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13/14 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截至：201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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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賽 

 
 

女子甲組 

女子甲組 團體冠軍 

男子乙組 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 團體殿軍 

5C鍾苑冰                  200米蛙泳 冠軍 

                           100 米蛙泳 季軍 

5B何舒雅                 50米自由泳 冠軍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6D王雅穎                   50米背泳 
亞軍 

                           100 米背泳 

 3C 林燕兒              200米個人四式 季軍 

 6A 林詠芝 6D 王雅穎 5B 何舒雅 
5A 陳曉榕             4x50米自由接力 

亞軍 

 5C 鍾苑冰 3C 林燕兒 3D 郭婉俐 
2C馬諾賢             4x50米四式接力 

亞軍 

男子甲組 6B何子滔                  100米蛙泳 
                          200 米蛙泳 

亞軍 

 6B 何子滔 6E 李梓楊 5D 劉子鳴 
5D 范適宇             4x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男子乙組 2B 羅裕霖                 100 米背泳 
                           50 米背泳 

亞軍 

季軍 

 3C 馮 曦                  100 米蛙泳 
                          200 米蛙泳 季軍 

 4C 佘譞盛                 100 米背泳 季軍 

 2A 顧皓煊 2C 李卓華 3C 佘譞盛 
1B 冼雋剛             4x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新界區壁球隊際比賽 3C 張琛琪 4B 羅敏恩 
5B 曾茜琦 5D 岑曦瑜            女子組 

亞軍 

全港校際壁球個人賽 5B 曾茜琦                   女子甲組 季軍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 4C 賴心如 5C 陸頴霖 5D 連銘思 
6A 林詠芝 6A 張倩雯 6C 何慧嫻 
6C 李嘉敏 

亞軍 

 校際羽毛球        男子乙組 4C 覃挺逸 4D 張晉瑋 4D 劉易銘 
4D 謝梓淇 3B 丘鍵禧 3C 司徒浩華 
3D 伍文熙 

季軍 

                   女子乙組 4B 張采藍 3C 盧愷晴 3D 關詠霖 
3D 寗穎詩 1C 張穎彤 1C 林穎彤 

 

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3A 黃祺英 3B 張政怡 3B 高沛瑩 
3C 葉佩淇 3D 布曉晴 4C 劉希雯 

優異 
 

1A 郭詠同 1A 吳懿琦 1B 陳穎芝 
1C 黃紫晴 1D 黃嘉琪 2C 嚴心盈   

殿軍 

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 2A 黃式瑜 4B 羅敏思 4B 黃愷晴 殿軍 

男子乙組 2B 李學賢 2D 周澤培 3A 莊湜渝 
3A 張綽軒 3D 蔡瀭斌   

優異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1D 黃紫珊          100米(破大會紀錄) 
                   200 米 

團體優異 
冠軍 
亞軍 

香港排球總會 青苗排球培訓計劃排球比賽 4C 劉希雯 突出球員表現獎 

全港優雋盃沙排二人賽 4C 劉希雯 5B 郭倩儀      亞軍 

 全港青少盃排球比賽 女子中學組 季軍 

香港壁球總會 全港隊際外展壁球比賽 高中組隊際 總冠軍 

男子初中組 3A 蔡其軒 3D 陳暉桁 2C 張倬僖 
1B 吳浩賢     

冠軍 
 

女子高中組 5B 曾茜琦 5D 岑曦瑜 4B 羅敏恩 冠軍 

 夏季聯賽 壁球隊 隊際亞軍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全港校際草地滚球隊際賽 3D 伍文熙 4D 葉仲凱 5E 許友謙  殿軍 

 青少年草地滾球新秀賽 3B 羅頌勤 冠軍 

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2013 青少年賽外射箭公開賽 4E 梁健朗 
4C 彭世曜 

冠軍 

季軍 

屈臣氏集團 2013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A 廖雲軒 傑出運動員 

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4A 張穎琛(舞蹈) 藝術大使 

5C 張文靜(視藝) 藝術大使 

香港大學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賽 
香港區預賽 - 初級組 

5D 林海揚  
4D 黃夏誕 

二等獎 
三等獎 

香港科學館 趣味科學比賽(高級非動力組) 4D 葉仲凱  4D 張智成 二等獎,最佳工藝獎 



 

W.D.S.F. Grandslam - Hong Kong 

Asia Closed Standard 
5B 廖啟森 5E 廖雲軒     
標準舞 16 歲以上香港排名賽(4) 

 
第一名 

 
 

2013 中國體育舞蹈公開 
      系列賽(香港站) 

標準舞 16 歲以上香港排名賽(5) 
第一名 

 2013 全國青少年體育舞蹈 
     錦標賽(成都) 

