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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二○○三/○四年度體藝活動獲獎簡報         

      舉辦機構或團體 活 動 名 稱 參加者或組別 成績 

教育統籌局 第四十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Thank You For The Opera) 優等獎及編舞獎 

中國舞 乙級獎 
香港舞蹈總會 紫荊盃舞蹈大賽 現代舞 銅獎及優異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亞軍 
  女子乙組 優異 
  女子丙組 季軍 
  男子甲組 優異 
  男子乙組 殿軍 
  男子丙組 亞軍 
 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 優異 
  男子乙組 亞軍 
  女子乙組 優異 
  女子丙組 季軍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 優異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團體 總冠軍 
  男子丙組 冠軍 
  男子甲組 季軍 
  女子乙組 季軍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 優異 
  男子乙組 季軍 
  男子丙組 優異 
  女子丙組 季軍 
仁愛堂 2004屯門羽毛球大賽  －   

    女子青年組單打 
2A-劉蕙菁 亞軍 

仁愛堂及國香港柔道總會 2003屯門柔道大賽 2D-何善麟 -44Kg 季軍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青年會乒乓球錦標賽 － 

    男子高級組單打 
3A-蘇子釗  
4B-趙崇基 

冠軍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及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2D-何善麟 -45Kg 亞軍 

屯門體育會及國香港國術總會 第六屆屯門區獅藝比賽 低青組 金獅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及中國香港國術總會 

第十屆全港公開學界 
龍獅藝錦標賽 

龍藝組 優異 

善竣會 善竣盃射箭賽 男子隊際 季軍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聯校劍擊比賽 4C-殷俊龍 

4C-鄧志聰 
亞軍 

最有價值運動員 

香港童軍總會 - 新界地域 新界毅行 2004(雷霆組) 2E-何美儀 3E-王俊康 
4D-鄭文浩 5B-陳欣樺 

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 中學民謠宗教音樂組 合唱團 冠軍 – 榮譽級 
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胡獨奏 － 深造組 2B-劉苑 冠軍 

 鋼琴奏鳴曲組 － 獨奏 1A-施東琳 新界西 - 亞軍 
 鋼琴獨奏 － 五級 1E-曾慧欣 新界西 - 亞軍 
 古箏獨奏 － 高級組 2C-白嫣怡 季軍 
 小提琴獨奏 － 二級 2D-王礄笙 季軍 
 牧童笛獨奏 2A-陳慧貞 新界西 – 季軍 
 女聲獨唱組 1C-楊馥惠 新界西 - 亞軍 
 1A-蔡詠霖 新界西 – 優異 
 小提琴獨奏 － 五級 1C-關芷媛 優異 
 鋼琴獨奏 － 六級 2D-王礄笙 優異 
康樂文化事務署 2003香港青年音樂匯 － 

           管樂團比賽 
管樂團 銅獎 

地鐵商場好學生同學會 好學生選舉 – 音樂樂理 2A-陳慧貞 2B-劉苑  2C-白嫣怡  
4B-楊淑閒 5B-朱凱婷 7S-陳珮儀 

地鐵商場 
好學生 

屯門文藝協進會及屯門區議會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  
        西樂少年高級組 

7S-陳珮儀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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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 中文朗誦比賽 
散文獨誦 
 

1B-尤翠珽  優良獎狀(冠) 
2B-鍾偉豪,曾健昌  2C-施菀心 
2E-吳俊霖 3A-楊佩珊 

優良獎狀(季) 

1A-李慧怡,蔡詠霖,吳沛霏 
1B-胡夢蝶,劉念, 饒安婷 
1C-陳敏兒,洪曉菁,李燿仲 
1D-張希文, 黃倩文 
1E-馮得明,陳嘉朗,伍恩賢 
2A-陳慧貞 2B-尹耀東 2D-王礄笙  
3B-伍靜雯 3C-高君娜 3D-蔡潔珊 
3E-吳懿雯,黃錦恩 

優良獎狀 

1C-樊紫樺,張佩珍 
1D-張珈瑜 1E-黎紫晴 2B-梁靜琪  
2C-陳慶蔚,黃心怡,江運儀 
3A-陳敏旋,鄧詠欣, 
3E-鄧君揚,蔡顯揚  6S-張淑玲 

良好獎狀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1A-施東琳 優良獎狀(季) 
1A-譚頌霖 2A-劉蕙菁 4B-黃佩思 優良獎狀 
3E-張銘儒 良好獎狀 

詩詞獨誦 1A-胡淑嫺 優良獎狀(亞) 
1A-林鈺嵐 優良獎狀(季) 
1E-黃靜兒,彭倩琪  2B-黃騏忻 優良獎狀 
3D-岑潤筠  3E-黃玉兒,黃紫寧 
4B-黃煒倫,黃美麗 

良好獎狀 

即席演講 6S-彭嘉鈺,李明 7S-陳慧斯 優良獎狀(冠) 
 6A-麥冠玲,梁家敏,陳偉基,董瑞祺 

6S-鍾偉康 
優良獎狀(亞) 

 6S-陳穎芯,馮葭露 7A-張啟欣 優良獎狀(季) 
7A-江裕慧,何靜雯 良好獎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 英文朗誦比賽 

英詩獨誦 1B-胡德鈞,丘霈諭 
2C-梁淑敏 2E-吳俊霖 

優良獎狀(冠) 

1A-陳偉俊 3E-黃紫寧  
4B-王穎   4C-鄧惠明 

優良獎狀(亞) 

1A-胡淑嫺,譚頌霖 1B-邵詩蕙 
1C-楊馥惠 1D-張希文  
3A-張翠琴 3B-覃慧珊 5B-孫芷麟 

優良獎狀(季) 

1A-林鈺嵐,姚嘉華,譚顈琳  
1B-梁晉懷,曾紫瑤 
1D-黃倩文,陳頌欣,余諾心  
1C-陳倩儀,關芷媛,陶惠嫻  
1E-區梓瑩,梁卓烽,黃子晴,黃子聰 
2A-李雙音,劉惠青  
2C-江運儀, 羅善怡 
2D-林嘉寶 3A-陳敏旋,伍軒霆  
3C-楊子賢 3D-陳幸愉 
3E-黃玉兒,吳紹恆 
5B-蕭琬琛,馮君諾  5C-陳凱晴 

優良獎狀 

1A-馮其歷 2B-劉映君,譚詠儀 
1C-李燿仲 1D-梁敏豪 
2B-曾健昌,巫滌堯 
3A-鄧詠欣,余寶玲 
3D-岑潤筠 3E-趙可欣,潘文思 
4B-黃美麗,馮佩儀,侯伊妮 

良好獎狀 

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校際戲劇節 
－ 2003/04年度 

中文組 最佳舞台效果 
英文組 最佳劇本創作 

最佳舞台效果 
基督教協基會/屯門綜合青少
年服務中心 

愛與關懷話劇比賽 劇社 － 劇名“外星矇查查” 
    劇名“天堂的約定” 

冠軍 
季軍 

香港地理學會 海水污染多面睇 3E-麥詩雅,譚正華,潘文思,張嘉希  
橋藝推廣聯盟 中學師生橋牌瑞士隊制賽 橋牌學會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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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漫畫節 “難得塗鴉” 4D-楊曉霞 2D-游美慧 
2E-劉裕姍,蘇嘉文 

入圍獎 

屯門青松觀 盆景繪畫寫生比賽 1B-尤翠珽 中學組-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