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樹渠紀念中學 

2018-2019 年度校外比賽及活動成績 

 

項目 獎項 獲獎者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集誦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中學三、四年級組 
冠軍 / 

粵語詩詞集誦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中學三、四年級組 
冠軍 / 

粵語詩文集誦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中學五、六年級組 
冠軍 女子合誦 

粵語詩文集誦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中學一、二年級組 
亞軍 / 

粵語詩文集誦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中學五、六年級組 
亞軍 男子合誦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亞軍 1A32 許諾豪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亞軍 2B20 彭彥杏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季軍 1A29 鄧寶盈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三年級組 亞軍 3E04 何禮欣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六年級組 亞軍 6E14 莎慧娜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季軍 3E03 方約翰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五年級組 季軍 5E10 
KHEHRA 

KARANDIP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三、四年級組 季軍 3A11 李曉琳 

香港樹仁大學中學校際辯論比賽 

樹仁盃 殿軍 3A25 歐小璐 



4A11 黎慧珊 

4A13 呂至軒 

4A19 曾浩銘 

5A26 王鎮城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 

女子甲乙組 盾賽亞軍 女子欖球隊(9 人) 

女子乙組 碟賽冠軍 女乙欖球隊(9 人) 

女子丙組 碟賽季軍 女丙欖球隊(9 人)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中學校際七人欖球賽 2018 

女子丙組 盾賽亞軍 女丙欖球隊(9 人) 

深水埗區欖球比賽 2018 

十九歲以下男子組 季軍 男子欖球一隊(12 人) 

十九歲以下男子組 殿軍 男子欖球二隊(12 人) 

十九歲以下男女子混合組 季軍 
男女子欖球一隊 

(12 人) 

十九歲以下男女子混合組 殿軍 
男女子欖球二隊 

(12 人)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 八強 女子籃球隊(7 人) 

男子甲組 八強 男子籃球隊(12 人) 

男子丙組 十六強 男子籃球隊(12 人) 

K- league 高中籃球聯賽 

金盃賽 冠軍 
男子甲組籃球隊 

(12 人) 



乙組籃球聯賽銀盃賽 殿軍 
男子乙組籃球隊 

(12 人) 

陳樹渠紀念中學邀請賽 

足球 亞軍 
男子足球隊 

(27 人) 

籃球 冠軍 
男子籃球隊 

(12 人) 

陳樹渠紀念中學欖球邀請賽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甲組欖球隊 

(12 人) 

男子十六歲以下盃賽 季軍 
男子乙組欖球隊 

(12 人) 

男子十四歲以下盃賽 殿軍 
男子丙組欖球隊 

(12 人) 

女子甲乙組盃賽 季軍 
女子甲乙組欖球隊 

(9 人)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G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 
3C04 趙俊傑 

男子青少年 G組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MG組(13-14 歲)50 米自由泳 季軍 3C04 趙俊傑 

香港劍撃學校劍撃比賽 2018 

重劍二十歲以下 冠軍 

3C08 羅廣澤 重劍十七歲以下 亞軍 

重劍十四歲以下 亞軍 



香港劍撃學校劍撃比賽 2019 

重劍二十三歲以下 冠軍 

3C08 羅廣澤 
重劍二十歲以下 亞軍 

重劍公開組別 季軍 

重劍十七歲以下 季軍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田徑比賽 

女甲跳高 亞軍 5C16 劉潔蓓 

女乙 200 米 亞軍 3E10 吳君潔 

男丙 400 米 殿軍 2E06 張青鋒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體操比賽 

男子丙組跳馬 冠軍 2A31 黃昱霖 

健力比賽 

香港舉重邀請賽 2019 冠軍 

4B31 楊偉豪 

第十七屆香港卧推錦標賽 2018 

少年組 66 公斤級別 
亞軍 

亞洲健力錦標賽 

少年組 66 公斤級別 
個人總季軍 

香港健力錦標賽 

少年組 66 公斤級別 
冠軍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 甲等獎 
3A03 陳梵穎 

3A12 李嘉敏 

爵士舞及街舞 乙等獎 街舞隊(7人) 

協青社亞洲中學生嘻哈舞蹈大賽 



香港區比賽 進入決賽 街舞隊(7人) 

2018 香港步操管樂節 

步操巡遊比賽 金獎 

步操樂隊(15 人) 

