畢業進入大學，在大學的考試中獲得學院嘉許狀，所屬

大學特來信本校加以表揚，現羅列供各位參閱： 

 畢業年份 班別 學生姓名 大學名稱 

1 2003-04 7M 吳家俊 香港大學 

2 2003-04 5C 陳家俊 浸會大學 

話劇組事項 

本校話劇組於去年十二月十七日參加了「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及「心創作劇場」所主

辦的《390 條例全港中學廣告短劇大比拼》，獲得了「決賽入圍獎」及「最佳創作劇本大獎」，

各參賽演員更獲大會頒發嘉許證書以作鼓勵。獲頒發嘉許證書的同學名單如下： 

（1D）彭鎮傑、楊偉武 （1E）余凱健、卓偉雄 （2A）李耀祖、岑梓琟 

（2B）趙天昂   （3B）林克敏   （4E）王俊彥 

（6B）鄺浩丰 
 

資料科技組活動 

「e」道講第一期──「問題食品日日有，引起恐慌誰之過？」 

目的：與靈德育組合作，以新的 eClass 學習平台為媒介，讓學生在討論區中發表對熱門時

事話題的意見，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與溝通能力。 

日期：2006 年 11 月 27 日至 2006 年 12 月 14 日 

學生表現：在這次活動中，學生的反應踴躍，他們除了討論有關事項之外，還向其他同學

提供一些有用的資料。在眾多的發言人中，我們選出了五位表現優異的同學，並

以書券及禮物加以獎勵。 

 

午間新聞速遞 

內容：為提高學生對時事的關注，資訊科技組於每週星期二午飯後舉辦午間新聞速遞，為

學生直播午間新聞，並收集學生的觀後感。表現優異的同學，將以書券加以獎勵。  

日期：2007 年 1 月 2 日起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1:00 至 1:20 

地點：禮堂  

得獎名單： 

F.1A 蔡立德 

F.3A 劉錦杰 

F.3B 郭康廷 

大獎 F. 2B 蔡高熠 

F. 1C 譚昇恒 

F. 4D 溫樂平 

F. 5E 邵子謙 

優異獎 

F. 6B 鄺浩丰 

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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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o Easy──網頁及動畫製作興趣班 

內容：為提高學生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以及讓他們善用假期學習，資訊科技組於聖誕假

期中舉辦了兩個興趣班，詳情如下。  

日期：2006 年 12 月 27 日至 30 日(一連四日)  

時間： Dreamweaver 網頁製作班 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Flash 動畫製作班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 

導師：關華燦先生 

地點：414 電腦室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本校得獎名單及優良獎項： 

指導老師 姓名(學號) 班別 項目 獎項 

陳偉良 倪澤輝( 29 ) 中一乙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良獎狀 

 吳翰洋( 28 ) 中一乙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良獎狀 

 吳志豪( 29 ) 中二乙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良獎狀 

 黃子峰( 41 ) 中二戊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良獎狀 

 吳翰寧( 37 ) 中三甲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良獎狀 

 洪振宇( 15 ) 中四甲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良獎狀 

 黃嘉驄(36) 中四甲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良獎狀 

黃鸝兒 倪澤輝( 29 ) 中一乙 粵語散文獨誦 優良獎狀 

 吳翰洋( 28 ) 中一乙 粵語散文獨誦 優良獎狀 

 鄭子為( 8 ) 中三丙 粵語詩詞獨誦 優良獎狀 

 梁思惟( 19 ) 中三甲 粵語散文獨誦 優良獎狀 

 陳凱鋒( 2 ) 中四丙 粵語詩詞獨誦 優良獎狀 

杜玉燕、吳海麒 黃子峰( 41 ) 中二戊 天主教經文朗誦 優良獎狀 

 區浩麟( 28 ) 中二丙 天主教經文朗誦 優良獎狀 

 黎嘉駿( 19 ) 中三乙 天主教經文朗誦 優良獎狀 

 

58
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006-2007 

Name      Class           Mark 

Form One Group 1 
U/E/K/Y63 The Travel Bureau by Ruth Comfort Mitchell 
Leung Hercules Keane   2A       88  Champion 
Wong Ka Ming    2A       84 
Chan Chi Hang    2B       83 
Lee Tsun Ming    2B       85 
Tai Hue Fung     2C       83 
Chan Lap Chun Ryan   2C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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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Three Group 1 
U/E/K/Y66 Posted by John Masefield 
Chan Cheuk Lun    3C       84 

Form Three Group 2 
U/E/K/Y65 In the Pink by Siegfried Sasson 
Cheung Hong Kei    3A       80 
Wu Han Ning Henry   3A       84  2nd place 
Kwan Siu Yin     3D       83 3rd place 

