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07/08 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2008 年 4 月 

舉辦機構或團體 活 動 名 稱 參加者或組別 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團體冠軍 

女子甲組 團體冠軍 

男子丙組 團體殿軍 

女子乙組 團體優異 

男子甲組 4E 文健豪 50 米自由泳(冠軍) 
100 米自由泳(冠軍) 

3B 羅亮添 50 米蝶(冠軍) 
200 米個人四式(冠軍) 

3C 高子森 200 米自由泳(冠軍) 
50 米背泳(亞軍) 

5E 羅亮鈞 200 米自由泳(冠軍) 
50 米蝶泳(亞軍) 

5E 吳宇庭 100 米胸泳(亞軍) 

3B 陳浩維 200 米胸泳(亞軍) 
50 米胸泳(季軍) 

3B 陳浩維 羅亮添 
3C 高子森 4E 文健豪 

4x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及破紀錄 

5E 羅亮鈞 吳宇庭 袁焯崙 
3E 麥峻賢 

4x50 米自由接力 
(冠軍) 

女子甲組 5E 劉裕婷 50 米自由泳(亞軍) 
100 米自由泳(季軍) 

5A 曾慧嘉 100 米胸泳(亞軍) 
200 米胸泳(亞軍) 

1C 唐凱琳 100 米自由泳(亞軍) 
50 米背泳(季軍) 

2E 曾俏然 200 米個人四式(亞軍) 

1A 陳紀頴 200 米自由泳(亞軍) 

5E 劉裕婷 5A 曾慧嘉  
2E 曾俏然 1C 唐凱琳 

4x50 米自由接力 
(冠軍) 

3A 倪希文 4D 梁雪怡 
4B 張曉瑩 4E 伍穎詩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女子乙組 3B 張淑芬 2D 羅灝恩 
1D 陶嘉敏 1E 梁國頤 

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男子丙組 2E 陳靖霖 50 米胸泳(季軍) 

2A 林維瀚 何繼衡 李梓浚 
2E 陳靖霖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女子丙組 1C 朱覺怡 50 米胸泳(季軍)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 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 4E 羅卓庭 100米(冠軍) 跳遠(亞軍) 

男子丙組 2B 陳善倫 2C 戴哲望 
2D 黃浩彥 1A 鄭憲駿 

4x100 米接力(冠軍) 

2C 戴哲望 跳遠(亞軍) 

2D 江家俊 跳高(季軍)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團體 總冠軍 

男子甲組 優異 

男子乙組 亞軍 

女子甲組 優異 

女子乙組 季軍 

女子丙組 優異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乙組 亞軍 

男子丙組 季軍 

女子乙組 優異 

全新界區劍擊比賽 男子甲組個人花劍  5E 殷俊杰 季軍 

女子甲組個人花劍  5A 盧恩儀 季軍 

全新界區壁球隊際比賽 男子組 季軍 

觀塘區 
文娛康樂促進會 

第三十六屆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組 
金獎及全場最佳表演獎 

教育局 第四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Summer is Coming) 優等獎、編舞獎 

中國舞(梁祝-蝴蝶夢) 乙級獎 

現代舞(軌跡) 乙級獎 

體育舞蹈 乙級獎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有限公司 

第一屆香港體育舞蹈節 16-25 歲新秀賽 
森巴舞：5C 歐梓瑩,許諾誼 

 
冠軍 

第四屆         16歲或以上 
香港校際 
體育舞蹈錦標賽    14-15 歲 
 

13-14 歲 

森巴舞：5C 歐梓瑩,許諾誼 
查查查：5C 歐梓瑩,許諾誼 

亞軍 
季軍 

牛仔舞：2B 葉耀兒 1C 何嘉敏 
查查查：2B 葉耀兒 1C 何嘉敏 

優異 
優異 

牛仔舞：1E 葉德鏗 1A 李樂儀 
查查查：1E 葉德鏗 1A 李樂儀 

季軍 
優異 



 
舉辦機構或團體 活 動 名 稱 參加者或組別 成績 

香港籃球總會 中學籃球挑戰賽 男子組 亞軍 

東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東區青少年三人籃球賽 男子組 季軍 

香港業餘劍擊總會 全港校際外展劍擊 
隊際(花劍)比賽 2007 

男子初級組 
2A 陳進仁 2D 陳藝中,黎嘉傑 

冠軍 

九龍城體育會 全港劍擊分齡賽 5A 盧恩儀-女子花劍 16 歲以下 季軍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屯門區壁球比賽 2007 男子青少年組  4B 宋允升 季軍 

