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名單（西方舞）

會員編號 學校名稱 程度 舞種 分類 舞蹈名稱 編舞獎

HK3P17 聖保祿學校 (小學部) 小學低年級 西方舞 群舞 Norwegian Dance  

HK3P17 聖保祿學校 (小學部)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Polish Dance  

HK3P18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小學低年級 西方舞 群舞 Austrian Dance 編舞獎

HK3P18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Ukrainian Dance  

HK5P30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捷克舞  

KN1P17 嘉諾撒聖家學校 (九龍塘)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獨舞 Spanish Dance (Solo)  

KN2P09 寶血會嘉靈學校 小學低年級 西方舞 群舞 小小鞋匠舞 (德國) 編舞獎

KN3P16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雙人舞 斯洛伐克舞 (雙人舞)  

KN3P16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保加利亞舞 編舞獎

KN3P16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匈牙利舞 編舞獎

KN3P16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雙人舞 匈牙利舞 (雙人舞)  

KN3P17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阿爾巴尼亞舞  

KN6P09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西西里搖鼓舞 (意大利)  

NE1P11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匈牙利舞  

NE2P18 粉嶺官立小學 小學低年級 西方舞 群舞 Portuguese Dance  

NE2P18 粉嶺官立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Latvian Folk Dance  

NE2P18 粉嶺官立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三人舞 Russian Dance (Trio)  

NE2P18 粉嶺官立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雙人舞 Dutch Children Dance (Duet)  

NE3P21 保良局雨川小學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斯洛伐克舞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名單（西方舞）

會員編號 學校名稱 程度 舞種 分類 舞蹈名稱 編舞獎

NW2P03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意大利搖鼓舞  

NW2P03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愛爾蘭舞 編舞獎

NW2P03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獨舞 Oh! Balalaika (Russia) (Solo)  

NW3P21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小學低年級 西方舞 群舞 羅馬尼亞舞 編舞獎

NW3P21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小學高年級 西方舞 群舞 土耳其匙羹舞 編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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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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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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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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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5S0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中學 西方舞 群舞 保加利亞舞 編舞獎

KN1S08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中學 西方舞 三人舞 Slovak Dance (Trio) 編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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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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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1S19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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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 西方舞 群舞 土耳其舞  

NW2S05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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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 西方舞 群舞 摩拉維亞舞蹈 (捷克)  

NW2S05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中學 西方舞 三人舞 匈牙利舞 (三人舞)  

NW2S05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中學 西方舞 群舞 匈牙利舞 編舞獎

KN4SP02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特殊學校 西方舞 群舞 摩理斯 (英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