Form Four Group 1 
U/E/K/Y67 He and She by Clare Bevan 
Cheung Kwok Fung   4A       82 
Li Tsz Chung Clive    4A       81 
Liu Wai Ching Keith   4C       85  3rd place 

U/E/K/Y68 The Sea at Night by Sujata Bhatt 
Fu Chek Hong     4E       84 
Chan Kai Yan     4B       86   3rd place 
Hong Ying Ngai     4E       84 

06-07 校際游泳錦標賽成績 
男子甲組 

班別 學生姓名 比賽項目 成績 

6A 蘇浚銘 100 米胸泳 冠軍 

6A 蘇浚銘 200 米胸泳 亞軍 

5B 梁璟峰 50 米背泳 冠軍 

5B 梁璟峰 100 米背泳 冠軍 

5B 張家宇 50 米蝶泳 殿軍 

6A 蘇浚銘   

5B  梁璟峰 4 x 50 米 冠軍 

5B 張家宇 四式接力  

5E 麥家謙   

 

****** 男子甲組榮獲團體冠軍 ****** 

香港盃乒乓球賽 

F.4D 學生陳祉謙於九月下旬代表乒乓球會（乒峰 A）參加一年一度的香港盃乒乓球賽，

取得團體季軍。是項比賽由香港乒乓球總會主辦，參賽隊伍約一百隊，皆屬乒乓球壇頂級

隊伍，故是項比賽屬乒乓球界甲級比賽。 

學界乒乓球精英賽 

由學界體育聯會主辦的學界乒乓球精英賽（男子中學組）於十月初至十月中舉行，本

校同學陳祉謙和麥景皓榮獲雙打賽亞軍。另外，陳祉謙同學取得單打比賽第九名，麥景皓

同學取得單打比賽第卅三名。（註：乒乓球精英賽每學校只可派兩球員參加單打，及一對球

員參加雙打。是項比賽共有 183 人參加單打，及 72 對球員參加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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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2006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2 月)活動 

龍情午間派對 

日期：10 月 11 日及 12 日 

時間：12：25p.m. - 1：20p.m. 

地點：禮堂 

藉攤位遊戲、藝術表演等活動，讓同學加深對中國文化的認識，並透過欣賞中華民族文化

的傳統，提高同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曾參加暑期北京考察團的同學更將在北京的所見所

聞，透過展板及攤位遊戲的形式，向其他同學介紹。更透過義賣他們從北京搜購回來的紀

念品，為國內學童籌款，讓同學向國內的學童表示關懷。入場的同學更取得選票一張，投

選出他們「最喜愛的攤位」。 

今年的午間派對義賣籌款活動，共籌得港幣 1470 元，所有收益將捐贈鮑思高慈善基金會作

為資助國內學童之用途。「我最喜愛的攤位」選舉則由「精武門」奪得。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 

在九月份的週會堂中，各班同學按四個不同的範疇：好學、健體、助人及承擔，投票選出

各班的課室十誡，並以課室十誡為題設計課室內的壁報，加強同學的記憶及印象。 

得獎班別包括： 

初中組： 冠軍 3A、亞軍 1E、季軍 1A 

高中組： 冠軍 5E、亞軍 5B、季軍 4A 

評判梁偉才神父認為初中組冠軍 3A 班的課室十誡壁報在設計上具心思及創意，而高中組冠

軍 5E 班的課室十誡壁報在設計上則十分生活化。5E 班的壁報更是全校得分最高的壁報設

計。 

 

「名人與學生真情對話系列」之「積極人生」 

日期：29 / 11 / 2006（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 4:45 

地點：教育統籌局九龍塘教育服務中心 

主題：樂韻伴我行 - 從推動音樂活動反思人生意義 

講者：葉詠詩小姐 - 香港小交響樂團音樂總監 

靈德育組在 11 月 29 日下午率領同學前往教育統籌局九龍塘教育服務中心參加 「名人與

學生真情對話系列」之「積極人生」對談活動。這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同學透過親身與名人

對談，學習積極的人生態度，反思人生的意義。 

完成活動後，同學們均認為從葉詠詩小姐的分享中，除了學會懂得珍惜與分享外；也學會

在面對逆境時那份永不放棄和樂觀的精神。 

 

活出健康人生 (配合十二月份主題：熱愛生命 關心他人) 

活動目的： 透過不同的活動及展覽，帶出「活出健康」除了要注意個人及公共衛生外，

保持心靈的健康同樣重要。因此，每個人都必須克盡己任，愛自己、愛家人、

愛社區、竭力為香港、國家及世界作出承擔，活出精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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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健康人生」之 「運動與健康展覽」 
日期：2006 年 12 月 5 日至 7日 

時間：午飯 12：30p.m. 至 1：20p.m. 