女子青少年組  4B 張曉瑩 季軍 

 荃灣區壁球公開賽 女子組(14-17 歲)  4B 張曉瑩 冠煇 

香港壁球總會 隊際外展壁球比賽 2007/08 高中組 隊際總冠軍 

男子高中組： 
5E 羅亮鈞,劉彥博 4B 宋允升 

冠軍 

男子初中組： 
3B 羅亮添 2A 陳洛濤 2B 羅卓謙 

冠軍 

女子初中組： 
2B 彭詠晞 2C 蔡欣彤 2E 羅敏方 

季軍 

香港冬泳總會 2007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中學男子組團體賽 
5E 羅亮鈞,吳宇庭 3B 羅亮添 

亞軍 

個人賽 3B 羅亮添 亞軍 

香港中國 
國術總會 

第十屆 
屯門區獅藝及功夫群英會 

獅藝地青組 金獅獎 

中國香港 
柔道總會 

37週年香港柔道錦標賽 6A 楊栢堅   男子初級組–60kg 季軍 

2007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3D 林德燁     13-16 歲 - 60kg 季軍 

香港中學校柔道比賽 2B 歐俊勤       男子組–44kg 
6A 楊栢堅       男子組–60kg 
5D 陳啓思       男子組–52kg 

亞軍 
亞軍 
季軍 

元朗柔道會 2007年中學柔道錦標賽 6A 楊栢堅   男子高級組–55kg 季軍 

5D 陳啟詩   女子初級組–50kg 季軍 

5C 張家曦   女子初級組–50kg 季軍 

2B 歐俊勤   男子高級組–55kg 冠軍 

南華會 柔道錦標賽 2B 余碩龍       男童組–60kg 冠軍 

3D 林德燁       男童組–60kg 亞軍 

6A 楊栢堅       男子組–60kg 季軍 

香港賽馬會 盛夏山景柔道賽 6A 楊栢堅 17-25 歲男子組–55kg 冠軍 

5C 張家曦 10-16 歲女子組–38kg 冠軍 

5D 陳啟思 10-16 歲女子組–38kg 季軍 

2B 歐俊勤 10-16 歲男子組–42kg 冠軍 

仁愛堂 仁愛堂柔道大賽 2B 余碩龍    少年男子組-66kg 亞軍 

6A 楊柏堅        男子組-60kg 季軍 

2B 歐俊勤    少年男子組-50kg 亞軍 

1B 張倩雯        女童組-36kg 季軍 

香港正剛會 空手道大賽 4D 陳潤棋-青年男子組 亞軍 

香港橋牌協會 2007 夏日橋牌嘉年華歡迎論對賽 4E 劉偉申 東西方季軍 

橋軒 林庭國先生紀念盃論對賽 4E 劉偉申 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 
燕京書院 

燕京盃全港中小學校際 
圍棋錦標賽 2007 

4C 孫智華 第十三名 

中國長沙巿 第九屆初嬰盃 
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攝影大賽 

2B 劉海柔(心繫國家彩繪奧運) 銅獎 

屯門區 
清潔香港委員會 

燈箱海報設計比賽 – 中學組 4B 劉靖殷 亞軍 

屯門文藝協進會 2008 年度繪畫比賽 3E 羅軸誠 2B 陳紫欣 優異獎 

屯門青松觀 屯門盆景寫生比賽 2B 劉佩汶 優異獎 

香港藝術發展局 「巴士車身青少年組」 
動感藝廊 2008 公開比賽 

4B 吳美兒 入選(作品將會
繪於巴士車身) 

