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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連結」──速度與深度　　　　　　　　　　　　　　　
 「5G」、「人工智能」、「教育」
 以上幾個詞語，大家會聯想到甚麼？
 越來越多跡象，人工智能將更廣更深的進入我們的世界，甚至會影響我們的教育制度和學習。
 人工智能為何與5G有關？以無人駕駛汽車為例，將來的汽車需要更即時的回應路面的情況，以作出反應（遲一秒都可
能釀成交通意外）。5G的傳送速度可達現時4G的40倍。（現時用手機觀看視頻，時有需要等候的情況，將來用5G做同樣
的事，不用等候了！）由於網絡通訊更高速，日後差不多任何東西都可以連結上網絡（物聯網IOT的概念），大大推動人工智
能在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及效能。
 人工智能又與教育有甚麼關係？由於人工智能的演進，機械人（外貌不是必然像一個人）具備大量的數據和強大的分析能
力，以致很多現時專業職位，包括律師、醫生、記者、司機，甚至廚師，都會被取替，或行業內其中一部份人被取替。或許有
人開始會問：
 1.  我們今天花上很多時間學習英語，將來一部機器（手提式？配戴式？甚至是植入人體之內？）可以即時翻譯多國語 
  言，即時發聲。學習外語，可能變得無用？
 2.  我們現在努力考上大學，修讀醫科、法律……十年之後，可能找不到工作？我們應該要學習甚麼？
 以上的想法和問題，有其道理，但只是基於對教育和學習一種「功能性」和片面的認知。對於社會而言，教育無疑具有培
育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的功能；對於個人而言，教育亦具有工作能力培訓的價值。
 不過，教育的意義應遠遠超過這些。
 著名教育學者程介明教授在「教育，誤會了！」一文中，提出了幾項有關教育的「誤會」，其中首兩項為：
 1.  教育是為了培育人才註；
 2. 大學畢業生應該學以致用；
接著他提到人的品質才是關鍵。文章內列出不同的品質，包括三大類別：「充實的知識」、「全面的素養」、「健康的價
值」，三大類別之下又列出不同的子項：
「充實的知識」 寬廣的知識基礎及深入的專門知識、駕馭科技的知識……
「全面的素養」 團隊精神、人際關係、求同存異、設計創新
   謙遜自信、自理自控……
「健康的價值」 獨立思考、明辨判斷、關愛捨予、熱愛自然、
   珍惜生命、維護公義、渴求和平……
 未來的科技，包括一些隨手可及的電子工具，必然具備「寬廣的知識基礎及深入的
專門知識」。不過，「全面的素養」、「健康的價值」更形重要。因著教育的價值，在
未來科技洪流的發展中，應該更重視價值和素養的培育。
 網絡速度突破性的提升，帶來人工智能更廣泛的應用，無疑會對教育體系帶來一
些改變。不過我認為，在未來的世界，連結的速度固然重要，但連結的深度才是最
不容忽視的環節！ 
    錦明
    2019年2月

註：根據文章內容，這裡的「人才」，是較狹義的理解，即為社會提升經濟競爭力的人才。 參觀深圳科技公司



走石路

外籍英語老師指導

整齊的開幕步操 我，跳…… 我，衝……

落力打氣 誰領風騷 蔡韻瑜校友(2018年印尼亞運會
女子自由組61公斤以下組別

空手道銅牌)蒞臨閉幕禮

遊戲中學習 積極參與

插秧 農作物

中五通識科模擬農耕活動

英語日

陸運會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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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Library cafe

文學散步(戶外寫作)

茶藝活動(敬師茶座)

畢業班閃避球賽 福音周佈道會

訓輔組活動(監獄探訪)

生物科(戶外考察) 家教會燒烤晚會

中秋猜燈謎 作家孤泣簽名會

圖書館活動

P3



連結，是有形無形的生命的連繫；
連結，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連結，讓生命變得更豐盛。

連結，是有形無形的生命的連繫；
連結，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連結，讓生命變得更豐盛。

