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B許旭寧 

這次到台北令我獲益良多。因

為我在那裏了解到台北的教育

制度、交通文化的不同和歷史

等等。此外，這次考察團我更

知道台北的人很好客、熱情，

並很遵守法規。這次旅程我不

但學會了很多，更豐富了我人

生的閱歷。

5C張樂培

這次台灣之旅令我學習到許多

當地的特色，例如因為台灣

在地球的板塊旁邊，較多時

候地震，所以當地的房屋較為

婑小。另外，我們去過的饒河

街夜市，那裏的食物有很多種

類，而且很美味。

5D王卓嵐 

我覺得這次台灣之旅十分高興。

因為有各色各樣的事物，有矮小

的房屋，又有美味的食物。不

過，我喜歡還是放天燈，我還想

多放一次，所以我下次有機會放

天燈時，一定要把握機會。 

5C洪綽彤

台灣人非常注重環保， 街上
隨處可見設有回收垃圾筒，

還分為「普通垃圾」和「可

回收垃圾筒」。香港政府可

以向台灣借鑑，發展回收垃

圾並將它們循環再用，減少

浪費和堆填區的負荷。

5B陳靖軒 

在這次台灣交流團中，令我特別深

刻的，就是參觀當地小學的「未來

教室」，那裏是用平板電腦上課

的；還有一個「天文館教室」，每

次進去的時候，就像登上太空船一

樣，可以看到不少行星的相片，

還有一個巨大的天文望遠鏡。一所

普通的小學可以有這麼多有趣的教

室，真是令我驚訝！

5A李穎潼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既繁榮又

友善的城市。在台灣，我學

到跟同學相處，互相幫助，

也增進了我們之間的友誼。

令我最難忘的是到當地的學

校交流，那裏的同學十分親

切，我們有說有笑，十分開

心。這個旅程真是又興奮又

難忘。

5A郭尚楷 

在這次台北旅程中，我學會了

很多，如當地與香港的文化差

異、當地的歷史、當地的著名

景點⋯⋯而令我最深刻的就是

當地的風土人情，台灣人十分

友善，他們會主動跟你聊天，

你有問題不解的時候也會幫助

你，所以台灣給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熱情好客。

本校於本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七日舉辦了台灣交流團，

讓學生們到該地認識當地文化並了解兩地的異同。

台灣交流團感想

  台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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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徐于政 

當我去到忠烈祠時，士兵們剛剛開始操兵，站在門

口的幾個士兵的眼睛動也不動，真是厲害！另外，

南湖小學的設施很先進，開始進行電子教學，令學

生覺得更有趣味，也會教導學生天文、星座和宇

宙等知識。而野柳地質公園裏有很多奇形怪狀的石

頭，全部都是天然的。最特別的是那個女皇頭像，

真是很奇特！

最後一天，我們去了宜蘭的香格里拉休閒農莊。我

們一起玩馬宅馬累和搓湯丸，十分開心。這次旅行

真是很充實呢！



四、五年級的同學則來
到鯉魚門渡假村。康樂中心提供

了很多遊玩設施，男同學們最喜歡打
桌球、室內草地滾球及到繩網陣一顯身
手，而女同學則喜歡到手工藝室用珠

子製作精美的天鵝裝飾。大家十分
踴躍參與，玩得樂而忘返。

  而六年級同學則往海洋公園。一進場，
幾款新穎刺激的機動遊戲已經令同學們的心
情顯得格外興奮。下午，部份師生參觀各展
覽館，如熊貓館、海族館、水母館等，一些
同學還欣賞了海洋劇場的精采演出，很多同
學 亦 為 可 愛 的 動 物 拍 下 不 少 照 片 呢 ！ 回 程
時，大家都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

森聲旅行篇

學校旅行學校旅行學校旅行

   五月十四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的旅行日，
當天的安排一如以往的分高低年級去不同的目的地進行活動。

    當天一至三年級的同學浩浩蕩蕩來到保良局羅傑承北潭涌渡假營。社工陳佩恩姑娘及四位一年級
班主任為一年級同學預備了一連串的集體遊戲。營地方面也提供了很多戶外活動給同學，如踏單車、

