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16/17 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截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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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甲組 
 

 
 
 

3D 黎柏謙 4C 冼雋剛 4D 黃雋言 5B 顧皓烜 
5B 郭明揚 羅裕霖 李啟正 5C 李卓華  
6A 馮  曦 

團體冠軍 

5B 顧皓烜                      200米蛙泳 
                               100米蛙泳 

冠 軍 
亞 軍 

  5B 羅裕霖                      50米背泳 
                              100 米背泳 

冠 軍 
季 軍 

  4D 黃雋言 5B 李啟正      
5B 郭明揚 5c 李卓華       4x50米自由接力 

亞 軍 

  4C 冼雋剛 5B 羅裕霖  
5B 顧皓烜 6A 馮  曦       4x50米四式接力 

亞 軍 

 男子丙組 
 

1B 李泓浚 彭祖希 1C 彭湋鋻 朱浩然 
1D 曾俊軒 2A 李正浩 梁浩義 2B 周愷睿 
2B 袁嘉俊 2C 陳彥臻  

團體季軍 

  2A 梁浩義                       50米蛙泳 
                               100米蛙泳 

亞 軍 
亞 軍 

  1C 彭湋鋻                    200米自由泳 亞 軍 

  2C 陳彥臻                      200米蛙泳 亞 軍 

  1D 曾俊軒 2A 梁浩義         
2B 周愷睿 2C 陳彥臻       4x50米四式接力 

季 軍 

 女子甲組 
 
4B 張鋺筠 5B 馬諾賢   
6A 郭婉俐 6C 林燕兒  

團體殿軍 

  4B 張鋺筠 5B 馬諾賢      
6A 郭婉俐 6C 林燕兒       4x50米四式接力 

季 軍 

 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3B 鄭佩瑩 彭煒欣 3C 劉穎心 麥綽寧 
4C 張穎彤 4D 林穎彤 

冠 軍 

1A 陳映汶 陳彥姿 1C 林頌欣 1D 楊汶諾 
1D 余思淇 2A 林靖琦 2C 彭頌欣 

殿 軍 

3A 黃嘉御 黃澄鋒 黃緯俊 3B 馮梓健 
3C 沈瑋洛 蔡承哲 4D 伍啟曦 

優 異 

1A 李顯揚 1D 張純天 2B 楊翱維 2C 張銘揚 
2C 譚譽鋒 2D 馬啟剛 

優 異 

 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丙組 
                      男子甲組 
 
                      男子丙組                       

1A 陳彥姿 1D 任嘉怡 2A 張桂蓉 亞 軍 

4C 冼雋剛 5A 李學賢  
5C 周澤培 6D 張綽軒 

優 異 

1A 黃天樂 1C 何慶煒 馮澤燊 1D 張永軒 優 異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女子乙組 

3B 劉凱漩 3C 麥綽寧 王樂瑤  
3D 禤穎琳 4A 黃紫晴 

團體優異 
 

3B 劉凱漩                          100米 
                                   200米 

亞 軍 

                        3B 劉凱漩 3C 王樂瑤 
3D 禤穎琳 4A 黃紫晴          4x100米接力 

亞 軍 

  2D陳芍瑤                            跳高 
                                   100米 

冠 軍 
季 軍 

                       男子乙組 3D 林潤哲                           鉛球 季 軍 

                       男子丙組 1A 李顯揚 2A 劉楚熙 陳朗森 梁浩義  
2B 周愷睿 袁嘉俊 楊翱維 2C 江卓瑜 彭嘉傑  
2D 陳建丰 梁銘昊 吳浚驊 

團體優異 
 

  2C 彭嘉傑                           跳遠 亞 軍 

  2C 江卓瑜                         1500米 季 軍 

 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甲乙組 
 
 
 
                      男子丙組 

3C 黎學儀 梁紫柔 3D 吳懿琦 4A 黃紫晴  
4A 樊泳詩 黃嘉琪 4C陳穎芝 張穎彤 
5D 陳紫澄 6A 劉希雯 葉佩淇 6C 布曉晴 
6C 黃祺英 6D 張政怡  

亞 軍 

1D 凌天翊 鄧竣琛 馬嘉聰 2A 劉文軒 楊子樂 
2C 張銘揚 陳彥臻 2D 陳建丰 吳浚驊 沈炎桂 

殿 軍 

香港壁球總會 全港外展壁球比賽    男子高中組 4C 吳浩賢 4D 何嘉臻 5B 張倬熹  亞 軍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2017青少年草地滾球新秀賽 
 

