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名單（中國舞）

會員編號 學校名稱 程度 舞種 分類 舞蹈名稱 編舞獎

HK1P05 救恩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獨舞 小河灣灣 (當代) (獨舞)  

HK1P12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苗苗 (苗族)  

HK1P12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跳弦 (彝族)  

HK3P15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帕米爾小山鷹 (新疆)  

HK3P19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綻放 (漢族)  

HK4P13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竹籃子響起來 (壯族)  

HK4P13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畲山春 (畲族)  

HK5P03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山里娃 (漢族)  

HK5P05 香港嘉諾撒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鼓娃 (漢族)  

HK5P08 丹拿山循道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草原歡騰 (蒙古)  

KN1P06 黃埔宣道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我的小板凳 (土家族)  

KN1P06 黃埔宣道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煙盒跳跳 (彝族)  

KN1P23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尼尼灣 (哈尼族)  

KN1P23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畲山的歌 (畲族)  

KN1P34 香港培道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惠安女孩 (漢族)  

KN1P38 陳瑞祺 (喇沙) 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瑤童樂 (瑤族)  

KN2P02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長沙灣)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哈尼娃娃長街宴 (哈尼族)  

KN2P07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小小策騎手 (蒙古)  

KN2P07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彝情夏日樂 (彝族)  

KN2P14 聖公會基福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校園之花 (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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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2P16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童心鼓韻 (漢族)  

KN2P26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小學部)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黎鄉笠影 (黎族)  

KN2P28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小學部)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花木蘭 (古典) 編舞獎

KN2P28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小學部)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我們的祖父母 (漢族) 編舞獎

KN3P06 港澳信義會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草原女娃 (蒙族)  

KN3P11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坐上火車去拉薩 (藏族)  

KN3P11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我愛茉莉 (漢族)  

KN3P21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布衣小丫 (布衣族)  

KN4P05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魚趣童樂 (漢族)  

KN4P06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綢鼓娃 (漢族)  

KN4P06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賀新春 (漢族)  

KN4P06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獨舞 小茶倌 (古典) (獨舞)  

KN4P11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油塘)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布利亞特的春天 (蒙古)  

KN5P10 天主教博智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五彩童年 (蒙古)  

KN6P06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一個金幣 (漢族) 編舞獎

KN6P10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鼓舞童歡 (漢族)  

KN6P10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祈豐年 (彝族)  

KN6P14 鮮魚行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巾幗 (古典)  

KN6P14 鮮魚行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扮牛牛 (西藏)  

KN6P17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淮河小丫 (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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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1P02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瑤山的希望(瑤族)  

NE1P07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喝茶 (漢族)  

NE1P09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小"禪"兒 (漢族) 編舞獎

NE1P09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花布丫 (壯族)  

NE1P09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雙人舞 同行 (彝族) (雙人舞)  

NE1P09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獨舞 苗女 (苗族) (獨舞)  

NE1P13 大埔官立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踩茶 (畲族)  

NE1P15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草原小騎士 (蒙古)  

NE1P16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水浸街 (漢族)  

NE2P19 粉嶺公立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淮河小丫 (漢族)  

NE2P23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我的小板鞋 (壯族)  

NE2P23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苗鄉團圓鼓 (苗族)  

NE3P07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竹籃子響起來 (壯族)  

NE3P16 馬鞍山靈糧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納西娃娃 (納西族)  

NE3P24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鼓舞娃娃 (漢族)  

NE3P26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熱巴 (藏族)  

NE3P29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瑤妹子 (瑤族)  

NE3P32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果園裡的快樂 (新疆)  

NE3P37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撒尼娃娃跳月來 (撒尼族)  

NE3P37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豐年祭 (雅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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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3P39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河邊嬉水河邊樂 (漢族)  

NE3P40 培僑書院 (小學部)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小織女 (黎族)  

NW1P07 石籬天主教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踩茶 (彝族)  

NW1P11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花兒朵朵 (朝鮮族)  

NW1P24 保良局世德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馬蹄噠噠 (蒙古)  

NW1P24 保良局世德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走苗山 (苗族)  

NW1P27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苗岭雞樂 (苗族)  

NW1P30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龍舟競賽齊向前 (漢族)  

NW2P14 寶血會思源學校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福氣鼓娃 (漢族)  

NW3P02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喜筷 (蒙族)  

NW3P02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三人舞 吉祥三寶 (蒙族) (三人舞)  

NW3P02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雙人舞 親愛的… (苗族) (雙人舞)  

NW3P04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彝山歡歌 (彝族)  

NW3P11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踩茶 (畲族)  

NW3P11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綉球姑娘 (壯族)  

