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島》記者訪問黃秉權主任《星島》記者訪問本校小記者

李東海小學校園小記者

       大記者訪問小記者
李東海小學校園小記者是由本校資訊科技組黃秉權主任和陳素蕾老師帶領並由學生 17 人所組成。

小記者負責採訪有關學校的訊息，然後於午膳時播放給全校同學收看，令全校師生都能緊貼校內發生的每

一件事。由於他們出色的表現，所以《星島日報》大記者訪問本校的小記者。

小記者進行訪問及製作報導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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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老師和運動員大合照

本校同學勇奪全場女子甲組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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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運動員

男甲

60 米 亞軍 8.98 秒 曾永鎧 (6D)

200 米 殿軍 31.01 秒 蔡宇健 (6A)

跳高 季軍 1.22 米 趙辰希 (6A)

女甲

100 米 殿軍 16.41 秒 范鳳兒 (6D)

200 米 冠軍 32.88 秒 范嘉嵐 (6B)

4X100 米 冠軍 63.34 秒
范嘉嵐 (6B)、范鳳兒 (6D)
陳秋彤 (6B)、丘美鳳 (6D)

擲壘球 季軍 22.49 米 戴曉晴 (6B)

跳遠 季軍 3.50 米 陳慧心 (6B)

跳高 亞軍 1.18 米 丘美鳳 (6D)

全場總冠軍

男乙

100 米 殿軍 16.93 秒 黃炫霖 (5A)

200 米 殿軍 35.47 秒 何尚晉 (5C)

擲木球 季軍 26.50 米 莊進文 (5B)

4X100 米 殿軍 66.79 秒
黃炫霖 (5A)、何尚晉 (5C)
吳嘉峰 (5C)、陶俊樂 (4C)

女乙

100 米 殿軍 16.57 秒 周嘉儀 (5C)

200 米 亞軍 33.74 秒 莊雪茹 (5C)

擲木球 季軍 17.51 米 李芷婷 (5D)

4X100 米 亞軍 66.42 秒
李芷婷 (4B)、莊雪茹 (4B)
梁希而 (4B)、周嘉儀 (4C)

男丙
60 米 季軍 10.37 秒 黃宇航 (4A)

100 米 殿軍 16.78 秒 鄉俊鋒 (4B)

女丙
100 米 冠軍 16.91 秒 周芷欣 (4A)

跳遠 冠軍 2.96 米 楊任詩 (4A)

恭賀運動員取得佳績：奪得女子甲組全場總冠軍、

5項冠軍、4項亞軍、6項季軍、7項殿軍。 

多謝校長、各位老師及啦啦隊的打氣，令各運動員

都全力以赴，突破自己個人的成績。 

運動場比賽花絮

本 校 成 績 總 結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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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 元朗區包括天水圍 ) 初賽已於 2011 年 11 月 19 日 ( 六 ) 於本校順利舉行，

再此恭喜所有參與學校及學生，並感謝各園支持，使比賽得以順利完成。 

當天，本校非常榮幸邀請到教育局元朗區學校發展主任鄭穎琦女士、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郭詠琪女士

及大專聯校音樂顧問黃煥燊先生擔任是次比賽的評判。同學們的演出非常精彩，嘉賓、家長及師生們都過了既

興奮又難忘的一天。獲得金、銀、銅及優異獎的學校名單臚列如下： 

獎項 得獎學校 參賽歌曲

金 獎 德怡國際幼兒學校 Vegetable Song

銀 獎 聖馬提亞堂肖珍幼稚園 Bingo

銅 獎 東華三院黃朱惠芬幼稚園 I’ve got a lovely bunch of coconuts

優異獎 元朗東莞同鄉會王少強夫人幼稚園 Five Little Ducks

優異獎 元朗東莞同鄉會熊定嘉幼稚園 I am the music man

優異獎 天樂幼稚園暨幼兒園 Baa, Baa, Black Sheep

優異獎 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 If you’re happy

優異獎 佳寶幼稚園 ( 第三分校 )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優異獎 保良局曾星如幼稚園 Five Little Ducks

優異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林黃明慧幼稚園 Baa, Baa, Black Sheep

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幼稚園 What’s the weather ?

