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10/11 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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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校際總錦標比賽 男子組 季軍 

男子組 最佳進步學校獎 

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團體冠軍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 團體亞軍 

 女子丙組 團體季軍 

 女子甲組 團體優異 

男子甲組 7S 文健豪 4A 張浚裕 
5C 李梓浚,林維翰  

4X50 自由泳接力 
冠軍 

 7S 文健豪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6S 麥峻賢           200 米自由泳 季軍 

 5C 李梓浚            50 米自由泳 季軍 

 5C林維翰           200米個人四式 季軍 

男子乙組 4B 林頌宜 2B 李冠霖 
3A 李梓揚 3B 歐陽沛嵐 

4X50 自由泳接力 
亞軍 

 3B 何子滔              100 米胸泳 季軍 

女子甲組 5C 曾俏然             50 米自由泳 季軍 

女子乙組 4B 唐凱琳 4C 朱覺宜 
3E 王雅穎 2D 何舒雅 

4X50 四式接力 
冠軍 

 3B 林詠芝 3C 朱凱喬 
3C 劉寶琪 2E 陳曉鈺 

4X50 自由泳接力 
季軍 

 4C 朱覺怡              50 米胸泳 冠軍 

 4C 朱覺怡              100 米胸泳 亞軍 

 3E 王雅穎              50 米背泳 冠軍 

 3E 王雅穎              100 米背泳 亞軍 

 4B 唐凱琳            200 個人四式 冠軍 

 2D何舒雅             100米自由泳 亞軍 

 3D 鍾菀冰              200 米胸泳 亞軍 

女子丙組 2D 陳曉榕,葉靜雯 
1B 嚴蒨穎,譚煒琦 

4X50 自由泳接力 
冠軍 

 2D 陳曉榕              50 米背泳 亞軍 

 2D 陳曉榕             100 米背泳 亞軍 

 2D 葉靜雯              50 米胸泳 季軍 

 2D 葉靜雯             100 米胸泳 季軍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團體總冠軍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丙組 冠軍 

女子甲組 季軍 

女子乙組 亞軍 

女子丙組 優異 

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團體總冠軍 

男子甲組 殿軍 

男子乙組 優異 

男子丙組 冠軍 

全港校際壁球個人賽  女子丙組  1D 張琛琪 季軍 

全新界區校際壁球隊際賽 女子組  
5B 羅敏方 4D 屈雅瑩,孫詩詠 
2E 曾茜琦 1D 張琛琪 

亞軍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團體優異 

 男子丙組 團體優異 

男子乙組 4A 鄭憲駿 4B 林頌宜,陳子軒 
4C 黃家樂 3D 黃銘康 

4X400 米接力 
亞軍 

男子丙組 2A 梁梓康,柯湛森 
2D 羅家朗 2E 陳柏熹 

4X400 米接力 
亞軍 

 2E 陳柏熹 跳遠  季軍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 隊際冠軍 

男子丙組 隊際亞軍 

女子乙組 隊際亞軍 

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  4E 朱漢逸,陸偉賢 
          3A 朱辜賢 3E 梁倬維 

隊際殿軍 

男子丙組  2E 張俊文,羅樂恒 
1D 藍嘉浩 

隊際殿軍 

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乙組  優異 

女子丙組 優異 

 



 

 

教育局 第四十七屆     體育舞蹈 
學校舞蹈節 

 

3D 廖啓森 2C 廖雲軒         牛仔舞 
查查 

華爾滋 

優等獎 
優等獎 
優等獎 

2E 梁文熹 4C 陳曉瑩         牛仔舞 
查查 

華爾滋 

甲級獎 
乙級獎 
乙級獎 

5A 黃穎隆 5E 葉耀兒         牛仔舞 
查查 

華爾滋 

乙級獎 
乙級獎 
乙級獎 

3E 姚俊傑 2E 陳彥彤         牛仔舞 
查查 

華爾滋 

乙級獎 
乙級獎 
乙級獎 

爵士舞  [Lucifer] 乙級獎 

中國舞  [絢麗敦煌] 乙級獎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 
促進會有限公司 

及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第二屆 
「龍城康槳十八區盃」 
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 
公開賽 