屯門區議會 2007 年區議會盃 5C 姚嘉華 最高 IMP得分獎 

香港世界和平 
統一家庭聯合會 

第三屆 
「家庭『孝』應」徵文比賽 

2D 鍾穎妍 3C 胡志威 優異獎 

單仲偕立法會議員
辦事處、香港通訊業
聯會、浸會大學普適
計算研究中心合辦 

全港大專及中學 
「無線定位尋寶比賽」 
香港通訊業聯會盃 

4C 葉梓豪,王景輝,劉吉迪 
4E 梁悅朗 

冠軍 

教育局 香港校際戲劇節 
普通話組：《當手扙遇上蝴蝶結》 

劇社 傑出舞台效果奬 

傑出合作獎 

廣東話組：《當手扙遇上蝴蝶結》 劇社 傑出舞台效果 
傑出合作獎 

6A 林秋怡 傑出女演員奬 

科學青苖獎 2C 張超穎 個人一等獎 

3E 葉皓進,胡子軒 個人三等獎 

香港城巿大學 滾動全城(飲管設計比賽) 3E 羅軸誠,何文滔,麥瑞璋 最佳外觀獎 

香港中文大學 中三四科學英才精進計劃 4C 姚志超 金獎 



 
 舉辦機構或團體 活動名稱 參加者或組別 成績 

澳洲數學基金會 澳洲數學比賽 2B 萬軒溢 
3C 胡志威  3E 古浩嵐,周偉麟 
4C 周健汶 

高級優異獎 

2A 陳進仁  2C 張超穎,黃澤維  2D 陳冠希 2E 陸佩妍 
3A 林展鋒,李澤堃,周梓澄,林毅忠 
3E 李智健,楊庭峰,李嘉穎 
4B 林嘉文 4C 劉凱彤,孫智華,徐志威 4E 陳兆豪 
5C 黎明浩 5E 朱健釗 
7S 李卓倫,鄧志聰,黃少鋒 

優異獎 

2A 李梓浚,周豪賢  2B 鍾穎涵,孫輝,葉耀兒,許澤坤 
2C 羅慶琛,陳楚君  2D 馮健成,黃志華,林紀晴 
2E 范灼華,岑愛德,梁紹廷,郭嘉文,池俊凱 譚梓浚,黃穎隆 
3A 鄺渭筌,李浚傑,朱健威 
3B 吳肇軒,馮皓鈿,梁文軒,陳雋僖,游承軒 3C 顏藹怡 
3D 梁凱琳,陳銘諾 
3E 黃健怡,陳灝昕,陳朗,范皓榮,羅軸誠,麥峻賢, 
胡子軒,黃子熹 

4B 劉靖殷  
4C 陳文青,許芷菀,殷靖渝,鄭旻軒,梁穩泰,王景輝,姚志超 
4D 李梓灝 4E 郭俊霆,楊嘉駿,周紫欣,陳昇揚,曾灝倫, 
賴健汶 

5B 曾慧欣 
5C 林璐茜,鍾思皓,范迪智,孔皓民,梁晉懷,顏家齊, 
黃曉俊,黃浩龍 

5D 陳柱銘,吳緯龍 
5E 張棓傑,劉彥博,梁卓烽,龍籍宥,譚子澄,黃嘉慶,翁家偉 
7S 冼嘉雯,林玟旭,彭振鐸,曾慶威,溫家俊,溫思正,黃鎮濤 

良好獎 

香港數理學會 香港化學 
奧林匹克比賽 

隊長 4C 劉吉迪 
隊員 4C 梁穩泰,魏仲堯,辛志浩,徐志威,嬈志超 

優異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 英文朗誦 
    英語演講 

6A 鄧詠盈 冠軍 

4C 徐志威 亞軍 

5A 巫滌堯 5B 尤翠珽 6A 吳俊霖 季軍 

4B 林卓恩,林詠儀,李晶晶,莫凱晴 4C 梁穩泰 4D 張家敏  
4E 麥明德,伍穎詩  
5A 王礄笙 5B 施東琳 5E 丘霈諭 
6S 李桂枝 

優良獎狀 

3E 胡子軒  4B 李嘉熹,李佩欣 
4C 羅凱云,姚志超  4D 賴敏儀,文鈞儀,蕭詠璇  4E 麥卓文  
5E 馮友樂  6A 梁淑敏  6S 曾健昌 

良好獎狀 

英詩獨誦 2E 鄧嘉怡  4C 姜曉彤 冠軍 

3A 黃匡澄 亞軍 

1A 黃信衡  3D 馬佳音  4B 林卓恩 季軍 

1A 吳妙葒  1C 歐陽燕桃,趙良金,李治廷,曾愷榮 
1D 朱智銓,林穎欣  1E 黃思澄  
2A 葉小燕  2B 劉海柔  2C 張均樂  
2D 蔡衍芳  2E 麥浩然,黃竟業  
3A 吳燕玲  3B 曾翠珊  3E 李芷桓,姚巧童 
4B 林嘉文,李睿懿,宋允升  

