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18/19 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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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黎浩澧 2D 彭湋鋻 3B 曾俊軒   
3D 彭祖希 鄧峻琛 4D 袁嘉俊 
4A 陳彥臻 梁浩義 周愷睿 楊翱維 

團體季軍 

  4A 梁浩義                      200米蛙泳 
                               100米蛙泳 

冠軍 
亞軍 

  4A 陳彥臻                       50米蛙泳 
                               100米蛙泳 

亞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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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軍 

 男子甲組                       6C 冼雋剛                  200米個人四式 殿軍 

 女子甲組 6B 張婉筠                  200米個人四式 殿軍 

 女子丙組 1C 鍾曦曈                       50米蝶泳 
                             100米自由泳 

殿軍 
殿軍 

  1C 黃詩驊                    200米自由泳 殿軍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4C 王樂瑤 4D禤穎琳  
5A 劉凱漩 黎學儀 鄭佩盈 陳欣怡  
5B 麥綽寧 吳懿琦 5C梁紫柔  
6A 黃紫晴 6B吳詩琦  

團體優異 

 
 

 
 
4C 王樂瑤 5A 劉凱漩 黎學儀 6A 黃紫晴 
                             4x100米接力 

亞軍 

  5A 劉凱漩                          100米 亞軍 
  5A 劉凱漩                          200米 亞軍 
 

 
女子乙組 

 
2B 蘇詠詩  
3A 何曉淋 3B 梁苑晴 王敏婷 3C盧詠雯 
4D 葉齡蔚 張桂蓉 4B韓嘉穎 曾穎妍 

團體優異 

  3B梁苑晴                            鉛球 亞軍 

  3A何曉淋                            標槍 殿軍 

 男子乙組 3A 李顯揚 3B 馬嘉聰  3D彭嘉傑 李諾泓  
4A 陳建丰 江卓諭  4B 林兆聰  
4C 劉楚熙 劉文軒 謝錦豪 吳浚驊  
4D 袁嘉俊 羅翔宇 

團體優異 

  4A陳建丰                            鉛球 亞軍 

   4A陳建丰                            標槍 殿軍 

  男子丙組 2A馬裕翔                            鉛球 季軍 

 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 U19 4A 陳建丰 4B 楊子樂 4C吳浚驊 劉文軒 
5B 黃隽燊 李子健 5D鍾興洲 余誠智 

亞軍 

 女子 U19 3A 何曉淋 4C王樂瑤 莫芷晴 4D 張桂蓉  
5A 符念慈 黎學儀 樊泳詩 5C 梁紫柔  
6A 黃紫晴 

優異 

男子 U15  2A 李衍臻,陳曉朗,鍾博韜 2B 陳旻谷 
2C 李昭緯 2D林永津,廖祖言 
3A 梁哲維 3B馬嘉聰 3D譚卓言 

優異 

 女子 U15  2B 蘇詠詩,何麗君 2D李麗淇,李佩欣 
3A 劉綺晴 3B江穎曦 3C陳日彤 3D黃樂彤 

優異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丙組 
 
1A 黃遠俊 1B 梁幸濤 
1D 江銘澤,盧亦延,黃海洋,施昊揚 
2A 馬裕翔 2D 冼駿 

亞軍 

 女子乙組 
 
3A 陳映汶 3B 陳倩晴,余思淇 
3D 陳彥姿,林頌欣 4A林靖琦 

季軍 

 女子丙組 1A 陳詠恩,羅綺君 2A陳巧藍,張慧盈,梁希晴 
2C 馮祈恩 2D 王述雅 

季軍 

 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 2C 孔繁匡 2D馮澤燊  
3A 黃天樂 3B林世桓 3C何慶煒 

優異 

男子丙組 2A 雷世民,黃諾軒 2B伍子軒 優異 

女子丙組 1A 郭銘詩 2C葉凱翹,戴詩韻,馮祈恩 殿軍 

中學校際 
室內賽艇錦標賽 

男子丙組 2A 馬裕翔                 1000 米個人組賽 季軍 

2A 李衍臻                 500米個人組賽 優異 



 
香港跆拳道總會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1A郭銘詩                         47-51kg 

2D 林永津                         重量級 
亞軍 

1B卓苑汶                         33-37kg 
1C梁家嫚                         47-51kg 

季軍 

仁愛堂 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2018 1B 卓苑汶 亞軍 

捷擊跆拳道館 聯校跆拳道錦標
賽 

64-66kg 5A 吳廸帆 冠軍 

54-57kg 2C 鄭希渝 亞軍 

54-57kg 2B 符念欣 季軍 

50-53kg 1A 郭銘詩 季軍 

38-40kg 2A 林卓妍 季軍 

香港 
足毽總會有限公司 

2019香港青少年
足毽分齡賽 

男子 (U17) 雙人賽:4A張卓男 4C劉文軒 
亞軍 

2019香港足毽邀
請賽 

女子高級組 雙人賽:5B麥綽寧 5C黃寶兒 冠軍 

男子高級組  
 
雙人賽:4A張卓男 4C劉文軒 季軍 
雙人賽:5D黃嘉御,陳澧峰 季軍 

男子高級組 5D 李泓俊,陳澧峰,黃嘉御 團體賽優異獎 

 男女混合平推賽 4C 劉文軒 5A吳迪帆 5C黃寶兒 5D陳澧峰 優異獎 

運動員 5D 李泓俊 最具潛質獎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青少年草地滾球 新秀賽 2A 周洧鋆 冠軍 

