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概覽
2020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地址：黃大仙正德街102號      

電話：2320 8367

傳真：2320 8620               

電郵：mail@e-wong.edu.hk



    我們致力於全人教育：讓學生在靈、德、智、體、群、

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提升個人的情操和素質；透過靈

性的培育和服務勞動的實踐，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

信念，並明白承擔與同行的真義，以基督作模範，成為地上

的鹽、世界的光。

我們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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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一所由天主教教會開辦的學校，隸屬香港教區，創辦於1962年，迄今

已歷57載。本校配合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觀（生命、愛德、義德、家庭、

真理），鼓勵學生在學業、品德、才藝、秩序及服務五方面不斷自我增值，學

生透過不同的學習模式，學習基督的生活態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主愛人。

天主教學校五大核心價值

培養學生樂於自學，體現校

訓「自強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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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宗旨

1

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使學生

在靈、德、智、體、群、美各

方面得到均衡發展的機會。

按天主教教義，引導學生認識福

音真理，體驗基督精神，達至全

人教育。

3

培養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觀，正確的公

民意識，並弘揚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

將來盡展所能，回饋社會，服務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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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佔全校教師人（％）

持有認可教育文憑 100%

持有認可學士學位 100%

持有認可碩士學位 33.3%

曾接受特殊教育培訓 48.9%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合共

班數 4 4 4 4 4 4 24

班級編制

教師資料

教師年資
0-4年

5-9年

10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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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關注項目

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及培育自主學習的態

度，本校讓每個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類型，透過

「繽紛樂時段」多元學習活動，綜合不同的學習類

型，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學生能了解自己

在學習方面的強弱項，利用SMART目標設定法建立短

期可達至的學習目標，繼而懂得自我評鑑、自我檢視和自我修訂。

繽紛樂

做蛋糕學英文

1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及
培育自主學習的態度

中國書畫工作坊

自主學習

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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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積極為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本年度藉着教師培訓、為學生

舉辦以「真理」和「愛德」為主題的講座、課程和活動等，令學生認識「真理」和「愛德」的意義，並

培育學生尊重別人、愛己愛人及關顧別人需要的良好品德，並懂得服務他人。學校更透過不同的活動，

為家長建立渠道，讓他們認識及了解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的意義。

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建立
學生正確的價值觀。2

建立陽光校園3
本校透過非正規課程活動，包括午間活動、講座、

工作坊等，學生學會愛惜自己及以不同的方法向同

學、老師及家人表達感恩之情。此外，亦會透過校

外服務、表演等向家人或社區人士表達關愛，讓學

生成為正能量小伙子，懂得愛惜自己、關愛別人。

耶穌聖心月 愛德大行動 耶穌聖心月 獻愛心行動

小聖堂祈禱

愛心助人活動

幼童軍 長者社區服務

公益少年團
 戶外學習日 清潔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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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學習經歷
    學校致力為學生提供不一樣的學習經歷，透

過不同的活動，為學生提供表演的平台，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

成績顯卓  擴闊視野
    學校致力發掘學生潛力，讓他們各展所長。本校

學生在學術及才藝方面皆有出色的表現，在多項全港

性比賽中，獲得佳績，更有多名學生獲各大機構頒發

獎學金，包括：黃大仙文志獎學金、第13屆黃大仙區

傑出學生、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優秀小學

生獎勵計劃等，學生的努力得到外界欣賞和肯定。

2019-2020年度
中學學位分配情況
    本校派位結果理想，獲派第一組別學校高於全港水

平，學生被派往的中學包括：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保良局張永慶第一中學、

協和中學、保良局何蔭棠中學、德愛中學、可立中學、

聖母書院、匯基書院（東九龍） 、賽馬會體藝中學等。

外界認同

非洲鼓班

小提琴班

雜耍班

手鐘班

同學們多才多藝

戶外學習日

幼童軍 大潭童軍中心 宿營

童狗有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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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中文

「2019亞洲學生音樂朗誦
比賽」高小組粵語詩歌散文組 季軍 6C 余曉輝

第七十一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9)

亞軍 6A 譚浩樑

季軍 6A 温凱琳 6C 余曉輝

優良
(80-89分)

2B 張浩然 2B 丘一菲 4C ANNISA
6A 黎諾衡 6C 李卓芮 6D 鄧靜楠

優良
(80-89分)

                  

3A 陳詩瑤 3A 劉穎蒽 3A 余雅琳
3B 李漢樂 3B 蕭詠晴 3B 王宗正 
3B 方文鴻 3C 林希寶 3C 劉敏婷
3C 楊紫熒 3C 梁炳權 3C 張雅琪
3C 陳智朗 3C 陳淑君 3D 姚卓彤
3D 陳樂怡 3D 李俊杰 4A 李倚琦
4A 陳藝玲 4A 李亦瑤 4A 鍾日進
4A 黃兆勤 4A 何卓庭 4B 梁頌軒
4B 劉天愛 4B 李樂珩 4B 陳恩宜
4B 魏雪如 4C 鄭芷澄 4C 黃曉烽
4C 金鈺津 4C 曾梓穎 4C 林樺龍
4C 呂嘉瀅 4D 議嘉程 4D 黃櫻梓

