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期

15-24/1/2018 高山劇場新翼

25/1-5/2/2018 元朗劇院

9-10/2/2018 大埔文娛中心

26/2-1/3/2018 屯門大會堂

3-5/3/2018 伊利沙伯體育館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教育局

聯合主辦

場地贊助

祝賀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順利完成，並取得完滿成功。一如過往，學校舞蹈節廣受學界歡迎，

本屆的參與學校多達 684 所，參賽隊伍共 1866 支，創歷年之冠。同時，學生表現投入，舞蹈

水平之高，深受評判讚賞。 

教育局透過提供多元的學習經歷，讓學生發展潛能，促進他們全人發

展。學校舞蹈節已舉辦了 54 年，長久以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

提供平台推動舞蹈教育，亦讓學生透過艱苦的訓練，培養堅毅不拔的

精神。此外，藉著比賽和表演，學生能建立自信和提升審美能力，當

中的過程，正是他們最寶貴的學習經歷。

藉此機會，我要感謝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多年來的努力，各位評判、校

長，以及師生盡心、盡力的參與，使學校舞蹈節能繼續為學界作出貢

獻，不但為香港培育更多舞蹈人才，亦為學生提供一個有益身心的活

動及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在此，祝願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教育局顧問
總課程發展主任 ( 體育 )

黃蘭心女士

學校舞蹈節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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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號

為了更全面紀錄每屆比賽的資訊，本會在今屆學校舞蹈節首創比賽通訊，內容包括比賽花絮、

總評摘要、評判撰文、優等獎名單、編舞獎名單、參賽師生和家長感言等。本人在此謹向教育

局，特別是總課程發展主任 ( 體育 ) 黃蘭心女士及課程發展主任 ( 體育 ) 袁麗芳女士之指導幫

忙致謝。更感謝本會各執行委員，特別是出版及資訊科技小組成員及各學校會員之支持！

本屆比賽已順利完成，本會執行委員會比賽小組已在 3月下旬進行檢討，

此創刊號是一個絕佳機會作出以下溫馨提示予各參賽學校：

① 必須遵守各項截止日期
② 若因特殊原因需要退出比賽，應盡早通知大會
③ 為尊重各編舞者之創作版權，嚴禁在比賽場地攝影或錄影 
④ 為了讓比賽順利進行，觀眾的入場年齡為 3歲或以上
⑤ 比賽時段可能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調動，報到後必須做好出場準備
⑥ 比賽音樂只接受 CD制式的光碟及每隻光碟只可收錄一條音軌
⑦ 嚴禁使用會影響舞台安全或下一隊伍演出的道具 / 佈景 / 舞台效果
⑧ 參與小學低年級組別的學生必須正就讀小一至小三

在此祝願各學校推動舞蹈教育工作順利，學生來年獲得更好的成績！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
譚張潔凝校長



     

鳳溪第一小學
寶蓮燈（漢族）

鮮魚行學校
歡樂的哈達（西藏）

五邑鄒振猷學校
小板凳（苗族）

嘉諾撒聖心學校（全日制）
巷子裡（漢族）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牛角娃（苗族）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歡樂的小卓瑪（藏族）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山娃（哈尼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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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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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中國際學校（小學部）
飛揚紅燈籠（漢族）

大埔官立小學
淮河小丫（漢族）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齊耍花棍慶歡騰（漢族）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五彩哈達（西藏）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高原頌（藏族）

中國舞

光明學校
小鼓娃（漢族）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小小金花太陽開（白族）

五邑鄒振猷學校
花兒朵朵（漢族）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小小龍舟齊競渡（傣族）

賽期：1月15日至20日 (小學高年級組群舞)
1月27日至30日 (小學低年級組群舞)

場地：高山劇場新翼、元朗劇院

賽期：1月30日至2月1日 (中學組群舞)
2月9日至10日 (中學組獨舞/雙人舞/三人舞)
2月27日至3月1日 (小學組獨舞/雙人舞/三人舞)

場地：元朗劇院、大埔文娛中心、屯門大會堂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小學部）
樂在哈尼（哈尼族）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草原小騎手（蒙古）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

谷子好（漢族）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喜鵲喳喳喳（彝族）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喜鵲喳喳喳（彝族）

