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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李東海小學 
11-12 學年 

學生學習成就一覽 
截至 10.7.2012 

升中派位結果 
 

2012 年 7 月 10 日升中派位成績公佈，獲派以下學校的學生共 39 人，佔本屆畢業生 29%。

 

 
學校名稱(英文中學/全英語授課) 獲派學生總人數

1 東華三院盧幹庭紀念中學 12 
2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6 
3 元朗商會中學 4 
4 元朗信義中學 3 

5 趙聿修紀念中學 2 

6 元朗公立中學 2 

7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2 

8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1 

9 香港青年協會李兆基書院  1 

10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金 馬可賓紀念中學 1 

11 妙法寺劉金龍中學 1 

12 保良局百周年李兆忠紀念中學(屯)   1 

13 香港道教聯合會鄧顯紀念中學 1 

14 沙田祟真中學 1 

15 聖保羅男女中學 1 

總計 39 
百份比 29% 

 
 校址： 香港新界元朗天水圍天壇街十九號 

19 TIN TAN STREET, TIN SHUI WAI, YUEN LONG, N.T 
 

 電話： 5802-5021  
 傳真： 2448-2332  
 電郵： lthps@tungwah.org.hk  
 網址： http://www.twghlthlp.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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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十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乒乓球代表隊於 10 月 7 日、13 和 14 日於元朗鳳琴街體育館，參加 2011 至 2012 年

度由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元朗區小學分會主辦的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取得優異成績。  
男子組團體亞軍：5A 陳明禮、6C 邢楚輝、6C 曾啟泉、6C 樊文建和 6D 林君洛 
男子組單打殿軍：5A 陳明禮 

2. 學生 6A 李詠欣、6A 吳蘊瑾、2C 黃運智及 2C 梁丹正於 10 月 22 日參加由元朗大會堂主

辦的「2011 全港兒童普通話歌唱比賽」，於分組賽中分別獲得銀獎和銅獎。 
3. 學生 5A 吳海盈、5A 張熙文及 5A 成思思於 10 月 22 日參加由元朗大會堂主辦的「2011

元朗區兒童普通話朗誦比賽」，於高級組賽事中勇奪兩項銀獎及銅獎。 
4. 學生 6A 林恆欣於 10 月 29 日參加由伯特利中學主辦的「2011-2012 年度元朗區小學數學

多元挑戰賽」，於圖形大師個人賽中勇奪季軍。 
本校數學代表於 10 月 29 日參加由伯特利中學舉辦「2011-2012 年度元朗區小學數學多元

挑戰賽」，獲優異成績： 
6A 楊智華 6A 林恆欣 6A 何鎧迪 6A 廖凱彬獲團體一等獎； 
6A 楊曉亭 6A 林詠儀 6A 黃曉茵 5A 黃建成獲團體三等獎； 
6A 蔡宇健 6A 鍾家俊 6A 趙晨希 6A 廖浩鈞獲團體三等獎； 
5A 鄧駿華 5A 蕭芷曼 5A 張俊庭 6A 梁芷瑩獲團體三等獎； 
5A 陳銘諾 5A 陸莉汶 5A 鄧顯豐 5A 陳嘉林獲團體三等獎。  

 

十一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田徑運動員代表於11月1日參加11-12年度東華三院小學聯校運動會，獲得優異成績： 
男子甲組：60米亞軍(6D曾永鎧)、200米殿軍(6A蔡宇健)、跳高季軍(6A趙晨希) 
女子甲組 : 100米殿軍(6D范鳳兒)、200米冠軍(6B范嘉嵐)、擲壘球季軍(6B戴曉晴)、 

跳高亞軍(6D丘美鳳)、跳遠季軍(6B陳慧心)、4X100米冠軍(6B范嘉嵐、 
6D范鳳兒、6B陳秋彤、6D丘美鳳)及全場總冠軍 

男子乙組 : 100米殿軍(5A黃炫霖)、200米殿軍(5D何尚晉)、擲木球季軍(5B莊進文)及 
4X100米殿軍(5A黃炫霖、5C何尚晉、5C吳嘉峰、4C陶俊樂) 