本年度，我校以「連結」作為主題，這一期的《堯聲》，讓我們一起分享
我們在校內外的各種連結。

班主任生命教育課 張迪生副校長
 「狗大便本以為自己一無事處，但蒲公英因著狗大便的全然
融入，最終讓自己茁壯成長，開花結果。上帝不會無緣無故創造
你，祂一定會為你做妥善的安排！」中一乙班黃奕琦同學經歷了
《DOGGY POO狗大便的天空》生命教育課後，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有這樣的體會。
 「施比受，更有福。時間過得太快，眼前有很多人需要我們
去珍惜。希望我們這一代的年青人可以放下手機，以行動去關心
親友及有需要的人。」中四乙班蔡宛熒同學上完了《愛，需要及
時！》生命教育課後，對生命的選擇有這份啟發。
 學校今年參加了香港教育大學「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
旨在掌握有效推行生命教育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和生活態度，並學習面對挑戰，勇於選擇。生命教育的內涵涉
及身、心、社、靈的層面，強調與天、人、物、我之間的關係，
並透過知、情、意、行的方式進行，藉以幫助學生：
 1. 認識生命：明白生命的局限與可貴
 2. 擴展生命：探索生命的價值、韌度與長闊高深
 3. 享受生命：追求生命的卓越與可能性
 參與計劃的老師透過課堂學習與交流體驗，掌握生命教育的
實踐技巧，並設計了以微電影及動畫等媒介為主軸的「班主任生
命教育課」，讓班主任引導同學對相關生命議題作深入討論，並
啟發尊重、珍惜及擴展生命的反思。

許玉鳳老師及張迪生副校長參與香港教育

大學「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時，與台灣

自然體驗活動教育專家張菁砡老師合照。

 我是5A班的劉震明，是一名深資童軍，亦是李中
舞台工作組的總監，也因為這兩個崗位，在2018年，
我取得由「萬鈞教育基金」與「馮漢柱教育信託基金」
聯合主辦的「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
劃的「傑出學生獎」。
 在選拔傑出學生時，需要出席一個日營。當我進
入舉行日營的伯裘書院，氣氛十分尷尬，因為完全沒
有一個認識的人。我的組員來自不同的名校，有拔萃
男書院、培正中學等，而且當中有一位外籍人士，令我不
敢發言，也只能沒有自信地用不大流利的英語完成自
我介紹。如此一來，我不禁想到，要跟組員連結，應
該是沒可能吧！
 第一個遊戲以拍數字開始，組長要求我們一起談
策略，我不敢發表意見。當遊戲一直進行，氣氛開始
變得融洽，我忍不住要發表意見了。這也讓我開始慢
慢地和他們融合。第一個遊戲完結，我們雖然不是最
快完成的一組，但大家都變得愈來愈熟絡了。

 日營的最後一個遊戲是F1方程賽車，我們
要組裝一部賽車去比賽。不幸地，由於我們是
其他遊戲中得分最低的一組，也代表我們變成
最後一組出去取零件。出去一看，甚麼也沒有
了，只剩下一些基本零件。我們決定以我們的
知識與能力，互相合作，組裝最基本的設計。
 賽車比賽開始了，我們成功地完成第一個
圈。但到了第二圈，輪胎爆了、座位爛了，根
本沒有可能勝出了……但我們沒有放棄，每個
人都以自己最大的聲線為隊員加油，直到完成
賽事。雖然我們沒有取得冠軍，但卻成為「最
合拍」的一隊。
 比賽完了，活動也完結了，但我們的友誼
並沒有因此完結。不同學校的同學因著這次互
相學習、互相支持而連結在一起。我這才明白，
連結，原來一點也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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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領袖獎勵計劃之傑出領袖    5A劉震明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年度活動
 本年度的學校年度主題為「連結」，中四級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安排了一個與主題有關的活動____訪問突破匯動青年有限公

司的總項目主任馮志康先生及了解錦田匯動青年館餐廳的經營概念，當中也讓學生對營商之道的核心價值有進一步的了解。

 這次訪問，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總項目主任馮志康先生（阿康）帶領我們探討「共享」概念，明白他們開辦的錦田青年中心