優異獎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 

優異獎 萊恩幼稚園 ( 元朗 ) The wheels on the bus + Chant 

優異獎 雅麗斯俊宏軒幼稚園暨幼兒園 The Finger Family

優異獎 聖公會聖約瑟堂幼稚園 The Wheels On The Bus 

優異獎 嗇色園主辦可瑞幼稚園 The Muffin Man 

優異獎 德怡中英文幼稚園 Do Re Mi 

* 優異獎排名按筆劃序 

是項比賽的總決賽已定於二零一二

年一月七日 ( 星期六 ) 上午九時十五分

假新界將軍澳學林里 8 號東華三院王余

家潔紀念小學舉行。根據章程，各分區

的金獎得主將可參加總決賽。

本校學生的精彩表演

評判團

2012 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

( 元朗區包括天水圍 )

家潔紀念小學舉行。根據章程，各分區

金：德怡國
際幼兒學校

銀：聖馬提亞堂肖珍幼稚園 銅：東華三院黃朱惠芬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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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外訪日

二年級參觀香
港動植物公園

五年級參觀香港
歷史博物館

一年一度的常識科外訪日，已於 2011 年 11 月 25

日舉行，常識科外訪是由常識科科長黃夏欣老師負責統籌。

小二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小三參觀香港名勝 ( 尖沙咀海旁 ) 

，而小五則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那天天色晴朗，學生透過

外訪活動，可以從實際生活中學習，放眼看世界。

所有師生於孫
中山紀念館前
來個大合照

學生在各地點進行考察

為加深學生對我國近代史課程的認識、讓學生

更了解我國的生活文化，並藉國內小學交流活動，提升他們對學

習中國文化的興趣，本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舉辦為

期兩天的中華文化歷史追蹤行。在這兩天我們參觀了海戰博物館、威遠炮台、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孫文紀念公園、廣州烈士陵園、廣州近現代史博物館、

西漢南越王墓和辛亥革命紀念館等地方。這次考察不單加強學生對祖國

的認識，培養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更能擴闊他們的視

野，這些體會是不能從課本中獲取的。

中華文化歷史追蹤行

三年級參觀香港名勝
( 尖沙咀海旁 )

二年級參觀香二年級參觀香二年級參觀香二年級參觀香二年級參觀香二年級參觀香二年級參觀香二年級參觀香二年級參觀香二年級參觀香二年級參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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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屆香港朗誦節成績

粵語朗誦成績：

學生
班別

學生姓名 負責老師 比賽項目 成績

小三至小四

林美琴老師 小三至小四
女子

粵語詩
詞集誦

冠軍陳文貞老師

張梅燕老師

5A 黃炫霖 李妙芝主任 小五男子粵
語散文獨誦

優良

5A 張罡源 李妙芝主任 優良

2C 黃子聰 曾玉蓮主任 小二男子粵
語詩詞獨誦

優良

2A 王日軒 曾玉蓮主任 優良

1A 黃彩玉 馮彩娟老師 小一女子粵
語詩詞獨誦

優良

1A 黃琬榆 馮彩娟老師 良好

普通話朗誦成績：

學生
班別

學生姓名 負責老師 比賽項目 成績

小五至小六

王華老師 小五至小六男女
子

普通話詩詞集誦
亞軍趙燕彤老師

林麗棠老師

2A 許駿昇 趙燕彤老師
小二、二男子普
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2A 張森 趙燕彤老師 優良

2A 謝日朗 趙燕彤老師 良好

5A 張熙文 王華老師
小五、六女子普
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5A 成思思 王華老師 優良

5A 吳海盈 王華老師 優良

4A 蔣詩芬 葉春雅老師

小三、四女子普
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4A 陳詩敏 葉春雅老師 優良

4A 黃煒 葉春雅老師 優良

4A 徐雅莉 葉春雅老師 優良

4A 楊任詩 葉春雅老師 優良

英語朗誦成績：

學生班別 學生姓名 負責老師 比賽項目 成績

2A 趙樂晴 黎寶珊老師 小一、二女子英語獨誦 優良

1A 羅雪瑩 勞佩玲主任 小一、二女子英語獨誦 優良

1A 黃曉瑩 勞佩玲主任 小一、二女子英語獨誦 優良

4B Danish 勞佩玲主任 小四男子英語獨誦 優良

5A 鄧顯豐 郭敏鳳主任 小五男子英語獨誦 優良

5A 梁振嶸 郭敏鳳主任 小五男子英語獨誦 季軍

3A 林詠芝 高韻詩老師 小三女子英語獨誦 優良

3A 鄭家嘉 高韻詩老師 小三女子英語獨誦 良好

3A 林鈺瑜 高韻詩老師 小三女子英語獨誦 良好

6A 許沛恩 Mr Cody 小六女子英語獨誦 優良

2A 李耀泓 Mr Cody 小一、二男子英語獨誦 優良

6A 楊曉亭 Mr Cody 小六女子英語獨誦 優良

6A 黃曉茵 Mr Cody 小六女子英語獨誦 優良

4A 鄧浩嵐 蔡淑萍副校長 小四女子英語獨誦 優良

4A 陳樂瑤 蔡淑萍副校長 小四女子英語獨誦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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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校外比賽及評估