女子乙組 : 100米殿軍(5C周嘉儀)、200米亞軍(5C莊雪茹)、擲木球季軍(5D李芷婷)、 
4X100米亞軍(5D李芷婷、5C莊雪茹、5B梁希而、5C周嘉儀) 

男子丙組 : 60米季軍(4A黃宇航)、100米殿軍(4B鄉俊鋒) 
女子丙組 : 100米冠軍(4A周芷欣)、跳遠冠軍(5A楊任詩) 

2. 本校有48名學生於11月11日及11月15日參加香港科技大學世界數學測試亞洲中心主辦的

「世界數學測試」，其中有17位同學取得優異證書，19位同學取得良好證書，當中有3位

同學同時獲得「數學」及「解難分析」兩科優等成績，分別是6A班黃曉茵，5A班黃建城

及5A班鄧駿華。 
數學科優異證書: 4A黃俊龍  5A鄧顯豐  5A黃建城  5A鄧駿華  5A黃炫霖  6A何鎧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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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廖浩鈞  6A楊曉亭  6A陳潔怡  6A黃曉茵  6B周耀權  6C鄒曉暉

數學科良好證書: 4A高博林  5A張俊庭  5A張罡源  5A曾建銘  5C莊雪茹  5C覃健邦

5D張君睿  6A尹詠琳  6A梁紫瑩  6A黃俊諺 
解難分析科優異證書: 5A張俊庭  5A鄧駿華  5A黃建城  6A廖凱彬  6A黃曉茵 
解難分析科良好證書: 4A陳芷茵  4A陳詩敏  4A高博林  4A黃俊龍  5A鄧顯豐   

5A曾建銘  6A何鎧迪  6A楊曉亭  6A陳潔怡 
3. 本校普通話集誦隊於11月12日參加由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主辦的「第十六屆屯門元朗區

普通話朗誦比賽」的普通話集誦賽事中勇奪冠軍。學生5A吳海盈及5A成思思則奪得了高

級組普通話詩詞朗誦優異獎。 
4. 學生 6A 許穎琳、6A 李詠欣及 6A 陳靖嵐於 11 月 13 日參加由元朗大會堂主辦的「2011

元朗區青少年英文歌唱比賽」，於分組賽中獲得金獎。及後，於 11 月 27 日決賽中更勇奪

冠軍。 
5. 田徑運動員代表於 11 月 17 及 18 日參加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元朗區小學分會主辦的小學校

際田徑比賽取得女子甲組 100 米季軍(6B 陳秋彤)及女子乙組 200 米殿軍及跳高冠軍(5C
莊雪茹) 

6. 學生 6A 楊曉亭  6A 林詠儀  6A 黃曉茵 6A 梁芷瑩  6A 廖凱彬於 2011 年 11 月 26 日參

加由天主教培聖中學主辦的「元朗區小學數學挑戰賽」中奪得優異獎。 
7. 國畫培訓班同學參加由中國青少年研究會舉辦的「中國少年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大

賽」，6D 何欣沛、 6A 許沛恩、 6A 梁曉晴獲美術壹等獎； 5C 蘇泳怡、 6D 林樂妍、

6B 林巧敏獲美術二等獎；2A 王為松獲美術優秀獎。 
國畫培訓班同學參加由中國藝術教育促進會及 PHE 國際青少年書畫大會合辦的「第 11
屆 PHE 國際中小學生幼兒美術書法大賽」，6D 林樂妍獲優秀獎； 2A 王為松獲三等獎。

8. 本校20位學生參加新界校長會舉辦「辛亥革命一百周年紀念」學生徵文比賽 。 
入圍獎 : 5A 黃建城   5A 成思思    6A 黃曉茵    6A 吳蘊瑾 

