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名單（中學）

會員編號 學校名稱 舞種 分類 舞蹈名稱 編舞獎

HK1S04 聖嘉勒女書院 中國舞 群舞 且吟春語 (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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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1S08 聖保羅男女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獨舞 Momentum (Solo)  

HK1S08 聖保羅男女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Stay awake  

HK1S10 聖士提反堂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漁夫之寶  

HK1S11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The JOURNEY 編舞獎

HK1S11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The Will to Win 編舞獎

HK2S09 嘉諾撒培德書院 中國舞 獨舞 臨水 (膠州) (獨舞)  

HK2S11 嘉諾撒聖心書院 東方舞 群舞 少女．紅傘 (日本)  

HK2S11 嘉諾撒聖心書院 東方舞 三人舞 快樂的鈴聲 (韓國) (三人舞)  

HK2S11 嘉諾撒聖心書院 東方舞 群舞 淘米舞 (韓國)  

HK2S11 嘉諾撒聖心書院 西方舞 雙人舞 Spanish Dance (Trio)  

HK2S11 嘉諾撒聖心書院 西方舞 群舞 Bulgarian Dance 編舞獎

HK2S11 嘉諾撒聖心書院 西方舞 獨舞 Scottish Dance (Solo)  

HK2SI4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中學部) 東方舞 獨舞 Radha and Krishna (India) (Solo)  

HK3S06 瑪利曼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三人舞 Rewind (T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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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東方舞 群舞 Tari Lenggo Manis

(Indonesian Jarkata)
 

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西方舞 群舞 Ukrainian Girl's Dance  

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現代舞 三人舞 濁 (三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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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現代舞 群舞 Under Her Skin 編舞獎

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中國舞 群舞 春天的話語 (朝鮮族)  

HK3S11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中國舞 群舞 瑤山鼓韻 (瑤族)  

HK3S12 聖保祿中學 中國舞 群舞 豐收的喜悅 (朝鮮族)  

HK5S0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西方舞 群舞 保加利亞舞 編舞獎

HK5S0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中國舞 三人舞 長鼓舞 (朝鮮族) (三人舞)  

HK5S0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中國舞 群舞 長白花語 (朝鮮族)  

HK5S0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中國舞 群舞 芬芳玫瑰 (維吾爾族)  

HK5S14 漢華中學 體育舞蹈 華爾滋 409  

HK5S14 漢華中學 體育舞蹈 查查查 411  

HK5S14 漢華中學 體育舞蹈 查查查 412  

HK5S14 漢華中學 體育舞蹈 牛仔 414  

HK5S31 衛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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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舞 群舞 在水一方 (古典)  

KN1S0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咿板嘟 (哈尼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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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1S08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西方舞 三人舞 Slovak Dance (Trio) 編舞獎

KN1S08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西方舞 群舞 Romanian Dance 編舞獎

KN1S10 嘉諾撒聖家書院 中國舞 群舞 雪花與玫瑰 (哈薩克族)  

KN1S27 德蘭中學 中國舞 三人舞 火火 (佤族) (三人舞)  

KN1S27 德蘭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刷把俏 (布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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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2S11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現代舞 群舞 煩惱軼事 編舞獎

KN2S12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On the Edge of Life 編舞獎

KN2S12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現代舞 群舞 Can we say?  

KN2S12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中國舞 群舞 心之呼喚 (壯族)  

KN2S20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中學部) 東方舞 獨舞 Celebrations (India) (Solo)  

KN2S21 德貞女子中學 中國舞 群舞 黎鄉風情 (黎族)  

KN2S21 德貞女子中學 中國舞 獨舞 羅敷行 (古典) (獨舞)  

KN4S01 佛教何南金中學 現代舞 三人舞 惑 (三人舞)  

KN4S26 寧波第二中學 體育舞蹈 查查查 424  

KN4S26 寧波第二中學 體育舞蹈 牛仔 425  

KN4S36 藍田聖保祿中學 中國舞 群舞 迎春 (朝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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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5S13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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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Mad World 編舞獎

KN6S11 伊利沙伯中學 中國舞 獨舞 咏荷 (膠州秧歌) (獨舞)  

KN6S16 真光女書院 西方舞 群舞 Silifke Oyun (Turkey) 編舞獎

NE1S01 神召會康樂中學 現代舞 獨舞 我 (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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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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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1S19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西方舞 三人舞 斯洛伐克舞 (三人舞)  

NE1S19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西方舞 群舞 土耳其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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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1S19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中國舞 群舞 聽 (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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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2S11 鳳溪第一中學 東方舞 三人舞 印度少女 (印度) (三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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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2S17 聖芳濟各書院 現代舞 三人舞 咱們仨 (三人舞)  

NE2S18 田家炳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Childhood 編舞獎

NE3S0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Run away baby 編舞獎

NE3S0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喜鵲喳喳喳 (漢族)  

NE3S14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三人舞 我只想爭一口清水 (三人舞) 編舞獎

NE3S14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安分守己 編舞獎

NE3S14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笑臉 編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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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3S16 賽馬會體藝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瘋狂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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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3S17 沙田蘇浙公學 中國舞 群舞 吼秦腔 (陝西)  

NE3S24 五育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三人舞 重新 (三人舞) 編舞獎

NE3S24 五育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Rise From The Ashes 編舞獎

NE3S30 沙田官立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六月清荷 (膠州秧歌)  

NE3S30 沙田官立中學 中國舞 獨舞 吉祥天 (古典) (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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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W1S09 棉紡會中學 中國舞 群舞 花帽子 (黎族)  

NW1S17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體育舞蹈 華爾滋 433  

NW1S17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體育舞蹈 查查查 434  

NW1S17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體育舞蹈 牛仔 435  

NW1S29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你用電話還是電話用你？

電話人生？醒醒吧！
編舞獎

NW2S05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西方舞 三人舞 斯洛伐克舞 (三人舞) 編舞獎

NW2S05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西方舞 群舞 摩拉維亞舞蹈 (捷克)  

NW2S05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西方舞 三人舞 匈牙利舞 (三人舞)  

NW2S05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西方舞 群舞 匈牙利舞 編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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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W3S01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中國舞 群舞 長白瀑布 (朝鮮族)  

NW3S01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中國舞 群舞 紅燈籠 (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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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3S15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東方舞 群舞 祭．山形花笠 (日本)  

NW3S15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中國舞 群舞 瑤妹的裙子 (瑤族)  

NW3S17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雙人舞 He-els (Duet)  

NW3S17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舊日印記 編舞獎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現代舞 三人舞 凋零 (三人舞) 編舞獎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現代舞 三人舞 輸入中… (三人舞)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現代舞 群舞 崩情城市 編舞獎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現代舞 群舞 舞時舞刻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國舞 獨舞 百靈 (新疆) (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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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國舞 群舞 鳥語花香 (膠州秧歌)  

NW3S2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夢中見 (古典)  

NW3S33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中國舞 群舞 天山之音 (新疆)  

NW3S34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伊波拉病毒 編舞獎

NW3S37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Party up in Here! 編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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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W4S01 伯特利中學 東方舞 群舞 Mero Durlung Gaun (Nepal)  

NW4S04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Ghostbuster  

NW4S20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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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4S26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現代舞 獨舞 製道 (獨舞) 編舞獎

NW4S26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體育舞蹈 牛仔 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