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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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際游泳比賽     團體賽 女子甲組 團體冠軍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 團體殿軍 

 女子乙組 團體優異 

女子甲組 6B 唐凱琳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5D 王雅穎                50 米背泳 
100 米背泳 

冠軍 

季軍 

 6C 朱覺怡               50 米胸泳
200 米胸泳 

冠軍 

亞軍 

 4B 何舒雅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2C 林燕兒           200 米個人四式 季軍 

 6B 唐凱琳 6C 朱覺怡 5D 王雅穎 
4B 何舒雅          4X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5A 林詠芝 5B 朱凱喬 4A 陳曉榕 
2C 林燕兒          4X50 米自由接力 

 
季軍 

男子甲組 4A 李冠霖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5B 何子滔               200 米胸泳 亞軍 

                 100 米胸泳 季軍 

 6A 張浚裕 6B 林頌宜 5D 歐陽沛嵐 
4A 李冠霖           4X50 自由接力 

 
亞軍 

女子乙組 2B 曾華苓               200 米胸泳 亞軍 

 100 米胸泳 季軍 

 4C 凌樂詩               50 米背泳 季軍 

 3B 郭婉俐             200 米自由泳 季軍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 殿軍 

男子甲組 優異 

男子乙組 優異 

校際田徑比賽      團體賽    
女子丙組 

女子丙組 團體優異 

3E 劉翊翹                   200 米 
400 米 

亞軍 

亞軍 

男子乙組 4A 陳柏熹                   100 米 
跳遠 

亞軍 

亞軍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乙組 亞軍 

男子丙組 亞軍 

女子甲組 殿軍 

女子乙組 殿軍 

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優異 

男子丙組 優異 

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丙組 殿軍 

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 優異 

新界區壁球隊際比賽 女子組          2D張琛琪 3C 羅敏恩 
4B 曾茜琦,4D 岑曦瑜  

亞軍 

全港校際壁球個人賽 4B 曾茜琦                女子甲組 季軍 

2D 張琛琪                女子乙組 季軍 

少年警訊 中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香港壁球總會 全港隊際外展壁球比賽 初中組 團體總冠軍 

男子初中組 1C 張倬僖 2B 方凱燊 2D 陳暉桁 
3D 鄭子豐 

隊際冠軍 

女子高中組 4B 曾茜琦 4D 岑曦瑜 隊際冠軍 

女子初中組 2D 張琛琪 3A 殷婉渝 3C 羅敏恩 隊際亞軍 

 Prince 香港壁球 
青少年錦標賽 

4B 曾茜琦(17 歲以下) 冠軍 

 2D 張琛琪(17 歲以下) 殿軍 

 元朗區壁球公開賽 2D陳暉桁            男子青年 MB 組 冠軍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全港校際草地滚球隊際賽 2A 曾偉聰 2C 羅頌勤 2D 沈弘彥 冠軍 

青少年草地滾球分齡賽 2A 曾偉聰 2D 沈弘彥 雙人賽亞軍 

青少年草地滾球新秀賽 2A 伍文熙 個人賽季軍 

香港人壽及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香港人壽三項鐵人錦標賽 
 

1A 顧皓烜(1988 年組別) 
第三名 

譚伯羽中學 譚伯羽盃中學射箭邀請賽 男子甲組 
6C 伍正然 6D 鄭翰奇 6E 陸凱謙 

團體亞軍 

屈臣氏集團 2012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4A 陳柏熹 傑出運動員 

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5D 羅弘軒 藝術大使(音樂) 

5A 林詠芝 藝術大使(視藝) 

香港電腦學會,教育局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3 5E 姚文智 銅獎 

香港科學館 趣味科學比賽(高級非力組) 5E 周希廉,梁曦日 二等獎 



 

W.D.S.F. 
Chengdu,China 

第十屆全國青少年 
體育舞蹈錦標賽 

4B 廖啟森 4E 廖雲軒     
全國青少年十項全能組 

標準舞(全國業餘青年 A 組 A 級賽) 

 
第一名 
第一名 

W.D.S.F. 
 

