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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17-18 年度升中派位 成績理想 
 

本校獲派首三志願學生高達 92％，當中 90％為首志願，兩者均遠高於香港整體平均數。此外，

約三分之一學生升讀全英語授課中學，其他學生亦能升讀心儀學校，羅列如下：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裘錦秋中學（元朗）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賽馬會毅智書院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本校學生曾升讀以下英文中學： 

元朗區 屯門區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屯門官立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香港神託會主辦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其他區 

喇沙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 

拔萃男書院 體藝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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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後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17/18 學年學生學習成就一覽 

 

 

2 

 

學生成就一覽 

 

2017 年 9 月份 

20/9/2017 
本校學生參加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香港警務處及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

中心合辦「智慧家居  安全生活」一頁漫畫創作比賽，學生獲積極參與獎冠軍 

 

10 月份 

21/10/2017 

本校學生參加由元朗大會堂主辦的「2017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初賽，獲 2

金、8 銀、4 銅佳績；於決賽中學生 1A 歐劍猷獲得亞軍及 250 元書券，4B 王定

涵獲優異獎 

10/2017 
本校運動員參加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友校接力賽，學生 5A 曾坤宇、5A 勞浚、5C

蔣卓楠及 4G 景亮獲男子組 4x100 接力亞軍 

 

11 月份 

3/11/2017 本校運動員參加本院舉辦小學聯校運動會，獲優異成績：7 冠 (一項破紀錄)、4

亞、5 季、2 殿及女乙全場總冠軍 

11/11/2017 本校學生參加由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舉辦第 22 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

賽，獲集誦組冠軍 

12/11/2017 
本校學生參加由香港心臟專科學院舉辦的「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比賽」，學生 5A

鄧安琦、5A 謝源盛、5C 賴安輝、6A 張樂怡獲優異獎 

23-24/11/ 

2017 

本校運動員參加 17-18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學生 4G 景亮獲 1 冠 1 亞、6B

周文慧獲 1 殿，以及男丙團體總季軍佳績 

25/11/2017 
本校學生參加 2017-2018 年度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學生獲兩項團體三等

獎 

26/11/2017 本校東方舞隊員參加第四十屆元朗區舞蹈大賽，獲銅獎殊榮 

23,27/11/ 

2017 

本校學生參加第十二屆滬粵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學生 4A 林紫依、

4B 楊巧兒獲一等獎；另外 3 位學生獲二等獎及 7 位學生獲三等獎的優異成績 

 

 

12 月份 

11-12/2017 

本校學生參加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獲優異成績：獲普通話集誦冠軍(榮

譽獎狀)、粵語集誦冠軍、英詩集誦優良獎、英詩獨誦：1 冠、1 亞、6 季、粵語

獨誦：1 季。另外，英詩獨誦：30 優良、7 良好；粵語獨誦：11 優良、10 良好；

普通話獨誦：13 優良、1 良好 

2/12/2017 
本校學生參加由天主教培聖中學主辦之第 4 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學生 6B

許浩楷獲小六組個人賽銅獎、6A 陳博獲小六組個人賽優異獎 

3/12/2017 本校跆拳道培訓班學員參加跆拳道邀請賽 2017-2018，獲 7 金、12 銀、8 銅成績 

3/12/2017 本校學生參加本院「足球同樂日」，獲 1 亞及 5 隊優異 (進入 8 強)  

7-8/12/2017 

本校學生參加由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數學測試亞洲中心主辦世界數學測試比賽，

「數學科」：4 位學生獲優異證書、7 位學生獲良好證書；「解難分析科」：4 位學

生獲優異證書、3 位學生獲良好證書 

10/12/2017 
本校學生參加由元朗區文藝協進會舉辦的「時妝設計比賽」，學生 6B 戴心怡、6B

戴倩妤獲最具創意獎；6A 蔡嘉雯、6A 張樂怡獲最佳演繹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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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017 本校東方舞組參加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17，獲金獎殊榮 
 

16/12/2017 
本校學生參加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舉辦「元朗區小學六人足球錦標賽」碟賽，學

生 6A 葉永浩、5A 勞浚、4B 黃子彬、4E 孫浩宇、4G 景亮、4G 陳麒亦、3A 李

牧隆 3C 莊子銘、3E 程一山 獲冠軍 

 

 

2018 年 1 月份 

 1/2018 本校學生參加第八屆施坦威全國青少年鋼琴比賽，獲二等獎 

 1/2018 本校學生參加第八屆香港國際鋼琴邀請賽，學生 2A 吳宇浠獲一等獎 

7/1/2018 

本校學生參加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的《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初賽

