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樹渠紀念中學 

2014-2015 年度 

校外比賽成績一覽表 

 項目 獎項 獲獎者 

第六十六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六年級組 冠軍 梁乃仁 6B15

普通話詩詞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冠軍 黃雅嵐 5C36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冠軍 黃楚兒 5A14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亞軍 梁穎芯 3E13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六年級組 亞軍 何其坤 6A11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五年級組 亞軍 廖君鎬 5C23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亞軍 黃敏皓 5C35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二年級組 亞軍 姜灝 2E07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六年級組 亞軍 何其坤 6A11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六年級組 亞軍 何樹泉 6A12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季軍 祝鳳仙 5E05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季軍 黃敏皓 5C35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季軍 黃雅嵐 5C36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季軍 范衍鵬 1C04

粵語散文獨朗男子中學五年級組 季軍 崔栩萁 5E33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季軍 黃楚兒 5A14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季軍 吳珠珠 5E41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季軍 朱曉戀 5E44

許淑鳴 5D11
粵語二人朗誦中學五、六年級組 季軍 

祝鳳仙 5E05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季軍 莫妮雅 3E17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季軍 祝鳳仙 5E05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季軍 張楚雪 6C06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六年級組 季軍 林嘉豪 6A18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蔡嘉穎 5A07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黃楚兒 5A14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朱曉戀 5E44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郭家鈴 5C13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李泳怡 5E16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四年級組 優良 曹曉欣 4E25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優良 雷興喜 3B24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李凌峰 5C17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劉永健 1A05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張家進 1E02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岑可君 1A09

普通話詩詞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優良 林佩雯 5C21

普通話詩詞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優良 朱蘊儀 6A09

粵語散文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吳凱君 5B29

粵語散文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簡穎彤 5D44

粵語散文獨朗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優良 蔡穎穎 3C32

粵語散文獨朗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優良 薜泳琪 3C39

粵語散文獨朗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陳彥宏  1B01

粵語散文獨朗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張競文 1B03

粵語散文獨朗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黃偉俊 1B12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優良 廖佳芸 6D22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優良 謝璐璐 5A40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優良 施鍁潼 5E27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優良 馮珊珊 5B08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優良 李綺倩 5B21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優良 吳凱君 5B29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三、四年級組 優良 林敏清 4E12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三、四年級組 優良 施佩瑩 4E20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三、四年級組 優良 梁穎芯 3E13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一、二年級組 優良 周皚澄 2C04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五、六年級組 優良 劉源超 5B26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三、四年級組 優良 陳佛靈 3A04

道教詩文作品朗誦中學五、六年級組 優良 許淑鳴 5D11

道教詩文作品朗誦中學三、四年級組 優良 雷興喜 3B24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周旻昀 1E03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金喜賢 1B07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黃詩雅 1E13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優良 何雪娜 3E19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優良 薜泳琪 3C39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優良 陳敏思 3E06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優良 楊嘉茵 3A39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優良 黃如玉 3C37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四年級組 優良 施佩瑩 4E20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四年級組 優良 梁瑞晶 4A21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四年級組 優良 戴子越 4A26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四年級組 優良 楊雅詩 4B28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四年級組 優良 黃倩盈 4C21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四年級組 優良 曹曉欣 4E25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鍾影彤 5A11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黃若梅 5A39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謝璐璐 5A40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許淑鳴 5D11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施鍁潼 5E27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謝愷芝 5E31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黃玉雯 5E40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吳凱君 5B29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李泳怡 5E16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王苑樺 5C39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簡穎彤 5D44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陳曉瑩 6C01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徐愛凝 6C11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李穎筠 6C24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文明哲 1C10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優良 袁文希 1E06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二年級組 優良 張藝藍 2B03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二年級組 優良 林卓樟 2B06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年級組 優良 陳佛靈 3A04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年級組 優良 謝俊寶 3B33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四年級組 優良 MOHAMMAD 4B16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四年級組 優良 鄭振維 4D06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四年級組 優良 黃梓傑 4D27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五年級組 優良 馬賜培 5B28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六年級組 優良 陳浩倫 6D02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四年級組 良好 盧泳霖 4B15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良好 談曉蓥 3A31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良好 余詩敏 3A41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良好 陳泳儀 3B04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二年級組 良好 周皚澄 2C04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一年級組 良好 周旻昀 1E03