地點：三樓禮堂外 

對象：全校同學 

為配合十二月份主題 - 熱愛生命 關心他人，靈德育組於十二月五日至七日舉辦了「運

動與健康展覽」。透過展板及問答遊戲，增加同學對運動及健康的認識。 

在問答遊戲中，得獎的同學包括： 

鄭少昂(1D)、廖子豐(1E)、吳志豪(2B)、陳鼎昌(3B)、鍾日朗(4D) 

「活出健康人生」之 「衛生教育展覽」 
日期：2006 年 12 月 5 日至 7日 

地點：一樓室內球場(攤位遊戲)及鮑思高青年中心外(展板及問答遊戲) 

時間：午飯 12：30p.m. 至 1：20p.m. 

對象：全校同學 

為配合十二月份主題 - 熱愛生命 關心他人，靈德育組於十二月五日至七日舉辦了「衛

生教育展覽」。透過展板、問答遊戲及攤位遊戲，帶出個人及公共衛生的重要，藉此增

加同學對食物及環境衛生的認識。 

在問答遊戲中，得獎的同學包括： 

黄達光(1B)、吳志豪(2B)、蘇文耀(2C)、鄭傲峻(2E)、郭康廷(3B) 

「活出健康人生」之 「飛躍舞台慈善卡啦 OK 大賽」 
日期：12 月 19 日(決賽) 

時間：12：30p.m. - 1：20p.m. 

地點：三樓禮堂 

對象：全校同學 

靈德育組於十二月透過不同的活動，帶出「活出健康」除了要注意個人及公共衛生外，

保持心靈的健康同樣重要。「飛躍舞台慈善卡啦 OK 大賽」除了希望透過卡啦 OK 比賽，

讓同學發揮歌唱的潛能，建立自信外，更期望藉慈善籌款活動，宣揚熱愛生命、關心

他人的訊息。 

初賽於 12 月 15 日放學後在 409 室舉行，從 45 組參賽單位中選出 8組進入決賽。在決

賽當日，8組進入決賽的參賽者，分別唱出自己的首本名曲，爭奪獎項。結果由 F. 7A 

張善衡同學憑一首「愛不釋手」奪得冠軍，F. 5E 莊榮峰同學奪得亞軍，季軍是 F. 3B

盧文軒同學。 

同時為配合本月份靈德育主題: 熱愛生命, 關心他人，在場外更設有捐款箱，鼓勵同

學在聽歌的同時也慷慨解囊，為第三世界的兒童籌款。今次活動共籌得港幣六百五十

元，所有收益均用作捐助世界宣明會之用。 

 

午間時事論壇  

日期：2006 年 12 月 20 日 

時間：12：45p.m. - 1：20p.m. 

地點：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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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全校同學 

 

本年度(2006-07)首次的午間時事論壇，已 12 月 20 日中午時間在禮堂舉行，目的是提高同

學對時事的觸覺及批判性思考的能力。中五級的林志傑同學(5D)及瞿立駿同學(5E)擔任主

持，以近期有毒食品為題，引導同學發表個人意見。參加的同學約有 30 人，各同學的表現

相當積極；意見最好的同學更得到書券作獎勵。結果魏銘新同學(F. 5E)和官建男同學(F. 1D)

得獎。 

 

專題活動：「個人表達之青年力量」互動講座 

日期：2006 年 11 月 3 日 

時間：10：50a.m. - 11：40a.m. 

地點：本校禮堂 

對象：中六、中七 

為訓練同學突破面對群眾的心理障礙，培養個人表達之信心，本校靈德育組特別邀請了香

港人際口才學會到校為中六及中七同學舉辦了一個名為「個人表達之青年力量」互動講座。

香港人際口才學會培訓總監廖拔先生及青年大使范萱蔚小姐透過互動遊戲及個人表達示

範，教導同學表達的技巧及態度。范萱蔚小姐更透過音樂示範「情」、「意」的表達及溝通

的技巧。 

 

專題活動：家居安全問答比賽(中一) 

日期：2006 年 11 月 27 日 

時間：1：35p.m. - 2：10p.m. 

地點：本校禮堂 

對象：中一 

為配合生活教育科 –  家庭生活篇而舉辦；透過百萬富翁問答比賽的形式，從遊戲中學習

家居安全常識，場面十分熱鬧。 

結果冠軍由 1D 班的同學奪得。 

 

專題活動：「選舉知多少？」講座 

日期：2006 年 12 月 15 日 

時間：10：50p.m. - 11：30p.m. 

