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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跳繩隊於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三日期間，以香港跳繩代

表隊隊員身份，前往新加坡參加「第七屆亞洲跳繩錦標賽」。是

次比賽共有三百多個選手，分別來自亞洲九個國家或地區（包

括中國、日本、韓國、伊朗、新加坡、印度、馬來西亞、澳門

及香港），競爭相當激烈。 

  本校跳繩隊隊員於十四歲以下男子組，四人交互花式賽項目

中，擊敗多個地區的對手，勇奪季軍，可喜可賀。 

  是次活動由亞洲跳繩聯盟舉辦，賽後大會更安排新加坡導賞

團，讓運動員一睹獅城的風采，各運動員均大開眼界。 

  最後，中國香港跳繩總會於八月十七日假金鐘香港公園L16餐

廳舉行慶功宴，向各得獎運動員祝賀。 

  在整個參與港隊訓練、比賽的過程當中，隊員無論在技術

上，心態上，以至待人接物上，均有顯著的提升，不屈不撓地向

目標邁進，突破個人的極限。學生能夠有此得著，實有賴家長連

月來不辭勞苦，一直配合港隊訓練、比賽的各項安排；有賴東華

三院林家聲獎學金、東華三院主席、總監、教育科吳奇壎總主任

和校長的鼎力支持，成就美事；教練於花式上、速度上的突破訓

練以及學生縱使艱辛，但仍毫不放棄的積極態度和精神，方能獲

得如此佳績。冀望所有隊員再接再勵，於新學年再創佳績！

本校學生黎漢陽 本校學生孫俊桉

四子出發前穿上整齊的制服，來一張合照。

本校學生 香港隊代表 參加
第七屆亞洲跳繩錦標賽獲銅牌（14歲以下組別）

四子於四人交互花式賽14歲以下男子組勇奪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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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派位理想
  本校今年共有36名學生獲派全英語授課的中

學，約佔本屆畢業生30%，而其中更有12名學生獲

派本院的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此外本校亦有

多名學生以卓越的成績跨區考入理想中學，如聖公

會林護紀念中學、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保良

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及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學校名稱（英文中學／全英語授課） 獲派學生總人數

1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12

2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5

3 趙聿修紀念中學 4

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4

5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2

6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2

7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2

8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1

9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1

10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1

11 元朗商會中學 1

12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1

13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1

36總計

陸莉汶同學（升讀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升讀本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的同學與校長合照

陳明禮同學（升讀趙聿修紀念中學）

     鄧
顯
豐同學（升讀東華三院盧幹

庭紀
念中
學
）

吳海盈同學（升讀趙聿修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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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捷醫生及護士長林麗珍姑娘到訪學校

陳家立主任、校長、曾玉蓮主任、社工黃芷韻姑娘及學生代表一同出席頒獎禮

至「營」學校認證計劃
  本校一向注重學生午膳的營養，除了成立

「健康飲食專責委員會」制定健康飲食政策，

檢定午膳餐單外，更監察午膳飯盒的質量，向

午膳供應商反映意見，務求學生的午膳能有均

衡的營養。本年度更參加了衛生署的至「營」

學校認證計劃，4月29日衛生署的蘇文捷醫生

及護士長林麗珍姑娘到訪學校，核實各項文件

及觀察本校學生的午膳情況。衛生署對本校在

午膳行政措施、教學、宣傳及午膳和小食的供

應各方面均非常滿意，確定本校獲得最高榮譽

的「整全的至營學校模式」認證，同時，本校

更是本院第一所獲得此認證的小學。

午膳優質認證證書 「整全的至營學校模式」認證 小食優質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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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向來重視學生全人發展，學生於不同藝術範疇亦