鼓樂對戰比賽 銀獎 

銅管對戰比賽 金獎 

步操樂團比賽中學組 

協會盃金獎 

最佳 

個人獨奏獎 

最佳 

特別效果獎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 

中學組︰人聲樂團 銅獎 無伴奏合唱團(14 人) 

BEE MUSIC 及 PROCEED STUDIO 合辦 

全港青少年音樂新秀比賽 

2018 第一屆 冠軍 3E04 何禮欣 

2018 第一屆 
音樂無限制

大獎 
5C10 范衍鵬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 

無伴奏小組 金獎 無伴奏合唱團(14 人) 

香港基本法聯席會議主辦「童」心展藝識法–兒童權利公約環保袋設計比賽 

中學組 

季軍 6B04 陳嘉集 

優異獎 
6A10 鍾綺亭 

6B08 周巧明 

土木工程拓展署及土力工程處合辦斜坡維修保養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高中組 
冠軍 6B08 周巧明 

優異獎 6A18 黃璐 

澳洲總領事館主辦「我的澳洲聖誕卡比賽」2018 

中學組 
優異獎 6A10 鍾綺亭 

優異獎 6A18 黃璐 

漁農自然護理署主辦「海洋的新衣」T 恤圖案設計比賽 2018 

高中組 

季軍 6A18 黃璐 

最佳 

設計理念獎 
6A10 鍾綺亭 

優異獎 5B09 馮寗 

工業傷亡權益會主辦職安摺疊扇設計比賽 

中學組 亞軍 6A10 鍾綺亭 

香港盲人輔導會 20 周年標誌設計 

中學組 優異獎 4D01 鄭善彤 

職安局及 RTHK 職安健運動毛巾設計比賽 

中學組 冠軍 6B34 湯嘉欣 

一心慈善基金會會徽設計比賽 

中學組 冠軍 5B09  馮寗 

中學組 亞軍 5A19  吳潔怡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書簽設計比賽 

中學組 亞軍 5A19 吳潔怡 

中學組 優異獎 5A16  麥伊庭 



中學組 優異獎 6A10  鍾綺亭 

2018 青少年高校科學營 

清華大學營 

優秀營員 5A10 袁文希 

創新之星 

5A07 黃健維 

5A08 黃俊彥 

5A28 黃偉俊 

5B29 譚丞杰 

香港公益金 2018 年度公益金賣旗日 

「街上賣旗」最傑出支持獎（中學組別） 季軍 中三至中五學生 

(262 人) 「街上賣旗」參與率優異獎 第二名 

金旗籌款 優異籌募獎 全校學生 

香港童軍總會 

2018 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銀獎 男童軍(86 人)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及教育局合辦思動計劃+ 

中學組 最佳合作獎 

4A20 鄔紫荊 

4A22 黃詩琪 

4B24 鄔紫敏 

4C10 林嘉欣 

4C13 尹諾怡 

4D02 程卓盈 

5A04 程 菲 

5A27 黃嘉琪 

5A31 余思詩 

5B35 鄒淑暉 

港科院主辦「名師高徒」指導計劃 2019 



中學組 入選學生 4A29 鄒浚杰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香港賽區) 

中三組 三等獎 
3A11 李曉琳 

3A20 羅苡菁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香港賽區）HKIMO 2019 

中三級 銀獎 
3A37 梁華輝 

3A39 林泳雯 

中三級 銅獎 

3A01 鄒瑋承 

3A11 李曉琳 

3A12 李嘉敏 

中一級 銅獎 1A25 邱妍涵 

澳洲科學比賽 2019 

中二級 優異 2E05 陳美兒 

中四級 優異 4A19 曾浩銘 

學友社主辦第二十七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中學組 
最具 

新聞觸覺獎 

5A17 文明哲 

5A19 吳潔怡 

5A35 鄒淑暉 

5B03 陳惠軒 

5B20 林玉琼 

5B35 楊雪琳 

5B36 余鍵恆 

5C29 麥晓詩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及 STEM 教育中心合辦 

模型氣墊船創作大賽 2018 

中學組-隊際賽 

優異獎 

6B07 趙崇君 

6B10 鍾浩賢 

6B23 廖嘉豪 

優異獎 

6C08 馮梓滔 

6D01 歐峻維 

6D11 李昀峻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8/19 

中學普通話組 
傑出演員獎 4C13 尹諾怡 

傑出合作獎 中文戲劇組 (16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