世界青少年體育舞蹈錦標賽 

日本東京 
新西蘭基督城 

 
澳門 

4B 廖啟森 4E 廖雲軒 
世界青少年十項全能組 

世界青少年拉丁舞組 

世界青少年十項全能組 

世界青少年拉丁舞組 

世界標準舞組(成人組)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十一名 

Australian 
Dancesport 
Federation 

Australian Dancesport 
Championship 

4B 廖啟森 4E 廖雲軒 
Youth Open Standard 第一名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中港澳體育舞蹈公開賽 
體舞逹人體育舞蹈錦標賽 
薈萃體育舞蹈錦標賽 
馬鞍山體育舞蹈公開賽 

1B 郭詠曦 
14 歲以下拉丁舞(B 組三項,A 組五項) 

雙項(Cha Cha,Rumba)三項(Samba,Rumba,Paso) 

拉丁舞五項 

拉丁舞五項全能(香港排名賽)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第九屆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中學男女混合組校際賽(體育舞蹈組) 總冠軍 

4B 廖啓森 4E 廖云軒         十項單項  冠軍 

4B 梁文憙         華爾滋,維也納華爾滋 
1B 郭詠曦               牛仔舞，查查 

亞軍 
季軍 

1D 蘇嘉泳              女子 13 歲以下 

森巴,牛仔,查查,倫巴,鬥牛 
 

冠軍 

女子獨舞 12-15 歲 

森巴,牛仔,查查,倫巴 
 

第二名 

1B王綽瑤 1C劉穎琳             倫巴 亞軍 

HKBDI F1 Cup Ballroom Dance 
Championships 

1B 郭詠曦 
Latin – Under 12 Novice Event 

第一名 

亞洲 
體育舞蹈理事會 

第 12 屆省港澳(慶回歸) 
國際舞蹈公開賽 

1B 王綽遙 
森巴,查查,爵士 

 
第一名 

城巿舞蹈學院 第十屆城巿盃全港公開賽 4B 梁文憙 16 歲以下            拉丁雙項 

拉丁三項,拉丁五項,摩登雙項 
冠軍 
亞軍 

1C 劉穎琳 12 歲以下             拉丁雙項 

拉丁三項,摩登三項 
亞軍 
季軍 

教育局 第四十九屆      體育舞蹈 
學校舞蹈節 

4B 廖啓森 4E 廖云軒 
               華爾滋,查查,牛仔舞  

 
優等獎 

 4B 梁文憙 1B 郭詠曦           牛仔舞 

華爾滋,查查 
優等獎 
甲級獎 

3B王耀漢 1B王綽遙             查查 
華爾滋,牛仔舞 

甲級獎 
乙級獎 

5E 姚俊傑 4B 陳彥彤      牛仔舞,查查 乙級獎 

中國舞  [焱] 甲級獎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Things Get Worse] 優等獎 
編舞獎 

香港國際民間藝術團 第四屆香江盃國際藝術節 [尋夢] 4B 張嘉裕 表演金獎 

PSPACE 全港公開雙人舞大賽 3C 張穎琛 3E 謝潔盈     青年組爵士舞 冠軍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第 27 屆舞蹈比賽 中國舞[焱] 金獎 

葵青文藝協進會 葵青區舞蹈比賽 中國舞[焱] 銀獎 

傑出青年協會 明日領袖 4C 黃靖瑩 明日領袖奬 

香港小童群益會 少年財政司選拔 3E 葉仲凱 少年財政司 

公益少年團 
屯門公民教育委員會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1A 黄式瑜 
1C 彭素盈 

待人有禮好少年 

學友社 十大新聞選舉 4D 伍永智 頭獎 

教育局,香港數理學會 香港科學青苗獎 3E 潘志翔 三等獎 

香港理工大學 初中科學比賽 3C 陳藝丰 High Distinction 

3B 區志明 3E 李彥欣,謝潔盈, 賀賜平 Distinction 

香港科學館 趣味科學比學：春藤露滴 5E 周希廉,梁曦日 二等獎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意大利粉結構創作比賽 4E 張志英, 盧䕒然, 老佩兒, 謝婉瑩 結構承擔獎-季軍 

教育局 第三屆 

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1B 陳志峰,梁湛暉 

2D 沈弘彥,蔡庭希 
銅獎 

保良局，香港數理學會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3A 黃夏誕 3E 張錚傑 二等獎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屯門區初中數學比賽 1A 鄭雅文 1B 梁湛暉 1D 高業才 團體優異獎 

個人銀獎 



 