跳彈床、射箭、攀石等等，同學們都玩得非常投入，留下了滿足和快樂的回憶。

2



  當晚各學生演技精湛，有觸動人心的片段；有輕鬆風趣的表達，亦有令台下的觀眾
發出陣陣的笑聲。舉辦了多年的話劇，我們發掘了不少有演藝細胞的同學，亦為同學提

供了不少舞台的經驗，再次恭喜各組同學演出成功。

一年一度的「才情熱滿今晚夜」於

2014年5月26日晚上在沙田大會堂文娛
廳舉行。本校已是第20年舉辦話劇表
演，而今次演出運用三種不同的語言

去演繹三齣不同主題的話劇。

《你照亮我的生命》
內容是盈盈自小雙目失明，與母親相依為命的故事。

《Peter Pan》
  一個會飛卻拒絕長大的頑皮男孩在夢幻島與溫蒂以及她的弟弟們
遇到可怕的鐵勾船長的歷險故事。

《愛生事的孩子》
  頑皮的希靈穿越時空回到過去，遇上另一名愛生事的
小孩過去被人怨枉作破壞公物之事，希靈身同感受，決定

幫助過去找出真兇。

  該劇榮獲2013/14香港學校戲劇節的傑出劇本獎、傑
出導演獎、傑出合作獎、評判推介演出獎及六位傑出演員

獎，並在第十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中獲得最佳女演

員、團體演出獎（優異獎）及最具表演潛質獎。

第一齣是廣東話話劇

第二齣是普通話話劇

第三齣是英語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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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believe＂ 是2013-14年度我校的結業暨頒獎禮的主題。「當

你相信，奇跡就會出現」台上同學精彩的表演，正正印證了這句話。

只要你相信，肯下苦功，奇跡就會出現。

  今年結業禮的表演節目十分豐富，有樂隊演奏、獅藝、武術、合唱、手

鈴、普通話集誦、古箏獨奏、花式跳繩、單簧管演奏、戲曲等。正所謂「台上一

分鐘，台下十年功」，同學們為了是次表演花了不少時間，他們的努力在台上散

發出來。台下的來賓感應到同學的努力，付予熱烈的掌聲。

  「當你相信，奇跡就會出現」今次結業禮除了表演外，也頒發了不少獎項給這一年來努力不懈的同學。當司儀

讀出他們的名字時，他們自信地走到頒獎嘉賓旁邊，接過獎狀。又一次證明只要你相信，肯下苦功，奇跡就會出現。

  最後就要講講結業禮另一班主角—六年級畢業同學，他們在校長手中接過畢業證書，這代表他們要懷著自信走向下

一站。「當你相信，奇跡就會出現」希望他們將這句話銘記在心，振翅高飛，向夢想飛去。

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

全級第一名

畢業生感言

花式跳娼繩

獎學金

戲曲

小組合唱

單簧管

武術

獅藝

管樂隊

大合唱

古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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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14日下午，六年級的同學浩浩蕩蕩地向著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出發。這是他
們在小學階段最後一次宿營，大家懷著既興奮又不捨的心情參加這次兩日一夜的畢業營。

到達營地後，同學進入營舍，換上代表自己班的營衣，出席晚間大燒烤。這些營衣很獨

特，都是同學自己設計的，正正反映出每班同學的不同特質。

  當天晚上，營地十分熱鬧。同學一邊燒烤，一邊談天說地。有同學在討論燒烤雞翼的技巧，
有同學在教導烹調香腸的方法，在這裡除了瀰漫著香噴噴的食物氣味，還有一絲絲真摯的感情。

  翌日，本想著同學晚上通宵達旦促膝談心，應該一臉倦容。但
在自由時間，他們精神奕奕，和同伴們四出玩樂，完全不

會浪費所剩下的相聚時間。可能他們知道這些

將會成為他們最珍貴的回憶。願這些純

潔無瑕的友情永存。

6C 周潼

  在不知不覺間，小學生活的六年
已經過去。有許多令人難忘的事，最

難忘的非畢業營莫屬了！

  畢業營的時候，我玩了人生中第一次激流遊
戲。起初是十分害怕的，但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還