2E 梁文憙   
15 歲以下單項:華爾茲, 探戈,             
維也納華爾茲,鬥牛,森巴 

15 歲以下單項(倫巴) 
15 歲以下單項(查查) 

 
 

第一名 
第三名 
第四名 

Shawn and Gldys 
Dance World 

第 21 屆新加坡獅城 
國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 
青少年公開組 標準舞 
青少年公開組 拉丁舞 

 
冠軍 
第五名 

IDSF 
國際體育舞蹈聯盟 

IDSF亞洲體育舞蹈錦標賽
暨澳門 IDSF體育舞蹈 
公開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 
澳港少年公開賽拉丁舞五項 
澳港少年公開賽橝準舞五項 
14-15 歲標準舞五項公開賽 
14-15 歲拉丁舞五項公開賽 

 
亞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The TDSA/IDSF Open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 
Latin Junior II Open  

Ballroom Junior II Open  

 
Champion 
Champion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有限公司 

香港體育舞蹈 
十項全能公開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 
12-15 歲十項全能公開賽 

季軍 

油尖旺區節 2010 香港體育
舞蹈公開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14-15 歲組別) 
Samba, Rumba, Paso Doble, Jive, 

Waltz,Tango, Viennese Walt,Quick Step 

Cha Cha 

 
冠軍 

 
亞軍 

全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拉丁舞隊 中學組 亞軍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 
森巴舞、查查舞、倫巴舞、鬥牛舞、
牛仔舞、華爾茲、探戈、維也納華爾
之、狐步舞、快步舞 

中學組 
 

冠軍 
 

五項標準舞香港排名賽 12-15 歲 冠軍 

五項拉丁舞香港排名賽 12-15 歲 第四名 

2E梁文憙 4C陳曉瑩   維也納華爾茲 
牛仔，探戈，狐步舞 

鬥牛，倫巴舞 
查查，森巴舞 

亞軍 
季軍 
一等獎 
二等獎 

3E姚俊傑 2E陳彥彤           牛仔 
查查，倫巴，森巴舞 

季軍 
一等獎 

5A 黃穎隆 5E 葉耀兒    
華爾茲，探戈，狐步，維也納華爾茲 

查查，鬥牛，倫巴，森巴舞 

 
一等獎 
二等獎 

2D 姜素雯 2A 朱潔盈         
   中學女子 15 歲以下組別  倫巴舞 

 
二等獎 

2010 香港體育舞蹈 
傑出運動員選舉 12-15歲組 

1E 郭婉俐 1A 雷采盈         
   中學女子 15 歲以下組別  倫巴舞 

 
二等獎 

第二屆體育舞蹈大獎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 
五項標準舞香港排名賽 12-15 歲 

 
冠軍 

五項拉丁舞香港排名賽 12-15 歲 亞軍 

12-15 歲標準舞大獎賽 冠軍 

12-15 歲拉丁舞大獎賽 亞軍 

香港標準舞總會 第 22 屆會長盃標準舞及拉
丁舞公開大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 
業餘國際 A 組標準舞組 

 
亞軍 

業餘國際 A 組拉丁舞組 冠軍 

青少年國際 A 組標準舞組 冠軍 

青少年國際 A 組拉丁舞組 冠軍 

第 7屆麗豪盃暨全港標準舞
及拉丁舞排名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 
拉丁舞國際業餘五項 
標準舞國際業餘五項 

 
冠軍 
冠軍 



 

 
藝林雅集 第 5屆藝林盃香港體育舞蹈

開賽 2011 
2E 梁文憙   18 歲以下  五項拉丁舞 

三項摩登舞 
倫巴舞 

冠軍 

5A 黃穎隆 5E 葉耀兒 
   18 歲以下  鬥牛，狐步舞 

五項拉丁，三項摩登舞 

 
冠軍 
亞軍 

3E 姚俊傑 4C 陳曉瑩 
   18 歲以下  牛仔舞 

五項拉丁，狐步舞 

 
亞軍 
季軍 

國際體育舞蹈聯盟 香港標準舞終極選拔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12-15 歲) 冠軍 