粉嶺公立學校
妞妞（東北秧歌）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俏小妞與老花鏡（漢族）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織（黎族）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筷子舞（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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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博智小學
高原情（西藏）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鼓舞童歡（漢族）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竹籃子（壯族）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歡天喜地慶團圓（漢族、高山族）

保良局世德小學
我的雞冠帽（彝族）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一碗泥巴一碗飯（土家族）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羊咩咩（蒙古）

黃埔宣道小學
小小花腰樂悠悠（彝族）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瑤家小丫（瑤族）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長街宴（哈尼族）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板櫈上的悄悄話（苗族）

黃埔宣道小學
阿細跳月（撒尼族）

聖公會蒙恩小學
畲山春（畲族）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淘氣小妞（漢族）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惠安女孩（漢族）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紅雞蛋賀壽記（漢族）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雪地紅梅（古典）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雪天樂（漢族）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花布丫（壯族）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畲山春（畲族）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節日童趣（漢族）

聖三一堂小學
花兒朵朵（朝鮮族）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苗趣（苗族）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喜鵲喳喳喳（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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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繡春（羌族）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板板精踩（壯族）

攝影：勁彩影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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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嘉諾撒學校
布里亞特兒童（蒙族）

鐘聲學校
奔騰小駿馬（蒙古）

天主教博智小學
搓豆豆（哈尼族）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小駿馬（蒙族）

聖安當小學
小馬奔騰（蒙族）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踢踢踏（藏族）

弘立書院（小學部）
印象青荷（古典）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牡丹一花（漢族）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祈豐年（彝族）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維族舞曲（維吾爾族）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春之舞動（朝鮮族）

鮮魚行學校
劍．耍（古典）

真鐸學校
花兒笑我也笑（朝鮮族）

聖保祿學校（中學部）
雲上的女兒（古典）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彝花朵朵（彝族）

德貞女子中學
嬉戲—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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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苗色山境（苗族）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洗衣樂（西藏）

培僑書院（小學部）
公公．婆婆（漢族）

民生書院小學
踩茶（彝族）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草原……出發（蒙古）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扇花浪影（古典）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火車開到拉薩來（藏族）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鼓舞太平（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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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春之舞動（朝鮮族）

浸信會永隆中學
且吟春語（古典）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俏蘭花（漢族）

衛理中學
水的女兒（傣族）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袖兒飄飄寄情思（古典）

天水圍官立中學
女兒情（漢族）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袖舞麗影（古典）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花帽子（黎族）

德蘭中學
搓豆豆（哈尼族）

沙田蘇浙公學
炫鼓飛袖（藏族）

沙田蘇浙公學
嫁囍（回族）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鼓韻（朝鮮族）

藍田聖保祿中學
青藏人（藏族）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喜鵲喳喳喳（漢族）

聖保祿學校（中學部）
長白山下（朝鮮族）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瑤妹的裙子（瑤族）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美麗姑娘（新疆）

藍田聖保祿中學
客家小妹（漢族）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炫光（朝鮮族）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天山少女（維吾爾族）

聖保祿中學
長白歡歌（朝鮮族）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朝鮮鼓樂（朝鮮族）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大蘭花與小蘭花（安徽花鼓燈）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畲家女兒拍（畲族）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豐收時節（維吾爾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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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博智小學
上菜喇（彝族）

漁．童（漢族）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雨後彩虹（黎族）

梨園俏妞妞（漢族．古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小學部）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下雨了（傣族）

寫．意（漢族）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暖暖（漢族）

苗鄉美（苗族）
鳳溪第一小學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原野上（蒙古）

傻妞妞看大戲（漢族）
堆雪人（漢族）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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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貞女子中學
點絳唇（古典）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歸根（朝鮮族）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老伴（漢族）

香港真光中學
熱娜古麗（維吾爾族）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臨水（古典）

牛角角銀花花（苗族）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沙田官立中學
愛蓮說（古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山林拾趣（苗族）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竹（傣族）

