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WGHs LEO TUNG-HAI LEE PRIMARY SCHOOL

東 華 三 院 李 東 海 小 學

校址：元朗天水圍天壇街19號 網址：www.twghlthlp.edu.hk   

電話：5802 5021      傳真：2448 2332 電郵：lthps@tungwah.org.hk       2014年1月

先導 計劃
東華三院家長學院（元朗區）先導計劃本著「健康家庭  

以愛同行」的信念，旨在為區內家長提供發展性及預防

性的親職教育。我們相信為人父母是一個全人的成長與學習過

程，隨著孩子踏入不同的成長階段，父母也需要不斷學習和調

適自己的態度、價值觀和角色，與孩子一同成長。 

  透過這個先導計劃，我們希望能夠成為家長的同行者，透

過不同主題的分享和親子活動，協助家長了解個人的理念及價值

觀，建立相互支援的網絡，並發掘及善用家庭內在及外在的資源，選擇適合自己個人、家庭及孩子處

境的方法，達致個人發展、培育子女健康成長，及凝聚家庭關係的目的。

  

  東華三院家長學院（元朗區）先導計劃啟動禮暨「讓孩子高飛  發揮兒童資優潛能」家長講座

於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舉行，當天邀請立法會議員、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BBS太平紳士、教育

局元朗區學校發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余羅少文女士、東華三院教育科學務總主任吳奇壎先

生、東華三院社會服務主任王鳳儀女士、元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林碧珠校長、元朗

區幼稚園校長會副主席李美群校長、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何瑞眉女士蒞臨主

禮，並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啟動儀式，場面熱鬧。

  其後進行家長學院第一課，由東華三院教育心理學家黃煦莊女士主講，分享

如何透過多元策略，促進子女的資優特質，發揮獨創性思考，家長們都專注投入聆

聽，主動發問。同時當天舉行「英語FUN FUN DAY」，透過講故事、唱歌及體育活

動，讓孩子學習英語。

東華三院教育科學務總主任吳奇壎先生（右）致送
紀念品予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BBS太平紳士（左）

局元朗區學校發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余羅少文女士、東華三院教育科學務總主任吳奇壎先局元朗區學校發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余羅少文女士、東華三院教育科學務總主任吳奇壎先

生、東華三院社會服務主任王鳳儀女士、元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林碧珠校長、元朗生、東華三院社會服務主任王鳳儀女士、元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林碧珠校長、元朗

如何透過多元策略，促進子女的資優特質，發揮獨創性思考，家長們都專注投入聆如何透過多元策略，促進子女的資優特質，發揮獨創性思考，家長們都專注投入聆

聽，主動發問。同時當天舉行「英語FUN FUN DAY」，透過講故事、唱歌及體育活

東華三院家長學院（元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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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 院小學聯校運動會比賽成績 勇破三項大會記錄

一年一度的東華三

院小學聯校運動會已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假荃灣城門谷

運動場舉行，當天，本校運動員代表盡顯

「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本色，奪得5項冠

軍、10項亞軍、3項季軍、3項殿軍、3項破紀

錄獎及1項團體冠軍。運動員能有這般出色的

表現，除了因為他們平日訓練有素外，亦有

賴校長、各位老師及由六年級同學組成的

啦啦隊的打氣喊叫，才令各運動員全力

以赴，突破自己個人的成績。

啦啦隊的打氣喊叫，才令各運動員全力

以赴，突破自己個人的成績。

男甲團體總冠軍

男甲二百米冠軍- 6B 包子聰

男乙4X100米季軍

男甲4X100米冠軍

女乙4X100米殿軍2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 比賽成績勇破三項大會記錄

13-14東華聯校運動會成績日期：1-11-2013（五）
地點：荃灣城門谷運動場

組別 項目 獎項 運動員 備註
男特 200米 冠軍 6B 李銘池 破紀錄
女特 200米 亞軍 6A 雷慧琛

男甲

200米 冠軍 6B 包子聰
100米 亞軍 6A 陶俊樂
60米 殿軍 5B 翟亦淳
400米 殿軍 4B 楊思垚
跳遠 亞軍 5A 成昕翰
跳高 亞軍 6A 許家康
擲壘球 季軍 5B Ferooz

4X100米 冠軍

6A 陶俊樂

5B 翟亦淳

6B 黃宇航

6B 包子聰
團體冠軍

女甲

100米 亞軍 6A 周芷欣
60米 亞軍 6A 黎綺樺
跳高 亞軍 6A 楊任詩

4X100米 季軍

6A 楊任詩

6A 黎綺樺

6A 葉雅琳

6A 周芷欣

組別 項目 獎項 運動員 備註

男乙

200米 冠軍 5A 孫俊桉 破紀錄
跳遠 亞軍 4A 黃運智
跳高 亞軍 5A 勞 湋

4X100米 季軍

4A 黃運智

5A 梁駿彥

5A 勞 湋

5A 孫俊桉

女乙

100米 冠軍 5A 林鈺瑜 破紀錄
跳高 亞軍 4C 劉倩欣

4X100米 殿軍

5B 黃盈盈

5C 謝嘉希

5A 林鈺瑜

4C 劉倩欣

4C 劉雅瑩

成績總結： 5項冠軍、10項亞軍、3項季軍、

 3項殿軍、3項破紀錄獎及1項團體冠軍

男特二百米
冠軍及破紀
錄- 6B 
李銘池

男乙跳高亞軍- 5A 勞 湋

男乙二百米冠軍及破
紀錄- 5A 孫俊桉

女乙一百米冠軍及破
紀錄- 5A 林鈺瑜

3



由本院主辦、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

協作中心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協辦2014全港

幼兒英文歌唱比賽元朗區（包括天水圍）初賽，已於11月

23日圓滿舉行。是次比賽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元朗區學校發展主任韓憲茵女士、英利音樂、民安隊高級