第五屆元朗區小學數學挑戰賽

比賽項目 日期 獎項 參賽學生

2011-2012
年度元朗區
小學數學多
元挑戰賽

( 伯特利中學
主辦 )

29/10/2011

團體一等獎
6A 楊智華 6A 林恆欣 
6A 何鎧迪 6A 廖凱彬

團體三等獎
6A 楊曉亭 6A 林詠儀 
6A 黃曉茵 5A 黃建成

團體三等獎
6A 蔡宇健 6A 鍾家俊 
6A 趙晨希 6A 廖浩鈞

團體三等獎
5A 鄧駿華 5A 蕭芷曼 
5A 張俊庭 6A 梁芷瑩

團體三等獎
5A 陳銘諾 5A 陸莉汶 
5A 鄧顯豐 5A 陳嘉林

圖形大師個
人季軍

6A 林恆欣

比賽項目 日期 獎項 參賽學生

元朗區小學
數學挑戰賽
( 天主教培聖
中學主辦 )

26/11/2011 優異獎
6A 楊曉亭 6A 林詠儀  

6A 黃曉茵
6A 梁芷瑩 6A 廖凱彬  

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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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轉眼，現在的我已是中三學生了。

回想起小學時快活的日子，無憂無慮，天天在母校愉快上學，與老師、同學朝夕相處，真教我難以忘懷 ! 

自從升上中學，步入學習生涯的另一個階段，學業明顯地比小學時更繁重，初時我也頗感吃力，因為各個科

目和課本多以英文教授，要認識的英文生字顯然比小學時要多得多。幸然，在經過一個月的適應之後，很快

地，我便能趕得上教學進度。這除了自己的一點努力之外，自然還得感謝母校的老師在過往六年時對我的悉

心教導，我才得以在短時間內適應另一個全新的、具挑戰性的學習環境。此外，感謝母校一直支持我們多元

發展，鼓勵同學們多培養各方面的興趣，亦給予比賽的機會，使自幼便有學習彈鋼琴和朗誦的我有提升自己

的技術和鍛鍊膽量的空間，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造就了我在中一時奪得了校際比賽六級鋼琴獨奏冠軍和英文

及普通話朗誦比賽的獎項。在此，我真的衷心感激母校一直以來對我的栽培，才令我有今天的這些成就。

在剛升上中一的時候，身邊有不少的朋友、同學都表示十分緬懷小學時的生活，很想回到從前。的確，

小學的六年生涯是快樂、簡單而又美好的。追憶小學時與小伙伴們在小息間在操場的一隅，坐在那排長長的

石級上，大家一齊盡情投入地玩「猜皇帝」的片段，如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記憶之中。還有，舊時在午膳時間，

與同學一起安坐在課室裏享用午餐，和開飯前少不了的一句「老師食飯，各位同學食飯」，給熱鬧的學校增

添了幾份溫馨的情感……一幕幕的純真回憶，雖事隔數年，印象尤深，每每在中學裏吃午飯時，倍感懷念。

時光飛逝，一去無回頭，師弟師妹們，你們要好好珍惜在小學讀書的日子，不辜負師長和母校對你們的

期望 !

08-09 年畢業生陳泓嘉
( 現就讀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

入讀大學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志願，因為我十分享受學習的過程，

還有知識增進帶來的滿足感。另外，我的父母小時候沒有接受過高等

教育，因此他們對我的期望很大。我的家人一直希望看到我穿著畢業

袍的樣子，迎接我傑出成材的未來。因此，我一直努力學習，面對公

開考試。今天，我成功入讀心儀的學科――香港大學文學院。我真的

十分享受大學生活和尋求知識的旅程。我覺得是我的母校――東華三

院李東海小學令我發現了我的學習興趣。所以，我希望我的學弟學妹

亦能夠珍惜在小學的每一天，尋找自己的興趣和人生目標，發奮努力。

03-04 年畢業生鄭浩彤
( 現就讀香港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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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的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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