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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高興要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下：本校畢業生一向以來都有很出色
的表現，這一屆的也不例外。除了每年有大量的同學升讀元朗、屯門的英文中
學外，還有很多升讀市區的知名中學的，像拔萃中學、喇沙中學⋯⋯今年更有
同學升讀港島區的聖保羅男女中學（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呢！

　　許沛恩同學自一年級開始在本校就讀，最近，她每年考試
都名列前茅，品學兼優。她是英語大使，也是校園小記者，她
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如英語話劇，朗誦、講故事比賽、國畫班，
都有很突出的表現。她代表學校參加 TVB「智激校園比賽」，
勇奪多個獎項，可喜可賀。
　　沛恩今次考上全港的一所名校並獲獎學金，實在教大家為
她高興。各位同學，你們可以她作為你們學習的榜樣啊！希望
她繼續努力，持續向上，並祝她前程錦繡！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敬啟者：

  承蒙「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校長及各老師用心教導與提攜，小女許沛恩（六年級A班）方得以考獲「聖保羅男女中學（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中一學位，我和家人都雀躍三尺，並深深感謝校長和各老師給沛恩的指導。  回想沛恩在校六年光景，各師長循循善誘，悉心栽培，實難能可貴。正是“世有百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百樂不常有。”
      由衷謝意，筆墨難容！

陳月華謹啟

2012 年 3月 20日

（許沛恩母親）



  由教育局及傑出青年協會舉辦

的「2012 明日領袖獎頒獎禮」已

順利完成。本屆明日領袖獎有超過

500 間學校參加，最後本校 6A 班

趙晨希同學榮獲「2012 明日領袖

獎」，這項殊榮給與趙晨希同學無

跟的鼓舞，亦肯定了他的優良品行

及領袖才能。

  6A 楊曉亭同學榮獲

由香島教育機構舉辦的

「2011 第三屆優秀小學

生獎勵計劃」，她榮獲

最高級別的傑出小學生

獎，獲頒發獎狀及獎學金

1,500 元

  恭賀 5A 黃建城同學榮獲

由資優教育基金舉辦的 2011-

2012 年度「閃耀之星」才華

拓展獎學金 5,000 元及獲頒發

「閃耀之星」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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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運動會十二屆運動會十二屆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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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二日，李東海小學於天水圍運動場舉行第十二

屆運動會，我們很榮幸請到了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先生，

BBS，MH，JP 為我們的主禮嘉賓。各項賽事中，學生都全力

以赴。那天還邀請了友好中學及幼稚園參加接力項目，為大

會增加了熱鬧氣氛。本校跳繩隊及跆拳道隊更是是運動會的

壓軸表演，他們的精采表演獲更得全場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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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東東東
小



我們的集誦隊展現勝利的笑容

眾的才藝家出  本校學生於第六屆屯元區普通話才藝比賽中有優秀成

績。（5A）成思思及（5A）吳海盈於普通話高級組獨誦《春

的消息》獲優異獎；（5A）陳明禮則在普通話講故事比賽

《蚊子和獅子》獲冠軍；此外，五、六年級學生代表在普

通話集誦中，以《揚子江船夫曲》勇獲冠軍。

  這次普通話才藝比賽中，本學生更榮獲第六屆屯元區

普通話才藝比賽總冠軍，他們真不愧為「出眾的才藝家」。

佳的朗誦者最最...... 最
  本校中文集誦隊獲「小
學三、四年級女子組粵語詩
詞集誦第五十七、五十八、
五 十 九、 六 十、 六 十 一、
六十二、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盃」，連續七年冠軍，真
不愧為「是最佳的朗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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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七年冠軍，我們是最佳的朗誦者



  為推廣閱讀文化，同時響應「4.23 世界閱讀日」，本校舉行一連串的活動，
其中知名圖書公司 (Metro Books) 於 4 月 19-21 日假本校禮堂舉行書展，我們的
學生都沈醉在閱讀的樂趣中。
  此外，學校亦邀請了名作家及校長主持讀書講座，希望幫助學生掌握閱讀
方法，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和態度，並且能享受箇中樂趣，領略讀書的竅門。
講者包括：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校長羅文彪先生主持讀書講座。
  何巧嬋女士，何女士是香港著名的資深兒童文學作家及教育工作者。她的
著作有：《誦詩識字》系列、《彩虹》系列、《圓轆轆手記》系列、《智慧心窗》
系列及《校長隨筆之打開課室的大門》等。
  潘步釗博士，潘博士先後獲得香港浸會大學文學士， 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碩
士、 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碩士、 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
文憑。 曾獲 1996 年市政局中文大學文學創作獎散文獎。他的著作有： 散文集
有《今夜巴黎看不見日落》、 《方寸之間》、 《邯鄲記》語文教育評論有 ：《如
此星辰良夜何 . 課改與中文教學》。