表現突出，屢獲獎項。為與家長分享學生成就及加強交流，

本校每年都會舉辦藝術節。今年，我們非常榮幸邀得中央人民

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宣教處處長區劍偉先

生親臨主禮。

  藝術節的節目相當多元化：有英語話劇、獨誦、集誦、說故事、民歌表

演、粵劇表演，中西樂器演奏及東方舞外，今年還加入武術及普通話戲劇。同

時，我們還邀請了深圳梅麗小學在舞蹈及武術方面作兩項演出，豐富了整個節

目，亦為本校同學提供了一個學習交流的機會。

  七月五日李東海藝術節當天，普通話戲劇《回到三

國之空城計》終於成功演出了。同學們在台上繪聲繪色

的演出，換來了台下嘉賓們的熱烈掌聲及老師同學們的

讚賞聲不絕。我們之所以能成就當天這麼美的畫面，在

此非常感謝一班幕後功臣辛勞的付出。首先是葉校長的

鼎力支持，此劇指導老師  華苗老師的專業指導，負

責老師林美琴老師及王華老師對細節的嚴格要求及把

關，還有我們請來了畢業生駱穎琪家長  駱太作戲服

設計，令舞台效果生色不少，讓同學們能把角色發揮得

淋漓盡致。另外也要感謝當天家長義工在為小演員們的

化妝及穿服飾等幕後工作的協助。所謂「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最後亦要為在演出前，小演員們充滿汗水

的練習加以表揚。你們辛辛苦苦的練習，已得到了應該

有的回報了！我們為你們在台上自信的演繹感到驕傲！

李東海小學藝術節2013

大合照

普通話戲劇《回到三國之空城計》

回到三國

小司儀小司儀小司儀小司儀

古箏表演

民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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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處長對當天的演出高度讚揚，形容本校學生表演精彩，有很高的水平，

此次藝術節就如精美的視覺盛宴一樣。又如《回到三國》一劇，區處長覺得諸

葛亮搖着鵝毛扇，羽扇綸巾；盔甲戰士個個神采奕奕，可見學生們表演十分神

似。此外，區處長亦讚揚英語話劇演員的英語水平高、流利，演出活靈活現。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為清朝康熙年間秀才李毓秀所編撰，其內容以教

導為人子弟者關於孝順、友愛、謹慎、誠信、愛人、尊師重道及學習的道理。而

「武術」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有見及此，東華三院與香港國際武術文化中

心編撰了一套「弟子規武術」，結合了武術動作和韻律，在鍛鍊身體之時，亦學

習做人道理。

  我們十分榮幸邀得前香港武術代表隊總教練于立光老師和他的兒子于存亮先生

親自教授本校二年級學生，他們雖然年紀輕輕，但卻做到動中有靜，剛柔並濟。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宣教處處
長區劍偉先生

區處長高度讚揚

《弟子規》武術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為清朝康熙年間秀才李毓秀所編撰，其內容以教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為清朝康熙年間秀才李毓秀所編撰，其內容以教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為清朝康熙年間秀才李毓秀所編撰，其內容以教

親自教授本校二年級學生，他們雖然年紀輕輕，但卻做到動中有靜，剛柔並濟。親自教授本校二年級學生，他們雖然年紀輕輕，但卻做到動中有靜，剛柔並濟。

粵劇

英文話劇

深圳梅麗小學表演

東方舞

深圳梅麗小學李暉東校長（右）與本校葉以欣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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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子於魚尾獅像前
留影

    香港代表榮譽領隊高德謙醫生、
高慧明

老師、
            教練杜至言小姐與四子

合照

         四子盛裝出席慶功
宴

               四子凱旋歸來，老師及家長
接機。

 第七屆亞洲跳繩錦標賽完滿結束後，

本校學生黎漢陽、孫俊桉、黎浩明及勞湋凱

旋歸來。回港後，他們更被邀請參加香港代表

隊所舉辦的慶功宴。我們再一次恭賀他們獲得如

此驕人成績。

跳繩隊創佳績（續）

       四子與中國隊隊員
合照

   四子放下緊張心情，四
處遊玩。

             四子獲獎後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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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校仍繼續與和富社會企業合辦「暑期英語

學堂」活動。今年由英國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的

學生參考大學的教學方法，並配合學生需要設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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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多元化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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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天的學習過程中，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並

嘗試用英語與導師及同學溝通，所以導師們對我們的學

生印象十分深刻。

  Over the past week our team has organised a range of activities, games and events designed to 
develop the children’s speaking skills alongsid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British culture. These have 
included treasure hunts, mosaic art creation, problem solving tasks, pirate dancing, crown making, monster 
design, travel information about Hong Kong for visitors and the children becoming their very own James 
Bond spy! Classes have been delivered in an authentic English manner, encompassing lots of conversation 
in order for children to reach their maximum potential. 