助理處長（行政）陳遠華太平紳士及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

小學教育顧問鄧薇先博士擔任評判。

  

  當天共有十六間幼稚園進行比賽，最後，由德怡國際

幼兒學校獲得初賽金獎。獲獎學校將於2014年1月11日在

王余家潔紀念小學參加總決賽。

（左起）陳遠華太平紳士、本校葉以欣校長、韓憲茵女
士、鄧薇先博士

2014全港幼兒

     英文歌唱 比賽初賽

評判評分

小司儀

校長與各幼稚園校長合照4



進入總決賽的德怡國際幼兒學校

金 獎︰ 德怡國際幼兒學校

銀 獎︰ 德怡中英文幼稚園

銅 獎︰ 聖公會聖約瑟堂幼稚園

優異獎︰ 保良局曾星如幼稚園

 世德幼稚園

 佳寶幼稚園（第三分校）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林黃明慧幼稚園

 佛教慈光幼稚園

 東華三院黃朱惠芬幼稚園

 元朗東莞同鄉會王少強夫人幼稚園

 元朗東莞同鄉會熊定嘉幼稚園

 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

 天樂幼稚園暨幼兒園

 英揚樂兒中英文幼稚園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天恒幼兒學校

*該校剛好今年已連續五年參與這項比賽，獲發積極參與獎。

比
賽
結
果

本校學生表演- You are my sunshine 5



本校數學代表於2013年10月19日參

加由伯特利中學主辦的元朗區小學

數學多元挑戰賽，比賽分兩部份進行，

第一部份以四人接力形式解答數學難

題，第二部份以四人集體協作解決數學

任務。

元朗區小學數學

多元挑戰賽成績

團體一等獎 6A雷慧琛 6A黃婉勛 6A陳詩敏 6A黃俊龍

團體二等獎 6A黃琬瑩 6A黎綺樺 6A黃澤華 6A高博林

團體二等獎 6A陳芷茵 6A陳樂瑤 6A區海汶 6A羅俊威

團體三等獎 5A林詠芝 5A鄭家嘉 5A勞 湋 5A成昕瀚

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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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選舉經已順利完成！

除了進行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外，還即場點票，選出新一屆的家長教

師會委員。 是次選舉共收到199張選票，投票率達94.3%。 

  點票完成後，8位家長委員及7位教師委員進行互選，選出主席及副主席。主席是邢瑞女士

（4A麥浩宏家長），副主席是張淑敏女士（4C陸灝程家長）。

  就職禮於11月28日舉行，我們十分

榮幸邀得元朗區議員周永勤先生及黃煒

鈴小姐、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林志

明校長及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鄧錦

棠校長作主禮嘉賓。典禮完成後，各來

賓、委員、家長及學生到雨天操場享用

茶點，氣氛熱鬧。

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主  席 邢 瑞女士

副 主 席 張淑敏女士 蔡淑萍副校長

司  庫 曾詩雯女士 葉春雅老師

文  書 殷 文女士 黎潔婷老師

康  樂 劉鳳英女士 韋麗菊女士

 潘仁傑主任 趙燕彤老師

總  務 黃玉培女士   黃衛超主任

聯  絡 姜 麗女士   曾玉蓮主任

增選委員   郭敏鳳主任   黃芷韻學生輔導人員

 曾倩宜學生輔導人員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校長與各來賓合照

現屆主席邢瑞女士致辭 

全體委員大合照

新任家長教師會各委員與主禮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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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顧問︰葉以欣校長    編輯委員會︰吳婉萍老師、林麗棠老師

畢業生喜訊

近
日，本校接獲多間中學校長的來信告知本校畢業生的優異成績。

  10-11年度畢業生陳柏榮同學自升

讀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後一直

出類拔萃，在中一時已考獲全級第三

名，就讀中二及中三時，連續兩

年考獲全級第一名，更獲得

蓬瀛仙館獎學金。

  而升讀香港神託會主辦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的同學

於大學入學試取得好成績。

04-05年度 許衡宇同學入讀香港城市大學

06-07年度 林炘埼同學入讀St. John's University

（左起）本校葉以欣校長、陳柏榮同學、頒獎嘉賓及
劉志遠校長

  另外，升讀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的同學亦

考獲優異成績。

12-13年度 莎莎同學考獲英國語文科全級第三名

 許詠霖同學考獲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楊家希同學考獲通識教育科全級第一名

10-11年度 劉凱欣同學考獲中國歷史科、地理科、基本商

業科全級第一名

09-10年度 陳嘉慧同學考獲全級第五名、歷史科全級第

一名

 鄧孟盈同學考獲地理科全級第一名

08-09年度 姚俊樂同學考獲地理科全級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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