2018，學生 4B 帥宇澄、5A 溫子熙、5A 蕭淞譯獲一等獎；學生 2A 張柏淇、3A

俞希、3A 鄭奕朗、3A 袁顥鳴、3A 宋子迪、3A 陳俊彥、4A 羅俊彥、4B 鄭錦洋、

4B 張子豪、6A 張丹清獲二等獎及另外 16 位學生獲得三等獎 

12/1/2018 
本校東方舞學生參加第 32 屆屯門區舞蹈大賽，獲金獎、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獲甲

級獎 

13/1/2018 
本校跳繩隊學生參加「元朗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元朗盃」，學生 6A 張弘、6A 陳

祺聰獲 2 金；5A 鄧安琦 5B 黃焯思獲 2 銅，以及新秀組全場總冠軍 

13/1/2018 本校學生參加「開平之旅」相片說明比賽，學生 6A 文凱茹獲冠軍 

17/1/2018 本校學生參加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獲甲級獎 

28/1/2018 本校跳繩隊學員獲邀為「元朗區防火安全嘉年華開放日」作表演嘉賓 

 

2 月份 

2/2/2018 

本校學生參加第五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學生 6B 張栩濤獲個人金獎；6A

余偉源、6A 楊焯淇、6A 張樂怡、6B 許浩楷及 6B 周卓賢獲個人銀獎；6A 譚周衡

及 6B 張熙培獲個人銅獎 

2-3/2018 

本校學生參加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學生 1C 黃亮瑜、4G 黃勻焓、5A 張

熙彤、3B 吳泳怡獲 3 項亞軍；學生 3A 何馨語、4A 帥宇澄獲 2 項季軍及 32 項優

良獎 

6-2/2018 
本校學生參加由裘錦秋中學(屯門) 舉辦的「硬筆書法比賽」，學生 3A 徐梓豐(初

小組)、4A 陳贊旭(高小組) 獲優異獎 

25/2/2018 

本校學生參加《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2018，學生 4A 帥宇澄獲 1 項

一等獎、學生 2A 冷梓未、3A 鄭奕朗、3A 俞希、3A 宋子迪、4B 張子豪、4B 王

定涵、5A 溫子熙、5A 謝源盛、6A 張丹清獲 9 項二等獎及 9 項三等獎 

 

3 月份 

2/3/2018 本校學生 6A 陳祺聰及 6A 張樂兒成為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各獲 500 元獎學金 

3/3/2018 
本校學生參加第八屆屯門區「數字串串橋」比賽，學生 6A 謝澤希、6A 陳梓賢、

6B 許浩楷、5A 黃偉權及 5D 陳家全獲團體賽優異獎 

4/3/2018 
本校學生參與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學生5A程詠芯、5A鄧安琦、5A溫子熙、

5A曾坤宇、6A田靖霖、6A張熙培、6A許浩楷、6A張栩濤獲銅獎 

8/3/2018 
本校學生參加「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8」，學生 2E 李帥霖獲銀奬、3B 鍾穎晞

及 4G 魏浩軒獲銅獎 

10/3/2018 本校學生參加由伯特利中學舉辦「第十三屆屯元區普通話才藝比賽」，獲小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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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季軍 

10/3/2018 
本校學生參加第六屆元朗區小學三人籃玻錦標賽，獲男子組碟賽季軍及女子組碟

賽亞軍 

10/3/2018 
本校學生參加文藝菁英賽繪畫話比賽，學生 6A 張弘獲 1 項亞軍、學生 5A 溫荏

萱 1 獲季軍，以及另外 2 項優異獎 

10/3/2018 
本校學生參加文藝菁英賽普通話演講比賽，學生 6A 余偉原獲 1 季軍、學生 5D

李嘉宜獲 1 優異獎 

10/3/2018 
本校學生參加文藝菁英繪畫比賽，學生 6A 張弘獲亞軍、5A 溫荏萱獲季軍、5A

關雅文、4A 龐媛丹獲 2 項優異獎 

17/3/2018 本校學生參加伯裘書院主辦小學數學及科普解難比賽，5A 鍾鴻熙獲三等獎 

17/3/2018 
本校學生參加伯裘書院主辦 MECS 小學數學卡牌比賽，5A 鄭仕博、6A 譚周衡獲

三等獎 

17/3/2018 本校學生參加伯裘書院主辦 STEM 小學磁浮列車創作大賽，榮獲一等獎 

17,18/3/ 

2018 

本校學生參加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學生 3A 鄭奕朗、5A 蕭

淞譯獲 2 金；3A 俞希、3A 黎芷睿、3A 鄭仕博獲 3 銀；2A 陳承富、3A 鄭銘薇、

3A 何馨語、3A 方囈哆、3A 鄭灝懿、4A 羅俊彥、4F 楊博丞、5A 溫子熙、5A 謝

源盛、6A 楊焯淇、6A 張丹清獲 11 銅 

18/3/2018 
本校兩隊武術組參加「武術王者挑戰賽 2018 暨粵港澳大灣區少年武狀元大賽」，

獲集體詠春拳校園組冠軍及優異獎、集體八斬刀冠軍及季軍 

22/3/2018 

本校學生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及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合辦「全港十