2C 譚泳翠 冠 軍 

1B 關峻軒 亞 軍 

 2016青少年草地滚球分齡賽 6C 沈弘彥                         (U 25) 亞 軍 

  5D 高業才 金元昌               (15-17歲) 雙人賽季軍 

 全港學界草地滾球公開賽 2017 
中學組隊際賽 

6C 沈弘彥 6D羅頌勤 4D沈弘熙 冠 軍 

1B 關峻軒 2C 譚詠翠 4A 顏褀哲 亞 軍 

1B 李泓浚 2A 劉文軒 鄭梓峰 季 軍 

屯門體育會 草地滾球青苗挑戰賽 1B 關峻軒                     (12歲以上) 冠 軍 

2C 譚泳翠                     (12歲以上) 亞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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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跆拳道總會 全港跆拳道女子黑帶賽 2D 陳芍瑤                        40-43kg 季 軍 

 港穗盃跆拳道比賽 2D 陳芍瑤 冠 軍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2B 陳希妍                        41-44kg 亞 軍 

3A 吳利文                        42-44kg 
季 軍 

3B 李子健                        44-48kg 

韓國跆拳道總會 韓國公開賽 2D 陳芍瑤                        40-44kg 優 異 

台灣跆拳道總會                   台灣港都盃 2D 陳芍瑤                           套拳 殿 軍 

仁愛堂 仁愛堂跆拳道比賽 3B 黃雋燊             黑帶品段組 55-60kg 冠 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4A 李卓軒                         - 66kg 
季 軍 

5A 周耀聰                         - 73kg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 2017 4A 李卓軒 (16-18歲)               - 68kg 亞 軍 

3D 陳欣怡 (14-15歲)               - 55kg 季 軍 

香港足毽總會 全港外展足毽比賽 1A 馬煒筠 2A 植慶晴 3A 林婉萍 黃寶兒  
3C 麥綽寧  

女子團體季軍 
 

第 21 屆學界足毽邀請賽 男子初級組團體賽 
2A 劉文軒 2B 陳鎮熙 2D 沈炎桂 3A 陳澧峰  

冠 軍 

2D 梁皓程 吳浚驊 3A 李泓俊 黎天朗 優 異 

女子高級組團體賽 
3A 黃寶兒 林婉萍 3C 麥綽寧 

亞 軍 

女子初級組雙人賽 
1A 馬煒鈞 2A 植慶晴 

季 軍 

女子高級組單人賽 
3C 麥綽寧 
3A 林婉萍 

 
亞 軍 
優 異 

女子初級組個人控毽賽 
2A 植慶晴 

 
亞 軍 

男子初級組單人賽 
3A 陳澧峰 

 
季 軍 

女子初級組單人賽 
1A 馬煒鈞 

優 異 

平推毽賽混合三人賽 
2A 劉文軒 3A 林婉萍 黃寶兒 陳澧峰 

季 軍 

屈臣氏集團 2016傑出運動員 4A 黃紫晴 傑出運 
動員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Party all up ! up in here!》 
1A 王煦堯 1B 王敏婷 1D 李蕙沁 2A 蔡凱欣 
2C 葉安珩 2D 王榮糖 3D 鍾興洲 4A 陳嘉雯 
4A 劉廸威 4B 文凱琳 巫綽琳 4C 李詩慧  
4C 嚴心盈 4D 羅家欣 5A 陳 旭 周頌誠  
5B 郭明揚 劉昌鵬 馬諾賢 5C 伍子然 
5D 陳安翹 梁凱玲 

優等獎及編舞獎 

中國舞(獨/雙人/三人舞)《想你》 
1C 林頌欣 3A 林婉萍 優等獎 

荃灣區議會 
 
 

荃灣區舞蹈大賽 
 
 

中國舞《風沙雪影》 
2A 續力敏 2B 黃凱妍 4B 巫綽琳 
4C 黃心怡 4D 梁芸愷 6C 曾紀洛 
6C 曾嘉儀 

金 獎 

沙田區議會 
 
 

沙田區舞蹈比賽 中國舞《風沙雪影》 
2A 續力敏 2B黃凱妍 4B 巫綽琳 
4C 黃心怡 4D梁芸愷 6C 曾紀洛 
6C 曾嘉儀 

銀 獎 

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 5C 黃舒廷                       視覺藝術 
5D 劉旨洳                          音樂 

藝術大使 

中國計算機學會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 
CCF NOIP 2016(香港區) 
 

6B 陳智傑 提高組 
三等獎 

4A 周柏浩 提高組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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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 

 

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賽(香港) 

 