小鹿與我（蒙族）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農家樂（漢族）

憶起（膠州秧歌）

沙田蘇浙公學
小伙、四弦、馬櫻花（彝族）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臨水（民間）

路德會沙崙學校
春遊樂（漢族）

魚兒水中嬉（傣族）

保良局志豪小學
采薇（古典）

苗家小姊弟（苗族）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聖保祿中學
春天的步伐（朝鮮族）

魚兒（傣族）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跟你到天邊（當代）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妞兒戲（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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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舞

地利亞 ( 閩僑 ) 英文小學
晨曦 ( 尼泊爾 )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小喜悅 ( 韓國 )

印度小女孩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寶覺小學
Bollywood Dance (India)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印巴女孩 ( 印度 )

童趣 ( 日本 )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亞齊．豐收年 ( 印尼 )

嘉諾撒聖心書院
櫻花扇 ( 日本 )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歡聚馬來

聖保祿學校 ( 中學部 )
爪哇俏女郎 ( 印尼 )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 中學部 )
Dancing Anklets (India)

閩僑中學
Mera Mahi (India)

天水圍香島中學
印度風情

聖母玫瑰書院
手鼓舞 ( 韓國 )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 西九龍 )
Indian Punjabi Dance - Bhangra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和扇 ( 日本 )

嘉諾撒聖心書院

薄片舞 ( 韓國 )

賽期：1月25日 (小學組)、1月27日 (中學組)
場地：元朗劇院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沖繩之風 ( 日本 )

嘉諾撒聖家書院

鼓舞 ( 韓國 )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鼓兒敲起來 ( 北朝鮮 )

油蔴地街坊會學校
Chamak Chamak (Nepal)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我們的舞步 (印度尼西亞)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Rythem (India)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韓國鼓舞

嘉諾撒聖心書院
春之歌 ( 韓國 )

小鹿與我（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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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學校
手巾舞 ( 摩里斯 )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森普倫圓環舞 ( 斯洛伐克 )

粉嶺官立小學
Portuguese Dance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 海泓道 )
Czechoslovakian Dance

意大利搖鼓舞
Slovak Dance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Hungarian Dance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俄羅斯舞

粉嶺官立小學
Ukrainian Dance

愛爾蘭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Bulgarian Dance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高地舞新編 ( 蘇格蘭 )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Slovak Dance

斯洛伐克舞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Serbian Dance

真光女書院
蘇穆基女子瓶子舞 ( 匈牙利 )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保加利亞泰基亞地域舞蹈

聖保祿學校 ( 中學部 )
Hungarian Dance

匈牙利華柏歌斯地域舞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嘉諾撒聖心書院
阿爾巴尼亞舞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斯洛伐克舞

賽期：2月2日至3日 (小學組)
場地：元朗劇院

賽期：2月3日 (中學組)
場地：元朗劇院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Israeli Dance

聖保祿學校 ( 小學部 )
Polish Children Dance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北區組曲 ( 保加利亞 )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羅馬尼亞舞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Bulgarian Dance

嘉諾撒聖心書院
保加利亞舞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匈牙利戚基地域舞蹈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Armenian Dance

西方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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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舞

意大利搖鼓舞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學校

Meow!

荃灣官立小學
蜜蜂的秘密

瑪利曼小學
Happy Farm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Street Fantasy

瑪利曼小學
Finding Funkytown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驚嘆號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龍鬚糖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善良勇敢爭第一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小小稻草人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大掃除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著睡衣跳舞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誰在森林裡？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女大不中留之小妹愛跳舞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 小學部 )
桔子桔子快快紅

蘇浙小學
爺爺的老嗩吶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迷途咩咩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老鼠偷酒

香港美國學校 ( 小學部 )
在路上

賽期：2月28日至3月1日 (小學低年級組)
場地：屯門大會堂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Time to be......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大掃除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MJ Mix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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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舞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人民 Hero

沙田公立學校
疑神疑鬼嚇餐死

天保民學校
與蚊大作戰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不速之客

港大同學會小學
正向壓力

新會商會學校
Fight

賽期：1月26日（特殊學校組）
2月4日至5日（小學組）

場地：元朗劇院

賽期：2月26日至27日（中學組）
場地：屯門大會堂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 小學部 )

難民潮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電子世界

聖保祿學校 ( 中學部 )
Shall We Talk

大坑東宣道小學
講東講西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幻想……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 長沙灣 )
紊亂新聞