 全港學界草地滾
球公開賽 

中學組 3A 關峻軒 4A譚泳翠 冠軍 

 2A 周洧鋆 3C李泓浚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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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屆               英詩集誦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演講 
                                                                      
                       
                      英詩獨誦 
                          
                                        
                  二人戲劇朗誦      

中文獨誦(普通話) 

1A 優良獎狀 

3A 池星瑩 許蘊盈 甄柏瑜 古朗熙 黃天樂 
4A 梁銘昊 5C黎天朗 5D李芷庭 

優良獎狀 

1A 陳梓樂 陳仕傑 良好獎狀 

1A 許志美 1B王子朗 
2A 鍾可盈 孔蔚藍 黃諾軒  
3B 曹承祐  

優良獎狀 

3A 羅昭宜 馬友怡 優良獎狀 

1D 陳子悠 季軍 

1A 許志美 1B李天盈 1D岳成瀚 
3B 陳倩晴 鄧欣怡 

優良獎狀 

中文獨誦(粵語) 1D 陳子悠 優良獎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街舞及爵士舞《New Face》 
2A 簡子蕎 2C吳靖嵐 李昭緯 2D 黃弘朗 
3B 王煦堯 王敏婷 3D李蕙沁 
4C 王樂瑤 4D張桂蓉 
5A 區羡 李驊軒 5B 吳懿琦 5D 鍾興洲  
6A 嚴心盈 6B 葉佩鑫 文凱琳 巫綽琳  
6D 陳瑞滢 

優等獎 
及 

編舞獎 
 

中國三人舞《錦雞炫美》 
3D 林頌欣 5C 林婉萍 6A 陳嘉雯 

 
優等獎 

現代雙人舞《Set me Free》 
6D 羅家欣 陳瑞瀅 

乙等獎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
育教學中心、香港戲劇

教師會合辦 

2019香港創意戲劇節 2B 陳旻谷 3A黃天樂 4A鄭嘉瑤 4B陳樂桐 中學組 傑出獎 

4B 鄧浩榮 4C莫芷晴,蘇樂瑤 4D 李文立 中學組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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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
賽 
 

1A 許志美,林俊彥 
2A 周洧鋆,陳卓熙 

銅 獎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中學女子數學邀請賽
2018 

4A 龔錦芊 Merit 

4A 霍靜文 Distinction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5D 李泓俊,黃緯俊 Medal 

5D 陳思哲 High Distinction 

4A 吳約瀚 5D 陳浚銘,莫敖諾,謝梓健 Distinction 

保良局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3A 陳天濠 3D譚卓言 三等獎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委員會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青少年數
學論壇選拔賽 

1C 張棋晉 2A 張志明 三等獎 

教育局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3A 呂希瑤 二等獎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 

計算學系及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電腦應用程式比賽 2018 4A 張卓男,梁倬健,梁浩義,吳約瀚 

4C 陳建丰 4D黃凱妍  

5B 何嘉銳 5D黃緯俊,何俊輝 

6D 沈弘熙,蕭恩溢,程達恒 

學校總冠軍 

4C 陳建丰   

5B 何嘉銳  

5D 黃緯俊,何俊輝 

隊際亞軍 

4A 張卓男 

6D 沈弘熙,蕭恩溢,程達恒 
隊際優異獎 

5D 何俊輝 個人亞軍 

5D 黃緯俊 個人優異獎 

香港大學 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賽(香港) 

2018 

4A 吳約瀚 一等獎 

4A 張卓男 二等獎 

5D 何俊輝 二等獎 

4A 王柏根 三等獎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學習如此多紛 2019 學界程式設計

研習比賽 
4A 王柏根,陳建丰,梁皓程,陳莉安 最佳演繹獎 

香港培正中學 

喇沙書院 

培正喇沙編程挑戰賽 5B 何嘉銳 5D黃緯俊 何俊輝 
銅 獎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及

香港教育局主辦 

香港中文大學協辦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5D 黃緯俊 

 
初級組銀獎 

4A 吳約瀚  
初級組銅獎 

中國計算機學會主辦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

2018(香港區) 

5D 黃緯俊 
提高組 二等獎 

iGEM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5C 黃寶兒 羅竣謙 

5D 陳海澄 方羨寧 

High School 

Bronze media   

製服動力 「你想」校服大改造 

2019夏季校服設計比賽 

4B 陳樂桐 
中學組 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