NW3P12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茶山童趣 (畲族)  

NW3P13 保良局志豪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快樂的小鹿 (蒙古)  

NW3P19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三人舞 小鳥與我 (漢族) (三人舞)  

NW3P19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竹林記趣 (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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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3P22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小玩意 (東北秧歌) 編舞獎

NW3P22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三人舞 花花開 (雲南花燈) (三人舞)  

NW3P22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陽光照耀塔什庫爾干 (新疆) 編舞獎

NW3P22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獨舞 小漢子 (漢族) (獨舞)  

NW3P27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三人舞 女孩與青蛙 (漢族) (三人舞)  

NW3P27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猴趣 (漢族) 編舞獎

NW3P27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鷹之歌 (塔吉克族)  

NW3P27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獨舞 採藥童 (漢族) (獨舞) 編舞獎

NW3P28 聖公會蒙恩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小趕海 (漢族)  

NW3P28 聖公會蒙恩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獨舞 水中草 (漢族) (獨舞)  

NW3P29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獨舞 哎呀！ (苗族) (獨舞)  

NW3P33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雙人舞 小淘氣 (漢族) (雙人舞)  

NW3P33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三人舞 林中趣 (傣族) (三人舞) 編舞獎

NW3P35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荷花童子 (古典)  

NW4P05 香港潮陽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魚魚戲水 (傣族)  

NW4P24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群舞 鼓兒咚咚 (漢族)  

NW4P41 光明英來學校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群舞 趕海的小姑娘 (漢族)  

HK1S04 聖嘉勒女書院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且吟春語 (古典)  

HK2S09 嘉諾撒培德書院 中學 中國舞 獨舞 臨水 (膠州) (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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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春天的話語 (朝鮮族)  

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瑤山鼓韻 (瑤族)  

HK3S12 聖保祿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豐收的喜悅 (朝鮮族)  

HK5S0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中學 中國舞 雙人舞 長鼓舞 (朝鮮族) (雙人舞)  

HK5S0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長白花語 (朝鮮族)  

HK5S0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芬芳玫瑰 (維吾爾族)  

HK5S31 衛理中學 中學 中國舞 三人舞 傣源 (傣族) (三人舞)  

KN1S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中學 中國舞 三人舞 魚游春水 (古典) (三人舞)  

KN1S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在水一方 (古典)  

KN1S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咿板嘟 (哈尼族)  

KN1S10 嘉諾撒聖家書院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雪花與玫瑰 (哈薩克族)  

KN1S27 德蘭中學 中學 中國舞 三人舞 火火 (佤族) (三人舞)  

KN1S27 德蘭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刷把俏 (布衣族)  

KN1S33 余振強紀念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獨舞 臘月的花 (朝鮮族) (獨舞)  

KN2S12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心之呼喚 (壯族)  

KN2S21 德貞女子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黎鄉風情 (黎族)  

KN2S21 德貞女子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獨舞 羅敷行 (古典) (獨舞)  

KN4S36 藍田聖保祿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迎春 (朝鮮族)  

KN4S37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歡慶秧歌 (東北秧歌)  

KN5S13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獨舞 騰格爾草原 (蒙古) (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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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6S11 伊利沙伯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獨舞 咏荷 (膠州秧歌) (獨舞)  

NE1S08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獨舞 藍天綠草間 (蒙古) (獨舞)  

NE1S19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聽 (苗族)  

NE1S19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中學 中國舞 三人舞 佤山印象 (佤族) (三人舞)  

NE2S13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冬去春來 (膠州秧歌)  

NE3S0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喜鵲喳喳喳 (漢族)  

NE3S17 沙田蘇浙公學 中學 中國舞 雙人舞 兩滴水 (傣族) (雙人舞)  

NE3S17 沙田蘇浙公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吼秦腔 (陝西)  

NE3S30 沙田官立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六月清荷 (膠州秧歌)  

NE3S30 沙田官立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獨舞 吉祥天 (古典) (獨舞)  

NE3S42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翠竹譜出歡樂歌 (僾伲族)  

NW1S09 棉紡會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花帽子 (黎族)  

NW2S12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獨舞 墨韻 (古典) (獨舞)  

NW3S01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長白瀑布 (朝鮮族)  

NW3S01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紅燈籠 (漢族)  

NW3S15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瑤妹的裙子 (瑤族)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獨舞 百靈 (新疆) (獨舞)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學 中國舞 三人舞 雨中麗影 (古典) (三人舞)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鳥語花香 (膠州秧歌)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夢中見 (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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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3S33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天山之音 (新疆)  

NW3S37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中學 中國舞 雙人舞 想你 (當代) (雙人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