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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李東海小學 
10/11 學年 

學生學習成就一覽 
截至 11.7.2011 

升中派位結果 

 

2011 年 7 月 5 日升中派位成績公佈，獲派以下學校的學生共 44 人，佔本屆畢業生 27%。

 

 

學校名稱(英文中學/全英語授課) 獲派學生總人數

1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8 

2 元朗信義中學 8 

3 東華三院盧幹庭紀念中學 6 

4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4 

5 元朗商會中學 4 

6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3 

7 保良局百周年李兆忠紀念中學(屯)   2 

8 新界鄉議局元朗區中學 2 

9 趙聿修紀念中學 3 

10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金 馬可賓紀念中學 1 

11 聖言中學 1 

12 妙法寺劉金龍中學  1 

13 德信中學 1 

總計 44 

百份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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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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九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跳繩隊於 9月 25 日參加「文德武德」全港學界迎亞運運動嘉年華花式跳繩比賽勇奪冠軍。

2. 運動員代表於 9月 28 日參加仁濟醫院第二中學的陸運會友校接力賽，獲得 4x100 米 

男子組冠軍及女子組亞軍。  
 

十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學生 6A 唐灝弘、甘安琳、楊寶詩、周智芬、謝維澤入選於 10 月 5 日由新界校長會主辦

之「祖國情、師生愛」徵文比賽。 

2.   學生 6C 陳曉霖及 4A 吳海盈於 10 月 23 日參加由元朗大會堂主辦的「2010 元朗區兒童普

通話歌唱比賽」，於分組賽勇奪金獎及決賽得銀獎。 

3.   運動員代表於 10 月 28 日參加 10-11 年度東華三院小學聯校運動會，獲得優異成績： 

男子甲組：擲壘球冠軍(5B 徐華強)、60 米冠軍(6D 林桂筠)、100 米冠軍(6C 陳嘉昌)、

200 米亞軍(6D 陶俊軒)、4x100 米冠軍(6D 林桂筠、6C 陳嘉昌、6D 陶俊軒、

6B 梁俊榮、6C 楊智樂)、全場總冠軍 

女子甲組：100 米殿軍(6B 林凱瑩)、200 米冠軍(6B 麥嘉欣)、4x100 米冠軍(6B 麥嘉欣、

6B 林凱瑩、5B 范嘉嵐、6A 鄭素盈)、擲壘球冠軍(6E 黃卓姚)、全場總冠軍 

男子乙組：擲木球季軍(5A 何鎧迪)、跳高殿軍(5C 畢俊杰)、跳遠季軍(5C 黃俊諺)、 

100 米季軍(5D 卓啟欣)、4x100 米殿軍(5C 黃俊諺、5D 卓啟欣、5B 張健樂、

5B 方嘉偉、5D 黎文迪、5D 盧盛) 

女子乙組：100 米冠軍(5D 林沛雯)、擲木球冠軍(5B 戴曉晴) 男丙：跳遠季軍(4A 彭宏智)、

4x100 米殿軍(4A 彭宏智、4B 吳嘉峰、4C 莫梓楓、4D 陳嘉屯、4D 何尚晉、 

4A 黃炫霖) 

男子丙組：跳遠季軍(4A 彭宏智)、4x100 米殿軍(4A 彭宏智、4B 吳嘉峰、4C 莫梓楓、 

4D 陳嘉屯、4D 何尚晉、4A 黃炫霖) 

女子丙組：100 米冠軍(4B 莊雪茹)、4x100 米亞軍(4B 李芷婷、4B 莊雪茹、4B 梁希而、

4C 周嘉儀、4A 張熙文、4A 古浠桐) 

4.  本校數學代表於 10 月 30 日參加由伯特利中學舉辦 2010-2011 年度元朗區小學數學多元 

挑戰賽，獲優異成績： 

6A 劉建德、謝維澤、鄧俊傑及黃偉舜獲團體一等獎； 

6A 覃通、洪子斌、鄭家傑、李少玲獲團體二等獎； 

6E 梁振財、林育文、5A 何鎧迪、廖凱彬獲團體三等獎； 

5A 楊曉亭、林恆欣、黃曉茵、鄧可尤獲團體三等獎； 

6A 鄭家傑獲推理偵探個人季軍，6A 黃偉舜獲解難大師個人季軍。 

5. 本校代表參加元朗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取得佳績，成績如下： 

男子單打殿軍(6E 姚韋昭) 

男子團體第五名(5C 曾啟泉、5D 林君洛、6B 楊任賢及 6E 姚韋昭) 

