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 愛 堂 田 家 炳 中 學 
歷 屆 陸 運 會 個 人 冠 軍 及 社 際 團 體 紀 錄 

 

 個 人 冠 軍 男 子 團 體 女 子 團 體 全場總冠軍 啦 啦 隊 

年 度 男 子 甲 組 男 子 乙 組 男 子 丙 組 女 子 甲 組 女 子 乙 組 女 子 丙 組 甲 乙 丙 總 甲 乙 丙 總 合作獎 口號獎 表演獎 

87-88 郭文偉(R) 

張錦源(G) 

 

 

辛榮輝(Y) 馮妙翠(B)  黃婉兒(Y) 紅社 藍社 紅社   紅社及黃社 

88-89 戴志昌(Y)  龔元興(Y) 馮素婉(Y)  王玉萍(R) 紅社 黃社 黃社   紅社 

. 

89-90 林展鵬(B)  鄧旭輝(B) 劉嘉茵(B)  王玉萍(R) 黃社 黃社 黃社 紅社及黃社 綠社 綠社 

90-91 龔元興(Y) 

簡偉文(B) 

 李廸奇(B) 龍淑媛(B)  姚敏華(Y) 

許蘭華(R) 

男高：紅社 

男初：藍社 

女高：黃社 

女初：紅社 

黃社 紅社 藍社  綠社 

91-92 龔元興(Y)  蘇鵬偉(Y) 龍淑媛(B)  何穎翹(G) 男高：紅社 

男初：黃社 

女高：藍社 

女初：紅社 

黃社 黃社 綠社 紅社 

92-93 李永盛(B) 李廸奇(B) 潘漢傑(R) 龍淑媛(B) 何穎翹(G) 林晶(G) (B) (G) (B) (B) (B) (R) (G) (R) 藍社 綠社 藍社 黃社 

93-94 陳世忠(G) 黃德民(Y) 廖世褀(Y) 姚敏華(Y) 

曾羡文(Y) 

何穎翹(G) 林晶(G) (B) (R) (Y) (B) (B) (G) (G) (Y) 藍社 綠社 藍社 紅社 

94-95 陳世忠(G) 潘漢傑(R) 張振輝(Y) 何穎翹(G) 林晶(G) 陳穎君(B) (R) (G) (B) (B) (R) (G) (B) (B)   藍社 藍社 綠社 藍社 

95-96 陳世忠(G) 趙勵勇(R) 劉錦燊(G) 龍淑媛(B) 陳穎君(B) 陸爾莉(G) 

陳敬心(G) 

(G) (B) (G) (G) (B) (G) (G) (G) 綠社 紅社 黃社 藍社 

96-97 黃宇杰(Y) 

舒耀麟(Y) 

趙勵勇(R) 張天偉(G) 

潘懿 G) 

姚敏華(Y) 陳穎君(B) 林敏(Y) (B) (G) (G) (G) (Y) (G) (Y) (G) 綠社 藍社及綠社 綠社 藍社 

97-98 趙勵勇(R) 劉錦燊(G) 李成興(G) 陳穎君(B) 陸爾莉(G) 陳燊媢(R) (B) (G) (Y) (G) (G) (Y) (B) (G) 綠社及藍社 黃社 黃社 黃社 

98-99 葉金鐘(B) 葉偉全(B) 龔冠陽(Y) 陸爾莉(G) 譚影麗(R) 

林  敏(Y) 

曾麗芬(B) 

譚嘉盈(B) (B) (G) (Y) (B) (Y) (R) (R) (R) 綠社 綠社 藍社 黃社 

99-00 張瑞昌(B) 葉康宏(G) 羅子健(B) 陳穎君(B) 

林  敏(Y) 

李貝妍(G) 容倩瑩(R) (B) (G) (B) (B) (Y) (B) (R) (R) 紅社 藍社 紅社 紅社 



 
 個 人 冠 軍 男 子 團 體 女 子 團 體 全場總冠軍 啦 啦 隊 

年 度 男 子 甲 組 男 子 乙 組 男 子 丙 組 女 子 甲 組 女 子 乙 組 女 子 丙 組 甲 乙 丙 總 甲 乙 丙 總 合作獎 口號獎 表演獎 

00-01 梁劍雄(G) 胡昆磊(Y) 胡諾銘(G) 

伍偉鵬(Y) 

古海茵(B) 李貝妍(G) 

周允誼(Y) 

容倩瑩(R) (G) (G) (Y) (G) (Y) (R) (R) (R) 綠社 紅社 紅社 紅社 

01-02 梁劍雄 G) 林云鋒(R) 

羅子健(B) 

黃漢邦(G) 

伍偉鵬(Y) 

李貝妍(G) 容倩瑩(R) 

胡雅欣(B) 

賴倩婷(G) 

香穎茵(Y) (G) (B) (Y) (G) (B) (R) (G) (G) 綠社 黃社 黃社 紅社 

02-03 胡崑磊(Y) 梁炎成(Y) 蘇子釗(B) 林美芝(Y) 容倩瑩(R) 

