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樹渠紀念中學 

2012-2013 年度 

校外比賽成績一覽表 

 項目 獎項 獲獎者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女子中學六年級組 冠軍 林海欣 6A15 

粵語詩詞獨誦女子中學六年級組 亞軍 鄒梓琦 6B07 

粵語詩詞獨誦女子中學六年級組 亞軍 陳慧詩 6A04 

粵語詩詞獨誦女子中學一年級組 亞軍 陸倚瑩 1E19 

粵語散文獨誦女子中學六年級組 亞軍 黃曉冰 6D36 

粵語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亞軍 謝朗斯 3E17 

普通話詩詞獨誦女子中學一、二年級組 亞軍 梁穎芯 1E15 

粵語詩詞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季軍 叶月欣 5C32 

粵語詩詞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季軍 馮熙敏 5C11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四年級組 季軍 柯俊傑 4D30 

粵語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季軍 李思珏 5C17 

粵語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五年級組 季軍 鄧詠茵 5C24 

粵語散文獨誦女子中學三年級組 季軍 許淑鳴 3C13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四年級組 季軍 劉沛翹 4C17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一年級組 季軍 麥昢瀛 1E20 

英詩獨誦女子中學一年級組 季軍 鮑玫瑰 1E24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六年級組 季軍 黃煒東 6A32 

英詩獨誦男子中學一年級組 季軍 何昌旺 1E12 

叶月欣 5C32 粵語二人朗誦中學五、六年級組 
季軍 

鄧詠茵 5C24 

星島第二十八屆全港校際辯論比賽 

第一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論隊 

第二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論隊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6321&MemberLogin=1&CompID=1694049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6322&MemberLogin=1&CompID=1694046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6320&MemberLogin=1&CompID=1694040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7975&MemberLogin=1&CompID=1694140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6464&MemberLogin=1&CompID=1694273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6478&MemberLogin=1&CompID=1694326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8971&MemberLogin=1&CompID=1694245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8060&MemberLogin=1&CompID=1694065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6324&MemberLogin=1&CompID=1694056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6378&MemberLogin=1&CompID=1694172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6468&MemberLogin=1&CompID=1694280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8039&MemberLogin=1&CompID=1694284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7750&MemberLogin=1&CompID=1694314
http://www.hksmsa.org.hk/Timetable.php?PHPSESSID=0b8fd95ad6314ff6f00fad434806cee3&Fes=C&Lang=C&type=2&SectionID=47212&MemberLogin=1&CompID=1694376


第十二屆《基本法》多面體 － 全港中學生辯論賽（廣東話組） 

優勝隊 本校辯論隊 分區初賽 

最佳辯論員 張智華 6B04 

優勝隊 本校辯論隊 第一回合複賽 

最佳辯論員 司徒雪盈 4C32

扶輪扶貧盃中學校際辯論比賽 

優勝隊 本校辯論隊 第一回合初賽 

最佳交互答問 梁國滔 5C14 

優勝隊 本校辯論隊 

最佳辯論員 司徒雪盈 4C32

第二回合初賽 

最佳交互答問 司徒雪盈 4C32

優勝隊 本校辯論隊 

最佳辯論員 梁國滔 5C14 

第三回合初賽 

最佳交互答問 陸善琳 5B20 

半準決賽 最佳交互答問 張智華 6B04 

2012 香港步操管樂節步操樂團比賽 

金獎 本校步操樂隊

最佳表演場景獎 本校步操樂隊

最佳啦啦隊獎 本校步操樂隊

最佳司儀獎 本校步操樂隊

中學組 

最佳美式樂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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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十五屆香港學校音樂節 

結他獨奏中級組 優良 陳有怡 5B03 

木笛獨奏中級組 優良 謝朗斯 3E17 

小提琴獨奏二級組 良好 廖嘉豪 1A22 

木笛獨奏中級組 良好 雷興起 1B20 

小號獨奏初級組 良好 戴子越 2A20 

男聲獨唱十六歲以下組 良好 唐皓明 2C18 



女聲獨唱十六歲以下組 良好 徐愛凝 4C07 

結他獨奏高級組 良好 廖創陽 6B25 

EF Step Out 歌唱大賽 2013 

中學組 殿軍 梁乃仁 4B19 

2012-2013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女演員獎 黃敏皓 3A34 

傑出舞台效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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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劇本獎 吳梓淳 老師 

傑出女演員獎 陳曉瑩 4C01 

傑出男演員獎 柯俊傑 4D30 

英語中學組 

傑出男演員獎 胡駿昇 4D41 

明愛 60 周年徽號設計比賽 

 季軍 鄧琳尹 4D13 

國民教育暨基本法書籤設計比賽 

 亞軍 黃穎瑩 6C40 

「知識產權保護傘」設計比賽 

 亞軍 黃穎瑩 6C40 

2012/13 年度全港校際「尊重版權」創作比賽 

中學組標誌設計比賽 銀獎 歐桂怡 5B01 

2012-13 年度交通安全隊西九龍總區周年檢閱禮 

 優異 本校交通安全隊

香港欖球總會學界英式欖球比賽 

男子十九歲以下組 殿軍 本校欖球隊 

康文署深水埗區三人籃球賽 2012 

男子青年組 季軍 本校男子籃球隊

深水埗體育會深水埗區三人籃球賽 2013 

女子十六歲以下組 冠軍 本校女子籃球隊

女子公開組 季軍 本校女子籃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聯會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甲組 冠軍 本校甲組足球隊

2013 年度全港空手道青少年大賽  

男子搏擊 16-17 歲,62 公斤以下組 季軍 趙   萬浬 4D08

香港剛柔流空手道大賽  

男子 16-17 歲組 冠軍 趙   萬浬 4D08

2012 印度空手道邀請賽 

男子搏擊 16-17 歲,62 公斤以下組 冠軍 趙   萬浬 4D08

男子套拳 16-17 歲組 冠軍 趙   萬浬 4D08

2012 年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 

男子一米板公開乙組 亞軍 余昇穎 5D27 

張振興伉儷書院劍擊邀請賽 

男子佩劍 亞軍 吳冠添 4E30 

ITU 三項鐵人至尊亞洲盃 

20 至 29 歲組 季軍 黃煒東 6A32 

香港公益金 2012/13 年度公益金賣旗日 

「街上賣旗」最高參與率獎 第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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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冠  13 亞  18 季  1 殿  13 最佳  7 優勝  7 傑出  102 優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