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樹渠紀念中學 

2015-2016年度校外比賽及活動成績一覽表 

 

項目 獎項 獲獎者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六年級組 冠軍 何其坤 6A13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五、六年級組 冠軍 黃楚兒 6A15 

粵語散文獨朗女子中學五、六年級組 亞軍 許淑嗚 6D13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亞軍 程卓盈 1E01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亞軍 鄔紫敏 1E12 

粵語詩詞獨朗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季軍 李澤熙 1C06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季軍 尹諾怡 1E11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三、四年級組 季軍 陳佛靈 4C06 

普通話詞獨獨誦女子中學三、四年級組 季軍 張榆鑫 4C10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六年級組 季軍 吳凱君 6B32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六年級組 季軍 陳浩倫 6D01 

粵語散文獨朗男子中學五、六年級組 季軍 崔栩萁 6E33 

2015 香港步操管樂節 

金獎 

最佳司儀獎 

步操樂團比賽中學組 

最佳聲樂獎 

鼓樂對戰 銀獎 

銅管對戰 銀獎 

步操樂團巡遊比賽 銀獎 

本校步操樂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 

男子甲組 碟賽亞軍 本校男子甲組欖球隊

女子丙組 碟賽殿軍 本校女子丙組欖球隊



香港欖球總會中學七人欖球邀請賽 

男子甲組 碟賽亞軍 本校男子甲組欖球隊

男子乙組 碗賽季軍 本校男子乙組欖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中學校際七人欖球賽 2015 

女子丙組 盾賽亞軍 本校女子丙組欖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 十六強 本校男子甲組籃球隊

男子乙組 亞軍 本校男子乙組籃球隊

K- league 高中籃球聯賽 

銀盃賽 殿軍 本校男子甲組籃球隊

乙組籃球聯賽 殿軍 本校男子乙組籃球隊

高中籃球嘉年華(十六歲以下組) 季軍 本校男子乙組籃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標槍 亞軍 鍾益昇 3D06 

女子丙組鉛球 季軍 慎怡嘉 1A13 

男子乙組 4×100 米接力 

殿軍 

鄭梓烽 

曹棨光 

林卓樟 

鄭竣文 

2D03 

3B13 

3C11 

4E09 

NIKE MOST WANTED 香港區足球選拔賽 

 冠軍 鄧港桁 6E30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賽 

女子 FB 組 100 米跨欄 冠軍 鍾惠君 6A10 

女子 FB 組標槍 冠軍 鍾惠君 6A10 



女子 FC 組鉛球 冠軍 陳嘉敏 6C03 

女子 FC 組 200 米 冠軍 陳嘉敏 6C03 

男子 MB 組 200 米 冠軍 梁偉聯 6E17 

女子 FB 組 200 米 亞軍 葉可茵 5A33 

男子 MC 組跳高 亞軍 鍾益昇 3D06 

男子 MB 組 100 米 季軍 梁偉聯 6E17 

陳樹渠紀念中學邀請賽 

陳樹渠紀念中學足球邀請賽 亞軍 本校足球隊 

陳樹渠紀念中學男子籃球邀請賽 殿軍 本校籃球隊 

全港中學泰拳錦標賽 

男子 63.5 公斤組別 冠軍 雷思諾 6A31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2016 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16 歲或以上單人組拉丁舞單項(查) 冠軍 

16 歲或以上單人組拉丁舞單項(牛) 冠軍 

16 歲或以上單人組拉丁舞單項(倫) 冠軍 

徐佩盈 5E30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第 23 屆 IDTA 杯 

青少年組倫巴獨舞 冠軍 徐佩盈 5E30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主辦金鑽杯系列亞洲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Cha Cha Cha) 亞軍 徐佩盈 5E30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Rumba)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Jive) 亞軍 

世界舞星聯合會世界兒童青少年公開賽系列 

荷花杯公開大獎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Jive)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CJ)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Cha Cha Cha)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Rumba)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Solo Samba)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CR) 亞軍 

徐佩盈 5E30 

李偉倫舞蹈學院主辦 2015 精英盃全港公開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業餘拉丁舞公開組單項(Cha Cha) 冠軍 

業餘拉丁舞公開組雙項 冠軍 

徐佩盈 5E30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及街舞 甲等獎 本校街舞隊 

協青社亞洲中學生嘻哈舞蹈大賽 

香港區比賽 進入決賽 本校街舞隊 

香港童軍總會 

總領袖訓練 總領袖獎章 陳梓笙 4D03 

2015 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銅獎 本校男童軍 

寰宇希望主辦︰長者希望日 2016  



福袋繪畫比賽 中學組及 

全場總冠軍 
劉珊珊 5B13 

愛德基金會「活水行動 2015」海報及標語設計比賽 

冠軍 黃若梅 6A39 高中及大專組 

季軍 黃愷程 6E36 

香港綠色日 2016 

Go Green, Act Green 短片拍攝比賽 優異獎 本校校園電視台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手搖發電機) 

超級電容模型車大賽 

二等獎 

鄭晉賢 

劉博琛 

李昀峻 

4A05 

4A14 

4A15 

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5/16 科學知識測驗 

二等獎 4D39 楊嘉瑋 初賽 

三等獎 3A12 羅泳伶 

香港公益金 2015/16 年度公益金賣旗日 

「街上賣旗」最傑出支持獎（中學組別） 季軍 

「街上賣旗」最高參與率獎 第十名 

金旗籌款 優異籌募獎 

本校學生 

中文校際戲劇節 

傑出劇本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本校學生 

傑出演員獎 4D24 李樹權 

 

 

20 冠軍  18 亞軍  13 季軍  5 殿軍  1 金獎  3 銀獎  1 銅獎 

2 最佳獎項  4 傑出獎項  1 總領袖獎  1 甲等獎 2 二等獎 1 三等獎 

105 優異獎項   合共 56 個三甲，120 個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