是去試玩一次。後來便愛上了玩激流了。在營地的

時候，還與十分友好的同學一起度過了一個愉快的

晚上。

  這些事，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6D 梁銘耀 

  六年光陰匆匆飛逝，
轉眼間，我已是今屆的畢

業生，快踏上中學崎嶇的路程

了。我心裏既有緊張，亦有興奮。

     回顧起六年裏和同學相處的情景，雖然
有時會為一些小事而吵鬧，但最後還是齊心

協力。亦記起老師無私的教誨，給了我們很

多課本沒有的知識，做人處世的道理。

     每次考試的前夕老師都盡心盡力出很多
測驗、模擬試卷，只是為了能讓我們汲收

更多知識，入讀更好的中學。他們孜孜不

倦的教育我們，讓我很感激我的老師，不

會忘記他們的默默奉獻。

     升上中學，我必定會銘記老師的教導，
不會令他們失望，要做個好孩子，將來為

社會作出貢獻。

6B 何璧妍

  轉眼間六年過去了，我要感謝看著
我們成長的校長和老師們，因為他們傳授

知識給我們和給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眼見

快要跟平日一起玩耍的同學分開就有點傷心，我會珍惜

剩下可以跟同學一起的時光。為了報答母校的教育

之恩，我會盡力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在此

我祝願同學考進一間好中學。

畢業營

畢業生心聲
6B 黎晉熙

  時光飛逝，我們快要
畢業了。感謝老師和學校

的栽培。老師給我們的訓

誨，我們永遠記在心，一生

可用。感謝老師帶我們衝破難

關，教我們知識和做人的道理。感謝學校

給我們一個完善的環境和設施，讓我們可

以快樂地學習。

  再見了我的好朋友，我們每天都一起
玩耍、說笑，一起給老師責罵，這令我們

的友誼更深厚。我們一定會再見的。

  校長和各位老師，我唯一能報答你
們的事，就是好好做人，勤奮學習，成

就理想。希望老師們健康快樂，學校

如日方中，同學進步神速。

6C 張健怡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

在這裡，

預告著離別的來臨

捨不得的同窗好友

更捨不得親切和藹的師長

心裡有數不盡的不捨和留戀

感謝朝夕相處的同學們

你們的支持和鼓勵令我更堅強、更自信

感謝諄諄教誨的師長們

您們的叮囑和勉勵讓我們更懂事、更剛毅

讓我們自信地振翅高飛

最後，我祝母校校運昌隆、名揚四海

師長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學弟、學妹們聰明伶俐、學業進步

6D 周凱彤

  歲月匆匆，時光飛
逝，六年的小學生活快完

結了！想起在學校和同學一起度過的歲

月，我們一起學習、一起玩耍、一起面

對難關的時候，真令人非常懷念！特別

是在六年級的畢業營裏，我們玩得特別

開心！快樂的時光果然過得特別快！臨

別依依，我們要感謝老師們的教導，全

靠你們，才令我們學習到那麼多的知識

和認識到終身受用的做人道理！還有要

感謝同學們的關懷和支持！最後要感

謝母校的提攜，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在個蕭漢森小學的一切！

6A 羅俊熙

  六年的小學生涯很快又過去
了。在此我們又要再一次闊別各位親
如手足、父母的老師、同學，朝著充
滿迷霧的遠方探索。畢業在即，百感交
集，難以形容。這六年來各位老師、父母不斷在背
後替我們遮風擋雨，將我們由目不識丁的小孩改造
成溫文有禮的小紳士、淑女，實在困難重重!你們促
使我們的改變，在此我再一次感謝。
  另外，眾位同學也是功不可沒，你們一直互相
扶持，肩並肩走完這段路。可惜，我們即將離別，
不能維繫這段友誼。但是我深信，我們將來總有重
見之日。最後也對各位校工說聲「謝謝」，你們
也是幕後功臣。沒有你們，我們將不能在如此潔
淨、美好的環境中學習、成長，也沒有今天的
成就！