6. 學生 4A 吳海盈、4A 張熙文及 4A 成思思於 10 月 30 日參加由元朗大會堂主辦的 

「2010 元朗區兒童普通話朗誦比賽」，於初級組賽事中勇奪銀獎及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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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B 李家保參加嘉頓小蛋糕四格漫畫設計比賽獲得優異獎。 

8. 本校代表於 10 月 30 日參加由元朗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的「公民教育硬筆書法比賽」 

獲得優異成績： 

初小組： 3A 黎綺華 (冠軍)    1A 何松滔 (亞軍) 

高小組： 5B 李家保 (冠軍)    6E 林育文 (亞軍)   5A 何鎧迪 (季軍)  
 

十一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學生6A楊寶詩於11月6日參加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舉辦英文詩歌朗誦比賽勇奪冠軍。 

2. 學生於11月13日參加由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舉辦的第十五屆屯門元朗區暨第一屆港深區

小學普通話朗誦比賽勇奪集誦組冠軍，4A吳海盈獲獨誦優異獎。 

3. 學生代表參加第62屆香港朗誦節比賽，獲得優異成績。 

總結「第62屆香港朗誦節」成績： 

獨誦：2冠軍  1亞軍  2季軍  10優良獎(英語)  2良好獎  8優良獎(粵語) 

      1季軍  1良好獎  6優良獎 (普通話) 

集誦：小一至小三女子集誦優良獎(英語) 

      小五至小六男女子詩詞集誦季軍(普通話) 

本校小一至小三女子集誦粵語更連續六年獲得冠軍殊榮。 

4. 學生代表6A劉建德、6A謝維澤、6A鄧俊傑、6A黃偉舜、6A李俊傑、6A覃通於11月27日 

參加由天主教培聖中學主辦第四屆元朗區小學數學挑戰賽獲優異獎。 

5. 學生代表 5A 陳靖嵐、5A 李詠欣、5A 許穎琳於 11 月 28 日參加元朗大會堂主辦「2010   

元朗區青少年英文歌唱比賽」於分組賽勇奪金獎。 

6. 本校參加渣打藝趣嘉年華，十張蠟染旗幟於維園展覽。 

 
 

十二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運動員代表於12月9及10日參加元朗區小學校際陸運會，獲得優異成績：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200米冠軍(6D陶俊軒)、4x100米接力賽冠軍(6D陶俊軒、6D林桂筠、

6B陳旭輝、6C陳嘉昌、6B梁俊榮及6C楊智樂)、200米殿軍(6B陸子俊)。 

2.  學生代表5A陳靖嵐、5A李詠欣、5A許穎琳於12月12日參加元朗大會堂主辦「2010元朗區

青少年英文歌唱比賽」決賽獲優異獎。 

3.   跆拳道隊員獲邀出席天水圍天華邨「才藝表演」暨和諧社區嘉年華活動表演。 

4.   粵劇小豆苗學員獲邀出席天水圍南分區委員會歡樂迎聖誕嘉年華活動表演。 

5.   普通話集誦隊獲天水圍家長協會邀請參加繽紛聖誕嘉年華表演。 

6.   跳繩隊隊員於12月18日參加由中國香港跳繩總會舉辦「全港跳繩精英(表演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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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奪季軍。 

7.    學生5B李家保參加嘉頓小蛋糕填色及四格漫畫設計比賽，獲優異獎。 

 

2011 年一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學生6C陳曉霖於2009-2010年度元朗區內地新來港定居學生獎學金計劃獲「最佳進步獎」

，取得嘉許證書、五百元現金及三百元書券。 

2.  本校運動員參加由東華三院馬振玉紀念中學舉辦陸運會獲得男子組4x100米接力賽季軍 

    及女子組4x100米接力賽亞軍。 

    參加由東華三院邱子田紀念中學舉辦陸運會獲得男子組4x100米接力賽冠軍及女子組 

    4x100米接力賽季軍。 

3.  東方舞學員參加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比賽，並獲得甲級獎。 

4.  本校跆拳道學員參加由香港青年協會賽馬會乙明青年空間及10-11沙田節籌備委員會主 

    辦，沙田區議會贊助的「乙跆@沙田節」青少年跆拳道比賽：獲得優異成績： 

    個人套拳少年色帶高級組：6C鄺家葆獲金牌、6D黃達希獲銅牌           

    個人套拳少年色帶低級組：5D張嘉盈獲金牌、4B連浩淋獲銅牌及最佳運動員獎、 

                            6E王肇光獲銅牌 

    個人套拳兒童色帶低級組：2B何駿業獲銅牌 

    個人套拳幼兒色帶組：1B何鴻業獲銅牌 

    本校另獲得最佳團體參與大獎季軍 

5. 本校九位數學代表於一月十五日參加香港理工大學應用數學系及中華基督教會基朗中學

合辦的全港十八區(元朗區)小學數學比賽獲得數學急轉彎卷團體銅獎，多個優良成績。  
 

 

