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等獎

（以會員編號序列）

優等獎隊伍名單

小學低年級組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山娃 (哈尼族)  黃埔宣道小學  小小花腰樂悠悠 (彝族) 

聖三一堂小學  花兒朵朵 (朝鮮族)  民生書院小學  踩茶 (彝族)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小小金花太陽開 (白族)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羊咩咩 (蒙古)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鼓舞童歡 (漢族)  天主教博智小學  高原情 (西藏)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長街宴 (哈尼族)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草原……出發 (蒙古)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節日童趣 (漢族)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竹籃子 (壯族)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畲山春 (畲族)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板板精踩 (壯族)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歡天喜地慶團圓 (漢族、高山族)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歡樂的小卓瑪 (藏族)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苗趣 (苗族)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一碗泥巴一碗飯 (土家族)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小小龍舟齊競渡 (傣族)  培僑書院 (小學部)  公公．婆婆 (漢族)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妞兒戲 (漢族) (獨舞)  保良局世德小學  我的雞冠帽 (彝族)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牛角娃 (苗族)  五邑鄒振猷學校  花兒朵朵 (漢族)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淘氣小妞 (漢族)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瑤家小丫 (瑤族)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暖暖 (漢族) (三人舞)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小鹿與我 (蒙族) (三人舞)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農家樂 (漢族) (雙人舞)  光明學校  小鼓娃 (漢族)	

小學高年級組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下雨了 (傣族) (三人舞)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原野上 (蒙古) (三人舞) 

嘉諾撒聖心學校 (全日制)  巷子裡 (漢族)  弘立書院 (小學部)  印象青荷 (古典)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喜鵲喳喳喳 (彝族)  香港嘉諾撒學校  布里亞特兒童 (蒙族) 

黃埔宣道小學  阿細跳月 (撒尼族)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苗色山境 (苗族) 

耀中國際學校 (小學部)  飛揚紅燈籠 (漢族)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長沙灣)  快樂的布里亞特姑娘 (蒙古)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板櫈上的悄悄話 (苗族)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小學部)  樂在哈尼 (哈尼族)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小學部)  魚兒水中嬉 (傣族) (三人舞)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小學部)  堆雪人 (漢族) (三人舞)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五彩哈達 (西藏)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雪地紅梅 (古典)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雨後彩虹 (黎族) (三人舞)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惠安女孩 (漢族) 

 

中 國舞 Chinese Dance



優等獎

小學高年級組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祈豐年 (彝族)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臨水 (民間) (獨舞) 

聖安當小學  小馬奔騰 (蒙族)  天主教博智小學  搓豆豆 (哈尼族) 

天主教博智小學  上菜喇 (彝族) (三人舞)  真鐸學校  花兒笑我也笑 (朝鮮族)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花布丫 (壯族)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紅雞蛋賀壽記 (漢族)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高原頌 (藏族)  鮮魚行學校  歡樂的哈達 (西藏) 

鮮魚行學校  劍．耍 (古典)  路德會沙崙學校  春遊樂 (漢族) (三人舞)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喜鵲喳喳喳 (漢族)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踢踢踏 (藏族)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洗衣樂 (西藏)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草原小騎手 (蒙古)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竹 (傣族) (獨舞)  大埔官立小學  淮河小丫 (漢族)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喜鵲喳喳喳 (彝族)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火車開到拉薩來 (藏族) 

鳳溪第一小學  寶蓮燈 (漢族)  鳳溪第一小學  傻妞妞看大戲 (漢族) (雙人舞) 

鳳溪第一小學  苗鄉美 (苗族) (獨舞)  粉嶺公立學校  妞妞 (東北秧歌)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牡丹一花 (漢族)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織 (黎族)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俏小妞與老花鏡 (漢族)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趣學百家姓 (漢族)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魚兒 (傣族) (獨舞)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梨園俏妞妞 (漢族．古典) (三人舞)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  谷子好 (漢族)  保良局世德小學  畲山春 (畲族)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魚趣 (漢族)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齊耍花棍慶歡騰 (漢族) 