香港拉丁舞終極選拔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12-15 歲) 季軍 

澳門體育舞蹈總會 澳港粵青少年 
體育舞蹈邀請賽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 
澳港粵少年組標準舞五項 
澳港粵青年組標準舞五項 

 
冠軍 
冠軍 

國家體育總局 
社會體育指導中心 

2011 中國體育舞蹈公開系
列賽(香港站) 

3D 廖啟森 2C 廖雲軒 
少年組標準舞 

 
第一名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第二十五屆 
舞蹈比賽 

中國舞 
銀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卅一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中國舞 銀獎 

 



 

 

Dragon Bowling 九月迷你九瓶 jackpot 5B 梁卓然 冠軍 

九月乙組 jackpot 5B 梁卓然 亞軍 

第三屆個人新晉四週聯賽 5B 梁卓然 亞軍 

第 12 屆 
全港學界保齡球 
公開賽 

保齡球隊 團體賽 季軍 

5B 梁卓然,王駿樺 4D 潘文銳 
(三人賽) 

冠軍 及 隊際 
一局最高分獎 

5B 梁卓然  4D 潘文銳 (雙人賽) 季軍 

4D 潘文銳 (學生個人全能賽) 亞軍 

5B 梁卓然 (學生個人全能賽)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分齡網球賽 2D 羅家朗         男子青少年 G 組 冠軍 

香港壁球總會 全港外展壁球隊際賽 初中組 團體總冠軍 

女子初中組 2C 王思允 2E 曾茜琦 
           1D 張琛琪  

隊際冠軍 

男子初中組 2D 劉子均 1A 鄭子豐 隊際冠軍 

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2E 曾茜琦         15 歲以下女子組 季軍 

香港柔道總會 40 週年香港柔道標賽 5B 余碩龍         男子初級組-66kg 亞軍 

中國柔道總會 2010 香港青少年 
柔道隊際錦標賽 

4B 鄭俊堅 4C 黎嘉傑 季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中銀體育節 
香港青少年柔道邀請賽 

4C 黎嘉傑                   +66kg 亞軍 
 

香港古拉什摔跤協會 2010 古拉什摔跤錦標賽 5B 余碩龍       男子青少年組-66kg 冠軍 

屈臣氏集團 2010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3D 廖啟森 傑出運動員 

少年警訊 少年警訊會長盃 足球隊 殿軍 

仁愛堂 2010 仁愛堂體操比賽 小彈網中學組隊際 
3E 霍山怡 2C 劉樂瑩 

亞軍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
桂祥中學 

羅桂祥盃 2011 
中學射箭邀請賽 

4D 鄭翰奇                男子甲組 個人賽 冠軍 

4C 伍正然 4D 鄭翰奇      男子甲組 
4E 盧業培,王皓廉                

團體賽 
季軍 

香港大學 知識建構 
教師發展網絡計劃 

2A 梅逸朗 2C 王思允  
2D 張敏賢 2E 黃芷欣  

認真研討大獎 

2A 朱潔盈 林詠琪 鄭駿業  
梁梓康 柯湛森 

最傑出知識探究團
隊大獎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卓越學生獎 3E 黎悅知 初中級 

5E 李偉良 高中級 

6S 楊庭峰 預科級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 
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 

全港中學 
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 

5C 麥浩然 
高級組 嘉許獎 

青少年科學與 
藝術大會 

全國青少年科學與 
藝術大會 

中樂團 
國星獎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中華文化藝術節 
全年總決賽 

管樂團 金獎 

中樂團 金獎 

合唱團 金獎 

香港鋼琴音樂協會 第十六屆 
香港-亞洲鋼琴公開比賽 

5C 何蘊姿 演奏組 
第三名 

教育局 及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10-11 年度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劇社 
廣東話組 - <車。傷> 

 

傑出整體演出奬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奬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劇社 
英語組 - <The Train Compartment> 

 