2011 年二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運動員 6D 陶俊軒同學獲得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並獲邀參加香港學生運動員

獎籌委會舉辦之「領袖才能工作坊」。 
2. 本校學生參加「開心家庭環保大發現」口號創作比賽囊括多個獎項，包括冠軍 4A 蔡文辰、

亞軍 6E 樊嘉然、季軍 6B 梁凱瑩、兩名優異 2A 孫俊桉及 4A 鄭新智。 

3. 東方舞學員於2月25日參加屯門區第二十五屆舞蹈比賽，獲得銀獎成績。   

4. 本校學生6C陳嘉昌及6D陶俊軒於2月25日參加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當中陳嘉昌同學獲

得男子甲組4X100米亞軍及團體亞軍。 

5. 本校學生6A劉建德、謝維澤及李俊傑參加金龍盃屯門及元朗區小學常識問答比賽，與70多

隊對手競賽，並獲得優異獎(第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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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三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數學代表於 3月 5日參加保良局主辦、民政事務總署贊助的第三十六屆全港青年學藝

比賽「2011 香港小學數學精英選拔賽」表現優良：6A 鄧俊傑獲得總成績一等獎、個人數

學競賽一等獎、個人計算競賽二等獎；6A 劉建德獲得總成績二等獎、個人數學競賽二等獎；

6A 黃偉舜、謝維澤、鄭家傑獲得個人計算競賽三等獎。 

2.  3 月 11 日本校學生在第 63 屆香港學校音樂節共參加 42 個項目，歌詠團在中文聖詩組獲

季軍及 5A 李詠欣在木笛獨奏獲季軍。獲得優良成績有 26 項；獲得良好成績有 8項。 

3.  3 月 23 日 2A 林詠芝參加第十七屆元朗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獲得初級組優異獎。 

4.  本校學生2B周耀卿於2011年3月26日參加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兒歌詠唱組)獲優

異獎。 

5. 本校於 2011 年 3 月 26 日參加伯特利中學主辦六十周年校慶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

賽，成績優異。 

個人比賽：2B 周耀卿(兒歌詠唱組)榮獲優異獎，(高小組獨誦)4A 成思思及 6C 陳曉霖獲嘉

許狀，(高小組講故事)4A 陳國軒獲優異獎,4A 梁振嶸獲嘉許狀 

小組集誦：6C 方文慧、6A 洪子斌、6A 楊寶詩、5A 趙晨希、5A 何鎧迪、5A 許穎琳、5A 林

詠儀、5A 林恒欣、5A 陳靖嵐、5A 陳煒昇榮獲亞軍。 
6.  學生 5A 楊曉亭及 5A 許沛恩於元朗區第十二屆小學英文故事演講比賽獲優異獎。 

7.  學生 5B 莊健靜、6A 鄭素盈、余家雄、6B 梁凱瑩、楊值欣、洪熹文、6D 陳廸進、梁逸

軒、梁培麟獲取公益少年團 “We care” 訓練營簡報比賽 “最切合主題”獎。 

8.  本校學生於 3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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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優異成績：