  在此，我祝願母校前程錦繡、日益
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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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畢業同學謝師宴，已於本年7月5日（星期六）假
大埔小白鷺餐廳舉行。

  各班畢業同學盡心盡力為大家表演練習多時的項目，當中
有舞蹈及唱歌，大家施展渾身解數，獲得不少獎聲。校長、嘉

賓及老師們亦跟同學與及其家長們談得非常投契。大家都想藉

着今次機會互相道別，有些同學更淚流滿面，足見大家的依依

不捨之情。

  希望各位畢業同學能不忘老師的教誨，努力、勇敢面
對將來的挑戰！

謝師宴

6A班表演

6D班表演 6D班表演

張校長致歡迎詞

老師、學生及家長歡聚一堂

6B班表演

家教會主席成先生致詞

拉丁舞表演

長笛表演

6C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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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留言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法團校董會
家長校董駱小平先生

  首先多謝校方再次邀請我在「森聲」分享，同時亦要衷心感謝各家長
支持，令本人順利連任家長校董一職。

  快樂時光瞬間飛逝，現在已到達學期尾聲，相信今年「蕭小」的校園生活亦帶給各位小朋友多姿多彩而美
麗的回憶，在此本人想分享其中3次經歷：班會活動、三語話劇及畢業禮。

  今年我參加了2次班會活動，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其中2件事：第一，教學溶入生活。在活動中老師刻意在
食物面前加入中英對照的名牌，令各同學可以活學活用學懂的英文知識於日常生活當中；第二，就是各同學擁
有多方面的表演才幹，我發現小朋友多才多藝，除了管弦樂了得，還能歌善舞，表演精彩絕倫，小小的班會活
動已令人感覺目不暇給，所以令我更明白學校每年資助各班會自由組織活動，正是為了孕育各位小音樂家，小
歌唱家及舞蹈家。

  校方亦邀請我欣賞三語話劇，令我印象最難忘的，就是那三條小「美人魚」，她們造型神似，亦穿起魚尾裝，
由於未能步行，出入前後台皆由老師抱起，在此亦都要感謝老師全面的愛護及教導。而「蕭小」另一重點活動—
畢業禮，我欣賞到各畢業生及表演生落力演出，節目一幕比一幕精彩，而令我最讚嘆的，是花式跳繩環節，他們的
合作性及表演多樣性令我拍爛手掌。

  在此令我深深體驗各老師為同學的栽培不是局限於學業上，還致力於非學術方面，令各同學有全面的發
展，期望來年各方面能取得更進一步的成果。

扭氣球製成品

如何扭扭氣球?

學生專心地鋪木糠布甸

我們與製成品大合照拋水球

水戰對壘

  本年度開心校園印花獎勵計劃增添了一些新活動，分別是團購活動
及個人皇者爭霸戰。上學期的團購是換領薄餅（高年級）及雪糕（低

年級），下學期則是換領自製木糠布甸（一、二年級）、扭氣球活動

（三、四年級）及水戰（五、六年級），學生反應踴躍及極積。皇者爭

霸戰則是計算學生所得的印花數量，分高級組及初級組進行比賽，每組

分別有冠亞季軍，學生很努力爭取更多印花的數量。

開心校園印花計劃

皇者爭霸戰的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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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問：張炳堅校長    總編輯：曹韻怡老師    編輯：李旭華老師　楊家兒老師

 比賽名稱 所獲獎項
體育科

2013 - 2014年度沙田區
小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女子甲組  6D 何南慧 50米蝶泳冠軍 
  100米自由式冠軍（破大會紀錄）
             女甲最佳運動員
女子乙組 5B 陳兆瑩 50米蛙泳殿軍
             100米蛙泳亞軍
男子丙組 3B 鄭昊延  50米蛙泳殿軍

