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一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2/3 至 6/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2/3 

(一) 

10:00 S1 中文 

單元四：《迢迢牽牛星》 

1. 認識古詩十九首的特點 

2. 掌握《迢迢牽牛星》的體裁

及詩歌内容 

3. 理解詩歌作者的思想感情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做 Google Form 問答 

 抄寫《迢迢

牽牛星》3 次 

重溫課本問答 

11:00 S1 英文 
Revis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use of Simple Past Tense. 

Students join the 
scheduled Zoom 
meeting. 
ID:  567 121 9503 
Password:  202035 

 Google form 

3/3 

(二) 

10:00 S1 數學 
7.1  正整數指數律 

7.2  多項式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 

並備有預錄影片 

工作紙 7.1、

7.2 

11:00 S1 生活 
5.家庭生活 

5.1 家庭對個人一生的重要性 
錄播教學影片 作業 P.1-P.2 

4/3 

(三) 

10:00 S1 科學 Ch.5.1 能量轉換 

瀏覽觀賞教育電視：

Ch.5. 1 能量轉換 

瀏覽簡報 Ch.5.1A 能量

的形式及 Ch.5.1B 能量的

單位（網上教學影片） 

完成課堂工作

紙 Ch.5.1AB 

11:00 S1 中史 

課題 ：西漢統一後的政局 

1.郡國並行 

2.無為而治 

3.文景之治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課後作業  ： 

36 頁，37 頁 

5/3 

(四) 

10:00 S1 中文 

單元四：《客至》 

1.認識絕句和律詩的特點 

2.掌握《客至》的内容和景物

描寫的特色 

3.體會詩歌表達的感情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做 Google Form 問答 

 抄寫《客

至》3 次 

重溫課本問答 

11:00 S1 英文 

1. What is an adjective？ 

2. Introduc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f order of 

adjectives. 

Upload teaching video 
with powerpoints 
explanation 

Submit a 
Google form 

6/3 

(五) 

10:00 S1 數學 
7.3  多項式的加法和減法 

7.4  多項式的乘法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 

並備有預錄影片 

工作紙 7.3、

7.4 

11:00 S1 科學 Ch.5.1 能量轉換 

瀏覽簡報 Ch.5.1B 能量

的單位及 Ch.5.1C 能量轉

換（網上教學影片）與實

驗視頻 5.1-5.5 

網上教學影片 Ch.5.1C

能量轉換及 Ch.5.1D 能量

守恆 

 課堂工作紙

Ch.5.1CD 

Google form 

工作紙 5.1 

~ 完 ~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二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2/3 至 6/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2/3 

(一) 

10:00 S2 科學 Ch.9.4 酸的腐蝕性 

 觀賞教育電視(酸和鹼)

章節 4 

 瀏覽簡報 9.4a (網上教

學影片) 

 課堂工作紙

9.4a 

11:00 S2 數學 

7.1 組織圖、頻數多邊形和頻

數曲線 

7.2 累積頻數多邊形和累積頻

數曲線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工作紙 7.1、

7.2 

3/3 

(二) 

10:00 S2 中文 

課題：《晚遊六橋待月記》 

1.理解和分析文言文的內容。 

2.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3.分析文言文的寫作方法。  

4.複習文言詞匯：一詞多義。 

 閱讀《晚遊六橋待月

記》的課文內容：作者介

紹、寫作背景、原文、詞

解。 

 觀看教學短片（可多次

觀看），並抄記筆記。 

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2eL-q3jSGwA 

 點擊以下網址連結，即

時完成 GOOGLE FORM

測驗。

https://forms.gle/9prJnAU

uA8CfkVwB7 

 

 語譯全文 

 背誦第二段 

11:00 S2 英文 
Present perfect tense 

 (statement) 

Teaching video with 
PowerPoint explanation 

 Google form 

4/3 

(三) 

10:00 S2 中史 北宋的變法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作業 P.32-34 

11:00 S2 生活 
[新型冠狀病毒]對地區經濟發

展的影響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工作纸 

5/3 

(四) 

10:00 S2 數學 7.3  統計圖的運用和誤用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工作紙 7.3 

11:00 S2 科學 Ch.9.4 酸的腐蝕性 

 瀏覽簡報 9.4b (網上教

學影片) ; 如有需要，再次

觀賞教育電視(酸和鹼)章

節 4 

 課堂工作紙

9.4b 

 Google form

工作紙 9.4.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eL-q3jSGw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eL-q3jSGwA
https://forms.gle/9prJnAUuA8CfkVwB7
https://forms.gle/9prJnAUuA8CfkVwB7


6/3 

(五) 