傑出整體演出奬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奬 

4A 黃煒銓 3C 招鳳潮 傑出導演奬 

5A 方潔盈 5B 梁穎妮 傑出編劇奬 

基督教協基會屯門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 

「禁毒高解像」戲劇比賽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劇社 

中學及公開組 
冠軍 

香港浸會大學、 

文化地圖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1 高中／大專組  4A 黃煒銓 4B 何家敏  

4D 郭鎮峰, 歐陽燕桃 

榮譽獎 

團體亞軍 

初中組                  3C 周進彥  

3D 何慧嫻,余沛強,林沅翹 
優異獎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三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5A 李星 校園藝術大使 

屯門民政事務處 
屯門青年協會 

「愛屯門．愛回家」 
時裝訯計比賽 

4A 劉吉春,鄧嘉怡,楊灝晴 
4E 林婷婷 

設計優異 
最佳服裝演繹獎 

教育局、保良局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創
作比賽 

4E 陸偉賢 
嘉許狀 

青松觀 屯門盆景蘭花暨環保種植  
繪畫寫生比賽 

3A 陳紫媛 
優秀作品獎 

比諾畫室 第二屆全港畫比諾繪畫比
賽 

4B 鍾嘉文                  青少組 銅獎 
 



 

 

澳洲數學基金會 澳洲 
數學比賽 

4E 梁峻綱 高級優異獎 

7S 周健汶, 姚志超 
6S 周偉麟, 胡子軒 
5E 陳冠希, 黃澤維 
4B 趙文傑 4E 姜振豪 
3C 梁浩昌 3D 梁加和 3E 洪天沃 

優異獎 

7S 梁文樂 
5B 沈俊傑  5E 陳進仁,張青上,馮健成 
4B 吳嘉穎,黃湛僑  4D 趙良金 
4E 蔡其津,盧業培,陸偉賢,曾愷榮 
3A 朱辜賢  
3E 鄭康城,龔子浩,梁倬維, 

梁曦日,潘心浩 
2A 趙康明,鄧浩鏘  2B 周晴  
2C 黃靖瑩,劉銘揚 2D 伍永智 

良好獎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國際初中科學
奧林匹克 – 
香港區選拔
2011 

2A 梁梓康,謝智豪 
2D 盧䕒然 

二級榮譽獎 

香港物理 
奧林匹克 2011 

5D 萬軒溢(高級組) 
4E 林健達(初級組) 
4E 王榮(初級組) 

三級榮譽獎 
二級榮譽獎 
三級榮譽獎 

教育局，數理學會 香港科學 
青苗獎 2011 

3E 梁倬維 二等獎 

2B 張鵬坤 2C 黃靖瑩 三等獎 

香港橋牌協會中學
橋牌聯盟 

玫瑰碗 2011 陳冠希、周偉麟、譚梓浚、楊家榮 冠軍 

師生校友 
瑞士橋牌 
隊際賽 2011 

孫智華、譚梓浚 季軍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 英文朗誦 
英語演講 

6S 陳凱文 冠軍 

5A 陳名俊 亞軍 

6A 姚巧童 季軍 

6S 胡子軒 5A 鄧嘉怡 5C 方詠雯 
4A 王國裕 4C 黎洛沂 4D 黃思澄 

優良獎狀 

6A 鄭靖雯 5A 林美寶 5C 沈嘉 良好獎狀 

英詩集誦 中三級 優良獎狀 

中一級 良好獎狀 

篇章朗讀 1E 鄧穎希 亞軍 

3A 陳可翹 3E 韓智穎 優良獎狀 

隊制英語演講 3A,3E 優良獎狀 

5A,5D 良好獎狀 

二人對話 6A 鄒晴,黃匡澄 第三名 

5D譚可宜,黃芷雯 5D許澤堃,劉泳豪 5D鍾嘉敏,林嘉琪 優良獎狀 

5A 吳沛施 5D 何卓琳 良好獎狀 

    英詩獨誦 6A 鄒晴 2A 梁樂心 1A 劉翊翹 冠軍 

6S 李芷桓 3C 廖安莉 3E 韓智穎 1A 丘曉旋 1B 嚴蒨穎 亞軍 

3A 陳可翹 1E 王潔鈴 1B 譚煒琦 季軍 

6A 吳燕玲,黃匡澄 
5B 張佩珊 5C 麥浩然,尹婉欣 5D 吳沛施 
4E 陳家耀,盧業培  3E 謝愛霖 
2C 張嘉裕,黃靖瑩 2D 布苡亭 
1A 張穎琛,鍾汶蒨,李依霖,盧健婷,楊嘉慧,梁健朗 
1B 鄭嘉欣,張紫茵,連梓晴 1C 神凱謙 
1D 傅愛兒,譚蔚藍,彭世曜 1E 鄧穎希 