業餘青年十項全能 
業餘青年五項標準舞 

業餘青年五項拉丁舞 
第一名 

Open S & L Bangkok, Thailand Youth Open Standard 第一名 

The 4
th

 Wan Chai DanceSport 

Open 

標準舞 14 歲以上香港排名賽(6) 
第一名 

台北國際公開賽 十項全能青年組  金牌 

標準舞青年 A 組  銀牌 

標準舞成人 A 組  銅牌 

2014 台北世界杯舞王爭霸戰 標準舞青年組   
金牌 

拉丁舞青年組 

東京公開賽 標準舞青年組  銅牌 

2014 TDSA OPEN & WDSF 

PD OPEN CHAMPIONSHIP  

TDSA OPEN STANDARD  金牌 
 

香港世界大賽(Grandslam ) 五項標準舞亞洲賽 第三名 

舞蹈選拔賽暨澳港粤體育舞蹈
友誼邀請賽 

澳港粤標準舞成人組  金牌 

澳港粤拉丁舞成人組  銅牌 

 BD Dance World Superstars 
DanceSport Championship 

WDSF World Open Standard 
第五名 

  Under 21 Open Standard  冠軍 

亞洲體育舞蹈 舞蹈單項錦標賽 快步舞  銅牌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第十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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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校體育舞蹈推廣 銅獎 

5B 梁文憙 1A 郭詠同  21 歲中學男女混合組 

      華爾滋,探戈,狐步,快步舞,維也納華爾滋 
冠軍 

5B 梁文憙 2B 郭詠曦  21 歲中學男女混合組 

                         查查,牛仔,倫巴,鬥牛 

                                        森巴 

 

冠軍 
亞軍 

4C 王耀漢 2A 蘇嘉泳                 森巴 

                    華爾滋,探戈,維也納華爾滋 

                                   查查,牛仔 

冠軍 
亞軍 
季軍 

6E 姚俊傑 1A 郭詠同           查查,牛仔 冠軍 

1B 羅泳欣 1B 陶濼心  查查,倫巴,森巴,鬥牛 

                                        牛仔 

二等 
三寺 

2B 沈  彤 2B 梁嘉敏                 查查                                                    

                                   倫巴,鬥牛 

二等 
三等 

1A 吳懿琦 1C 楊  敏              鬥牛 

                            查查,牛仔 

二等 
三等 

1C 袁詩敏 1D 周芷瑩                查查 三等 

1B 鍾沙沙 1C 熊嘉倩           查查,鬥牛 三等 

2014 香港體育舞蹈五項全能 
排名賽 

5B 廖啟森 5E 廖雲軒 
標準舞專業組  
拉丁舞專業組   

 
金牌 
銅牌 

第 57 屆體育節體育舞蹈 
精英賽 

5B 廖啟森 5E 廖雲軒 
標準舞專業組  
拉丁舞專業組   

 
金牌 
銅牌 

觀塘區文娛康樂 
促進會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  
(Party People) 

 

5E 老珮兒 4A 張穎琛 4A 周詩諾 
4A 宗曉霖 4A 陳子津 4A 羅樂恆 
4A 梁嘉翹 4C 王耀漢 4D 謝潔盈 
4D 張紫茵 4E 鍾汶蒨 4E 鄧穎希 
2A 梁凱鈴 2A 劉廸威 2C 巫綽琳 

金獎 

中國舞(傣尚傘) 1A 李詩慧 1A 屈曉瑩 1A 黃心怡 
1D 陳嘉雯 3A 曾嘉儀 3C 蕭倩恒 
3D 曾紀洛 4A 顏曉嵐 4B 廖安莉 
4D 謝潔盈 4E 吳凱翹 6D 文思云 

銀獎 

教育局 第五十屆          體育舞蹈 
學校舞蹈節 
 
 
 
 
 
 
 
 

5B 梁文憙 2B 郭詠曦            華爾滋 優等獎 

6E 姚俊傑 1A 郭詠同            華爾滋 
4C 王耀漢 2A 蘇嘉泳            華爾滋 

 
乙級獎 

5B 梁文憙 2B 郭詠曦            查查查 優等獎 

6E 姚俊傑 1A 郭詠同               查查查 甲級獎 

4C 王耀漢 2A 蘇嘉泳            查查查 乙級獎 

1B 羅詠欣 1B 陶濼心            查查查 乙級獎 

5B 梁文憙 2B 郭詠曦              牛仔 優等獎 

6E 姚俊傑 1A 郭詠同              牛仔 甲級獎 

4C 王耀漢 2A 蘇嘉泳              牛仔 乙級獎 



 

 
 

爵士舞(群舞)  
(Party People) 

 

2B 沈  彤 2B 梁嘉敏              牛仔 乙級獎 

5E 老珮兒 4A 張穎琛 4A 周詩諾 
4A 宗曉霖 4A 陳子津 4A 羅樂恆 
4A 梁嘉翹 4C 王耀漢 4D 謝潔盈 
4D 張紫茵 4E 鍾汶蒨 4E 鄧穎希 
2A 梁凱鈴 2A 劉廸威 2C 巫綽琳 

優等獎及 
     編舞獎 

 13/14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劇社社員 
5A 楊益東 4C 陳浩海 
5A 楊益東 4C 陳浩海 
3A 李浩明 3A 余  靖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演員獎 

 資優網上學習課程 地球科學 
1A 林寶琪 2A 林曼婷 2B 陳曉晴 
3C 王泳詩 

 
 
 
 
 