拔萃女書院
Inkheart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殘喘之間

大坑東宣道小學
看雲趣……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Save the Ocean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喜出望外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遷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忽然又一週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忘了時間的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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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中學
我是

中華基金中學
Goodbye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Gravity

零碎的記憶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掌聲響起

距離
聖保祿學校 ( 中學部 )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Faded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 中學部 )
訴說

非常任務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Silence

聖保羅男女中學
I Got Brand New Eyes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咬一口快樂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不速之客

廁紙一朵朵

港大同學會小學
人生污點

您好嗎？ 
大坑東宣道小學

救恩學校
新時代女性

救恩書院
沉澱

聖保祿學校 ( 中學部 )
Broken Wings

嘉諾撒聖心書院
校園默示錄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差不多

宣道中學
Made in China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偷懶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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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中學
白日夢的狂想曲

喇沙書院
The Prison Breakers

五育中學
喪鐘為誰而鳴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記念我的校園生活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打嗝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 中學部 )
Rhythmic Paradise

賽期：1月21日至24日
場地：高山劇場新翼 爵士舞及街舞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再見吧！黑鳥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前途定錢途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Jump

聖嘉勒女書院
緣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 吉利徑 )
We Love Dancing

伯裘書院
Lost it to Trying

聖士提反堂中學
淘寶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Smiling in the Mad World

賽馬會官立中學
Girls Hip Hop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The Happy Clowns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Hunter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瞞「分」

聖保羅男女中學
The Factory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我的暗戀

12

比賽花絮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This is it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生命之光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係愛呀！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Broadway Showgirl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沉默的和平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Kpop Mashup

賽馬會體藝中學
垃圾蟲

佛教黃允畋中學
Team A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Life is a Struggle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一面天堂一面地獄

Dilemma

Dancing in Wild
五育中學

真身的告別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The Midnight Miracle

保良局胡忠中學
Dauntless

Technicolour Beat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A Day of Mine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分裂
聖保羅男女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Mirror 

Chaparral

保良局羅傑承 ( 一九八三 ) 中學
Boy C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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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舞蹈

沙田蘇浙公學
牛仔 

查查查 

賽期：3月3日至4日（小學組）
3月5日（中學組）

場地：伊利沙伯體育館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查查查 

閩僑中學
牛仔 

恩主教書院
查查查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查查查 

聖方濟愛德小學
華爾滋 

光明英來學校
牛仔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 小學部 )

華爾滋

道教青松小學
牛仔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牛仔

救恩學校
牛仔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查查查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查查查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查查查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查查查 

粉嶺公立學校

華爾滋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查查查 

牛仔

牛仔 牛仔 查查查 查查查 
漢華中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聖公會仁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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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剪影
中國舞

爵士舞及街舞

現代舞

西方舞

兒童舞

體育舞蹈

東方舞查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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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舞
1.  宜因應舞蹈員的年齡和能力選材，盡量展示舞蹈員的優點。