  On behalf of the teaching staff, the team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thank each and every child for joining 
us on the WSE Cosmopolitan Youth English Summer Camp 2013. Their enthusiasm and eagerness to 
participate has made for a very enjoyable camp for all. The camp has a strong emphasis on speaking 
English and we were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effort the children have gone to, when communicating to both 
their friends and teaching staff in English. Thank you.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Principle, Mr Ip and Miss Lo for all of their organisation and assistance 
that has helped to make this camp the success it has been. 

All the very best,
The teaching staff.

輕輕鬆鬆學英文

暑期英語學堂

全體學生與校長、本校教師及所有導師大合照

各導師與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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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分享

  本校畢業生蔡沚橋同學（現就讀中

文大學工商管理（綜合）系大學學士課

程），於本校畢業後升讀東華三院黃笏南

中學，並於2012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試考

獲以下佳績：

2科5*級、2科5級、3科4級
  

以下是蔡沚橋同學的分享

  六月某天，我收到葉校長的撰稿邀請。身為李東海的校友，我感到非常榮幸。那

刻，我驀然回首，驚覺時光飛逝，原來自己已經畢業七年。對我來說，小學階段似是離

我很遠，但回想起小學的情境，彷彿有如昨天一樣。就讓我跟學弟學妹分享一下我在東

華小學和中學學習的一些點滴吧！

  首先，李東海像個大家庭，氣氛非常濃厚。在我的年代，出生率較現時高，因此適齡學

童較多。當時，每班有三十多人，每級有五至六班，甚至有一屆曾出現七班！所以，無論是

早會、小息或是週會，都不難看見同學和老師聚集起來，談天說地，好不熱鬧。而且，學校會

定期舉辦全校性活動，如書香滿校園。這是為了提高同學的閱讀興趣而舉辦的。那時，同學紛紛

到圖書館挑選自己喜愛的書籍，然後各自拿著書本細味咀嚼，令校園充滿著濃烈的書卷味。優良

的學習氣氛從此油然而生。

  其次，李東海主張活動學習，有別於傳統填鴨式教育。班主任會將課室的座位分成五組，以六

至八人為一組，分組的目的，是為了方便小組活動，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所以，無論在哪一課

堂，老師總會設計有趣的活動，增加同學之間互動，讓我們能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學習。此外，由

於分組的關係，課室的中央總是空著的，那時老師稱它為「基地」。每逢老師有示範或需要全班同學

一起參與的活動，同學都會從課室後方取小圓椅到基地「集合」，然後一起討論。寓學習於娛樂，對

小朋友來說，簡直是樂不可言！

  度過了六年青蔥歲月，我便升讀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展開人生新里程。這所中學亦是東華

三院第一所創辦的中學。能獲這所歷史悠久、校風純樸的學校取錄，我感到非常高興。但原來還

有更意想不到的事，令我更慶幸自己能繼續在東華的培育下成長。

  由於兩校同屬東華，教育理念一致，均著重全人發展。學校不只關注學業成績，其他方面如

藝術、社會服務，尤其是品德教育和紀律，也絕不忽略，務求令我們能全面地發展。由東華小

學升上中學，我感到份外親切。兩校作風相近，而當老師知道我是來自東華時，更會多些問

候。東華校歌，也在轉眼間陪伴了我十二年。

  在過去的六月，我經由中大崇基學院參加加拿大滑鐵盧大學舉辦的暑期英語課程。我

在那裡逗留了一個月，除了學習英語，還親身體驗到外國人的生活模式，並與來自不同

地方的人相處。這次遊學團十分難忘，也使我獲益良多。我亦深深明白到「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的真正意義。

  最後，我希望學弟學妹能努力，把握學習機會，也要珍惜你們現在擁有的一切。

我深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你可能會覺得付出和收穫不成正比，便感到氣餒，

繼而開始放棄。但我可以告訴你，努力是不會白費的。為什麼還未開始比賽就認定自

己是失敗者？只要肯嘗試，你就有機會成功。我就是憑著這個信念去鼓勵自己的。希

望你們能努力，成為一個出色、令身邊人引以為傲的人！祝大家前程似錦！

頒獎嘉賓、蔡沚橋、梁志堅校長

編輯顧問︰葉以欣校長    編輯委員會︰吳婉萍老師、林麗棠老師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