2013 - 2014年度區域小學校
際游泳錦標賽

女子甲組  6D 何南慧  100米自由式季軍
             4 X 50米四式接力亞軍

2013 - 2014年度沙田區
小學校際羽毛球錦標賽

女子組單打第五名 5A 魏知彤

保良局屬下小學第十二屆
聯校水運會

 女子甲組 6D 何南慧   50米蝶泳冠軍（破大會紀錄）
  100米自由式冠軍（破大會紀錄）
     4 X 50米自由式接力殿軍
  6C 張珮霖   6C 符學柔 6D 張芷晴  
 6D 何南慧  6D 周凱彤 6D 劉鎧碠
    女子甲組團體殿軍
女子乙組 5B 陳兆瑩  50米蛙泳季軍
  100米蛙泳亞軍
 5C 余芷儀  50米蝶泳季軍
  100米自由式亞軍
  4 X 50米自由式接力殿軍
  5A 劉海瑤  5A 李穎潼   5B 陳兆瑩 
 5C 麥曉琳   5C 余芷儀
  女子乙組團體殿軍
男子丙組 3B 鄭昊延  50米蛙泳亞軍
  50米背泳季軍

2013-14保良局屬下小學
非撞式欖球邀請賽

男子高級組冠軍 男子初級組亞軍
女子高級組冠軍 女子初級組冠軍

2013-14保良局屬下沙田區
小學足球錦標賽

冠軍

2013-14好時光親子"細"運會
小學組接力賽跑活潑班馬獎
1C 巫欣希 2A 韋梓雋 2A 王兆洋 2B 盧偉熙
2B 林俊賢 2B 蔡希濤 2D 周樂熙 2D 孫泳嵐

2013-14小學學界
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男甲盃賽亞軍 男甲最佳運動員  6A 盧文信
女甲盃賽冠軍 男乙碟賽季軍
女乙盃賽亞軍 男丙碟賽冠軍
女丙盃賽亞軍

沙田蘇浙公學第二十八屆陸運會 男子組4X100米友校接力賽季軍
6B 黎晉熙    6C 譚鎮海  6D 趙譽逸   5B 尹亮賢

2013-14年度全港小學閃避球大賽 碗賽冠軍 

普通話科

2013-14年校際戲劇節—
普通話組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 
張寶雯老師
傑出導演獎  張寶雯老師  黃妙婷老師 
  關惠文老師  6A 郭芷睿同學
傑出演員獎  1D 陳殷熹  2A 朱凱萁 5A  劉海澄
   5D 齊穎瑤  6B 林晉丞 6C  張健怡

參賽學生：  1D 鄧靄錡  5C 歐陽梓恩 1D  陳殷熹
5D 廖希宜  2A 朱凱萁   5D 王卓嵐 4B  梁詠嵐    
5D 齊穎瑤  4D 朱素君  6A 郭芷睿 4D  蕭祖成     
6A 謝晞雯  4D 李 鑫  6B 周文玲 5A  劉海瑤   
6B 林晉丞  5A 劉海澄      6C 張健怡 6B  林家希 
4D 植田至樹

中文科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
文學作品演繹比賽

優異獎 6A郭芷睿 6A 謝晞雯

大埔三育中學主辦
第九屆小學生中英文即場作文比賽

中文組 
5D 劉加明   優異 6D 梁銘耀   優異
6A 羅俊熙    良好 6B 劉幸宜    良好
6B 劉佩泓    良好 6C 周 潼    良好
6D 何卓鳴   良好 6D 高樂然   良好
英文組
6A 羅俊熙    良好 6B 馬雪泳 良好
6C 周 潼    良好 6D 高樂然   良好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共享健康
生活」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入圍獎
1B 陸祐唯 3A 陳文琪 5B 麥嘉耀

數學科

小學校際數學遊戲挑戰賽
（第十屆）

個人賽三等獎   6D 趙譽逸
團體賽三等獎 5A 李詩晴    5B李政賢 6B劉雯欣   
 6D 趙譽逸

2013年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香港初賽）

優異獎 6D 趙譽逸 

 比賽名稱 所獲獎項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AIMO OPEN） 香港賽區
初賽暨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HKMO OPEN）<港澳盃> 