    英文科評估  

優異證書: 5A 楊曉亭 

良好證書: 3A 陳芷茵、3A 葉雅琳、4A 鄧顯豐、4A 黃建城、5A 馮可敏、5A 許沛恩、 

5A 林詠儀、5A 吳蘊瑾、5A 黃俊諺、5A 黃曉茵、5B 方駿杰、5B 楊浩賢、 

5D 黃頌渝、6A 劉建德 

         另 5D 黃頌渝於英文作文獲發良好證書 

     數學科評估 

     高級優異證書: 4A 黃建城及 6A 鄧俊傑 

     優異證書: 3A 黃俊龍及 6A 劉建德 

     良好證書: 3A 陳芷茵、3A 許家康、3A 葉雅琳、4A 張俊庭、4A 鄧駿華、4A 鄧顯豐、 

               4C 莊雪茹、5A 陳煒昇、5A 何鎧迪、5A 廖浩鈞、5A 許沛恩、5A 洪俊隆、 

               5A 廖凱彬、5A 楊曉亭、5B 陳啟蕊、5B 周耀權、6A 陳尚賢、6A 張少良、 

               6A 許賡發、6A 洪子斌、6A 李少玲、6A 冼詠茹、6A 唐灝弘、6A 謝維澤及 

               6B 林凱瑩 

     科學評估 

     高級優異證書：6A 鄧俊傑 

優異證書：4A 張俊庭、4A 鄧駿華、4A 黃建城、6A 陳尚賢、6A 張少良、6A 謝維澤 

      良好證書：4A 張罡源、4B 梁希而、4C 何俊賢、5A 陳靖嵐、5A 陳煒昇、5A 何鎧迪、 

               5A 廖浩鈞、5A 許沛恩、5B 甘志豪、6A 許賡發、6A 吳子浚、6B 羅子麟、 

               6B 廖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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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四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乒乓球隊於 4月 2日參加東華三院馬振玉紀念中學主辦「十六周年校慶小學球類邀請賽」，

本校乒乓球隊獲得團體殿軍。 

2. 4 月 9 日本校跳繩隊參加「可口可樂全港中小學跳繩比賽 2011」獲得優良成績；4A 陸莉汶

獲女甲連續二重跳亞軍、6E 黃卓姚獲女甲 2 分鐘耐力跳亞軍、6B 吳浩文獲男甲 30 秒速度

跳季軍。 

3. 本校學生 6A 吳子浚、鄭家傑、唐灝弘、6B 馮銘瑕及劉子軒於 4月 16 日參加東華三院邱子

田紀念中學主辦的第一屆屯門區「數學串串橋」比賽獲團體優異獎。 

4. 4 月 21 日本校 17 名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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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發優異或良好證書如下： 

6A 覃通獲發數學科優異證書、解難分析科良好證書； 

6A 唐灝弘、5A 廖凱彬及 5C 劉昊庭獲發數學科良好證書及解難分析科良好證書； 

5B 田靖誼及 4A 黃建城均獲發數學科良好證書。  
 

2011 年五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5 月 12 日本校學生 6E 吳穎琳、6E 梁埔苗、5A 林恆欣、5A 何鎧迪及 5A 廖浩鈞參加第十四

屆「常識百搭」科學專題探究比賽，題目為「去除貼紙印的好幫手」，同學的出色表現獲

得該比賽的「展覽傑出獎」。 
2. 5 月 15 日本校跳繩隊參加「香島盃-元朗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1」，獲得五金、九銀、八銅

及團體總亞軍的優異成績： 

    30 秒單車步 

女子甲組 6A 楊寶詩獲季軍;女子乙組 4A 陸莉汶獲季軍； 

男子甲組：6B 何偉豪獲亞軍、6B 吳浩文獲季軍;男子乙組 3B 黎漢陽獲冠軍;男子丙組 2A

孫俊桉獲冠軍、2A 黎浩明獲亞軍。 

30 秒交叉跳 

女子甲組 6A 楊寶詩獲冠軍;男子甲組 6B 吳浩文獲亞軍;男子丙組 2A 勞湋獲季軍。 

連續二重跳 

女子甲組 6E 黃卓姚獲亞軍;女子乙組 4A 陸莉汶獲亞軍;女子丙組 2B 黃盈盈獲季軍; 

男子乙組 3B 黎漢陽獲季軍;男子丙組 2A 孫俊桉獲亞軍。 

個人花式計時賽 

男子甲組 6B 何偉豪獲亞軍;男子乙組 3B 黎漢陽獲亞軍;男子丙組 2A 孫俊桉獲亞軍、2A

勞湋獲季軍。 

1 分鐘橫排跳 

女子乙組 4A 陸莉汶、4D 張曉懿獲冠軍;男子甲組 6A 劉建德、6D 梁培麟獲季軍;男子丙組：

2A 孫俊桉、2A 冼文豐獲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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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 5A 楊曉亭、熊芷靖及熊芷晴參加屯元區小學英文故事演講比賽獲優異獎。 

4. 5A 張敏泳、楊曉亭、黃曉茵、熊芷晴、何鎧迪、林恒欣參加圓玄盃《道德經》書法比賽  

中文硬筆書法獲入圍獎。 

5.  學生參加第11屆菲律賓-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6C陳琬媛獲三等獎；6B李婧容獲一等獎。

