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別班號 獲獎者 項目 獎項

1A03 張雅媛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A06 馮天正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A11 李曉琳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良好

1A11 李曉琳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一，二年級組 優良

1A12 李麗盈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良好

1A15 林本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A18 麥錫淋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A20 譚喜文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A25 趙悅瑤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一，二年級組 優良

1B02 趙俊傑 「龍城飛躍盃」國際游泳比賽男子十二歲以下50米自由泳 冠軍

1B02 趙俊傑 「龍城飛躍盃」國際游泳比賽男子十二歲以下50米蛙泳 亞軍

1B06 吳冠霆 粵語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B07 譚慧星 粵語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良好

1B08 曾柱熙 粵語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B10 黃鈺婷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道教詩文作品朗誦中學一、二年級組 季軍

1B10 黃鈺婷 道教詩文作品朗誦中學一、二年級組 季軍

1B11 嚴美丹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良好

1C03 李嘉惠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C06 梁俊傑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良好

1C07 李芊芊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良好

陳樹渠紀念中學1617年度獲得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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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08 林致樺 粵語二人對話朗誦中學一，二年級組 良好

1C09 吳梓賢 粵語二人對話朗誦中學一，二年級組 良好

1C10 顏列炫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良好

1C12 蘇頌軒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良好

1E02 鄭卓謙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03 方約翰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04 柏加舒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05 何禮欣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06 黎穎鈴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06 黎穎鈴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良好

1E08 吳君霞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08 吳君霞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09 吳君潔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12 洛恒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13 戴思慧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15 饒樂濤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1E15 饒樂濤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優良

2A02 郭穎琪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良好

2A05 康子彥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二年級組 優良

2A08 梁喻翔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二年級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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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08 梁喻翔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二年級組 亞軍

2A12 岑燕玲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良好

2A13 蘇致韜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二年級組 良好

2A18 黃志清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一，二年級組 良好

2A24 伍泳怡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一，二年級組 優良

2A29 袁秀怡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良好

2C07 鄭梓烽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800米 冠軍

2E02 程卓盈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優良

2E02 程卓盈 道教詩文作品朗誦中學一、二年級組 優良

2E04 陳子琛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田徑比賽男子丙組鉛球 季軍

2E04 陳子琛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二年級組 優良

2E09 林嘉欣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優良

2E11 尹諾怡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優良

2E12 鄔紫敏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優良

2E14 余嘉麗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辦香港創意戲劇節2017 傑出獎

2E14 余嘉麗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優良

2E14 余嘉麗 道教詩文作品朗誦中學一、二年級組 優良

3A01 陳美妤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三，四年級組 優良

3A20 曾子珊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中學廣東話組 傑出演員獎

3A20 曾子珊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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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15 肖溯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三，四年級組 優良

3B19 鄒淑暉 香港小童群益會及深水埗區議會關注貧窮問題及少數族裔工作小組「推廣閱讀計畫2016」 閱讀報告佳作

3D03 張海琳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三年級組 良好

3D05 趙清源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辦香港創意戲劇節2017 傑出獎

3D16 黃澤均 香港劍撃學校劍撃比賽2016重劍十七歲以下組別 季軍

3E01 陳建熹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02 張智廷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03 張家進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03 張家進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04 周旻昀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06 郭坤燦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07 袁文希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08 黎正淳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10 李泳瑤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11 石澤軒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11 石澤軒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13 譚犖行 大公報徵文賽《我的太空夢》初中組 優異獎

3E13 譚犖行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14 王鎮城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3E14 王鎮城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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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15 王皓威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優良

4A01 陳宇軒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男聲中文聲樂獨唱（中學組別16歲或以下） 季軍

4A01 陳宇軒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四年級組 優良

4A04 張藝藍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中學英語組 傑出演員獎

4A05 張迪丰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四年級組 良好

4A06 周巧明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四年級組 季軍

4A06 周巧明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四年級組 優良

4A06 周巧明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四年級組 季軍

4A08 何樂薇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三，四年級組 優良

4A14 梁詠賢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辦「滙聚愛、豐與同路」學生創作比賽口號創作比賽(高中組) 季軍

4A19 吳恩諾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中學英語組 傑出演員獎

4A19 吳恩諾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四年級組 優良

4A23 童錦豪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中學英語組 傑出演員獎

4A25 黃善榆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四年級組 優良

4A33 戚永茵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辦「滙聚愛、豐與同路」學生創作比賽口號創作比賽(高中組) 亞軍