4C 鄭家豪,鄭旻軒,周偉昌,李宇燊,丁嘉璐  4E 梁悅朗 

優良獎狀 

1A 李樂儀,桑李園  1B 陳翱天,黎洛沂  1C 梁宇軒,王文靜  
2A胡偉倫 2B何卓琳,吳沛施 2C李家輝,鄧凱霖 2D葉詠儀  
3A 周海塘,李珈琪 3B 張亦彤  
3E 黃健怡 4D 賴敏儀 

良好獎狀 

－ 中文朗誦 
散文獨誦 

(粵語) 

1C 李浩明 3D 劉穎賢 季軍 

1B 劉吉春 2A 葉小燕 2D 陳穎頤 
3D 馬佳音 4C 許芷苑 4E 陳嘉敏 
6A 陳凱怡 

優良獎狀 

1C 歐陽燕桃,陳朗言,梁宇軒 1D 連文端 
1E 權綾,黃淑盈,黃思澄,黃斯婷 
2A 蔡詩敏,姜善彤,李靖彥  2E 方潔盈,林美寶 
3A 賴靖婷,林祖而,李珈琪,黃匡澄  3B 鄺寶意  3D 林德燁  
4B 宋允升 6A 楊寶宜  7S 戴欣瑜 

良好獎狀 

散文獨誦 
(普通話) 

3D 馬佳音 季軍 

1A 吳妙葒 3E 李芷桓,謝麗芬 
2B 李繕彤,葉耀兒  4C 李宇燊 

優良獎狀 

1B 林婷婷,李靜儀  1D 王樂然  2B 周炎 良好獎狀 

 



 
 舉辦機構或團體 活 動 名 稱 參加者或組別 成績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民謠宗教音樂 合唱團 亞軍 

中樂小組合奏-中學組 中樂團 優良 

鋼琴獨奏-小奏鳴曲組 1A 袁綺璐 1B 陳泳之,鄭穎雪 優良 

鋼琴獨奏八級 2D 何蘊姿 良好 

鋼琴獨奏七級 2D 陳冠希 優良 

鋼琴獨奏六級 2B 黃芷恩 4D 張家敏 良好 

鋼琴獨奏五級 1A 林恩恩 1E 葉倩華 良好 

鋼琴獨奏四級 1D 林自強 優良 

2D 林紀晴 良好 

鋼琴獨奏三級 1A 朱鈞宜 良好 

小提琴獨奏三級 1E 梁倩欣 優良 

1D 陶嘉敏 良好 

古箏獨奏深造組 3E 李芷桓 良好 

2D 何蘊姿 良好 

古箏獨奏公開組 2D 羅灝恩 優良 

古箏初級組 1A 朱詠嘉 優良 

二胡獨奏-高級組 4E 何卓南 良好 

二胡獨奏中級組 1A 林兆鵬 良好 

柳琴獨奏深造組 1B 李靜儀 優良 

女聲二重唱 2A 蔡詩敏 2B 吳沛施,李繕彤 
3C 張棨宜 3E 陳樂怡 3D 麥敏琪 

良好 

琵琶獨奏中級組 2C 潘雋曦 優良 

中阮獨奏初級組 2D 羅灝恩 亞軍 

笛子獨奏中學高級組 4C 陳名揚 良好 

笛子獨奏初級組 2D 羅灝恩 良好 

高音木笛獨奏-16 歲以下 3A 蕭敬中 優良 

中音木笛獨奏-18 歲以下 3A 蕭敬中 季軍 

琵琶獨奏高級組 3A 魏宇珺 優良 

長號獨奏中學中級組 4D 黎亦浚 良好 

木笛二重奏-15 歲以下 4E、4A 伍穎詩、唐舜茹 優良 

香港青少年藝術節 第一屆香港青少年藝術節 
西樂獨奏中學 B 組 

4B 譚穎宜 冠軍  

中華文化藝術節 
組織委員會 

中華文化藝術節 
藝術展示公開組初賽及決賽 

合唱團 金獎  

中樂團 金獎  

管樂團 金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