粵語詩詞獨朗女子中學一年級組 良好 金喜賢 1B07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四年級組 良好 雷嘉祥 4C10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三年級組 良好 張錦程 3C06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三年級組 良好 張敬業 3C07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良好 李祖澤 1A06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良好 文明哲 1C10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良好 方希鉞 1E04

粵語詩詞獨朗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良好 王皓威 1E12

普通話詩詞獨誦女子中學一、二年級組 良好 黃靜怡 1A10

普通話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二年級組 良好 馮思樂 1B05

粵語散文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良好 馮珊珊 5B08

粵語散文獨朗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良好 李綺倩 5B21

粵語散文獨朗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良好 蘇凌瀾 3A30

普通話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一、二年級組 良好 陳蘊怡 1C03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三、四年級組 良好 陳錦釗 3A06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一、二年級組 良好 陳澤榮 1C01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一、二年級組 良好 張忠良 1C02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一、二年級組 良好 杜光澤 1C11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二年級組 良好 陳沛甄 2B01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良好 陳曉楠 3A01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良好 陳鍩鍶 3A02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良好 何詠欣 3A10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良好 鄺翠瀅 3A15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良好 王皓威 1E12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四年級組 良好 雷嘉祥 4C10

第四十屆全港青年學藝演講全港青年比賽 

粵語初中組 優異 麥欣欣 3B26



 

星島第三十屆全港校際辯論比賽 

第二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論隊 

第三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論隊 

最佳辯論員 司徒雪盈 6B22 

最佳交互答問 司徒雪盈 6B22

2014 香港步操管樂節 

金獎 本校步操樂隊

最佳個人獨奏獎 本校步操樂隊

最佳個人舞蹈獎 本校爵士舞隊

最佳舞蹈表演獎 本校爵士舞隊

步操樂團比賽中學組 

最佳音樂演奏獎 本校步操樂隊

鼓樂對戰 銀獎 本校步操樂隊

步操樂團巡遊比賽 銀獎 本校步操樂隊

2013-2014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導演獎 羅家熙 

傑出演員獎 唐皓明 4D26

傑出舞台效果獎 本校中文戲劇組

傑出合作獎 本校中文戲劇組

廣東話中學組 

傑出整體演出獎 本校中文戲劇組

英語中學組 傑出演員獎 盧詠棻 5E22

 傑出演員獎 雷嘉祥 4C10

第六十七屆香港學校音樂節 

木笛獨奏十四歲以下組 優良 陳沛甄 2B01

木笛獨奏十四歲以下組 優良 姜灝 2E07

木笛獨奏十四歲以下組 良好 雷興喜 3B24

木笛獨奏十四歲以下組 良好 李葦 2E11

古箏獨奏深造組 良好 周皚澄 2C04

男高音聲樂獨唱十九歲以下組 優良 沈品官 4C13

慈善 sing 戰 

青少年組 季軍 梁乃仁 6B15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青少年組倫巴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 4E43