6  本校在今年小學校際戲劇節獲得以下五大獎項：傑出男演員獎-4A梁振嶸、傑出女演員獎

5A陳潔怡、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2011 年六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學生參加英國劍橋英語考試，獲得優異成績 : 

 第一級(Starters)考獲 10 個盾牌或以上的學生 6 人   

2A陳絲絲、2A鄒裕婷、2B 梁心在、3A黃俊龍、3A黃煒、3A黃琬瑩 

第二級 (Movers)考獲 10 個盾牌或以上的學生 5 人:    

4A張罡源、4A鄧顯豐、4A黃建城、5A李達榮、6A吳子浚 

第三級 (Flyers) 考獲 10 個盾牌或以上的學生 17 人 :   

4A張俊庭、5A楊曉亭、5A 鄧可尤、5A廖浩鈞、5A劉曜遠、5A林詠儀、 

5A熊芷晴、5A何鎧迪、5A陳潔怡、5A熊芷靖、6A楊寶詩、6A黃偉舜、 

6A唐灝弘、6A周嘉喬、6A鄭佩怡、6E黃采淨、6E張敬豪 

2. 本校參加香港鐵路有限公司主辦的高鐵道鑽挖機提名比賽獲「最踴躍參加學校獎」。     

3. 學生參加上海國際青少年書畫攝影大賽，5B林巧敏及1C王為松獲銀獎。 

4.  6月3日本校10名五年級學生參加東華三院聯校主辦的『2011年度第一屆跨地聯校速算王

大賽』，5A班楊曉亭獲得第三名獎。 

5.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辦及獲優質教育資金贊助的「資訊科技挑戰獎勵計劃」是一個專為小

學生而設的獎勵計劃。本年度考獲金章同學有：6A陳尚賢、6A鄭佩怡、6A張曉潼、6A廖家

偉及6E王肇光。6A胡愷軒同學更因表現出眾，同時奪得「最優秀金章榮譽獎章」，另有20

位五年級同學獲得「銀章」，將於下一年參加金章試。 

6. 本校連續第三年進入I-CUBE 校際智能爭霸戰總決賽，6月25日每級派出一名代表：1B趙樂

晴、2A林詠芝、3A陳詩敏、4A張俊庭、5A許沛恩及6A劉建德，到蘇淅公學比賽，獲得新界

區第三名獎。 

 
 

2011 年七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參加普普村之星獎勵計劃成績最佳的首三名學生分別為 6A冼詠茹、5B張佩熳及 6B唐

慧儀。 

2. 本校有41名學生於5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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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獲優異的成績，除34位同學考獲B等級以上之佳績外，另以下學生更考獲A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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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  

2A黎沛儀、4B張景晴、5D李冠希考獲初級組A級成績； 

3A陳樂瑤 、4A鄧駿華、6A周梓茵考獲中級組A級成績； 

4A張文幸、5A陳靖嵐、5A趙晨希、5A洪俊隆、5A熊芷靖、5A張敏泳、5B方駿傑、5D陳榮禧、

6A張曉潼及6A李俊傑考獲高級組A級成績。 

3. 本校14名學生於7月10日參加心臟專科學院舉辦「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小學甲

組之賽事，獲得優異組之優異成績: 

2A孫俊桉、3B黎漢陽、3D陳芷穎、4A陸莉汶、4D張曉懿、6A楊寶詩、6A劉建德、 

6A郭倩婷、6B吳浩文、6B何偉濠、6D梁培麟、6E洪樂軒、6E黃卓姚、6E盧慧玲 

4. 2A孫俊桉於7月10日參加由中國香港跳繩總會舉辦之「全港跳繩分齡賽」，於8歲以下男子

組分別個人勇奪四個獎項︰30秒速度跳季軍、3分鐘耐力跳季軍、個人花式跳季軍以及該

組別之全場總季軍。 

  
 

 

獎學金 得獎者(班別)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 (1000 元) 6A 劉建德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課外活動)(1000 元) 6A 楊寶詩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500 元) 6D 陶俊軒 

關超然太平紳士學業進步獎(300 元) 3D 黃金星 

 5B 陳舒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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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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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建德 

6A 謝維澤 

6A 李俊傑 

5A 楊曉亭 

5A 許沛恩 

5A 梁紫瑩 

4A 張俊庭 

4A 陸莉汶 

4A 鄧顯豐 

3A 陳詩敏 

3A 葉雅琳 

3A 陳樂瑤 

2A 林詠芝 

2A 鄭家嘉 

2A 勞  湋 

1B 趙樂晴 

1C 陳樂怡 

1A 謝日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