9. 學生代表參加第 63 屆香港朗誦節比賽，獲得優異成績。 
總結「第 63/屆香港朗誦節」成績： 
獨誦：1 季軍  12 優良獎  2 良好獎(英語) 
      5 優良獎  1 良好獎(粵語)  
      10 優良獎  1 良好獎(普通話) 
集誦：小三至小四女子集誦冠軍(粵語) 

小五至小六男女子詩詞集誦亞軍(普通話) 
其中，小一至小三女子集誦粵語更連續七年獲得冠軍殊榮。 

  
 
 

十二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粵劇小豆苗學員獲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邀請於 12 月 10 日為第三屆天水

圍兒童粵劇發展計劃「細蚊劇社結業滙演」演出「白蛇傳」之「西湖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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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東方舞組同學於12月17日參加由 康樂文化事務署、元朗大會堂及元朗區文藝協進會

合辦的「第三十四屆元朗區舞蹈比賽」，獲得金獎成績，並獲邀於2月12日於頒獎禮中作

優勝者表演。 
3. 3A 孫俊桉於 12 月 30 日參加由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的「全港跳繩精英賽 2012」，於男

子十二歲以下組別，個人花式賽事中奪得季軍。 
4. 6A 楊曉亭參加由香島教育機構舉辦的「2011 第三屆優秀小學生獎勵計劃」，榮獲最高級

別的傑出小學生獎，獲頒發獎狀及獎學金 1,500 元。  
 

2012 年一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跆拳道學員於 1 月 1 日參加由香港青年協會賽馬會乙明青年空間主辦，體藝跆拳道總

會協辦的〈沙田擂跆陣〉青少年跆拳道比賽獲得優異成績： 

個人套拳 :  6D 張嘉盈、2C 孫耀祥、2A 陳樂怡獲得金牌； 

2C 陸灝程、5B 曾家豪、2B 何鴻業獲得銀牌； 

4C 張曉琳獲得銅牌 

個人搏擊:  5C 鄧雋諺、6C 鄧皓文獲得金牌； 

5D 連浩林獲得銀牌 

特殊技巧:  5C 鄧雋諺獲得金牌 

2.  本校東方舞組同學於 1 月 7 日參加由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的「二零一二年屯門區第二十六

屆舞蹈大賽」。 
3.  本校東方舞學員於1月18日參加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比賽，獲得甲級獎。 
4.  跳繩隊於1月21日參加由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全港跳繩精英賽2012(表演盃)」勇奪亞

軍。 
5. 5A黄建城參加由資優教育基金舉辦的2011-2012年度「閃耀之星」才華拓展獎勵計劃，榮

獲「閃耀之星」獎項，獲頒發獎狀及獎學金5,000元。 
6. 本校18位學生參加由新界校長會舉辦第六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一等獎 :  4A陳詩淇、5A張俊庭、6A吳蘊瑾、6A梁紫瑩、6A熊芷靖 

二等獎 :  4A葉雅琳、5A楊千易、6A趙晨希 

三等獎 :  4A陳樂瑤、4A陳詩敏、4A陳芷茵、4A黎綺華、5A周思琦、6A廖浩鈞、 

  6A陳思妍、6A呂淑敏 

入圍獎 :  4A高博林  4A鄧浩嵐  6A熊芷晴  
 

2012 年二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6A 趙晨希參加由教育局和傑出青年協會合辦的商校合作計劃-「明日領袖獎」，榮獲「明