優良獎狀 

5B 鍾宛婷 4E 陳翱天 
2A 林詠琪,李沛盈 2C 伍英悅,曾紫梃 
1C 黃美惠 1D 周芷廉 

良好獎狀 

－ 中文朗誦 
散文獨誦 
(粵語) 

1B 連梓晴 冠軍 

1B 嚴穎琳 1D 孫悅婷 季軍 

1B 鄭嘉欣,池俊喬 1D 徐啓倫 1E 霍妍熹,王潔鈴 
3A 文思云,葉欣兒 3E 韓智穎,黎悅知 
5C 麥浩然 

優良獎狀 

4C 馬志浩 3E 鄭康城 2A 梅逸朗 
1B 梁絲雅,楊涴晴,鄒家俊 1D 張美祺,黃詩泳 

良好獎狀 

散文獨誦 
(普通話) 

6S 李芷桓 1E 黃嘉怡 亞軍 

4E 陳家耀 3E 陳可欣 2A 莊雪愉 季軍 

1A 張采藍,梁尚愉,雷采盈,丘曉旋 1E 鮑韻茹,劉詠欣 
2D周嘉詠 3A黃翠琳 3E韓智穎,白如琛 4D吳妙葒,黃思
澄,胡淑雯 5A 黃穎隆 6A 謝麗芬 

優良獎狀 

1A 張穎琛,蔡慧珊 1B 林文珊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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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李靜儀 –中阮獨奏高級組 

1D 曾梓焮 – 古箏獨奏中級組 
亞軍 

3B 鍾皓晴 -鋼琴獨奏四級 
2A 張志英、梁雨琛 - 牧童笛二部合奏 
2A 李沛盈 –聲樂獨唱中文女聲、外文女聲 
2D 梁柏琛 - 鋼琴獨奏四級 

季軍 

4D 林兆鵬 – 皮胡獨奏深造組 榮譽獎狀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合唱團 - 民謠聖詩合唱-外文組 
- 女聲合唱-外文組 
- 中國器樂合奏-中學組 

優良獎狀 

6S 胡子軒 - 鋼琴獨奏八級 
6S 李嘉穎、陳灝昕 - 鋼琴二重奏高級組 
5C 何蘊姿 - 中國樂器獨奏(古箏) 
5D 郭峻瑋 - 鋼琴獨奏七級 
5E 陳冠希 - 鋼琴獨奏八級 
4C 陳泳之 - 鋼琴獨奏七級 
4D 羅應鏗 - 笛子獨奏高級組 
4D 林兆鵬 - 二胡獨奏深造組 
4E 郭雋樂 - 鋼琴獨奏六級 
3A 羅弘軒 - 二胡獨奏深造組、笛子獨奏高級組 
3A 李鈺儀 - 鋼琴獨奏六級 
3A 黃翠琳 - 琵琶獨奏高級組 
2A 王柏文 - 琵琶獨奏中級組 
2B 周晴  -  鋼琴獨奏七級 
2B 解耀謙 - 鋼琴獨奏五級 
2E 駱靖彤 - 鋼琴獨奏四級 
1C 傅穎熙、宗曉霖 - 女聲合唱 
1E 吳凱翹 - 古箏獨奏高級組 
1E 黃嘉怡 - 鋼琴獨奏五級 
1E 蕭卓瑩 - 鋼琴獨奏五級 

優良獎狀 

中華文化藝術節 
協會 

國際音樂藝術
大賽 

藝術展示組全年總決賽 2010-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合唱團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管樂團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中樂團 

 
金獎 
金獎 
金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