2.  宜因應舞蹈員的人數及舞台大小編排隊形圖案和隊形變化，並活用道具，善用舞台的空間。

3.  舞蹈的主題、風格、音樂節奏須與舞蹈員的律動、情感演繹相配合。

4.  宜配合舞蹈主題多創作故事情節，讓舞蹈員在作品裡互動。

5.  改編舞蹈作品時選材要謹慎，須呈現改編風格。

6.  群舞著重整體的配合，流暢多變的構圖能讓畫面更豐富。

7.  宜多注意舞蹈段落轉折的部分，過渡要自然。

	音樂
1.  音樂選材須配合舞蹈主題，旋律宜多變且富特色，以助編舞者創作，以及舞蹈員演繹與發揮。

2.  宜注意提交聲檔的質素及音樂剪接的連貫性

3.  須掌握節奏，舞步和動作應與音樂密切配合，發揮音樂效果。

4.  音樂選段內的歌詞必須配合舞蹈主題，並須注意歌詞是否涉及不雅用詞。

	服裝及道具
1.  服飾及道具須配合舞蹈主題、民族風格和故事情節，以助舞蹈員情感的演繹與發揮。

2.  服飾設計不宜過份華麗、誇張，應以整齊、稱身為主（舞蹈情節需要除外）。

3.  宜充分運用道具

	排練
1.  加強基本訓練，充足的練習有助提升舞蹈員的自信。

2.  多聽音樂能讓舞蹈員注意拍子的變化，從而加強他們的節奏感。 

3.  在較大的場地如禮堂作模擬舞台綵排

4.  注意動作的幅度以準確掌握舞蹈員之間的距離

5.  在合適的時候將舞蹈員分組作互相觀摩學習

	其他
1.  配合適當化妝

2.  注意表情及姿勢

3.  避免在舞台上整理頭髮及服飾

4.  忘記動作時應保持鎮定，避免影響其他舞蹈員。

評審建議
以下內容輯錄自本屆舞蹈節各評判的意見，並由編輯委員會再作整理，內容僅供參考。

	適用於所有舞蹈種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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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舞適用
1.  基本功訓練最為重要

2.  須注意不同民族的風格，包括動律、體態，以及信仰和情緒的表現。

3.  須選取符合該民族的音樂

4.  腳部功夫要紮實，腿和膝蓋對舞蹈演繹也很重要。

5.  切忌腰背僵硬

	東方舞適用
1.  多了解不同國家的歷史、風土人情，以及宗教信仰特色。

2.  須注意不同民族的體態和情緒的表現

3.  服飾宜選取該國家喜愛的色彩如馬來西亞、菲律賓喜愛奪目的顏色

4.  如有樂器，宜多設計動作配合。

	西方舞適用
1.  多了解不同國家的歷史及風土人情

2.  選擇組曲時，應掌握不同地域的風格。

3.  不要忽略面部表情

4.  與舞伴宜多作交流，男女共舞時要表現大方。

5.  當要提高腳或作拍腳動作時須整齊一致

6.  留意動作應以腳掌著地

	現代舞適用
1.  首重創作，切忌堆砌大量動作，若與舞蹈員共同創作更佳，主題要生活化。

2.  跑和走是現代舞的基本功，必須做好。

3.  要多注意呼吸和空間運用

4.  善用道具

5.  須了解動作的意義和配合適當的強度

	爵士舞及街舞適用
1.  宜注重表情、情感和演繹時的情緒，加強藝術表現力。

2.  宜全情投入舞蹈中，理解動作要領，注意把握舞蹈的風格，把自己融入音樂的情感中。

3.  須掌握節奏；動作與音樂密切配合，發揮音樂效果。

4.  宜增加動作的力度和幅度

5.  避免堆砌動作及不合理的故事情節

6.  宜多注意表演的位置如獨舞 / 雙人舞 / 三人舞宜於舞台較前方演出

	兒童舞適用
1.  舞蹈主題以突顯童真童趣為佳

2.  題材宜多展現兒童的生活內容，情節要有趣味性。

3.  宜掌握舞蹈的主題及故事情節、內容，以律動表達兒童情感。

4.  舞蹈編排的時間不宜過短及以簡單的基礎動作為主，讓舞蹈
員易於掌握，避免側重技巧而忽略舞蹈內容和情感的表達。

	體育舞蹈適用
1.  講求與舞伴的合拍及合作性

2.  基本動作及舞步技巧要紮實，上肢與下肢的動作要相互配合。

3.  宜注意動作的力度和幅度上的結合與變化，舞步間要連接暢順，展現平衡穩定與優美的體態。

4.  須掌握節奏；動作與音樂密切配合，發揮音樂效果。

5.  宜多注意舞蹈員的風度、氣質、儀表等總體形象的表達，以及進場和離場時的儀態表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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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桌上

每年的學校舞蹈節都辦得很成功、很出色，今年也不例
外，參加的學校和學生人數逐年遞增，今屆的舞蹈員更超過
二萬人次。歷屆的比賽也創作出許多優秀的舞蹈作品，而作
品題材更很多樣化，有的作品具教育意義，有的作品具勵志
性質，有的則屬娛樂性，更有不少作品表達了童樂、童趣及
童真。這些舞蹈都很適合同齡的兒童表演，創作水平極高，
令人喜愛，更令人鼓舞。在此感謝編舞老師的付出和辛勞，
以及同學們所付出的汗水，還有學校和家長們的支持及配
合。在共同的努力下，這些優秀的舞蹈作品才能成功地在比