4A34 容嘉欣 海洋公園、家校會及港大社工系舉辦「快樂的我」獎勵計劃 嘉許證書

4B16 林樂怡 香港數理學會舉辦數碼科學(Digi-Science Competition)比賽 優異獎

4B33 蔡嚴鋒 香港數理學會舉辦數碼科學(Digi-Science Competition)比賽 優異獎

4C17 潘祉澄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中學英語組 傑出演員獎

4D06 張敬業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四年級組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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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08 鍾益昇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標槍 冠軍

4D10 馮裕純 香港數理學會舉辦數碼科學(Digi-Science Competition)比賽 優異獎

4D14 林卓樟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田徑比賽男子乙組800米 亞軍

5A21 莫妮雅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五年級組 優良

5A24 鄧文蓥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五年級組 優良

5C03 陳佛靈 普通話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五，六年級組 優良

5C07 張榆鑫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五，六年級組 優良

5C25 薛泳琪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辦香港創意戲劇節2017 傑出獎

5D03 陳梓笙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中學英語組 傑出演員獎

5E04 陳泳儀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辦香港創意戲劇節2017 榮譽獎

5E16 林依依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辦香港創意戲劇節2017 傑出獎

5E19 梁千妤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辦香港創意戲劇節2017 榮譽獎

5E20 廖嘉霖 粵語二人對話朗誦中學五、六年級組 優良

5E21 雷興喜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辦香港創意戲劇節2017 榮譽獎

5E21 雷興喜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五、六年級組 良好

5E28 談曉蓥 粵語二人對話朗誦中學五、六年級組 優良

6B03 鄒絜怡
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服務中心主辦「關懷認知障礙患者及其家庭」心意卡創作比賽高中
組

季軍

6B09 劉珊珊 愛德基金會「活水行動2016」海報及標語設計比賽高中及大專組 季軍

6B09 劉珊珊
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服務中心主辦「關懷認知障礙患者及其家庭」心意卡創作比賽高中
組

優異獎

6B10 梁紫瑭 保良局 2016國際豆類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國際賽 3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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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10 梁紫瑭 保良局 2016國際豆類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香港賽 3等獎

6C19 吳玉萍
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服務中心主辦「關懷認知障礙患者及其家庭」心意卡創作比賽高中
組

優異獎

6C26 徐敏雅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五，六年級組 良好

6C27 董麗意 2016香港步操管樂節步操樂團比賽中學組 最佳個人獨奏獎

6D31 黃梓傑 區隊劍撃比賽花劍個人組別 季軍

6E01 鄭惠珍 保良局 2016國際豆類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香港賽 3等獎

6E01 鄭惠珍 香港藝術交流中心主辦童遊大世界國際兒童繪畫比賽青年組 亞軍

6E29 袁文婷 2016香港步操管樂節步操樂團比賽中學組 最佳個人獨奏獎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男、女子中學一、二年級組 冠軍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女子甲乙組 碗賽亞軍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男子乙組 碗賽亞軍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男子甲組 盃賽殿軍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男子乙組 碟賽亞軍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女子丙組 八強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籃球比賽男子甲組 十六強

K-league籃球聯賽高中籃球聯賽銀盃賽 季軍

K-league籃球聯賽初中籃球聯賽第二組別 殿軍

2016香港步操管樂節步操巡遊比賽 金獎

2016香港步操管樂節鼓樂對戰比賽 金獎

2016香港步操管樂節銅管對戰比賽 銀獎

男子丙組籃球隊

本校步操樂隊

本校步操樂隊

本校步操樂隊

男子乙組欖球隊

女子丙組欖球隊

男子甲組籃球隊

男子甲組籃球隊

中一、二級學生

女子甲乙組欖球隊

男子乙組欖球隊

男子甲組欖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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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香港步操管樂節步操樂團比賽中學組 金獎

2016香港步操管樂節步操樂團比賽中學組 最佳舞蹈表演獎

香港演藝音樂節2016A CAPPELLA 中學組 銀獎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爵士舞及街舞 乙等獎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辦香港創意戲劇節2017中學組 榮譽獎狀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辦香港創意戲劇節2017中學組 傑出獎狀

香港童軍總會2016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銅獎

香港公益金2016年度公益金賣旗日「街上賣旗」最傑出支持獎（中學組別） 季軍

香港公益金2016年度公益金賣旗日「街上賣旗」最高參與率獎 第九名

香港公益金2016年度公益金賣旗日金旗籌款 優異籌募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中學英語組 傑出合作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中學廣東話組 傑出舞台效果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中學廣東話組 傑出合作獎

粵語詩詞集誦男女子中學三、四年級組 優良

英詩集誦男、女子中學一、二年級組 冠軍

中文戲劇組

中三

S1、2

本校學生

本校學生

英文戲劇組

中文戲劇組

本校戲劇組

本校戲劇組

本校男童軍

本校學生

本校步操樂隊

本校步操樂隊

本校無伴奏合唱組

街舞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