五邑鄒振猷學校  小板凳 (苗族)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繡春 (羌族)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維族舞曲 (維吾爾族)  保良局志豪小學  采薇 (古典) (獨舞)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鼓舞太平 (滿族)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寫．意 (漢族) (三人舞)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朝顏 (雲南花燈)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星月下 (彝族) (三人舞)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小駿馬 (蒙族)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猴趣 (漢族)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漁．童 (漢族) (獨舞)  聖公會蒙恩小學  畲山春 (畲族)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筷子舞 (蒙族)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雪天樂 (漢族)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苗家小姊弟 (苗族) (三人舞)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春之舞動 (朝鮮族) 

鐘聲學校  奔騰小駿馬 (蒙古) 

中學組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長白山下 (朝鮮族)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雲上的女兒 (古典) 

聖保祿中學  長白歡歌 (朝鮮族)  聖保祿中學  春天的步伐 (朝鮮族) (三人舞) 

香港真光中學  熱娜古麗 (維吾爾族) (獨舞)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鼓韻 (朝鮮族) 

中 國舞 Chinese Dance



優等獎

中學組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天山少女 (維吾爾族)  衛理中學  水的女兒 (傣族)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畲家女兒拍 (畲族)  瑪利諾修院學校 (中學部)  袖兒飄飄寄情思 (古典) 

德蘭中學  搓豆豆 (哈尼族)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俏蘭花 (漢族) 

德貞女子中學  嬉戲—花 (漢族)  德貞女子中學  點絳唇 (古典) (獨舞) 

藍田聖保祿中學  青藏人 (藏族)  藍田聖保祿中學  客家小妹 (漢族)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花帽子 (黎族)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歸根 (朝鮮族) (獨舞)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大蘭花與小蘭花 (安徽花鼓燈)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炫光 (朝鮮族)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牛角角銀花花 (苗族) (三人舞)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憶起 (膠州秧歌) (獨舞)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美麗姑娘 (新疆)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喜鵲喳喳喳 (漢族) 

沙田蘇浙公學  嫁囍 (回族)  沙田蘇浙公學  炫鼓飛袖 (藏族) 

沙田蘇浙公學  小伙、四弦、馬櫻花 (彝族) (三人舞)  沙田官立中學  愛蓮說 (古典) (獨舞)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且吟春語 (古典)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瑤妹的裙子 (瑤族)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花彝朵朵 (彝族)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老伴 (漢族) (三人舞)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扇花浪影 (古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袖舞麗影 (古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山林拾趣 (苗族) (獨舞)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朝鮮鼓樂 (朝鮮族)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跟你到天邊 (當代) (三人舞)  可道中學 (嗇色園主辦)  臨水 (古典) (獨舞) 

天水圍官立中學  女兒情 (漢族)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豐收時節 (維吾爾族) 

小學高年級組   

寶覺小學  Bollywood Dance (India) (Solo)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韓國鼓舞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小喜悅 (韓國) (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鼓兒敲起來 (北朝鮮)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沖繩之風 (日本)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童趣 (日本) (三人舞)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印度小女孩 (雙人舞)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亞齊．豐收年 (印尼)

	 	 	

中學組      

嘉諾撒聖心書院  櫻花扇 (日本)  嘉諾撒聖心書院  薄片舞 (韓國)

嘉諾撒聖心書院  春之歌 (韓國) (三人舞)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中學部)  Dancing Anklets (India) (Solo)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和扇 (日本)  天水圍香島中學  印度風情

東 方舞 Oriental Dance

中 國舞 Chinese Dance



優等獎

小學低年級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Czechoslovakian Dance (Trio)  粉嶺官立小學  Portuguese Dance (Duet)

	 	 	

小學高年級組      

聖保祿學校 (小學部)  Polish Children Dance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Israeli Dance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北區組曲 (保加利亞)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Hungarian Dance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Slovak Dance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Bulgarian Dance (Trio)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Slovak Dance (Duet)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森普倫圓環舞 (斯洛伐克)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羅馬尼亞舞  粉嶺官立小學  Ukrainian Dance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俄羅斯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高地舞新編 (蘇格蘭)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愛爾蘭舞 (三人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意大利搖鼓舞 (獨舞)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手巾舞 (摩里斯)   