初賽
金獎 5C 張樂培 6A 羅俊熙
銀獎  2D 李皓軒 5B 黎健熙
銅獎  2A 吳睿言 3C 黃樂謙    6D 何卓鳴   
 6C 梁倬維

晉級賽
銀獎     5B 黎健熙
銅獎     5C 張樂培    6D 何卓鳴    6C 梁倬維

決賽
銀獎   2A 吳睿言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4（香港賽區） 

初賽
一等獎 2D 周樂熙    2A 錢璟昊    6A 羅俊熙
二等獎 1B 曾瀚鋒    3C 吳嘉銘    3A 陳文琪   
 3C 黃樂謙    5C 張樂培    5B 黎健熙   
 6D 趙譽逸
三等獎 1B 朱俊諾    2A 巫鋆澔    2D 鄒伊晴   
 3C 司徒耀彤 4D 朱素君    4A 吳嘉寶   
 6D 何卓鳴    6C 張健怡      

晉級賽
一等獎 2A 錢璟昊   6A 羅俊熙
二等獎 1B 朱俊諾   
三等獎 1B 曾瀚鋒    2D 鄒伊晴    3C 司徒耀彤
 3C 吳嘉銘   3C 黃樂謙    4A 吳嘉寶   
 5B 黎健熙  6D 何卓鳴
優異獎 4D 朱素君

總決賽 一等獎 2A 錢璟昊
 二等獎 6D 何卓鳴
 三等獎 2D 鄒伊晴   3C 黃樂謙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
2014香港賽區（SASMO）

金獎 5C 張樂培 5B 黎健熙 6A 羅俊熙
銀獎 2B 金瑯婕 3B 張皓明 6D 梁銘耀 6D 趙譽逸
銅獎 4D 朱素君

2 0 1 4年「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
香港區選拔賽（初賽）

三等獎 6D 趙譽逸
優異獎 3B 周熹澤   2A 馬敬斌

2 0 1 4 <華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港澳區）初賽

一等獎 5A 羅俊熙
三等獎 6D 趙譽逸
優異獎 5B 黎健熙

2014 OLYMPRIX數學奧林匹克選拔
賽（國際陳盃香港賽區）

金獎  6D 趙譽逸

特等獎 6D 趙譽逸

2014年<亞洲杯>奧數之星創新思
維國際邀請賽（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5C 張樂培
優異獎 2A 馬敬斌

2014年香港珠心算暨
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三等獎 1B 曾瀚鋒

2014年<世界數學測試> MERIT 6D 趙譽逸

2014環亞太杯國際數學
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2A 吳睿言   6A 李嘉儀   6D 趙譽逸

三等獎 5C 張樂培   6B 凌沅儀

2014年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6A 羅俊熙   計算競賽一等獎 數學競賽三等獎
  總成績一等獎
6D 何卓鳴  計算競賽三等獎
6D 趙譽逸 計算競賽三等獎 數學競賽二等獎  
 總成績二等獎
6D 梁銘耀 計算競賽三等獎
6B 馬雪泳 計算競賽三等獎
6C 梁倬維 數學競賽三等獎 總成績三等獎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
比賽

金獎 6A 羅俊熙
銀獎 5B 黎健熙   6D 趙譽逸

多元智能盃數學比賽小二組 優異獎 2D 鄒伊晴

第十七屆『常識百搭』創新
科學與環境探究

優異獎
5A 潘曉朗    5B 袁靖喬    5B 韓凱莉     5B 鄧浩然
5D 劉加明    5D 翁慧鈺

視藝科

2013「童眼看世界」
繪畫比賽—亞太區賽事

一等獎  5D 甘翊嵐  

保良局2 0 1 3國際水合作年美術設
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  三等獎   
5B 陳兆瑩 麥嘉耀 鄧凱珊 黃蔚霖
香港賽  二等獎   
5B 陳兆瑩 麥嘉耀 鄧凱珊 黃蔚霖
香港賽  三等獎
6A 鄭靖柔 招海晴 郭芷睿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四屆校園藝術大
使計劃

獎學金   6A 鄭靖柔   6D 張斯澄

第一屆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學生
選舉暨展覽

一等獎  5B陳兆瑩
Certificate of Recommendation  5C 余芷儀

2013-14年度獲獎課外活動資料（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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