及錦田匯動青年館如何可以和社區、個人、環境和上帝連結，體驗錦田居民之間的聯繫。

以下是部份學生在參與活動後的一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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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鄧麗婷

 訪問前，我對這「共享」概念不太熟悉。現實的社會，人

們十分重視金錢和利益，有多少人願意將自己的物品借出，

跟別人分享？很多國家都推行共享經濟，利用共享的概念

製造商機，獲取利益。然而，錦田匯動青年館的「益下家」

咖啡店的共享理念卻不太一樣。他們屬於非牟利組織，他們

為社區服務並不是追求利益、物質、金錢上的回報。他們

「共享吃喝」的概念，就是透過分享食物來連結社區，拉

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整個訪問過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康提到自己的

個人經歷和核心價值，還有他和神的連結。「神創造每一

個人都是有他的價值的」，他這句話令我印象特別深刻。

對的，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有不同的長處和潛能，而我

也十分希望能從神找到自己的價值。

4B洪靖美

 「益下家」咖啡店的經營概念，相信大家都前所未

聞，我亦覺得很新奇。顧客可以自由付款到箱子內，表

示幫下一家客人付款；顧客也可以不付錢，因為上一家

客人已經代為支付。實際的運作是基本上每個居民都會

付錢。我認為要好好將這種精神延續下去，當中包括了

對對方的信任，相信這份心意是無形的，這就是共享的

連鎖效應。

 他們不會介意付出與回報了多少，只希望可以透過

食物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我很感恩可以參與這次活

動，深深感受他們處事的認真和熱誠。

4C李澤彬

 我明白到共享精神的重要性。身處在同一個城市，為什麼

要不斷地競爭？和身邊的人分享才是最重要。企業要顧及環保，

要履行社會責任，遵守商業道德，不能只顧名利而忽略應盡的責

任；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也能融洽地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中；以

生命影響生命才是最重要的，這都是我學會的。

4D朱仲賢 
 我們到了錦上路錦田匯動青年中心，學到了很多，也得到

不少啟發。其中「益下家」的概念很有人情味。那天，我也獲得

很多生活體驗，例如沖一杯咖啡、炒飯、佈置飯桌、洗碗……許多

平日不會做的瑣碎事，也要親力親為。

4D吳子洛

 在咖啡沖調師的協助下，我第一次成功沖咖啡。

 以往的我對著陌生人較寡言，也比較粗魯。這天，我第一

次自信、客氣地，像朋友，與嘉賓對話。

 青年館的另一位同工Joan跟我說：「人生最重要是終生學

習，很多人的學業成績不算優異，但憑著努力及毅力也可以成

功！」第一次，我明白到靠著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改變的。

 這次訪問，得著的不光是知識，更是對人生的反思。

一起分享、聊天

食物預備中

準備「共享食物」

與受訪嘉賓們合照

與籃球隊員合照

錦田匯動青年館前留影

總項目主任馮志康先生

與我們分享「共享」概念

成功調製了一杯咖啡

咖啡師指導下的學習



教子方程式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賞賜的」 詩篇127:3

信主的父母都要作好管家，按主的吩咐和應許「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

 基督徒的父母引領孩子從小參加教會聚會，因為在神的

家，孩童可以學習神的話及基督教的信仰及價值觀，父母亦當

從旁鼓勵子女積極參與事奉，體驗教會信徒生活與事奉，並經

歷神的愛。

 神的心意是要我們一代接一代，把基督教信仰傳承下去；

又要把握時機，從小就開始教導孩子仰望神，不忘記祂的信實

與能力，並奇妙的作為。父母給子女最寶貴的禮物就是引導他

們與神復和的救贖計劃，生命被主大大的改變。正如申命記

6:6-9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

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

框上，並你的城門上。」因此，基督徒父母每天在家中教導神

的道，活出聖靈引導的生活模式，作子女的好榜樣，讓家庭成

為神的聖所。父母懂得在家高舉神，讓神在家中居首位，就能

教導子女遵從及實踐聖經的話語。

 《今日基督報》的作者JB.卡捷拉提出基督徒家庭可以一起

做的事情，幫助彼此成長：

 (1)  一起禱告：無論家庭成員住在一起或相隔遙遠，都必須  

  為對方禱告，幫助孩子保持禱告的習慣。

 (2) 維持對家庭的熱情：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應該為家庭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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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時間，目的是彼此禱告，研習神的話語，一 

