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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升中派位成績

2010-2011年度升讀英語授課中學統計

 學校名稱 獲派學生總人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8

 元朗信義中學 8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6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4

 元朗商會中學 4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4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2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2

 趙聿修紀念中學 2

 香港神託會主辦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
 紀念中學

1

 聖言中學 1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1

 總計 43

校長的話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校長的的話話話話

英中學額大幅減少

 2011年全港中學實行優化班級措施，其實是

每間學校由過去的五班中一減為四班中一；另外由

去年的每班派36人減至每班派34人。以一間全英

語授課的中學為例，去年取錄中一學生180人(36人

X5班)，今年大幅減少為136人(34人X4班)，減幅為

24%，所有其他受歡迎的學校情況也是一樣──大

幅削減中一學額。

本校獲派首二志願中學學生達73%（註）

即使全英語授課中學及最受歡迎的中學中一學

額大幅減少，但是本校今年學生獲派首二志願中學

的百分率仍然高企百分之七十三（73％），而獲派

英中的學生共有43人(詳見附表)，成績仍是區內小

學的表表者。這是因為我們最近學生的成績比以前

更進步了，在全港分組(Territory Banding)，本校的

第一組別學生再上升了兩個百分點。(因為教育局規

定具體數字不能公開)

教師用心　學生努力　家長支持

在未來的日子，我相信本校的學生會繼續努

力，在學校老師用心的教導和各位家長的支持下，

一定會更創佳績。

註：根據教育局資料，本年度全港小六學生獲派首

志願者為52%(統一派位)，63%(自行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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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31日

葉以欣校長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還記得我這個上課時講普通話的數學教師嗎？我是周智雄老師呀！我本任教于重慶市巴蜀小學，因為

在數學教學上不斷嘗試一些學生喜歡的新方法     “故事數學”教學法，取得了一些成績（2001年獲全國

啟發式教學賽課一等獎，2002年被破格評為小學高級教師; ２０１１年6月華東師範大學《教師月刊》 “人

物•新青年”欄目推出了《周智雄，用故事教數學》專題；近年有多篇數學故事、研究論文發表于《中國

教師報》、《教師博覽》、《小學數學教育》、《小學教學》、《今日教育》、《廣東教育》、《數學小

靈通》），所以在2010年8月被選派到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交流工作一年……

記得晨會上與同學們第一次交流時的熱烈；記得第一次參加“多元學習在東海”教學開放活動時的

內心震撼；記得第一次走進教室觀課、議課時老師們的坦誠交流；記得第一次執教公開課時的激動與興

奮……多少個第一次，彷彿還在昨天。一年裡，我和李東海小學的數學老師們共同備課、設計工作紙、研

究教法學法、分析TSA考試結果、研究課堂提問的技巧……每週星期一和星期四，給四、五年級奧數班同

學分享數學故事、講解數學難題。古人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我與李東海小學的教師們切

磋共進，分享彼此的有益經驗，彌補各自的不足，共同提升教育教學能力水平。

當然，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讓我受益的不光是數學教學領域。學校的管理文化、課程建設、藝術教

育、體育特色、綜合實踐、家校關係、師生交往等工作也令我大開眼界、深受啟發…… 

這是一所學習與實踐並重的學校。古話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李東海小學不光

注重書本知識的學習，還讓學生走出校門，到廣闊天地中實踐和運用知識。學校安排了常識外訪日、數學

外訪日、中華文化行活動等。比如：三年級學了《公里的認識》，數學教師便帶領學生走出校門，用滾輪

測量1公里、步測1公里的路程。有了親身體驗，學生對數學概念的認識自然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數學符號。

這是一所每天都能帶給你驚喜的學校。每一次開放日，學生都有不俗的表現，精彩的花式跳繩表演、

粵劇表演，堪比專業隊伍的水準。每週的晨會，都有一批批學生光榮地登上領獎臺，中文、數學、英語、

科技、體育、視藝，無所不有……這樣的學校，怎麼不讓我一生銘記呢？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一

年的交流即將結束，臨走之前，讓我向大家對我的幫助和關心道一聲“謝謝”。

老師們，同學們，再見了！

註：(1)內地駐校計劃教師周智雄先生逢星期一及四會與本科老師進行分級備課會議，討論教學重點及策略。逢星期一

及四下午二時四十五分至三時三十分，為四、五年級的學生進行數學拔尖課程。周智雄先生更會進行公開課，

讓老師之間多作交流及鼓勵，互相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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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師的信
一位內地數學老師的 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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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一年，銘記一生