良好
(75-79分)

3D 梁沛茵 4D 梁淇棋 6D 劉向庭
6D 王婷婷

英文

第七十一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優良
(80-89分)

2A 林恩彤 2A 李嘉嘉 2A 羅若熒
2B 陳詩雨 2B 陳凱恩 2C 王穎兒
2D 李忻潼 2D 梁又爽 2D 鄭思朗
2D 馮科媛 3B 陳詩瑤 3B 邢紫鍩
4A 何洛朣 4A 葉穎欣 5A 馮皓樽
5A 羅綺晴 5A 姚永俊 5B 陳貝兒
5B 張雨桐 6A 陳靖兒 6B 陳怡靜

劍橋英語Flyers考試 7-14盾

5A 陳健韜 5A 高梓洋 5A 陳健君
5A 林梓琪 5A 許志鴻 5A 劉穎怡
5A 葉卓軒 6A 馮嘉麟 6A 譚浩樑
6A 黎諾衡 6A 王浩然 6A 李傲雙
6A 朱冠羲 6A 羅雅欣 6B 陳芷澄
6B 陳怡靜 6B 吳鍇霖 6B 黃煒翔
6C 李卓芮 6C 伍子健 6D 劉向庭

劍橋英語Movers考試 9-14盾 4A 何洛朣 5A 曾培鈺

劍橋英語Starters考試 3-15盾 3A 余子熙

數學

粵港澳大灣區
數學競技賽—

大灣盃預選賽
（香港賽區）2020

一等獎 3A 劉穎蒽 6A 譚浩樑

二等獎

3A 顏愷朗 3A 邵劍鳴 3D 許遵梓
4A 鄧凱柏 4A 廖思彤 4A 陳靖雯
5A 陳健君 6A 馮嘉麟 6A 王浩然
6A 陳施齊

三等獎
3B 劉淑詠 3B 王宗正 3C 柳彥晉
4A 葉穎欣 4A 李敏怡 5A 許志鴻
5A 葉卓軒 6A 李傲雙 6A 黎諾衡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3A 顏愷朗 6A 黎諾衡 6A 譚浩樑

二等獎

2A 區梓俊 2A 江梓釗 2A 茹梓朗
2B 余宝琳 2C 龔芷鑫 2C 李樂韜
2C 王穎兒 3A 劉穎蒽 3D 許遵梓
4A 陳靖雯 4A 鍾日進 4A 廖思彤
5A 陳健君 5A 曾培鈺 6A 王浩然
6A 陳靖兒 6A 李傲雙

三等獎

1D 陳蒨儀 2B 陳凱恩 2C 蕭智霖
2D 卓逸薪 2D 黃浩森 3A 邵劍鳴
3B 劉淑詠 3C 陳智朗 4A 韓依依
4A 李敏怡 4D 梁淇棋 5A 許志鴻
5A 許遵涵 5A 羅綺晴 5A 陳健韜
5A 姚永俊 6A 陳俊華 6A 陳施齊
6A 馮嘉麟

視藝 「淫褻及不雅物品
管制條例」填色比賽

傑出表現獎 6B 梁展瑜

優異獎

2C 王穎兒 3A 魏浠如 3B 潘凱悅
3C 戴逸朗 3D 陳樂怡 4A 吳梓榆
4A 陳藝玲 4A 丁潁涵 4A 張珞妍
4A 何洛瞳 4B 魏雪如 4B 陳昕巧
4B 李樂珩 4C ANNISA 4D 葉詠恩
5A 梁梓謙 5A 劉向淇 5C 徐諱蕎
5C 張景沃 5D 林希怡 6A 張晉銘
6A 顏愷晴 6A 何映朣 6A 敖寶儀
6A 古珮詩 6A 吳林珈 6C 加 風
6C 麥梓麟 6D 鄧馨菲 6D 劉向庭 
6D 童翊殷 6D 楊筠怡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視藝

中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比賽

美術壹等 4A 丁潁涵 6A 張晉銘

美術貳等 2C 梁栢彧 3A 談樂詩 3B 鄭凱婷 
4A 曾子維 5B 胡靖滺

美術叁等 2B 陳希彤 2C 李樂韜 2D 梁詠晞
5A 許遵涵

「支持北京冬奧」
心意卡創作比賽

最積極學校
參與獎 全校學生

旗袍禮遇@愛回家—
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踴躍參與獎 全校學生

優異獎

1A 羅嘉熙 1B 許進禧 2A 許芷晴
2B 陳詩雨 2C 王穎兒 3B 許芷盈
4B 許芷琦 4B 魏雪如 4D 謝嘉程
6A 羅雅欣 6D 鄧靜楠

音樂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2019
中樂彈撥B組兒童組 優異表現獎 6B 鄧 琳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19-20
九龍北區小學