10:00 S2 中文 

課題：《桃花源記》 

1.理解和分析文言文的內容。 

2.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3.分析文言文的寫作方法。 

 閱讀《桃花源記》的課

文內容：作者介紹、寫作

背景、原文、詞解。 

 觀看《桃花源記》第一

段教學短片（可多次觀

看），並抄記筆記。 

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x85RvBPRACY 

 點擊以下網址連結，即

時完成 GOOGLE FORM

測驗。

https://forms.gle/NQcgXF

QBB14t4WxR9 

 

 語譯第一段 

 背誦第一段 

11:00 S2 英文 
Present perfect tense 

(question form) 

Zoom online teaching 

Meeting  

ID: 209 845 4577 

Password:  06032019 

 

 Google form 

 Worksheet 
on google 
classroom 

~ 完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85RvBPRAC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85RvBPRACY
https://forms.gle/NQcgXFQBB14t4WxR9
https://forms.gle/NQcgXFQBB14t4WxR9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三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2/3 至 6/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2/3 

(一) 

10:00 S3 英文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unreal situations 

透過 Zoom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

載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997 708 3757 

 Google 

classroom內

grammar 練習 

11:00 S3 中文 

戰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 

1.掌握寫作背景 

2.掌握文章 1-4段字詞解讀 

3.掌握文章 1-4段內容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2段) 

 課文動畫─鄒忌諷齊王

納諫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mVLj6_Lq9Mo 

【閆效平講解古文觀

止】第 60集：鄒忌諷齊

王納諫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tr8tIN7Nv8E 

 

 做 Google 

Form 選擇題 

 雙週一文

【以德服人】

工作紙 
 

3/3 

(二) 

10:00 S3 生活 

單元 28-國際政治  

1. 辨識聯合國於維持世界和平

的角色和貢獻 

2. 達致世界和平所面對的困難

與挑戰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課文工作紙 

P.1 ，2 

11:00 S3 數學 

Ch7.1 重温百分數增減的概念

及公式。解決關於連續百分數

增減的問題。 

 教學影片 

 學生在紙上做練習，  

影相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練習工作紙 

4/3 

(三) 

10:00 S3 科學 

金屬的提取 

1. 觀賞教育電視(金屬)章節 2 

2. 瀏覽簡報 3.5a 

3. 完成筆記 3.5a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筆記 3.5a 

11:00 S3 數學 

Ch7.2 解決關於各種成份的百

分數增減的問題。解決關於固

定增長率的問題。 

 教學影片 

 學生在紙上做練習，  

影相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 

練習工作紙 

5/3 

(四) 

10:00 S3 英文 

U3 Grammar 
Question tags 
1. Function of using question tags 
2. How to use question tags 

Zoom online teaching 

Meeting  

ID: 556 266 944 

Password:  023169 

 

 Google form 

 Study a 

quizlet set 

11:00 S3 中文 

戰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 

1. 掌握【鄒忌諷齊王納諫】一

文借事說理的手法 

2. 掌握文言虛詞---之、也 

【鄒忌諷齊王納諫】 

教學簡報 

Google form 

課本問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Lj6_Lq9M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Lj6_Lq9M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r8tIN7Nv8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r8tIN7Nv8E


6/3 

(五) 

10:00 S3 中史 武昌起義及中華民國的成立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作業 P.43-46 

11:00 S3 科學 

金屬的提取 

1. 觀賞教育電視(金屬)章節 2 

2. 瀏覽簡報 3.5b 

3. 完成筆記 3.5b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3.5.1 

~ 完 ~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四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2/3 至 6/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2/3 

(一) 

10:00 

4A 

數學 

6.1 有理指數定律 

       A 根式 

       B 有理指數 

6.2 指數方程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所有視像教學會存於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4B 

6.1 有理指數定律 

       A 根式 

       B 有理指數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視

像教學 

Microsoft 

Teams 內家課

作業 

4C 

(綱) 6.1 有理指數定律 

       A 根式 

       B 有理指數 

6.2 指數方程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視

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及書本

練習 

4C 

(堅)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564 327 9252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11:00 S4 通識 
今日香港： 

香港的法律、司法與法治精神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論述題(法治) 

3/3 

(二) 

10:00 S4 中文 

蘇洵【六國論】(第一課)  

1. 瞭解作者 

2. 掌握寫作及文章內容背景 

3. 掌握文章第一、二段內容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問答 

 預習課文未

教的段落 

11:00 S4 
數單

二 

函數的極限 

A.  極限的概念 

B.   極限的一般情況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564 327 9252 

工作紙 

4/3 

(三) 