	 	 	

中學組      

嘉諾撒聖心書院  保加利亞舞  嘉諾撒聖心書院  阿爾巴尼亞舞 (三人舞)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Hungarian Dance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Armenian Dance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Serbian Dance (Trio)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Bulgarian Dance

真光女書院  蘇穆基女子瓶子舞 (匈牙利)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斯洛伐克舞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匈牙利戚基地域舞蹈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保加利亞泰基亞地域舞蹈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匈牙利華柏歌斯地域舞 (三人舞)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斯洛伐克舞 (三人舞)

西 方舞 Western Dance

小學低年級組   

瑪利曼小學  Happy Farm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善良勇敢爭第一

蘇浙小學  爺爺的老嗩吶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大掃除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女大不中留之小妹愛跳舞 (獨舞)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誰在森林裡？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驚嘆號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大掃除

香港美國學校 (小學部)  在路上 (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迷途咩咩

荃灣官立小學  蜜蜂的秘密   

兒 童舞 Chidren Dance



優等獎

特殊學校組   

天保民學校  與蚊大作戰  沙田公立學校  疑神疑鬼嚇餐死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人民Hero   

   

小學低年級組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Save the Ocean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喜出望外

大坑東宣道小學  您好嗎？ (雙人舞)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忘了時間的鐘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幻想……	 	

	 	 	

小學高年級組   

救恩學校  新時代女性 (雙人舞)  新會商會學校  Fight

港大同學會小學  正向壓力  港大同學會小學  人生污點 (雙人舞)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電子世界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咬一口快樂 (雙人舞)

大坑東宣道小學  講東講西  大坑東宣道小學  看雲趣……

大坑東宣道小學  廁紙一朵朵 (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長沙灣)  紊亂新聞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忽然又一週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偷懶的翅膀 (雙人舞)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小學部)  難民潮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不速之客

	 	 	

中學組      

聖保羅男女中學  I Got Brand New Eyes  嘉諾撒聖心書院  校園默示錄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Broken Wings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Shall We Talk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Silence (Trio)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距離 (三人舞)

香港真光中學  我是 (雙人舞)  中華基金中學  Goodbye (Solo)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遷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差不多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中學部)  訴說 (獨舞)  拔萃女書院  Inkheart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Gravity (Solo)  救恩書院  沉澱

宣道中學  Made in China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Faded (Solo)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殘喘之間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掌聲響起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非常任務 (三人舞)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零碎的記憶 (三人舞)

現 代舞 Modern Dance



優等獎

中學組        

聖保羅男女中學  The Factory  聖保羅男女中學  分裂 (三人舞)

聖士提反堂中學  淘寶  賽馬會官立中學  Girls Hip Hop

喇沙書院  The Prison Breakers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吉利徑)  We Love Dancing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Hunter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中學部)  Rhythmic Paradise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Dancing in Wild (Trio)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Technicolour Beat (Trio)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Smiling in the Mad World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瞞「分」

伊利沙伯中學  白日夢的狂想曲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The Happy Clowns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The Midnight Miracle (Duet)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前途定錢途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一面天堂一面地獄 (雙人舞)  五育中學  喪鐘為誰而鳴

五育中學  真身的告別 (雙人舞)  保良局胡忠中學  Dauntless (Trio)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打嗝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記念我的校園生活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Dilemma (Trio)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A Day of Mine (Solo)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我的暗戀  伯裘書院  Lost it to Trying

小學組                

聖方濟愛德小學  華爾滋  （編號：049）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查查查  （編號：137）     

粉嶺公立學校  華爾滋  （編號：162）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查查查  （編號：183）     

聖公會仁立小學  查查查  （編號：228）  聖公會仁立小學  牛仔  （編號：233）	 	 	

	 	 	 	 	 	 	 	

中學組                

漢華中學  查查查  （編號：357）  漢華中學  牛仔  （編號：359）     

閩僑中學  牛仔  （編號：362）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查查查  （編號：414）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牛仔  （編號：415）           

體 育舞蹈 DanceSport

爵 士舞及街舞 Jazz & Street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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