5D 陳嘉威 三等獎 

 

香港中文大學 “學生 Apps 學生寫” 程式設計 
比賽 

5A 周柏浩 5B 梁焯峰 5D 陳嘉威 

 

優異獎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學習如此多紛 2017 –學界程式 
設計研習比賽 

4D 梁守晞 程達恒 4C 周志樂 最佳報告獎 

  4B 羅允琛 4C 羅漪婷 彭偉浩 最佳演繹獎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資優教育組、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
數理教育學會 

第七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1A 黃天樂 1B 譚卓言 2B 楊學軒 2C 王柏根 

 

銀 獎 

保良局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3A 陳思哲 陳澧峰 李泓俊 黃緯俊 3C陳昱廷 團體優異獎 

3A 陳思哲 二等獎 

3A 李泓俊 黃緯俊 3C陳昱廷 三等獎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數學教育
組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4D 沈弘熙 三等獎 

4D 沈弘熙 何諾彤 卓添豪 5C 李卓華 

5D 梁晉暉 高業才 

幾何作圖優異獎 

香港培正中學 
培正專業書院 

培正數學邀請賽決賽 1D 張純天 4D 沈弘熙 優異獎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 屆               英詩獨誦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 
                      英詩獨誦 
 
 

1A 曹承祐 季 軍 

3A  季 軍 

1A 陳映汶 池星瑩 黃樂彤 馮禮謙 黃天樂 
1A 邱灼曦 1B 羅昭宜 黃立名 1D 李蕙沁  
1D 蘇羡貽 鄧竣琛 3A 趙樂怡 5D 張明慧 

 
 

優良獎狀 

                       英語演講 
                      英詩集誦 
                      英詩獨誦 
                      英語演講 
                    二人對話劇 

1A 池星瑩 5C 陳芍琳 勞思敏 關智恆  

1A 1B  

1B 楊孝瑩 2A 張桂蓉  
2A 林恩如 
3A 趙樂怡 黃寶兒 

 
良好獎狀 

 

第 69 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3A盧子軒                  笛子獨奏高級組 冠 軍 

5A楊毅霖                    鋼琴獨奏八級 亞 軍 

2A吳約瀚                  笛子獨奏中級組 
季 軍 

2D梁詠琛                  中阮獨奏初級組 

1A曹承祐                    鋼琴獨奏四級  
1A邱灼曦                   鋼琴獨奏五級 
3A彭穎藍                    鋼琴獨奏八級 
3C蔡承哲                    鋼琴獨奏五級 
3D蘇樂瑤                  揚琴獨奏深造組 

 
優良獎狀 

3A 梁穎彤                   鋼琴獨奏八級 
4A 陳君慧                 柳琴獨奏高級組 
4A 袁詩敏                   鋼琴獨奏六級 

 
良好獎狀 

 

精神健康月 
籌備委員會 

「智 Fit 精神健康計劃 2016 –  
家庭與我的快樂時光」 
創作集獎勵計劃 

4C 徐綺珊                    最具意義奬 
                   FACEBOOK 最多 Like 獎 

季 軍 

亞 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香港花卉匹展覽 2017賽馬會學童
繪畫比賽 

3D 區 羨                          初中組 優異獎 

製衣業訓練局 時裝繪圖設計比賽 2017 
“至理名言” 

初中組 
3B 何詩琹 黃穎喬 

優異獎 

香港西區婦女褔利會 成功在望青少年學業進步獎 2B 郭紫燕 優異獎 

百仁基金及香港齊心
基金會 

校際辯論比賽總決賽 5C 莊慧欣 伍子然 勞思敏 5D 黎嘉豪 梁湛暉 亞 軍 

5C 莊慧欣 5D梁湛暉 全場最佳辯論員 

香港教育局主辦 香港學校戲劇節 4C 呂卓琛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劇本獎 

1A 黃天樂 3C 楊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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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
教育教與學中心合辦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7 1A 黃天樂 5A 梁嘉敏 周頌誠        高中組 傑出獎 

4C 張穎彤 5A 周耀聰 楊家杰         高中組 
5B 盧愷瑤 劉昌鵬 5D 黎浩然      

嘉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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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比賽 5C李卓華                            生物 Medal 
5D高業才 麥凱俊                     物理 

5D林曼婷                            化學 

5D王進軒                            生物 

 
High Distinction 

5D金元昌 黎浩然                     物理 
4D卓添豪 5C 周巧怡 5D 馮語逸         化學 
5D 梁晉暉 
5C李  童 5D 陳栢瑜                  生物 

 
 

Distin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