10:00 S4 英文 

U3 Writing Invitation Letter 

1.  Format of invitation letter 

2. Language of writing an 

invitation letter 

Zoom online teaching 

Meeting  

ID: 754 926 541 

Password:  080635 

 

Writing an 

invitation letter 

in 200 words 

(Sports Activities) 

11:00 

S4 中史 北朝的漢胡融和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預習北魏孝

文帝推行漢化

措施的原因 

S4 資訊 Book 2 , Ch. 11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4/3 

(三) 
11:00 

S4 
組科 

(化學) 

課本 1 課題二(微觀世界)  

第 7 章(離子鍵) 7.6~7.7 

 認識離子化合物的顏色 

 探究離子的遷移 

 認識金屬內的金屬鍵 

 了解金屬導電的過程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7.3 

S4 設科 

製造程序及技術(一) 

(1)「吹氣模塑」、 

(2)「注塑成形」及 

(3)「真空成形」的製造過程 

 筆記及網上教學影片 

 透過「Hangouts」app 

提供支援 

分析三項技術

的差異及優點

(工作紙) 

5/3 

(四) 

10:00 

S4 旅款 

旅遊導論第七章 

7.1 A：文化的定義 

7.1 B：文化元素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S4 物理 
Ch.19.1  透鏡的基本知識 

Ch.19.2  透鏡的成像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與

學生在 wechat 中聯繫 

會議 ID(PMI): 

577 278 5174 
 

Ch.19 透鏡練

習工作纸 I 

S4 企業 個人信貸記錄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工作纸 

S4 健社 

主題冊 4 精神健康 

4.1A 認識壓力 

4.1B 壓力對全人健康的影響 

4.1C 壓力管理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及即時錄影 

觀看影片 

鏗鏘集: 

思裂的我 

11:00 

4A 

數學 

6.3 指數函數及其圖像 

       A 指數函數 

       B 指數函數的圖像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所有視像教學會存於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4B 6.2 指數方程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視

像教學 

Microsoft 

Teams 內家課

作業 

4C 

(綱) 
6.3 指數函數及其圖像 

       A 指數函數 

       B 指數函數的圖像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視

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及書本

練習 

4C 

(堅)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564 327 9252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6/3 

(五) 

10:00 S4 英文 Paper 1 Reading U3 p.82-85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

載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997 708 3757 
 

 Google form 

 Google 

classroom 內

作業 

11:00 S4 中文 

蘇洵【六國論】(第二課) 

1. 掌握文章第三至五段內容 

2. 掌握課文主旨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雙週一文

【魏文侯軼事】   

工作紙 

~ 完 ~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五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2/3 至 6/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2/3 

(一) 

10:00 S5 中文 

《始得西山宴遊記》 

1.  介紹作者生平及文學成就 

2.  認識從題目、文體中檢索

訊息的方法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預習課文段

一、二 

 Google form 

11:00 S5 英文 

 Zoom Application 

 Group discussion –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會上

載於 Google Classroom 

Meeting ID:   
888 237 217 

Password:  014047 

Revise the 
Google form  

3/3 

(二) 

10:00 S5 通識 
現代中國： 

改革開放下的發展概略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論述題 

（改革開放） 

11:00 

S5 中史 辛亥革命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論述題 

S5 
組科

(化學) 

課本 2A  

第 4 章 (酸和鹽基)  

第 16 節 (中和作用) 

內容： 

 中和作用的應用 

 溶於水的鹽和不溶於水的鹽 

 製備不溶於水的鹽 

錄播教學影片  習作 16.1 

 Google form

工作紙 16.2 

S5 設科 圖象傳意及立體模塑的應用 
在 Microsoft Team 上實

時講解 

工作紙 

S5 資訊 Book  C2, Ch1-2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4/3 

(三) 
10:00 

5A 

數學 

17.1 複合一元一次不等式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並備有預錄影片 

工作紙 17.1 

5B 
15.1 數數的基本原理 

15.2 排列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

載於 Google Classroom 

所有視像教學會存於

Google Classroom 

工作紙 

5C 

(綱) 

16.4 利用排列與組合解概率 

問題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工

作紙及書本練

習 

5C 

(揚) 

第 16 章 續概率 

重溫第 15 章內容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並備有預錄影片 



4/3 

(三) 
11:00 S5 中文 

《始得西山宴遊記》 

1.  從段落一、二內容檢索訊息

及比較異同 

2.  理解段一、二內容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預習課文段

三、四 

 Google form 

5/3 

(四) 

10:00 S5 
數單

一 

第 16 章 續概率 

16.2 概率的加法定律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工

作紙及書本練

習 

11:00 S5 英文 

S5 Reading U7  

The future is here P40-46 

 Recognizing points of view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s 

questions. 