 
教育局 12/13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廣東話組 

劇社 [砒商]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5A 馮靜敏 5E 雷蕢珊 3E 楊嘉慧,鍾汶倩 傑出劇本獎 

5A 余沛強 4A 鍾菀冰  5D 林沅翹 傑出導演獎 

5B 莫祖邦 2B 李浩朗 傑出演員獎 

香港視藝文化教育協

會、香港浸會大學、香

港教師戲劇會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3 3E 楊嘉慧,陸凱程,連梓晴 優異獎 (初中組) 

4A 陳曉榕,黃千真,林朗謙 優異獎 (高中組) 

4A 黃芷欣,周晴 4B 張嘉裕 傑出獎 (高中組)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 英文朗誦    英詩集誦 3E 班 優良獎狀 

個人演講 3A 劉詠欣 4B 張嘉裕 4D 張文君,張婷頤 優良獎狀 

英詩獨誦 4D 李沛盈 第一名 

 1B 郭詠曦 3C 張穎琛 第三名 

1A 鄭雅文,鍾曉晴,李僖彤,梁嘉敏 
1B 陳芍琳,杜慧欣,王綽遙,李學賢 
1D 陳安翹,林卓希,巫綽琳 
2A 劉青原,李美諭,盧愷晴 2B 嚴婉心 
3A 譚蔚藍,嚴蒨穎 3B 鄧穎希 
3E 陳達慧,劉翊翹 
4A 布苡亭 4B 廖安莉 4C 梁樂心 
5D 韓智穎 

優良獎狀 

2A 張均宜 
3A 朱芷君,徐啟倫,李依霖,王潔鈴 
3B 鄧穎希 3C 方若嘉 3E 連梓晴 

良好獎狀 

－ 中文朗誦   散文獨誦 
(普通話) 

3A 鮑韻茹 3E 譚煒琦 亞軍 

1B 陳芍琳,杜慧欣 1C 張明慧 
2A 陳詩琴 2B 楊加慧 
3A 劉詠欣,徐啟倫 3C 霍妍熹,方若嘉 
3D 何子敏 3E 連梓晴,雷采盈 

優良獎狀 

 3B 梁倩怡,黃嘉怡 良好獎狀 

散文獨誦 
(粵語) 

1A 莊慧欣,鍾曉晴,凌慧茹,黃式瑜,梁玉倩 
1B 王綽遙,林曼婷  
1D 陳安翹,吳泳彤,巫綽琳,沈彤 
2C 李穎妍 
3A 張采藍,朱芷君,王潔鈴,黃詩泳 
3C 張穎琛 

優良獎狀 

 1A 梁嘉敏 
1B 王綽遙,林曼婷 1C 黃鶴曦 ,吳詩琦 
3A 林文珊,楊涴晴,嚴穎琳 

良好獎狀 

第 65 屆校際音樂節 4D 李沛盈 聲樂獨唱-中文女聲組 冠軍 

4D 李沛盈 聲樂獨唱-外文女聲組 

亞軍 3B 黃嘉怡, 3E 謝潔盈 鋼琴二重奏-中級組 

1D 陳安翹 鋼琴六級組 

1A 楊毅霖 鋼琴七級組 

優良獎狀 

1C 馮語逸 鋼琴一級組 

2B 梁詠詩 鋼琴三級組 

2B 林怡欣 鋼琴六級組 

2D 張靖研 鋼琴六級組 

3B 雷澤琪 琵琶高級組 

3C 霍妍熹 中阮初級組 

3D 梁絲雅 小提琴二級組 

3E 吳凱翹 箏深造組 

3E 曾梓焮 箏中級組 

5A 黎曉嵐 小提琴五級組 

5A 梁倩欣 小提琴六級組 

5D 羅弘軒 笛子深造組 

1A 劉煒靖 箏-中級組 

良好獎狀 

2A 張詩羚 笛子-中學初級組 

2A 張均宜 鋼琴六級組 

2B 楊加慧 鋼琴六級組 

2C 林燕兒 鋼琴五級組 

2D 吳駿轅 二胡-高級組 

3A 嚴蒨穎 鋼琴六級組 

3E 謝潔盈 鋼琴六級組 

中樂團 中樂小組合奏-中學組 

元朗大會堂主辦 2013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1A 楊毅霖 金獎 

3D 蕭卓瑩 銀獎 

香港鋼琴協會 香港青少年鋼琴公開賽 1A 楊毅霖 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