日領袖獎」，將獲邀參加明日領袖高峰論壇，與不同界別的香港十大傑出青年作交流。 

2. 本校跳繩隊於 12 月 30 日參加「全港跳繩精英賽 2012(表演盃)」，勇奪亞軍，片段更於 2



東華三院李東海小學                                                      11/12 學年學生學習成就一覽 

 5

月 4 日由體育世界節目播出。 

3. 本校東方舞組於「第三十四屆元朗區舞蹈節比賽」獲得金獎殊榮，並獲邀於 2月 12 日頒

獎禮中演出。 

4. 本校學生獲無綫電視邀請於 2月 21 日參與「智激校園」節目錄影，同學以「港孩」為題

進行多個回合激鬥。  
 

2012 年三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學生於 3 月 9 日及 3 月 10 日參加由公益少年團元朗區分會舉辦「常感恩、樂共融」

領袖訓練營。 

2. 本校有 83 名學生於 3 月 12 日參加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測驗中心主辦的國際聯校學科

評估(數學科)，獲發各種證書的人數分佈如下： 

獲得高級優異證書：5A 黃建城； 

獲得優異證書：3A 鄭家嘉、3A 成昕翰、5A 鄧駿華、5A 黃炫霖、6A 廖凱彬； 

獲得良好證書：3A 陳子聰、3A 林詠芝、4A 陳芷茵、4A 陳樂瑤、4A 林巧珍、 

5A 張俊庭、5A 鄧顯豐、5A 張凱琳、5A 蕭芷曼 

3. 本校同學於 3 月 17 日參加了伯特利中學主辦第七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共參

與了五項比賽項目，表現非常出色，獲得了全場總冠軍之傑出成績： 

普通話小組集誦冠軍：5A 陳明禮、成思思、張俊庭、蕭芷曼、曹凱桐、楊千易、陳嘉林

                    6A 熊芷晴、趙晨希 

普通話講故事冠軍：5A 陳明禮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異獎：5A 成思思、吳海盈 

4. 學生 2A 謝日朗於 3 月 18 日參加由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主辦的「2012 港澳數學奧林匹克

公開賽《港澳盃》」，勇奪金獎。 

5. 本校學生 5C 莊雪茹同學獲得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 歌詠團於 3月參加第 64 屆香港學校音樂節(英文聖詩組)，獲得優良證書。 

7. 本校學生參加由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主辦的「第 64 屆香港學校音樂節」，勇奪以下

成績： 

木笛獨奏 

冠軍：5A 張凱琳(兼獲「柏斯琴行盃」及榮譽證書) ； 

季軍：5A 梁珈鎐； 

優異證書：5A 古浠桐、5A 張熙文、5A 張曉懿、5C 林恩儀、4A 陳詩淇、4C 王淑君； 

良好證書：5A 吳海盈、5A 曹凱桐、4A 陳樂瑤、4C 張子健 

木笛二重奏 

亞軍：6D 何欣沛、6D 黃綽詩； 

優異證書：6A 黃曉茵、6A 李詠欣、6A 吳蘊瑾、6A 許穎琳、5A 鍾麗瑩、5C 林恩儀 

鋼琴獨奏 

優異證書：6A 楊曉亭、6A 梁紫瑩、6A 李詠欣、6A 陳煒昇、5A 梁珈鎐、5A 張曉懿、   

4A 張逸軒； 

良好證書：5A 鄧顯豐、4A 鄧浩嵐 

鋼琴二重奏 

優異證書：6A 黃曉茵、6A 吳蘊瑾 

粵曲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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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異證書：5B 黎映君、5D 呂潤銘； 

良好證書：6B 莊建靜、6B 陳舒儀、6C 陳鎧潼、6C 張淑賢、4A 徐雅莉、4A 劉婉詩、 

4C 張子健、3C 黃慧羚、3A 鄭家嘉、2C 賴宛靖 

二胡獨奏 

良好證書：6A 劉曜遠 

8. 學生 5A 梁振嶸於元朗區第十三屆小學英文故事演講比賽獲優異成績。 

9. 本校學生於 3 月參加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測驗中心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Educational Testing Centre) 主辦的國際聯校學科評估，成績如下： 