地點：禮堂 

對象：中六、中七 

2006 年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已於 12 月 10 日完成，而在 2007 年也將有不同的選舉舉

行；為讓即將有資格成為選民的中六及中七同學能了解本港的選舉制度，靈德育組於 12 月

15 日特別邀請了選舉事務處的職員到校，透過講座及問答遊戲增加同學對選舉制度的認

識，更即場派發選民登記表，鼓勵合資格的同學即時登記成為選民，善盡公民責任。 

 

親子閱讀自由講 

與閱讀推廣組合辦，每月首個星期將派發不同主題的文章給學生，並邀請家長與子女一同

閱讀及投稿，彼此分享。 

第二期(十月份)文章以「認識中國輝煌歷史」為題，配合十月份靈德育主題:「認識祖國」。 

第二期(十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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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鄭湛泓、1D 譚柏濤、2C 蔡澤朗、2D 文韋熹、3B 張永樂、4D 郭栢淇、5C 梁啓鴻、 

5D 張鈺靆、5D 梁俊豪、6B 黃汝灝 

第三期(十一月份)文章以「公德心」為題，配合十一月份靈德育主題:「克盡公德」，鼓勵

同學發揮公德心由自己做起。 

第三期(十一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張彥暉(1B)、高裕熙(1D)、程柏軒(2D)、李豪豐(3B)、陳焯倫(3C)、林俊謙(3B) 、陳祉謙

(4D)、梁智龍(4D)、葉敬恆(5D)、韓立基(6B) 

第四期(十二月份)文章以為服務麻瘋病人的神父為題，配合十二月份靈德育主題:「熱愛生

命 關心他人」，鼓勵同學熱愛生命，積極面對人生的挑戰。 

第四期(十二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李俊賢(1B)、廖宏康(1D)、岑啓榮(1E)、李澤廉(2B)、廖顥瑋(2D)、張柏韜(3D)、 

柳啓堅(3E)、黃卓謙(4C)、蕭逸龍(4D)、余健僖(6B) 

 

**有關以上活動的詳情，歡迎瀏覽靈、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網頁， 

網址是 http://www.ssshk.edu.hk/~moraleducation 

在網頁內，除了可瀏覽各活動之花絮及重溫早會短講外，更可觀看每月靈德育主題闡釋及

收聽本年度主題曲。 

 

全方位學習組 

中一及中二級全方位活動---「宗教繽紛 SHOW」  

日期︰18/12/06(F.1) 及 21/12/06(F.2) 

是次活動是由全方位活動小組與宗教科合辦，希望同學可以透過宗教話劇比賽及宗教

歌曲欣賞，增加對宗教的認識，並藉此訓練同學的協作及創造能力。同學以鮑思高神父生

平為題材創作劇本，更可讓同學重温聖若望鮑思高神父的生活片段。本年，更與音樂科合

作，將音樂元素融入宗教話劇當中，讓同學經歷不同的宗教經驗。現場的同學們更可以一

人一票方式進行投票，選出「我最喜愛的演出班別」選舉，增加同學的投入感。 

由不同級別同學組成的「Zero」樂隊更擔任表演嘉賓，為同學獻唱宗教歌曲。 

結果： 

中一級：1D 獲得冠軍， 1A 獲得亞軍， 1B 獲得季軍。而 「我最喜愛的演出班別」是 1A。 

中二級：2C 獲得冠軍， 2A 獲得亞軍， 2B 獲得季軍。而 「我最喜愛的演出班別」是 2C。 

 

參觀龐比度中心珍藏展作品 

日期：十一月三十日 

巴黎龐比度中心精選了一些珍貴的作品於香港藝術館作為期兩個多月的展覽，而本校全

方位學習組及視覺藝術科有幸安排中一全級同學到藝術館觀賞，同學們都對於那裡所展覽

的藝術作品細心觀察，增加了他們對於歐洲藝術文化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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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大樓開放日 

日期：十一月二十五日 

全方位學習組及經公科老師率領三十多位同學，於立法會大樓開放日當日到內參觀。

由於這次機會實屬難得，同學們參與的反應亦相當踴躍。當日，導賞員除了帶領同學參觀

整間立法會大樓外，亦為該地方的歷史及陳設進行講解，同學亦獲得主辦單位所預備的紀

念品。 

 
活動預告 

  繼前兩年本組曾率領同學到廣州及北京進行考察，今年將會帶領同學到上海、蘇州及

杭州進行六天的考察交流。由於是次活動已成功申請教統局的資助，活動收費將會較去年

便宜。有興趣參加的同學請密切留意宣傳。 

 

 

 

丙戌漸逝，丁亥將至，本組工作人員在此預祝本校全體神長、老師、家長及同
學新春如意、萬事順遂！ 

 

校務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