(2)周智雄老師來自重慶，1992年開始從教。2001年，

周老師獲得全國啟發式教學賽課一等獎；2002年，

周老師被破格評為小學高級教師。近幾年，周老師

著手進行“故事教學法”的嘗試研究。“故事教學

法”力求把抽象、繁難的數學知識融入淺顯生動的

故事之中，盡可能讓學生比較輕鬆、愉悅地學習。

周老師曾有多篇教育教學文章發表于《中國教師

報》、《小學數學教育》、《小學教學》、《今日

教育》、《江西教育》、《廣東教育》、《數學小

靈通》等報刊。
周老師（右二）與校長及老師討論教學



教室的設施教室的教室的教室的教室的設施設施設施

遠程教學遠程遠程遠程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學學學學

上課時的學習情況上課上課上課上課時的時的時的學習學習學習情況情況情況

本校推行遠程教學計劃目的是為了提供學生一個多元化的學習環境，通過視像教學增加學生學習興趣；並通過

與內地 (南海、上海、北京等) 學校的交流，認識祖國文化，加強國民意識，亦能擴闊學生視野，提升學生學習質

素；此外，給予教師一個全新的資訊科技教學環境，充實教師課堂，提升教師教學質素及效能。

日期 活動類型 活動名稱
2010.11.30 與姊妹學校活動01 與南海大瀝鎮東秀小學進行實時辯論比賽
2011.02.25 普通話課01 成語故事    掩耳盜鈴
2011.03.09 普通話課02 成語故事    濫竽充數
2011.03.11 與姊妹學校活動02 與寧波東柳小學交流課
2011.03.18 普通話課03 難以辨別的聲母

日期 活動名稱
第十屆香港校際網上實時埠際辯論比賽

2010.02.27 遠程教室月會會議及利用 CS4Photoshop 編輯短片 
2010.05.22 遠程教室月會會議
2010.05.22 第三屆資訊科技展示日
2010.09.25 遠程教學 2010年9月月會
2010.10.23 第十屆網上實時埠際辯論比賽抽籤大會
2010.10.23 第十屆網上實時埠際辯論比賽 辯論技巧工作坊
2010.10.30 遠程教學 2010年10月月會
2010.12.18 遠程教學 2010年11月月會-多功能遠程教學平台Adobe Acrobat Connect Professional 

與姐妹學校進行活動

公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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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海藝術節2011李東海李東海李東海李東海李東海藝術節藝術節藝術節藝術節2011201120112011201120112011

葉校長、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在今次的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參加的課外活動是充滿特色的，我甚

少見到小學是有粵劇表演的，這是十分難得。學校不但有歌詠團，稍後時間欣

賞到的英語話劇，又有東方舞蹈組。學校更加在香港的學校音樂節、戲劇節、

舞蹈節都獲得不少獎項，我想大家待會欣賞表演的時候，都會感受到校長和各

位老師為學生付出不少心力，而學生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這是十分值得我們

鼓勵。 

  

藝術教育是可以提升個人的修養，亦可擴闊眼界，可以提升同學的創造

力、表達能力、審美能力等素質，更可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同學可以透

過參加這些藝術活動的過程中，加深對自己的認識，了解自己，發揮所長，這

正是重要的教育目標之一。學校如能有計劃將藝術活動與學習結合起來，實在

是可以促進學生學習和全面的發展。

  

我知道在座各位到來作嘉賓，一定是十分支持學校。我也希望大家如覺得

學校是一間好的學校，可以告訴身邊的街坊、左鄰右舍、朋友，校長和老師都

非常用心教導學生。最後，我祝願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校務蒸蒸日上，在座各

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謝謝！ 

  

(節錄自教育局元朗區總學校發展主任余羅少文女士於東華三院李東海藝術

節2011暨粵劇小豆苗年度滙演講辭)

李東海藝術節2011主禮嘉賓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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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陪同主禮嘉賓一起步進禮堂。 同學的藝術製作十分精美，
余太一定會喜歡這份藝術創作的心思。

小司儀正在介紹演出的節目。

東華三院李東海藝術節2011暨粵劇小豆苗年度滙演項目:

1.合唱＜聚集生命河畔、給自己的信/Top of the world＞    2.英文話劇＜My New Neighbours＞

3.東方舞＜在希望的田野上＞                                      4.粵劇＜「的骰」白蛇傳＞

讓我們重溫當天的歡樂時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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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話劇組的同學表演投入。《My New Neighbours》

《小豆苗》的做手可與紅伶看齊。

開心的日子，一定要來一張大合照。

東華三院李東海藝術節2011暨粵劇小豆苗年度滙演項目:

1.合唱＜聚集生命河畔、給自己的信/Top of the world＞    2.英文話劇＜My New Neighbours＞

3.東方舞＜在希望的田野上＞                                      4.粵劇＜「的骰」白蛇傳＞

「東方舞」的成員舞姿吸引。

歌詠組的歌聲繞樑三日。



2011年二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2011年六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2011年七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2011年三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2011年四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2011年五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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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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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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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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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B林巧敏及1C王為松參加上海國際青少年書畫攝影

大賽，獲得銀獎。

2. 本校連續第三年進入I-CUBE 校際智能爭霸戰總決

賽，1B趙樂晴、2A林詠芝、3A陳詩敏、4A張俊庭、

5A許沛恩及6A劉建德獲得新界區第三名。

1. 本校學生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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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以上佳績外，另以下學

生更考獲A級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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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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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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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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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集誦榮獲亞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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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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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該比賽的「展覽傑出獎」。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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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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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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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得獎者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 6A 劉建德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課外活動) 6A 楊寶詩