英文科 

良好證書：4A 陳樂瑤、5A 成思思、5A 鄧駿華、5A 黃建城、5A 許沛恩  、 

6A 黃曉茵、6A 廖浩鈞、6A 楊曉亭、6A 熊芷靖、6A 熊芷晴  

數學科 

高級優異證書：5A 黃建城 

優異證書：3A 鄭家嘉、3A 成昕翰、5A 鄧駿華、5A 黃炫霖、6A 廖凱彬 

   良好證書：3A 陳子聰、3A 林詠芝、4A 陳芷茵、4A 陳樂瑤、4A 林巧珍、5A 張俊庭、 

5A 鄧顯豐、5A 張凱琳、5A 蕭芷曼、6A 陳嘉怡、6A 蔡宇健、6A 許沛恩  

   科學科 
高級優異證書：5A 黃建城； 

優異證書：6A 許沛恩、6B 陳慧心； 

良好證書：5A 張俊庭、5A 彭宏智、5A 鄧駿華、 

6A 梁曉晴、6A 梁紫瑩、6A 楊曉亭、6B 甘志豪 

10. 學生參加由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主辦的「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陸､空探索

比賽 2012」，獲得優異成績： 

   水火箭比賽 
   最具創意設計大獎：6A 黃俊諺、6A 馮雅雯 
   科學探索之旅比賽 
   三等獎：5C 譚灼輝、5B 彭志傑 

11. 乒乓球隊於 3 月 31 日參加東華三院馬振玉紀念中學主辦「馬振玉乒乓球邀請賽」，獲得男

子優異組亞軍。 

12. 2A 張彩方及林詠芝參加第十七屆元朗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分別獲得初級組

及中級組優異獎。 

13. 6D 郭堯鈞參加「校園是我家」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獲得優異獎。 

  
 

2012 年四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1B 孔德軒、1B 陳子銳、1B 林志銘、2C 孔德森參加由香港普通話研習社主辦第七屆全港幼

稚園及小學生普通話比賽，獲得優良獎。 

2. 為加強學生對文化保育及環境保護的認識，本校於 4 月 21 日參加由本院舉辦之「文化環

保之旅」，參觀荷李活道文武廟及八鄉錦上路車廠。 

3. 4 月 21 日本校跳繩隊參加「全港中小學跳繩比賽 2012」獲得優良成績；4A 黎漢陽獲男丙

連續二重跳季軍。  



東華三院李東海小學                                                      11/12 學年學生學習成就一覽 

 7

2012 年五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粵劇小豆苗獲東華三院邀請於 5 月 6 日在九龍灣 Mega Box 出席東華慈善粵劇《香銷

十二美人樓》的宣傳活動，並演出《白蛇傳》的粵劇折子戲《西湖邂逅》，獲得粵劇名伶

蓋鳴暉小姐與吳美英小姐即場指導及讚賞，並獲得有關傳媒的訪問及報導。 

2. 5A 黃建城及 2A 謝日朗於 5 月 6 日參加由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學校主辦的「第十九屆香港小