青少年組查查查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 4E43

青少年組牛仔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 4E43

ADSC 

21 歲以下組查查查加倫巴舞雙人舞 冠軍 徐佩盈 4E43

21 歲以下組查查查加倫巴加牛仔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 4E43

21 歲以下組倫巴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 4E43

21 歲以下組查查查舞獨舞 亞軍 徐佩盈 4E43

21 歲以下組查查查加倫巴加森巴雙人舞 亞軍 徐佩盈 4E43

I.C.B.D. 國際舞蹈聯會第 23 屆會長盃國際公開賽 

21 歲以下組查查查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 4E43

21 歲以下組森巴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 4E43

21 歲以下組查查查加倫巴舞雙人舞 冠軍 徐佩盈 4E43

21 歲以下組倫巴舞獨舞 亞軍 徐佩盈 4E43

21 歲以下組查查查加倫巴加牛仔舞獨舞 季軍 徐佩盈 4E43

2014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二等獎 沈品官 4C13

二等獎 司徒聖 4C14

二等獎 劉嘉樂 4C07

二等獎 李昀峻 3A20

二等獎 劉博琛 3D21

超級電容模型車大賽中學組 

二等獎 鄭晉賢 3D06

「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4/15」 

初賽--科學知識測驗 一等獎 林偉杰 4D19

 二等獎 楊嘉瑋 3A38

 三等獎 司徒聖 4C14

2014 童軍傑出旅團獎勵計劃暨步操比賽頒獎典禮 

傑出旅團獎 銅獎 本校男童軍 

 
 



中學基建模型創作比賽 

許淑鳴 4D13

陳婷婷 4D02

陳  濤 4D04

魏震東 4D29

最佳承托效益獎 

冠軍 

謝彬華 4D45

許淑鳴 4D13

陳婷婷 4D02

陳  濤 4D04

魏震東 4D29

最高荷載獎 

殿軍 

謝彬華 4D45

兒童心臟基金會愛心利是設計比賽    

 優異 廖可兒 2B12

香港資訊科技聯會標誌設計比賽 

 亞軍 樊紫晴 6A10

2014/15 年度全港校際「專重版權」海報設計比賽 

銀獎 黃鈴懿 6A35

銅獎 鍾子健 6B07

中學組 

銅獎 張倩瑩 6C08

第二十一屆「家長也敬師運動」「電子版敬師卡」設計比賽 

季軍 黃鈴懿 6A35中學組 

優異獎 鄧琳尹 6D10

香港學校體育聯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 

男子甲組盃賽 冠軍 本校男子甲組欖球隊 

男子乙組盾賽 冠軍 本校男子乙組欖球隊 

女子甲乙組盃賽 季軍 本校女子欖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聯會全港學界曲棍球比賽 

男子高級組 亞軍 本校男子曲棍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聯會全港學界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 季軍 本校男子籃球隊

 



Hong Kong Drew League 三人籃球賽 

男子十六歲以下組 冠軍 本校男子籃球隊

男子十九歲以下組 冠軍 本校男子籃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聯會全港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甲組 冠軍 本校甲組足球隊

男子乙組 亞軍 本校乙組足球隊

第三組別團體 冠軍 本校足球隊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賽 

男子成年 B 組 200 米 冠軍 蘇偉傑 6A26

女子成年 B 組 100 米 冠軍 李秀娟 5E20

女子成年 B 組跳遠 冠軍 李秀娟 5E20

鄭志鵬 5A04

梁偉聯 5E18

蘇偉傑 6A26

男子成年 B 組 4X100 米 冠軍 

譚鈞豪 6B23

女子青少年 C 組 200 米 亞軍 黃愷程 5E36

女子青少年 C 組跳遠 季軍 黃愷程 5E36

男子青少年 D 組 200 米 季軍 鄺浩燊 3C18

女子青少年 E 組 400 米 季軍 翁明琴 1D13

男子成年 B 組 200 米 季軍 梁偉聯 5E18

男子成年 B 組 400 米 季軍 梁偉聯 5E18

男子成年 B 組標槍 季軍 梁偉聯 5E18

先進及成年公開組 1500 米 季軍 譚鈞豪 6B23

香港學校體育聯會全港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冠軍 李乙豪 5B22 

男子乙組跳遠 亞軍 鍾益昇 2C07 

女子甲組 1500 米 亞軍 郭家敏 5B14 

香港公益金 2014/15 年度公益金賣旗日 

「街上賣旗」最高參與率獎 第九名 本校學生 

「街上賣旗」最傑出支持獎（中學組別） 季軍 本校學生 

金旗籌款 優異籌募獎 本校全體學生



24 冠軍   16 亞軍   26 季軍   1 殿軍   1 金獎   3 銀獎   3 銅獎    

2 優勝隊   6 最佳獎項   7 傑出   1 一等獎   7 二等獎   1 三等獎    

115 優異獎項   合共 73 個三甲，210 個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