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TWGHs LEO TUNG-HAI LEE PRIMARY SCHOOL

    19-20年度本校升讀全英語授課中學的學生共56位，佔全級學生

33.3%，比去年更佳，表現理想，其他學生亦能升讀心儀學校，羅列如下：

歷年升中派位  成績理想
本校學生曾升讀以下英文中學：

元
朗
區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元朗商會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元朗公立大學

屯
門
區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陳瑞芝紀念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屯門官立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香港神託會主辦馬錦明慈善基金
馬可賓紀念中學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南屯門官立中學

校址：元朗天水圍天壇街十九號	 電話：2446	1188				

傳真：2448	2332	 網址：www.twghlthlp.edu.hk

電郵：lthps@tungwah.org.hk

畢業生總人數：168人

本校應屆畢業生升讀英文中學 人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10

趙聿修紀念中學 6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4

元朗公立中學 4

元朗商會中學 4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4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3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3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2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2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2

其他中學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何文田官立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裘錦秋中學（元朗）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天主教新民書院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深培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
紀念中學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伯特利中學

伯裘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2

王肇枝中學 2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2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1

屯門官立中學 1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1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1

羅定邦中學 1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1

合計 56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新界喇沙中學

新會商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培僑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
鄧兆棠中學

粉嶺禮賢會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張煊昌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
湯國華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
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鳳溪第一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賽馬會毅智書院

粉嶺官立中學

上水官立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天主教南華中學

元朗天主教中學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
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其
他
區

喇沙書院

拔萃男書院

體藝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聖言中學

迦密主恩中學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士提反書院

香港國際音樂學校

排名不分先後
8



學校資料
本校前身為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下午校。為響應教育局推行小學全日制

政策，於一九九九年九月遷至天水圍天壇街之新校舍，並改為全日制小學。

蒙當年東華三院顧問暨歷屆主席會主席李東海 GBS 太平紳士慨捐善款，特以

本校命名為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以彰盛德。

畢業營

戶外學習日

親子茶聚

課外活動多姿采

 舉辦恆常家校活動，提供雙向

溝通渠道，通過緊密聯繫，建

立互信互助的夥伴關係。

 強化親職教育，透過多元化講

座、工作坊以及小組活動提升

家長正向管教技巧及增強家長

協助子女學習技巧。

 提升家長個人效能感，透過義

工訓練及擔任家長導師，增強

家長策劃及領袖能力，協助推

行學校活動。

 成立校友會，加強與畢業生的

聯繫，並回饋母校。

 爭取及善用資源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鼓勵學生努

力學習，建立精彩人生。

  舉辦不同類型課外活動及培訓班，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發

展，發揮個人潛能，培養良好的興趣，使學習生活更愉快。

大提琴班

鼓勵家校合作　加強校外聯繫

校友會活動

家教會旅行

為讓升小學生能早日適應本校的學習生活，於 2020 學年起，
將實施以下措施：

雙班主任制
一年級班別都設有兩位班主任，一位華籍，一位外籍，兩位教師共
同營造中英文雙語學習環境，一起籌劃課程及上課，為學生提供多
元文化學習環境。

上學期不設考試
小一學生上學期以持續的評估方式取締考試，減低學生壓力，加快
他們的適應。

專家入課活動
一年級多元智能課時段內增設花式跳繩、天才 LEGO 機械人及陶藝
創作班。

免費小提琴班 由專業的小提琴導師教授，進行小班教學，每班分成兩組。

周三推行無功課日
讓學生及家長在一星期的中段稍作休息，養足精神，亦讓學生可更
享受學校星期三下午的多元智能課。 

交齊功課特工隊 小一個別有需要的學生可留校參加放學後功課輔導班。

東海閱讀快車
推行「小一數碼閱讀日記」，引入 VR、AR 及有聲圖書等，供學生
於「東海閱讀快車」上借閱。

LTH Buddy 
大手牽小手計劃

每一位小一新生都配對一位高年級的學生作大 Buddy，高年級的學
生會在不同時段幫助小 buddy。在校園裡建立一個縱向的朋輩支援
網絡，讓低班同學得到高班同學的關心和照顧。

小一適應計劃

學校背景

  積極參與校外比賽，

擴闊學生視野。學校

每年參與朗誦節、音

樂節、戲劇節、舞蹈

節及學界運動比賽等

均取得優異的成績。

小一雙班主任制

「東海閱讀快車」

    學校是孩子的另一個家，是讓他們渡過快樂童年的地方。我們的使命是為孩子提供優質及

愉快的學習環境，讓他們盡展個人潛能，裝備成為具備知識、技能、獨立思考能力及勇於承擔

的良好公民。 

    我們為孩子營造正向的學習環境，積極建立關愛校園文化。學校裏，師生就像家人的關係，老

師、學生和家長彼此以愛相處，孩子感受被愛，學會感恩和分享。透過正向教育，我們幫助孩子認

識個人的性格強項，並加以善用，從而提升面對逆境時的抗疫力，建立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 

    李東海小學是一所十分重視學生多元能力發展的學校。校長深信每個孩子也是獨特的，只

要他們獲得適切的學習機會，並加以啟發和鼓勵，每個孩子的潛能便能獲得發揮。 

    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曾經說過：「即使是普通孩子，只要教育得法，也會成為不平凡的人。」

讓我們一起努力把孩子培養成為不平凡的人。

校長的話

為提升學生學習表現，達致全人發展，本校將參與由教育局或

大專院校舉辦的課程計劃：

計劃名稱 科目／年級 計劃內容簡介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中文科 P. 5 及 6
從縱向橫向強化校本課程及教材，聚焦讀寫結合，提升
學生語文運用的能力。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CoolThink@JC 網路學校計劃 電腦科 P.4,5 及 6
啟發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數碼創意，為學生的創新和應
對未來的挑戰作好準備。

