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名單（現代舞）

會員編號 學校名稱 程度 舞種 分類 舞蹈名稱 編舞獎

HK5P10 港大同學會小學 小學低年級 現代舞 雙人舞 小強出沒注意 (雙人舞) 編舞獎

HK5P10 港大同學會小學 小學低年級 現代舞 群舞 成長的競賽  

KN1P42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小學低年級 現代舞 群舞 我和報紙有個約會  

KN1P42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小學低年級 現代舞 群舞 堅守  

KN1P47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三人舞 看見 (三人舞)  

KN1P47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群舞 Tomorrow, Tomorrow  

KN2P01 大坑東宣道小學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群舞 講東講西  

KN3P22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小學低年級 現代舞 群舞 還以顏色  

KN3P22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雙人舞 印記 (雙人舞) 編舞獎

KN3P22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群舞 勇氣進行中  

NW2P21 聖公會主愛小學 (梨木樹)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群舞 土地 編舞獎

NW3P15 道教青松小學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獨舞 舞／我 (獨舞)  

NW3P30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三人舞 得閒飲茶 (三人舞)  

NW3P30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群舞 喜動了…  

NW3P35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獨舞 最好的朋友 — 老鼠與貓 (獨舞)  

NW4P49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雙人舞 姊+弟 (雙人舞)  

HK1S07 香港聖瑪加利女書院 中學 現代舞 雙人舞 Silence (Duet)  

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中學 現代舞 三人舞 濁 (三人舞)  

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中學 現代舞 群舞 Shadow . Light 編舞獎

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中學 現代舞 群舞 Under Her Skin 編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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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2S11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中學 現代舞 群舞 煩惱軼事 編舞獎

KN2S12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中學 現代舞 群舞 Can we say?  

KN4S01 佛教何南金中學 中學 現代舞 三人舞 惑 (三人舞)  

NE1S01 神召會康樂中學 中學 現代舞 獨舞 我 (獨舞)  

NE1S12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中學 現代舞 群舞 Inner Flow 編舞獎

NE1S19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中學 現代舞 群舞 Under my skin  

NE2S17 聖芳濟各書院 中學 現代舞 三人舞 咱們仨 (三人舞)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學 現代舞 三人舞 凋零 (三人舞) 編舞獎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學 現代舞 三人舞 輸入中… (三人舞)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學 現代舞 群舞 崩情城市 編舞獎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學 現代舞 群舞 舞時舞刻  

NW4S26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中學 現代舞 獨舞 製道 (獨舞) 編舞獎

KN1SP01 天保民學校 特殊學校 現代舞 群舞 車手之橫衝直撞 編舞獎

KN5SP03 保良局陳麗玲 (百周年) 學校 特殊學校 現代舞 雙人舞 肥瘦雙煞 (雙人舞) 編舞獎

KN5SP04 禮賢會恩慈學校 特殊學校 現代舞 群舞 Cry together, smile together

NE1SP02 匡智松嶺學校 特殊學校 現代舞 群舞 夏日樂游游

NE2SP01 救世軍石湖學校 特殊學校 現代舞 群舞 戲裏戲外

NE3SP03 沙田公立學校 特殊學校 現代舞 群舞 未來的希望 編舞獎

NW1SP04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特殊學校 現代舞 群舞 小丑

NW3SP04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特殊學校 現代舞 群舞 小小科學家 編舞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