八區(元朗區)小學數學比賽」，學生 6A 楊焯淇、6A 陳博、6A 張弘獲 3 個優良獎 

及 5A 蔡澄、5A 溫子熙、5A 張文峰獲 3 個優異獎 

24/3/2018 本校學生參加東華三院馬振玉中學舉辦英文書法比賽，學生 6A 楊焯淇獲優異獎 

27/3/2018 本校運動員參加張煊昌中學邀請賽 4X100，獲男子組冠軍，女子組季軍 

 

 

4 月份 

14/4/2018 
本校學生參加東華三院聯校 B3 STEM Challenge 比賽，學生 5A 蕭淞譯、張文峰、

蔡澄、溫子熙獲亞軍 

15/4/2018 
本校學生參加由海港青年商會舉辦「第三十九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學生 5A 鄧

安琦、4F 王悅漣獲良好獎 

15/4/2018 
本校學生參加《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2018，學生 3A 鄭奕朗、4A 帥

宇澄、4B 張子豪、5A 溫子熙、5A 張文峰獲 5 個二等獎，以及另外 13 個三等獎 

20/4/2018 
本校學生參加學校戲劇節 (英文話劇)，學生 2B 吳泓坤、5A 蔡澄獲兩個傑出演員

獎、傑出舞台效果及傑出合作獎 

22/4/2018 
本校學生參加 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學生 5A 謝源盛獲三等

獎 

23/4/2018 

本校學生參加 2017-2018 世界數學邀請賽，學生 3A 鄭奕朗獲 1 銀、2A 繆泰、2A

張柏淇、3A 林一帆、3A 何馨語、4B 鄭錦洋、4B 陳贊旭獲 6 銅，以及另外最積

極推動數學小學 (新界區)獎項 

28/4/2018 
本校學生參加深培中學主辦「新界西校際機械人比賽」，學生 4B 陳贊旭、4F 楊博

丞、5A 蔡澄、5A、黃偉權榮獲亞軍 

29/4/2018 本校跳繩隊組員參加「香島盃 - 元朗及北區小學跳繩大賽」，獲 2 項亞軍、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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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軍及 8 項優異獎 

30/4/2018 

本校學生參加由家庭服務中心天水圍社區服務處舉辦「愛.可持續」環保繪畫比

賽，學生 6B 戴心怡獲冠軍、6A 張樂怡獲亞軍、6A 蔡嘉雯獲季軍，6B 戴心怡獲

最具可持續發展意識 

 

5 月份 

1/5/2018 
本校學生參加元智能盃 2018，學生 1A 洪培曦、4A 洪晨曦 4B 陳贊旭獲 3 項優異

獎 

5/2018 
本校學生參加「視藝科創意學生獎勵計劃」，522 位學生得銅章及 5 位學生作品獲

選參展，6B 周卓賢獲得傑出作品獎 

2/5/2018 本校學生參加第 7 屆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學生 5B 王樂獲優異獎。 

4/5/2018 本校學生 5A 陳穎琪獲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4/5/2018 本校獲第四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5/5/2018 本校運動員參加深培中學足球邀請賽榮獲殿軍 

6/5/2018 

本校學生參加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學生 3A 鄭奕朗獲 1 銀；

3A 黎芷睿、3A 俞希、3A 方藝哆、3A 鄭灝懿、5A 蕭淞譯、5A 溫子熙、6A 楊焯

淇獲 7 銅 

8/5/2018 本校學生 5A 張熙彤獲元朗區文藝之星 

15/5/2018 
本校學生參加益少年團「關懷服務 40 載 公益互勉創未來」專題活動攝影比賽，

獲亞軍 

15/5/2018 
本校學生參加公益少年團「關懷服務 40 載 公益互勉創未來」專題活動簡報設計

比賽，獲優異獎 

18/5/2018 本校學生參加「常識百搭」比賽，榮獲優異獎 

20/5/2018 本校學生 5A 黃偉權、5C 呂靖軒考獲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金章 

24/5/2018 
本校學生參加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舉辦的元朗區小學英文作文比賽，學生 6B 

Rajpreet Kaur 獲 First Class Honour Award , 6B 張熙培 獲 Second Class Honour   

31/5/2018 本校學生 6B 周文慧獲選元朗區傑出學生 

 

 

6 月份 

27/6/2018 
本校學生參加 2017-2018 年度第八屆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正字王大賽，學生 4B 陳子

豪獲冠軍、4A 陳籽硯獲亞軍，4A 帥宇澄獲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