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17/18 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截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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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乙組 
 

 

1B 黎浩灃 2C曾俊軒 彭湋鋻 3A 楊翱維 
3A 梁浩義 周愷睿 李正浩 3B 黎柏謙  
3D 陳彥臻 袁嘉俊  

團體亞軍 

3A梁浩義                      100 米蛙泳                             
200米蛙泳 

冠 軍 

  3D 陳彥臻                       50米蛙泳 冠 軍 

2C 曾俊軒 3A 梁浩義 周愷睿  
3D 陳彥臻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 軍 

                       男子甲組 4B 李子健 5C 吳浩賢 冼雋剛 5D 黃雋言 
6B 羅裕霖 6C李卓華 

團體優異 

  6B 羅裕霖                       50米背泳  
                               100米背泳 

冠 軍 

  5C 冼雋剛 5D 黃雋言 6B 羅裕霖 6C 李卓華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 軍 

 女子甲組 1B 黃詩驊 2A 池星瑩 5B 張婉筠 6B 馬諾賢 團體優異 

1B 黃詩驊 2A 池星瑩 5B 張婉筠 
6B 馬諾贀                 4x50 米自由接力 

季 軍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2B 梁苑晴 3A 曾穎妍 張桂蓉 3C 禢穎琳 
3C 王樂瑤 韓嘉穎 3D 陳芍瑤 葉齡蔚  
4A 梁慧如 4B 麥綽寧 4C 梁紫柔  

團體優異 

3C 禢穎琳 王樂瑤 3D陳芍瑤 葉齡蔚 
4B 麥綽寧                    4X100米接力             

亞 軍 

3C曾耀祖                            跳高 亞 軍 

4C林潤哲                            鉛球 亞 軍 

4D鍾興洲                        三級跳遠 季 軍 

2A李顯揚                            跳遠 季 軍 

 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女子丙組 

4B 沈瑋洛 4C 莊嘉健 4D 莫嘉樂  亞 軍 

1B 馮澤燊 2A 黃天樂 2B 何慶煒 孔繁匡 
2C 林世桓 

優 異 

1A 葉凱翹 1B 戴詩韻 2B 任嘉怡 2D 陳彥姿 亞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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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陳巧藍 1B 王述雅 2A 陳映汶 2B 林頌欣 
2D 余思琪 陳彥姿 陳倩晴 

亞 軍 

1A 盧進晞 馬裕翔 1C 冼駿 1D 吳兆澤 
2A 李顯楊 鄧竣琛 2C 凌天翊 

季 軍 

3A 楊翱維 3B 馬啟剛 3D 李譽峰 4B 沈璋洛 
4D 黃澄鋒 4D 黃維俊 黃嘉御 

優 異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乙組 
 
                       男子乙組 

3C 禢穎琳 韓嘉穎 4A 賴楚善 郭芯余 符念慈 
4B 麥綽寧 4C 何梓棋 張芷琳 

優 異 

2C 彭湋鑒 3A 劉炫亨 3C 曾耀祖 3D 劉柏謙 
3D 李譽峰 楊旻諺 4B 戴俊傑 4D 黃祉津 
4D 劉浩臻 黃光安 

優 異 

屯門體育會 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 2017 2B 李諾泓 3A張卓男 3B 林兆聰 3C 梁嘉晉 
3C 劉楚熙 4B何嘉銳 4C 黎天朗 林潤哲  
4C 梁裕熙 4D 余誠智 5C 鍾明希 蕭建城  

高級組季軍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2017 青少年草地滾球分齡賽 3B 譚泳翠                        12-14歲 冠 軍 

2C 關峻軒                        12-14歲 季 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全港學界草地滾球公開賽 1A 周洧鋆 1C 衛睿琳 5A 顏褀哲 冠 軍 

2C 關峻軒 2D 李泓浚 3B 譚泳翠 季 軍 

3A 鄭梓峰 張卓男 5D 沈弘熙 殿 軍 

屈臣氏集團 2017傑出運動員 4C 林婉萍 傑出運動員 

中山國際毽球 
交流中心 

第二屆亞洲青少年毽球賽 4C 林婉萍            甲組女子(B組)三人賽 
                          甲組女子雙人賽 
                          甲組女子單人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香港足毽總會 全港外展足毽比賽        女子組 3A 植慶晴 4B 麥綽寧 4C 林婉萍 黃寶兒 團體亞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2017 4A 楊  敏                          -57kg 季 軍 