田徑比賽及游泳比賽

女乙五十米
自由泳季軍 5D 陳詩琪

男甲五十米
自由泳第八名 6C 譚健彬

2019全港品勢暨速度競技比賽
—速度競 季軍 3C 林韋堯

2019全港品勢暨速度競技比賽
—個人品勢色 冠軍 3C 林韋堯

沙田短池游泳錦標賽2019
女子25米蝶泳 冠軍 5D 陳詩琪

沙田短池游泳錦標賽2019
女子25米自由泳 冠軍 5D 陳詩琪

傑士小精英水運會2019
9-10歲女子組25米蝶泳 總冠軍 5D 陳詩琪

傑士小精英水運會2019
9-10歲女子組25米蛙泳 總冠軍 5D 陳詩琪

傑士小精英水運會2019
9-10歲女子組25米自由泳 總冠軍 5D 陳詩琪

傑士小精英水運會2019
9-10歲女子組25米背泳 總冠軍 5D 陳詩琪

友校 4×100 米接力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

（蒲崗村道））

女子冠軍 5A 陳曉嵐 6A 馮詩晴 6A 梁寶穎
6B 鄧 琳

男子季軍 5A 童君皓 6A 陳俊華 6A 張佳榮 
6B 劉逸博

友校 4×100 米接力
（九龍灣聖若翰小學）

女子殿軍 6A 馮詩晴 6A 梁寶穎 6B 陳呈美
6B 鄧 琳

男子冠軍 5B 楊子健 6D 馬子軒 6B 馮樂洋
6A 張佳榮 6B 劉逸博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乙 60 米
第七名 5A 陳曉嵐

男乙跳高
第八名 5A 童君皓

男甲 200 米
第七名 5B 楊子健

女甲推鉛球
第八名 5C 盧彥君

男甲 400 米
第七名 5C 尹錦恩

男特 100 米
亞軍 6A 張佳榮

男特推鉛球
第六名 6B 譚金明

嘉諾撒小學 ( 新蒲崗 ) 友校
4×100 米接力（女子組） 第四名 4A 李倚琪 5A 陳曉嵐 5D 李嘉欣 

6B 鄧 琳

嘉諾撒小學 ( 新蒲崗 ) 友校
4×100 米接力（男子組） 第四名 4D 陳俊達 5A 童君皓 6A 陳俊華 

6A 張佳榮

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2019 搏擊組季軍 3D 黎諾熹 5A 羅綺晴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運動員獎 5A 童君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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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STEM
迪士尼 STEM 體驗行 優秀表現獎

4A 何卓庭 4A 蘇澤和 4B 梁樂晴 
4B 吳天熙 5A 陳健君
5A 羅綺晴 5A 梁梓謙 5B 張雨桐 
5C 周沛澄 5C 張天佑
5C 馬宇杰 5C 温樂馨 5D 李漢立

「第一屆世界 STEM 暨
常識公開賽」初賽 金獎 5A 曾培鈺

宗教

第七十一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經文朗誦比賽 優良 5A 戴梓桐 6A 趙芷盈

四旬期四格漫畫繪畫比賽 亞軍 6A 古珮詩

香港天主教教區
學校宗教教育獎 宗教教育獎 6A 王浩然 6B 陳芷澄 6C 陳怡叡 

6D 鄧靜楠

獎學金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 70 周年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優秀學生獎 6A 何映朣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最顯著
進步獎 6A 馬善源

第 13 屆黃大仙區
傑出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獎 5A 林佳欣

輔導

「2019 新地齊讀好書」計劃
—閱書報告比賽

文采出眾獎 6A 張晉銘 6A 馬善源 6D 李慧恩

發人深省獎 6A 何映朣 6A 敖寶儀

藝在家中創意藝術比賽 冠軍 6A 張晉銘

「快樂大使」培訓計劃 嘉許狀

5B 莫晞嵐 5D 羅稼程 5D 鄧港珠 
6A 李宇恒 6A 林煜傑
6B 鄒愷怡 6B 王恩翹 6C 陳泯希 
6D 張惠琪

德育及
公民
教育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寫信填顏色比賽 優異獎 6D 鄧靜楠

「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 認證護脊
校園獎 全校學生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 70 周年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優秀小學生
( 獎狀及
獎學金 )

6A 何映朣

健康軍團獎勵計劃 嘉許狀 5B 鄭珈鑛 5C 黃晴兒 6A 黃雅欣 
6B 譚文鋒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課程

DIS 暑期資訊科技學院
學習計劃

初小組冠軍 3D 梁沛茵

初小組亞軍 2B 江芷昕

初小組季軍 3C 林希寶

初小組優異 2B 劉倩利 2D 梁又爽 3D 許遵梓

高小組冠軍 5A 曾培鈺

高小組亞軍 5A 許遵涵

高小組季軍 5B 溫嘉欣

高小組優異 4B 李樂珩

English Summer Course

Elementary 2D 梁又爽

Elementary 3C 林希寶

Intermediate 5A 曾培鈺

Advanced 6A 李傲雙

Advanced 6D 鄧靜楠

人數：3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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