第一級達標 

古生物學 
2D 馮語逸 2D 李 童 3A 洪灼榮 
3D 柯嘉麗  

天文學 
2B 吳嘉穎 3A 張均宜 3C 周樂汶 

數學 
1D 何朗豪 3A 胡子釗 

地球科學 
1A 呂卓琛 2A 陳芍琳 2D 孫詩洺 

 
 

  古生物學 
2D 陳紫珊 2D 劉潔茹 2D 麥芷苓 
3A 李嘉敏 3B 吳智豪 

第二級達標 

 2014 趣味科學比賽：碟碟不休 4D 葉仲凱 
4D 張智成 

高級組二等獎 
最佳工藝獎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 

 

4D 陳麗玲 張佩琪 錢曉欣 周芷廉  
劉詠欣 李彥欣 黃詩泳 丘曉旋 張智成 
湯頴鈞 謝梓淇 5C 馮永樂 

最高級別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第 28 屆舞蹈比賽 

           中國舞(傣尚傘) 

1A 李詩慧 1A 屈曉瑩 1A 黃心怡 
1D 陳嘉雯 3A 曾嘉儀 3C 蕭倩恒 
3D 曾紀洛 4A 顏曉嵐 4B 廖安莉 
4D 謝潔盈 4E 吳凱翹 6D 文思云  

金獎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意大利粉結構創作比賽 5B 陳賜杰 5D 陳偉鋒 鄧婉滢 余政軒 第三名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屯門區校際初中數學比賽 

2013 

1A 何俊輝 1B 李文康 1C 沈弘熙 
1C 沈弘熙 

團體優異獎 

個人金獎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5 屆         英詩集誦 3A 班 優良獎狀 

香港學校朗誦節 個人演講英
文朗誦比賽                

5C 鄺文婷 
5D 張婷頤 

第一名 
第三名 

英語演講 
英詩獨誦 

 

5D 張文君 優良獎狀 

1B 黎寶珠 
1A 王綽遙 

第一名 
第三名 

 1A 黎燊兒 
1B 胡敏婷 1B 仇俊椉 
1C 胡穎瑩 
2A 陳芍琳 
2B 郭詠曦 2B 梁嘉敏 2B 杜慧欣 2B 李學
賢 
2D 李僖彤 2D 黃鶴曦 
3A 張均宜 3A 李美諭 
4A 張穎琛 4A 梁尚愉 
4E 連梓晴 
5C 梁樂心 
5D 李沛盈 

優良獎狀 

1A 郭詠同 1A 吳懿琦 
2B 陳曉晴 

良好獎狀 

中文朗誦       散文獨誦 
                 普通話 

4B 黃嘉怡 4C 何子敏 亞軍 

4D 葉仲凱 季軍 

 
 
 
 
 
 
 
 
 

1B 陳靜雪 
1C 鄭佩瑩 1C 羅家欣 
1D 李芷庭  
2B 杜慧欣 2B 梁嘉敏 
3B 楊加慧 
4A 張穎琛 
4B 鮑韻茹 
4D 劉詠欣 
4E 譚煒琦  

優良獎狀 



 

               散文獨誦               
                   粵語 

 
 
 
 

    詩詞獨誦-粵誦 

1B 陳君慧 
1C 李穎琦 1C 馬嘉娸 
2C 周玉資 
3A 符倩兒 
4A 嚴穎琳 
4E 連梓晴 

3C 周曉盈 

散文獨誦 
             普通話 

 

1A 顏褀哲 1A 李詩慧 
3C 蕭倩恒 
4A 梁尚愉 
4D 霍妍熹 

良好獎狀 
散文獨誦               

                   粵語 
 

1A 王綽琳 
1C 胡穎瑩 
1D 杜鳯欣 
2A 黃式瑜 
2C 梁玉倩 2C 巫綽琳 
4D 王潔鈴 

 第 66 屆校際音樂節 5D 李沛盈(外文女聲獨唱) 
5D 李沛盈(中文女聲獨唱) 

季軍 

中樂小組合奏(中樂團) 
1A 徐啟雋(小提琴獨合奏 4 級) 
1A 呂卓琛(鋼琴獨奏 4 級) 
1C 袁詩敏(鋼琴獨奏 3 級) 
1D 黃皓一(鋼琴獨奏 4 級) 
2A 楊毅霖(鋼琴獨奏 7 級) 
3C 林燕兒(鋼琴獨奏 6 級) 
3D 張詩羚(笛子獨奏) 
4D 霍妍熹(中阮獨奏) 
5D 劉銘揚(鋼琴獨奏 8 級) 

優良獎狀 

康文署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團比賽 

中樂團 優異獎 
  

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

委員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 

屯門區音樂才藝大賽 
 
 

4E 吳凱翹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花卉展覽 2014 賽馬會 
學童繪圖比賽 

4D 王潔玲 高中組 

冠軍 

南華早報 全港傑出學生選舉 2013 6A 黎悅知 社區服務大獎 

民政事務局 
青年事務委員會 

國際青年交流計劃 6A 黎悅知 國際青年大使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理事會 

 5C 黃靖瑩 6E 姚文智 高中學生獎 

持續發展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 
2012-2014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可持續發展社區 

項目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