4.23 世界閱讀日 —
書展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校長羅文彪先生主持講座情形

何巧嬋女士主持講座情形 潘步釗博士
主持講座情

形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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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英文話劇組今

年在校際戲劇節中，憑

《Lost Children》 一

劇，得到傑出合作獎，

5A 班梁振嶸同學更取

得傑出男演員獎。

演員最佳最最 演員

  本校東方舞組同學參加了由康樂文化

事務署、元朗大會堂及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合辦的「第三十四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以「小白楊」一舞奪得了金獎。同學另於

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的「二零一三年屯門

區第二十六屆舞蹈大賽」，獲得金獎。及

後參加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奪得

甲級獎。

舞蹈家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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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笛  5A 梁珈　 獲第 64 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木笛獨奏季

軍木笛獨奏，表演出色，勇

奪季軍。

  另本校 6D何欣沛、6D

黃綽詩於第 64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木笛二重奏，表演出

色，勇奪亞軍。



  本校 6A 班同學於 11/2 參與無線

電視「智激校園」節目錄影，同學以「港

孩」為題進行多個回合激鬥，兩隊同學

實力旗鼓相當，表現同樣出色，結果由

梁紫瑩、何鎧迪、許沛恩、熊芷靖奪「最

佳拍檔獎」；黃曉茵奪「最突出表現獎」。

李東海
學生

智慧高的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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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1B 班孔德軒的媽媽。孔德軒在本校

學習，生活已經有半年多了，他每天放學回家

都很開心，他告訴我，他很喜歡他的班主任老

師，她說話聲音很甜美，很溫柔，對他很關心。

聽了他的這番話，我很高興，我選對了學校，

又很幸福的遇到了這樣有愛心的老師。現在他

學業成績逐步上升，和同學之間相處也好。在

老師的鼓勵下，當上了班長。他告訴我，當班

長沒有那麼容易的，要尊敬老師和同學，要關

心同學，老師，要守紀律，還要學習成績好。

我感受良深，他長大了，有責任心了，懂得如

何做人了。我真摰的謝謝您，Miss Lai，她改

變了孔德軒，讓他有了自信面對一切⋯⋯作為

一名家長，我會積極配合老師的各項工作，為

了孩子們的明天，共同努力！

1B　孔德軒家長

敬愛的老師您好：

  你們好！

  時間流逝，不知不覺中鄙人子弟牛少明同學到貴

校已經一個學期過去了，在過去的一個學期時間裏，

對牛少明同學來說，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成熟穩重了

很多，說出來可能你們都不太相信，牛少明同學在家

曾經是一個小霸王，事事不講道理，還是一個大懶蟲，

所有的事情都是依賴父母，真正是一個飯來張口、衣

來伸手的人。真是沒有想到，在貴校學習只是短短半

年的時間裏牛少明同學可以有這樣可喜的變化，現在

雖然牛少明同學有時還會有這種毛病的出現，但對比

半年前的他進步可不是一點半點。為此，做為牛少明

同學的家長，對貴校的校長、各位老師們為牛少明同

學所做的一切努力表示深深的謝意，感謝你們的努力

付出！同時也衷心的祝願貴校越辦越好！！可以為香

港、為中國明天的繁榮昌盛培養出更多更好的有用人

才！！

1A　牛少明家長　牛慶鋒  

李東海小學的各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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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竣日在貴學校的短短半

年時間令我對孩子的成長充滿期待和

希望，好像在剛聽蔡副校長開學的既

精采又有童真的演講，那時起我對貴

校的教學方法和理念都充滿信心，而

現在竣日的學習、生活都使我都很滿

意，這都離不開班主任馮老師和各位

老師們的真誠付出，用心教學，正確

引導使竣日能慢慢對校園生活的嚮

往，對同學們的真心交往，對學習產

生興趣，對知識的追求，這此都使我

在此說聲「感謝學校、老師們」。

1A　鄔竣日家長

尊敬的馮老師和各位老師們：

李東海小學的各位老師：

編輯顧問：葉以欣校長    編輯委員會：蔡淑萍副校長、馮彩娟老師、林麗棠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