  同在主裡成長。神的話語是信心增長的關鍵。

 (3) 分享聖經閱讀時間的得著：在閱讀上帝的話語之 

  後，無論在一起還是私人時間，最好的事情，就 

  是分享聖經的教導、感受和反思，以此建立更好 

  的家庭成員互動關係。

 (4) 彼此相愛：相愛是基督的標誌。父母應該做好相 

  愛的榜樣，由夫妻間相愛到父母對子女的愛，令 

  孩子學習如何愛人及愛上帝。當父母彼此相愛及 

  愛上帝的時候，孩子會有動力去愛上帝。

 (5)  一起服侍上帝：為了在主裡追求成長，最好的事 

  情就是一起事奉。當基督徒渴望在信仰上成長， 

  便需要彼此事奉，互相激勵，以愛來服侍他人。 

  當他們有機會擔當服侍的角色時，他們會更快樂， 

  更投入信仰。

 最後，我鼓勵所有信徒和家長，不斷以禱告支持子女

及年青的一代，求主保守他們緊緊跟隨天父，並求主賜充

足的智慧。讓我們明白學童從中學過度進入大學，需要生

活和心理上的適應。我們需要敏銳的靈，耐心理解他們

的需要，好讓我們更有效地引領他們遵從上帝的話語，

活出有使命的人生。

教研分享

英國模型火箭車

 本年度綜合科學科舉辦了

「英國模型火箭車」活動。該活

動旨在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及高

階思維。學生透過學習3D模型設

計車身，選用特別APPS收集不同的

數據，從而令學生掌握各項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 的相關知識， 更 透 過 編 程 及 應 用

microbit，自行製作和測量裝置，記錄速度及三維的加速數據，

繼而分析並了解車身設計的問題並作出改良，讓學生愉快地

學習並一起解難。

一人一花計劃

 本年度中一級學生參加了康文署舉

辦的「一人一花計劃」，當中也加入了

一些STEM的元素。

 學生大致分成兩組，其中一組用新

鮮水來灌溉，另一組則用燒烤場旁的生態魚池水來灌

溉。因為生態魚池水理應含有較多營養，預計種出來

的花會較為燦爛。雖然活動的結果未如預期，但學生明

白到養分的多少是種植的其中一個變數。最後，活動順

利完成，同學也十分投入。

紙火箭比賽

 去年中二在試後活動進行了一次STEM

的活動，讓學生自由設計紙火箭，並舉辦

比賽看看哪支火箭飛得最遠。

 是次活動除希望學生應用有關力學的

概念外，還期望他們發揮創意，設計有特

色的火箭。

     學生整體表現投入，部分同學更發

揮他們的無限創意。雖然火箭未能飛

得很遠，但是次活動給予他們嘗試的

機會，讓他們有了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阿基米德原理及浮力的應用

 在中一科學科的課程中，

教授了「浮與沉」及「密度」的

概念，但「浮力」這個有趣的概

念卻沒有觸及。是次STEM活動旨在

讓同學對阿基米德原理有初步的了

解，並嘗試用紙黏土設計一隻小

船，以盛載重物。

 對同學來說，設計小船運載

重物，可謂是一個既新鮮、又富挑

戰的考驗。如何利用有限的物料？

重物該如何擺放？船的重心如何？
……設計完成，同學分組交流意見

並動手製作，最後在水池一較高下，分 出「盛重

之王」。

科學科
經過一年的蘊釀和試行，本校初中科學科於本年度開始把STEM教育融入課堂中。

 盼望經過這一連串的課堂活動，讓學生獲得知識之餘，也可以引發他們的興趣，嘗試把STEM應用於生活中，真正做到讓學

習與生活連結。

在家庭裡的信仰與靈性培育 蔡玉英教師



教研分享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
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
歌頌神。」 歌羅西書 3:16
 感恩今年有黃偉東長老及周慕義弟兄、盛福堂張展邦
教師及許軍溝教師一同協助任教中一宗教科，加上宗教委
員會主席趙玉娟老師及福音幹事李韋德老師，可謂陣容鼎
盛，前所未見。 