 捷青盃柔道邀賽 2018 4A 陳欣怡                  16-18歲 -53kg 冠 軍 

  廣州跆拳道總會 穗港杯 3D 陳芍瑤                          -44kg 冠 軍 

高雄市跆拳道總會 2017高雄國際跆拳道錦標賽 
2017高雄市海峽盃  

3D 陳芍瑤                          -44kg 
                                   -44kg 

亞 軍  
亞 軍 

2017高雄市海峽盃暨 106年精英盃
跆拳道錦標賽 

4B李子健                  男子三級紅黃組 
                       男子色帶組 54kg級 
                              男子三級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韓國跆拳道總會 2017韓國春川跆拳道公開賽 3D 陳芍瑤                          -44kg 季 軍 

亞洲跆拳道協會 第二屆亞洲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3D 陳芍瑤                          -44kg 季 軍 

    泰國跆拳道總會 泰國公開賽 3D 陳芍瑤                          -45kg 季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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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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9 屆               英詩集誦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演講 
                       
                      英詩集誦 
                      英詩獨誦     
                          
                      英語演講 
 
                      二人對話 
                      英語演講 

1A 第一名 

4C 黎天朗 第二名 

2A 陳映汶 第三名 

3A 優良獎狀 

1A 鍾可盈 2A 蘇羡貽 鄧誜琛 2B 曹承祐  
4C 周芷語 林婉萍 黃靜雯 黃靜怡 

優良獎狀 

2A 池星瑩 許蘊盈 黃天樂 邱灼曦 4C 黃寶兒 
4D 趙樂怡 方湵寧 李泓俊 黃緯俊 何俊輝 

優良獎狀 

5C 張穎彤 呂卓琛 胡敏婷 5D 張美玉 優良獎狀 

1A 陳熙朗 2A 古朗熙 良好獎狀 

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 5B 巫綽琳                           舞蹈 
5C 張穎彤                           戲劇 

藝術大使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英才盃 STEM 教育挑戰賽 2017 
中學組 

4B 沈瑋洛 4C 趙樂怡 廖敏然 胡琛杜 陳海澄 
4C 陳競賢 何俊輝 李承亮 莫敖諾 蔡承哲 
4C 黃緯俊 

二等獎 

香港聯校生物 
奧林匹克籌組委員會 

香港聯校生物奧林匹克 5D 卓添豪 銅 獎 

5D 李嘉燕 優異獎 

政賢力量 第三屆卓越學生領袖選舉 6C 孫詩洺 卓越學員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我的暗戀》 
1A 吳靖嵐 1B 李昭緯 1D 蕭卓姸 2B 李蕙沁 
2C 王煦堯 4D 鍾興洲 5A 陳嘉雯 嚴心盈  
5A 劉廸威 5B 葉佩鑫 文凱琳 巫綽琳  
5C 李詩慧 5D 陳瑞滢 羅家欣 6A 周頌誠  
6B 馬諾賢 劉昌鵬 6C 伍子然 6D 梁凱鈴 

優等獎 
及 

編舞獎 
 

中國舞《跟你到天邊》 
2B 林頌欣 4C 林婉萍 5A 陳嘉雯 

 
優等獎 

體育舞蹈《查查查及牛仔》 
1A 鍾可盈 1D 蕭卓妍 5B 羅詠欣 5D 陶濼心 

甲等獎 

1C 曹詠心 2B 王敏婷 李蕙沁 2C 吳卓穎   乙等獎 

觀塘民政事務處 
觀塘區文娛康樂 

促進會 

第 46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我的暗戀》 
1A 吳靖嵐 1B 李昭緯 1D 蕭卓姸 2B 李蕙沁 
2C 王煦堯 4D 鍾興洲 5A 陳嘉雯 嚴心盈  
5A 劉廸威 5B 葉佩鑫 文凱琳 巫綽琳  
5C 李詩慧 5D 陳瑞滢 羅家欣 6A 周頌誠  
6B 馬諾賢 劉昌鵬 6C 伍子然  

金 獎 
及 

全場最佳表演獎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第十四屆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中學雙人 15歲組) 
1C 曹詠心 1D 蕭卓妍 