關超然太平紳士學業進步獎 3D 黃金星

5B 陳舒儀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D 陶俊軒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六年級) 6A 劉建德

6A 謝維澤

6A 李俊傑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五年級) 5A 楊曉亭

5A 許沛恩

5A 梁紫瑩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四年級) 4A 張俊庭

4A 陸莉汶

4A 鄧顯豐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三年級) 3A 陳詩敏

3A 葉雅琳

3A 陳樂瑤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二年級) 2A 林詠芝

2A 鄭家嘉

2A 勞   湋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一年級) 1B 趙樂晴

1C 陳樂怡

1A 謝日朗

我們的驕傲（學生成就）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驕傲驕傲驕傲（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學生成就）



03/04年度李東海小學的畢業生陳偉豪同學(現就讀 中文大學 法律系)十年
不知不覺，已經十年了。

十年前，一個背著大書包的男孩，帶著一臉茫然的樣子，戰戰兢兢地步入這個芬芳的校

園。那時候的他不愛說話，只愛讀書，愛獨處，愛思索。在這個童心童真的世界裏，想像的翅

膀在文字的天空裏飛翔。很簡單，很滿足。

但這幾年的飛翔，並不是他一個人的。他記得有人跟他說過：“現在苦一點，將來甜一

點”。於是，他不怕苦累，不怕風浪，總勉勵自己努力下去。他記得有人為了讓小小的心變得

強大，總不辭勞苦，在放學後教導他。於是，後來的他更有信心，也更有勇氣了。現在，這個孩子長大了。生活，也不再只在自己的世界
裏。考慮的事情多了，負擔也重了。偶然間，他會想起花圃
那花花草草，那簡單而屬於自己的時光。偶然間，他會憶起
小時候上台演講的樣子，怯怯的，發抖的。偶然間，他會翻
開歲月的菲林，追索那模糊的、褪色的片段。然後，驚訝於
時光流逝的急促，驚訝於這一睌的長大。

師弟師妹們，你知道嗎？你們和我都一樣，是李東海小
學下培育的孩子。我希望，有一天，你們會找到屬於自己的
天空，勇敢地展翅翱翔！

注：1.彭家聰同學於香港中學會考，獲六優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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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弟師妹們，你知道嗎？你們和我都一樣，是李東海小

03/04年度李東海小學的畢業生彭家聰同學   
舊生來鴻舊舊舊舊生生生生來來來來鴻鴻鴻

各位師弟妹你們好，我是03/04年度李東海的畢

業生彭家聰，今年將升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

（專業會計學）一年級，昂然展開人生的新一頁。本

想藉此與各位師弟妹分享一些讀書心得，但其實所謂

心得，「認清目標，發奮上進」八字就可以概括了。

作為小學生，你們可能會以為升學就業問題仍很遙

遠，但其實你們應該趁這階段好好管理學業，透過多

閱讀，多思考提升水平，那麼到你們要應付升中、選

科、公開考試等考驗時自會更得心應手。你們亦可以

積極參與課外活動，一來可以調劑身心，二來可以學

習待人接物的技巧，提升競爭力。其實只要各位師弟

妹都珍惜老師的愛護，努力向目標進發，他日必可成

為李東海的驕傲。

2.陳偉豪同學於香港中學會考的中文、英文、經濟、會計及中
國文學科考獲A級；香港中學高級程度會考的中國語文及文
化和經濟兩科亦獲A級。



圖書活動——世界閱讀日圖書書書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活動——世界閱讀閱讀閱讀閱讀閱讀閱讀日日日

活動情形活動活動活動情形情形情形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暑期英語學堂」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英語英語英語「暑期「暑期「暑期「暑期英語英語英語學堂」學堂」學堂」學堂」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Engl ish Summer Camps 2011

本校一向積極推廣閱讀風氣，就如本年世界閱讀日，圖書組於四月十九

日至二十日舉行了一連串的活動，包括「菜姨姨講座　　我會講動聽的故

事」、「得獎同學的故事演繹」及書展。首先，菜姨姨來到本校為一眾同

學主持講座，目的是要啟發和教導學生如何說動聽的故事，菜姨姨的深入

淺出的介紹令各同學在這場講座中得益

不少。此外，多位曾於公開比賽中獲獎

的同學亦趁此機會表演給同學觀看。最

後，一連舉行了兩天的書展為全校同學

及家長營造了不可缺少的閱讀環境。

這兩天，學校裏每個角落都瀰漫着

書卷氣，各同學都陶醉在書香氣氛的環

境中，相信大家的閱讀興趣又增加了不

少。

活動於7月18日至7月22日由加拿大多間大學學生參考大學的教學方法，配合學生需要設計活動。導師利用互動

活潑的教學方法，以多聽多講多運用的形式引導學生學習英語。藉著多元化的活動，訓練學生英語會話技巧，促進

學生對學習和掌握英語的興趣和信心。

編 輯 顧 問：葉以欣校長
編輯委員會：蔡淑萍副校長、殷蕭才副校長、馮彩娟老師、林麗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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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日書展

菜姨姨講座

故事演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