P7

 每堂宗教課最少有五位同工參與課堂活動，上課
形式包括唱詩歌、看影音、講解聖經、分組活動及討
論等。感恩黃偉東長老分享他的傳福音經驗，與我
們一同策劃及檢討課程，實在令我獲益良多，豐富
了聖經科教學經驗之餘，更可以讓聖經真理更活潑
地與學生分享。
 感恩同工們中午抽空與學生分組，釐清信仰，
使學生有根有基地認識我們所信的神。

午間分組活動

午間分組活動：協作同工與老師及學生

午間活動：短宣中心實習同工及盛福堂

課堂活動

中一宗教科大改革 宗教科科主任許玉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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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校舉辦的社際比賽，一眾同學能為自己所屬社努力，
增加同學對社的歸屬感之餘，連結了學生、社與校園。  
  5A 楊曉晴 信社社長

透過做社職員，我與學校有了更多的連結。
  5A 雷采樺 信社副社長

今年學校新增設了燒烤場，老師能預約場地，與學生交流和
對話，增進師生情誼。我們從中增加了對學校的歸屬感，得
益匪淺啊！ 5B 鄺海忻 義社社長

雖然在運動會的時候，四社都在互相競爭，但卻同時感受
到大家都是友誼第一。比賽，讓整個學校連結起來。
  5B何芷茵 義社副社長

連結──學校比以前多了不同的新嘗試，師生關係也變
得更加好。 5B 廖婉瑩 忠社社長

學校新增和翻新了很多設施，是連結、為同學增添歸屬
感的開始。 5B 蔡方欣 忠社副社長

學校是一個把同學，老師和同工連結起來的地方，然後互
相分享快樂以及正能量。 5B 何凱媚 誠社社長

連結令學校各人團結起來，不單是師生的關係，更多的是
同學與同學之間的連繫。陸運會中，啦啦隊為健兒們打氣，
營造激烈的氣氛，同學們堅守崗位，令同學之間互相投入，
留下愉快的回憶。連結，令同學們有著同樣的信念，令學
校充滿著回憶，充滿著快樂。 5A郭凱琳 誠社副社長

「連結」使力量由1變為2，將勇氣由0增至∞。
  5A鄔釗欣 圖書館團長

「連結」帶出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團結的力量是無限的。
  5C 關呈獻 圖書館副團長

學校一直鼓勵同學使用英語來溝通，才會有我們EA的出
現，實踐今年的主題──與英文連結。
  5A周駿軒 Chief English Ambassador

由中一到現在中五，這五年的訓練和學習，令我成為今天
的籃球隊隊長。在六年間，球隊經過大大小小的高低起跌，
有贏波有輸波，有笑，有淚。籃球令我明白到「連結」的重
要性──一場籃球比賽，即使一個人打球有多棒，都不及一
隊有團隊精神的球隊。 5C張顥耀 籃球隊隊長

我校籃球隊，一直以來人才濟濟，在比賽中屢獲佳績。成
功的背後除了有隊員付出的汗水，更要有隊員、教練和老
師之間互相「連結」。隊友之間互相支持、鼓勵和磨合；
教練教導同學；老師提點同學。這一切的「連結」正正成
就出一隊傑出而團結的籃球隊。 5B陳健旻 籃球隊資深隊員

田徑，有別於其他運動，接力以外的項目都是以個人作單
位來比賽。然而，過程中運動員並非獨自一人。例如長跑
項目，它需要過人的意志，這源自隊友以及觀眾的支持。
比賽中的打氣聲把我們連結在一起，彷彿場邊的隊友和台
上的觀眾都和選手一起在比賽。在訓練的過程中互相支持、
互相競爭。比賽中有隊員贏了，大家會一同慶祝，有隊員發
揮欠佳亦會互相安慰。田徑令眾多隊友心連心，團結一致，
連結在一起。 5C張梓霖 田徑隊資深高級隊員