學校課程計劃簡介

盧震河校長

全
人
發
展 

多
元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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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探尖子」拔尖課程

 透過舉辦不同體育活動、競技比賽及體育

培訓班，例如：李東海運動會、跳繩強心

同樂日及體育週等讓學生盡展所長，並培

養兒童的公正、堅毅及進取的精神。

 音樂課程包括樂器訓練課程和歌唱課程，

透過資優培訓，讓學生在校內外比賽和表

演中發揮音樂的潛能。

 視藝科除定期舉辦對外參觀，給予學生欣

賞著名藝術家作品的機會外，並安排學生

跟香港藝術家作互動交流，亦於課程內加

入電子繪畫新元素。

 透過自評、互評提升學生的評賞、創意能

力，並進行跨科合作，拓展學生思維能力。

小一小提琴課視藝雙週活動—版畫創作

跳繩隊多次出外參與比賽，屢獲佳績

體藝全面發展

  推動學生積極參與 STEM 活

動，規劃編程課程，加強科

組間的協作，強化學生綜合

和應用知識的能力，發展學

生解難及創造力。

 創設 STEM 教育環境，優化資

訊科技設備，包括常識室及

STEM 創客空間。

 成立「科探尖子」資優團隊，

發展學生於科學科技領域上

的潛能。

 積極參與對外活動及比賽，擴

闊學生眼界，豐富學習經歷。

STEM 教育

電腦課編程教學 創科博覽

風紀宣誓

「我欣賞你」表揚學生好行為

  採用「全校參與」和「德訓輔合一」的模

式推行各項工作。由老師、輔導人員及駐

校心理學家合作推展各項品德計劃。

 透過多元化活動：如東華德育課程、成長課、

新聞天地、午間廣播、攤位遊戲、社交訓練

小組及校本獎勵計劃

培養學生品德，發展

正面價值觀。

 透過升旗儀式、節日

慶祝活動、流動展覽

及「中華文化歷史追

蹤行」等活動，增加

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及

國民身份的認同。
「師兄師姐歡迎您」
建立校園歸屬感

 為了有效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本校實

施「全校參與」模式，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生提供全面性的支援服務。

  服務包括中／英／數輔導班、個別學習計

劃、言語治療服務、教育心理學家服務、課

後支援服務等。

 透過不同活動鼓勵老師、家長和學生共同建

立互助互愛的校園，活動包括：教師工作坊、

家長講座、家長親子工作坊、故事小先鋒、

愛心大哥哥大姐姐等。

 資優教育從創意、批判思考和情意三大元素

滲入各個學習範疇內；另有抽離方式進行特

定範疇的延伸課程，讓學生發揮潛能、盡展

所長，取得佳績。桌遊義工團到長者中心服務

健康理財親子工作坊

全校參與支援學生學習及成長

著重品德培養
關
愛
校
園 

全
面
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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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小推行「小學識字計劃—閱

讀及寫作 (PLPR-W)」，透過豐

富的英文語境，提升學生聽、

講、讀及寫的技巧和能力。

  高小參與語常會英語聯盟

2020/21， 從不同活動引起

學生學習英文興趣，同時亦

從閱讀開始，引入寫作的元

素，透過運用平板電腦在課

堂上進行互動教學，發掘有

效促進學生英語發展的互動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

興趣。

 另設課程延伸活動，包括有逢星期五英文日、英語話劇、節日

慶祝、聯校遠程教室英語比賽、對外參觀及暑期英語學堂等。

英文科

 校本課程著重規劃，從聽、說、讀、寫帶動中華文化及文學元素，培養學生品德情意，高階思維及自學能力。

 推動繪本閱讀，並與圖書課融合，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參與教育局「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計劃」，與內地優秀教師和教研人員合作，優化課程，提升學生聽、說、

讀、寫的能力，並定期與內地教師作交流。

 推行「共讀一本書」計劃，深化課程發展處的「種籽」計劃：「促進學生自主學習—閱讀規劃與策略運用」

規劃師生共同閱讀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與興趣，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中文科 重視兩文三語
數學科

  引入生活化的情境學習，透過多元化的

活動，發展學生的邏輯思維、解難及創

造能力。

  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 ( 數學 )」，

推展電子學習，利用不同媒介進行探究，

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生互動學習。

 利用校本課業：鞏固練習、心算及解難練

習，訓練學生的運算及思考能力。

 透過參加教育局「種籽計劃」，探究教學

法及課堂實踐，進行多元化活動，促進師

生間的互動。

發展學習技能

 重點發展科學科技教育，整合 STEM（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學）元素，透過不同的實驗

及活動以生活化方式教授思維技巧，培養學

生高階思維、研習及探究的能力。

 引入高層次思維十三式於學科中，並以多元化活動為學生

提供生活化、具體而有趣的學習經歷，培養學生發展創

意、解難及「學會學習」的能力。

 透過服務學習、外訪日等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優化電腦課課程，

強化編程教學，加

入 3D 打印設計、

AR擴增實境和繪圖

軟件應用，訓練學

生運算思維，提升

創造力及解難能力。

常識科、電腦課創意寫作課堂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計劃—
駐校陳老師示範課 語文遊戲攤位

英語話劇

萬聖節英文活動

進行一公里活動 從遊戲中學習「分數的概念」

聯校速算王大賽勇奪季軍

外訪日參觀濕地公園

實作探究活動

服務學習

優
化
教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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