Narrated E-book video  Google form 

6/3 

(五) 

10:00 

S5 旅款 
款待導論第三章： 

3.3.2 D：食物安全五要點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S5 物理 
第 21 課電路和功率 

 認識電阻及電功率的特性 

 網上教學影片及筆記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會議 ID(PMI):   

625 718 0855 
 

電路及電功率

練習 

S5 企業 
營商環境- 

第三課 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錄影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S5 健社 單元 09_建設健康城市 

錄影教學影片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 

11:00 

5A 

數學 

17.2 利用圖解法解一元二次

不等式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並備有預錄影片 
工作紙 17.2 

5B 15.3 組合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

載於 Google Classroom 

所有視像教學會存於

Google Classroom 

工作紙 

5C 

(綱) 

16.3A 概率的乘法定律 : 獨立

事件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Google 

classroom 工

作紙及書本練

習 

5C 

(揚) 

第 16 章 續概率 

重溫第 15 章內容 

使用 Microsoft Team 實

時教學並備有預錄影片 

~ 完 ~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中六級 

停課不停學之網上教學時間表  ( 由 2/3 至 6/3 )  

學生需依時間登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資料; 或按教學指引使用相關的軟件作實時學習。 

日期 時間 班別 科目 教學目的 教學指引 跟進練習 

2/3 

(一) 

10:00 S6 英文 

Mock Test 2019  

Paper 1  

Part A 

Zoom online teaching 

Meeting  

ID: 209 845 4577 

Password:  02032019 

 

 Google form 
 Worksheet 
on google 
classroom 

11:00 

S6 中史 校外模擬試分析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做課堂評估 

 溫習筆記 

S6 
組科 

(生物) 
複習中四上學期內容 

透過 Zoom 作預錄教學 HkedCity 

自學評估 

S6 設科 
複習結構設計及簡單機械 

練習題 

在 Microsoft Team 實時

解說內容 

工作紙 

S6 資訊 重溫考試內容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工作紙 

3/3 

(二) 

10:00 

6A 

數學 

DSE 溫習 (甲 1 部)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HKDSE 2019 

6B DSE 溫習 (直線方程及圓方程)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及書本

練習 

6C 

(璟) 

DSE 溫習 (甲 1 部) HKDSE 2019 
6C 

(堅)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564 327 9252 
 

11:00 S6 
數單

二 
DSE 溫習 (甲部)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HKDSE 2019 

4/3 

(三) 

10:00 S6 中文 

【岳陽樓記】 

1. 重溫作者介紹 

2. 重溫寫作背景及文章內容 

3. 重溫文言語譯及課文寫作技

巧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重溫《透視

言文言》本課

的語譯及問答

題 

11:00 S6 英文 

2019 DSE  

Paper 2 Part A                 

Topic analysis 

Zoom online teaching 

with powerpoints 

explanation 
 

 Google form 

 2019 DSE 

Paper 2 Part B 



5/3 

(四) 

10:00 S6 中文 

論語【論仁論孝論君子】 

1.重溫作者介紹 

2.重溫寫作背景及文章內容 

3.重溫文言語譯及課文寫作技

巧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重溫《透視

言文言》本課

的語譯及問答

題 

11:00 

S6 旅款 
旅遊業的影響：社會文化 

題解 DSE 相關題目 

錄播教學影片 工作紙 

S6 物理 

熱學、力學、波動學複習 

 講解相關課題的 2019 年

DSE 選擇題 

(2019 年卷一甲部題 1-22) 

 各選擇題講解片段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會議 ID(PMI):   

625 718 0855 
 

DSE Mock 

Paper 2020 - 

熱學_力學_波

動學測驗 

S6 企業 DSE2015-2017 
備有網上教學影片 DSE2017 

S6 健社 DSE2013 
備有網上講解錄音 DSE2013 

6/3 

(五) 

10:00 

6A 

數學 

DSE 溫習 (甲 1 部) 

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hcpXXXXX@hcs.edu.hk 

登入 office365，在內置

APP Microsoft Teams 作

視像教學 

HKDSE 2019 

6B DSE 溫習 (指數及主項變換) 

Google 

classroom 內

工作紙及書本

練習 

6C 

(璟) 

DSE 溫習 (甲 2 部) HKDSE 2019 
6C 

(堅) 

透過 Zoom 作視像教學 

有關安裝及使用指引已上載

於 Google Classroom 

會議 ID(PMI):  

564 327 9252 
 

11:00 S6 通識 
能源科技與環境： 

使用化石燃料引起的問題 

錄播教學影片  Google form 

 論述題： 

香港廢電器處

理問題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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