 
亞 軍 

查查查(中學雙人 15歲組) 
1C 曹詠心 1D 蕭卓妍 

 
第 6名 

倫巴(中學雙人 16歲組) 
5B 羅詠欣 5D 陶濼心 

 
第 6名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學習如此多紛 2018 學界程式設計 4B 何嘉銳 吳懿琦 4C 張雪映 4D 黃緯俊 冠 軍 

 比賽 4C 莊嘉健 4D 廖敏然 胡琛杜 何俊輝 亞 軍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 

計算學系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電腦應用程式比賽 2017 4D 黃緯俊 亞 軍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學生創新獎 

4C 莊嘉健 廖敏然 胡琛杜 何俊輝 銅 獎 

4B 何嘉銳 吳懿琦 4C 張雪映 4D 黃緯俊 優異獎 

香港培正中學 

喇沙書院 

培正喇沙編程挑戰賽 4B 何嘉銳 4D黃緯俊 何俊輝 銅 獎 

6A 周柏浩 優異獎 

香港大學 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賽(香港) 

2018 

4D 黃緯俊 何俊輝 一等獎 

4B 何嘉銳 5D 梁守晞 沈弘熙 蕭恩溢 二等獎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英才盃—STEM 挑戰賽 2017」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 

 

4B沈瑋洛 4C黃寶兒 4D趙樂怡 廖敏然 胡琛杜 

4D 陳海澄 陳競賢 何俊輝 李承亮 黃緯俊 

4D 莫敖諾 蔡承哲  
二等獎 

麻省理工創新學院 

(香港) 

麻省理工創新學院產品設計比賽 

 

5D 梁守晞 卓越產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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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機構或團體 活 動 名 稱 參加者或組別 成績 

教育局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參賽劇目《業》(廣東話組) 劇社全體成員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奬 

5C 陳翠珊 彭珈穎 傑出劇本奬 

5C 張穎彤 傑出導演奬 

1B 梁育華 1D 陳旻谷 2A 黃天樂 2C 吳卓穎 

4A 馬嘉琪 4D 何俊輝 5D 羅允琛 
傑出演員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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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8 

 

1D 陳旻谷 2A黃天樂 3A陳樂桐 4A黃嘉琪     榮譽獎 

5A 熊嘉倩 顏祺哲 5D蔡俊杰 榮譽獎 

4A 馬嘉娸 5C 張穎彤 5D 黃皓一 
優異獎 

Samsung 第 61 屆 
體育節 

第 22 屆        女子高級團體賽 

學界足毽邀請賽     女子雙人賽 

 

               初級男子單人賽 

               初級男子團體賽 

               初級男子雙人賽 

                

3A 植慶澄 4B 麥綽寧 4C 林婉萍 黃寶兒 團體冠軍 

4C 林婉萍 黃寶兒 冠 軍 

3A 植慶澄 4B 麥綽寧 優異獎 

3A 劉文軒 冠 軍 

3A 劉文軒 3B 沈兆桂 3C 梁皓程 亞 軍 

3A 劉文軒 3B 沈兆桂 亞 軍 

3A 張卓男 3C 梁皓程 優異獎 

香港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教育局中學數學閲讀報告比賽 

(初中組) 

3A 余安怡 二等獎 

教育局中學數學專題研習比賽 

(B 組：中一小型習作) 

1A 周洧鋆 張志明 馬裕翔 伍澄鋒 曾慶浩 

1A 彭煒汶 

表現良好獎 

保良局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3A 楊學軒 3C 韓頌熹 陳鎮熙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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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1A 周洧鋆 張志明 2A 黃天樂 陳天濠 

 

銅 獎 

教育局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6D 沈  彤 銀 奬 

Faber-Castell 香港
Art Playground 
奧比斯和星夢郵輪 

 慈善繪畫創作比賽  

『珍惜•欣賞 色彩為世界 

  帶來的美』 

5D 黃斯雅 高中組冠軍 

5D 羅家欣 高中組優異獎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

人員協會  

新界青年聯會  

《一帶一路．與我何干》綜合能力 

 校際高中組 

4D 陳嘉宜 陳浚銘 黃嘉御 二等奬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 

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年 
綜合服務 

「待人有禮好少年」中學組 3D 郭紫燕 6C 孫詩洺 待人有禮好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