學數學奧林匹克比賽」，獲得銅獎。 

3. 本校同學參加由教育局公益少年團元朗區委員會主辦2011-2012年度環保為公益花卉義賣

獲優異獎。 

4. 6B 莊建靜於東華三院聯校畢業典禮「頌親恩」感謝卡設計比賽獲得亞軍。 

5. 本校學生獲東華三院小學「最佳合唱參與獎」、「最佳運動成績獎」(球類)、「最佳朗誦成

績獎」(中文集誦)及 5A 張凱琳獲得「最佳個人樂器成績獎」。 

6. 6A 林恆欣、6A 張敏泳、6A 何鎧迪、6A 趙晨希、5A 蕭芷曼、5A 黃建城於 5 月 18 日參加

第十五屆「常識百搭」科學專題探究比賽，以「妙用過期奶」為題目，由表現出色，因此

獲得「展覽傑出獎」殊榮。 

7. 跳繩隊於 5 月 20 日參加「香島盃—元朗區跳繩大賽」獲得 7 冠、2亞、3季及全場總亞軍

的佳績。 

8. 學生 5A 黃建城於 5 月 25 日參加由東華三院聯校主辦的「2012 第二屆東華三院聯校速算王

大賽」，獲得季軍。 

9. 本校在今年小學校際戲劇節獲得傑出男演員獎-5A 梁振嶸及傑出合作獎。 

10.學生 6A 梁紫瑩於元朗區傑出小學生選舉中獲傑出小學生學生獎。 

11.本校學生參加「資訊科技挑戰獎勵計劃」，9 名六年級學生成功考獲金章，16 名五年級學

生考獲銀章。  
 

2012 年六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6A 梁紫瑩同學領取『天水圍的孩子』獎勵計劃--『卓越孩子』的殊榮。 

2. 本校參加華南師範大學國際文化學院亞洲教育中心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考獲 B 級

成績的成績如下： 

初級組: 2A 許駿昇、3A 梁駿彥、4A 古慧珍、4A 黃婉勛、6C 何洛潼、6C 張淑賢  
中級組: 2A 姚紫晴、3A 林詠芝、5A 彭宏智、5A 曾建銘、5A 張罡源、5A 張凱琳、 

6D 李冠希  
高級組: 3A 張倩瑩、4A 陳樂瑤、4C 葉嘉諾、5A 張俊庭、5A 李芷婷、5A 鄧駿華、 

6D 陳榮禧、5A 成思思、6B 黃政平 
5A 陸莉汶同學更考獲初級組 A 級成績。 

3. 本校學生於 Panda and Friends 課程之成績表現突出，共有 10 位學生在全港學生中名列前

茅，成績令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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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七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4C 施穎妍參加 18 區暑期活動開幕典禮暨全港校際舞蹈公開賽天水圍屏山體育館(第七站)獲

得多個獎項，包括兒童及青少年拉丁舞 Solo Jive 銀獎、兒童及青少年拉丁舞 Solo Cha Cha Cha

銅獎、兒童及青少年拉丁舞 CJ 銅獎、兒童及青少年拉丁舞 CR 銅獎、兒童及青少年拉丁舞

Rumba 銅獎及兒童及青少年拉丁舞 Cha Cha Cha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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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金 

資優教育基金「閃耀之星」才華拓展計劃(5000 元) 
2011 第三屆優秀小學生獎勵計劃(1500 元) 
「天水圍的孩子」獎勵計劃--「卓越孩子」(2000 元)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500 元) 
李東海獎學金 

 社會服務(1000 元) 
 語文能力(1000 元) 
 體育運動(1000 元) 
 表演藝術(1000 元) 

得獎者(班別) 

5A 黃建城 
6A 楊曉亭 
6A 梁紫瑩 
5C 莊雪茹 
 
6A 蔡宇健 
6A 許沛恩 
6A 陸莉汶 
6A 黃曉茵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 (1000 元) 6A 黃曉茵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課外活動)(1000 元) 5C 莊雪茹 
關超然太平紳士學業進步獎(300 元) 3C 嚴鳴煒 
 4B 黃天昊 
梁勁謀紀念獎學金(六年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梁勁謀紀念獎學金(五年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梁勁謀紀念獎學金(四年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梁勁謀紀念獎學金(三年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梁勁謀紀念獎學金(二年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梁勁謀紀念獎學金(一年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6A 楊曉亭 
6A 許沛恩 
6A 梁紫瑩 
5A 吳海盈 
5A 張俊庭 
5A 彭宏智 

4A 陳樂瑤 
4A 高博林 
4A 陳詩淇 

4A 葉雅琳  
3A 鄭家嘉 
3A 林詠芝 
3A 勞  湋 
2A 趙樂晴 
2A 陳樂怡 
2A 張彩方 
1A 黃曉瑩 
1B 陳嘉慧 
1B 周智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