作為學生會的領袖，要領導大家在產生矛盾時達至共識，
亦會互相聆聽彼此的意見，給予尊重的同時亦使大家可以充
分表達自己。學生會以社交媒體或是設立民主牆的方式，讓
同學可以表達意見，再向校方反映，這亦是想增強同學與李
中校園的「連結」。 5B黃源毅 學生會主席

在團隊入面，副主席、主席要有一種凝結大家的能力，令
大家學會團隊精神。 4B蔡宛熒 學生會外務副主席

本年度的學校主題為「連結」。作為學生會會長，或許有
人會認為他是整個團體的決策者，手上握著最大的權力。
但其實整個團體的成功與否並非單靠主席一人的領導，而
是閣員與閣員之間的聯繫與連結。在連結的過程中溝通及
聆聽極為重要，亦成為閣員間彼此合作的重要工具。除了
學生會閣員的連結，學生會作為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橋
樑，自然亦希望增強同學與老師及校園自身的聯繫，透過
聆聽同學意見，向校方表達，達至彼此「連結」。
  4A利巧妮學生會 內務副主席

學校一直舉行課外輔導班，令同學們能在同一空間內一同
學習。認真的氣氛，令同學們一同在學業和學習態度上努
力改進，這正體現出了同學之間的連結。
  5A 李信華 首席教務組學生長

Prefect team 有88人，好似一條條繩，需要大家互相
合作、信任，並且盡自已的責任，這一條條繩才可以「連
結」起來，變成一張堅不可摧的網。
  5B 王嘉怡 首席訓輔學生長

無論如何，只要在不開心的時候，老師和同學都會在第一
時間陪伴同安慰我們，令我們深深體會到今年學校主題
──「連結」。 5B 陳杏芝 首席訓輔學生長助理

凡事要有連結才能成功。 4B 周穎瑩 訓輔學生長組長

連結，可以在日常一些小事上看見，但今年的主題令我們
更領悟到甚麼是連結。 4B 張芷瑤 訓輔學生長組長

連結，令同學們團結起來。在陸運會同學們團結一心，為
各社同學打氣，希望健兒們能夠獲取優異成績，即使落後
仍奮力向前，沒有挫敗感，令到自己有更美好的回憶。連
結，讓我們齊心面對困難，突破難關，建立人與人的關
係。 1A 吳崇碩

連結，在陸運會中各社十分努力，為了冠軍，令大家一起
連結起來。我十分希望誠社啦啦隊拿冠軍，雖然我們落敗
了，不過我也沒有放棄。勝不驕，敗不餒。經過這次難忘
經歷，我在比賽中聽到啦啦隊為運動員打氣。我很感謝誠
社社職員鼓勵我們。 1A蔡廷睿

大家同是李中人，情同一家，一起互助互愛，彼此之間都
存有無窮無盡的愛，這就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連結。
  1D 黃芍汶

連結令學校今年的環境進一步改善，有不少不同活動讓學
生參與，讓大家連結。 4B 郭巧玲 訓輔學生長組長

與80多人的prefect team共事了半年，我認為彼此的默
契和團隊精神都大大提升，讓我們真正達成了本年度學校
主題──connectedness連結。
  4B 陳凱玲 首席訓輔學生長助理

舞台工作組，讓大家想到周會或大型活動負責舞台工作的
團隊。我認為舞台工作組就是與群體的「連結」，讓每項
活動順利完成，令同學有更好的環境參與活動。
  4C 李澤彬 舞台工作組幹事

盛褔堂今年和學校合作舉辦烹飪班、查經等活動，與學校
連結之餘更與上帝連結，讓一班同學對信仰有更深的認
識。透過連結，令自己更依靠上帝、學習在盛褔堂參與
更多事奉，傳揚基督的愛。 4B 鍾穎雅 盛福堂

每當禮堂有活動，舞台工作組都會連結使用者的心，提供
最好的服務。 3D王凱懿 舞台工作組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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