胡雅欣(B) 

洪凱盈(Y) (Y) (Y) (R) (Y) (R/B) (R) (Y) (R) 黃社 藍社 藍社 藍社 

03-04 胡崑磊(Y) 翟兆銅(Y) 

文家興(R) 

黃漢邦(G) 

周仲傑(R) 賴倩婷(G) 吳早蔚(Y) 洪凱盈(Y) (Y) (Y) (R) (Y) (G) (Y) (R) (Y) 黃社 綠社 綠社 綠社 

04-05 韓秉樞(R) 周仲傑(R) 葉家能(G) 賴倩婷(G) 岑潤筠(G) 劉裕婷(R) (R) (R) (B) (R) (G) (Y) (R) (R) 紅社 藍社 藍社 藍社 

05-06 余邵倫(B) 游學修(B) 高子森(R) 黃彥陶(B) 蔡淑琴(B) 朱曉彤(B) (Y) (R) (G) (R) (B) (R) (R) (R) 紅社 藍社 紅社 藍社 

06-07 陳家財(R) 

陳亦南(R) 

管政棋(Y) 陳朗(G) 洪凱盈(Y) 蔡淑琴(B) 彭詠唏(G) (R) (Y) (Y) (R) (B) (R) (R) (R) 紅社 藍社 藍社 黃社 

07-08 陳亦南(R) 

楊偉樑(R) 

羅卓庭(Y) 黃浩彥(Y) 蔡淑琴(B) 區洛儀(B) 馮寶儀(R) (R) (G) (Y) (R)  (R) (R) (Y) (R) 黃社 藍社 黃社 藍社 

08-09 羅卓庭(Y) 陳朗(G) 鄭憲駿(B) 尤翠珽(R) 馮寶儀(R) 林詠芝(Y) (Y)(Y/G)(B)(Y) (R) (R) (R) (R) 紅社 藍社 紅社 綠社 

09-10 羅卓庭(Y) 陳善倫(Y) 陳俊希(Y) 李蔣旗(Y) 馮寶儀(R) 

葉耀兒(Y) 

何慧嫻(G) (G)(Y)(R)(R/Y) (R) (Y) (R) (R) 紅社 黃社/綠社 黃社 綠社 

10-11 歐俊勤(B) 黃家樂(R) 陳柏熹(Y) 李蔣旗(Y) 何慧嫻(G) 厲靖琪(Y) (Y) (B) (Y) (Y) (Y) (G) (B) (Y) 黃社 黃社 藍社 黃社 

11-12 戴哲望(R) 冼業航(B) 陳藝豐(R) 陳可人(B) 何慧嫻(G) 布曉晴(Y) (Y) (Y) (R) (Y) (B) (Y) (Ｙ) (Ｙ)    黃社 黃社 黃社 黃社 

12-13 陳子軒(B) 陳柏熹(Y) 劉昌鵬(G) 何慧嫻(G) 劉碧玉(G) 劉翊翹(R) (B) (Y) (G) (Y) (G) (B) (B) (B) 藍社 藍社 黃社 紅社 

13-14 陳柏熹(Y) 劉昌鵬(G) 吳廸帆(R) 何慧嫻(G) 李依霖(Y) 黃紫珊(Y) 

郭穎同(Y) 

(B) (Y) (Ｂ) (Y) (Y) (R) (Y) (Y) 黃社 藍社 黃社 藍社 

14-15 陳柏熹(Y) 伍文熙(Y) 謝卓軒(R) 劉希雯(R) 黎學儀(B) 

鄭雅文(Y) 

劉凱旋(R) (Y) (Y) (G) (Y) (R) (B) (R) (R) 黃社 黃社 藍社 / 

15-16 劉昌鵬(G) 吳廸帆(R) 彭嘉傑(G) 布曉晴(Y) 黃紫晴(R) 劉凱旋(R) (G) (B) (G) (G) (Y) (R) (Y) (Y) 黃社 黃社 黃社 黃社 

16-17 潘欣賜(G) 黃光安(Y) 

徐啟雋(G) 

冼雋剛(G) 

彭嘉傑(G) 劉希雯(R) 劉凱旋(R) 陳芍瑤(Y) (G) (G) (B) (G) (R) (R) (Y) (Y)  黃社 綠社 黃社 

綠社 

綠社 

17-18 劉昌鵬(G) 

黎嘉豪(B) 

彭嘉傑(G) 李顯揚(Y) 黃紫晴(R) 

黎學儀(B) 

陳芍瑤(Y) 馮思晴(Y) (R) (G) (B) (B) (B) (R) (G) (R) 綠社 綠社 黃社 綠社 

18-19 鍾興洲(Y) 彭嘉傑(G) 

袁嘉俊(R) 

馬裕翔(B) 劉凱旋(R) 曾穎妍(Y) 葉凱翹(G) (G) (B) (B) (R)  (R) (Y) (Y) (Y) 紅社 綠社 綠社 綠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