賽的舞台上展示出來，讓我們互相觀摩和學習。

藉此機會，我想分享一些自己對舞蹈的看法，希望有助各位了解舞蹈藝術的面貌。

舞蹈是肢體藝術、肢體語言，是一種美。跳舞的目的是展現美和歡樂，是娛樂自己及娛
樂別人的一種藝術，我們從舞蹈中得到教育、欣賞、知識和娛樂。舞蹈要求人、音樂、動作
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我們要求舞蹈員要做到以下四點：

1. 動作要正確熟練；

2. 姿態要自然美妙；

3. 基本功及技巧要紮實；及

4. 表現要專注，投入舞蹈中。

舞蹈員如能做到以上幾點，定能增加舞蹈的感染力，從而提升舞蹈效果。

有人類的地方就有舞蹈，舞蹈是世界各地都不可或缺的一種文化財産，中國也不例外。
中國舞蹈的歷史悠久，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要如何才能夠很好地表達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不
同的舞蹈特色呢？重要的是掌握好民族舞蹈的風格、特點、神韻、動律及表現形態等，從而
提煉、取出精華，編出及跳出動人的舞蹈。

學習舞蹈的同學，必須要熱愛舞蹈，並且要有決心和毅力，以及不怕困難的精神。在導
師努力的指導下，有良好的訓練方法，更要多花時間訓練和參與舞蹈活動，以及對自己要有
信心，認真地練舞，大膽地跳舞，只有這樣才會舞出成績。舞蹈不只是局限於手、腳、身的
運動，而是由內在散發出情感與力量。要做一個成功的舞者，我建議要做到「三多」：

1. 多訓練舞蹈；

2. 多表演舞蹈；及

3. 多觀賞舞蹈。

只有這樣，才可以成為出色的舞者。

以上是我對舞蹈的看法，希望藉此能為有志學習舞蹈的同學提供一點方向，幫助你們繼
續在這條「習舞」之路前行，將來成為我們「舞林」的明日之星。

劉佩雄先生

中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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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桌上

第54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已圓滿完成，小學組的同學們

表現出色，比賽水平顯著提高，藉此機會提出一些建議供編

導老師及同學參考。

選材

1. 小學組需揀選其年齡能夠理解的內容，節奏明快的音樂， 

  讓兒童如在遊戲中快樂起舞；

2. 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需先認識該民族的概況，包括歷史、地理環境、習俗和信仰，

了解其起源才能掌握舞蹈的動律和神韻以及選取恰當的服飾；及

3. 欲提高作品的水平，音樂效果的影響很大，接駁段落不能粗糙，隊形變化需靈活暢

順，服飾亦要突出主題，各方面均考究才能整體提升。

技巧

基本功訓練不可或缺，尤其是獨舞、雙人舞和三人舞，對舞蹈員的表演能力和身段造型

都有較高的要求，但是不能勉強，刪減舞蹈員未能把握的動作，顯露其優點才可盡情發揮。

雙人舞和三人舞需多作互相呼應的編排，避免因身高差距等因素削弱動作的整齊劃一。

期待

尼泊爾舞蹈近年有突破性的飛躍，參賽的舞蹈內容越來越豐富，帶來濃厚民族氣息

的音樂和舞蹈動作，若能豐富隊形調度，加強動作及情節的鋪排，必定可以取得更優秀

的成績，亦極期望有更多的民族舞蹈參與其中。

在今屆優異隊伍的演出節目中，印度獨舞有豐富的手語配合眼神及準確、優美的舞姿，

呈現出印度舞手眼心意統一的韻味，這與老師的教導和表演者的努力是相輔相承的。又如氣

氛熱烈、合作無間的印尼舞隊伍；主題鮮明、編排利落的日本舞隊伍；舞姿優美、自信滿懷

的韓國舞隊伍等等，是老師和同學們努力不懈的豐碩成果。願我們共同奮鬥，一起進步！

廖春慧女士

東方舞

19



評判桌上

轉眼間，參與學校舞蹈節已達三十八年之久。今年度的

西方舞比賽遇到了寒冷天氣，幸好比賽是在設備完善的元朗

劇院舉行，同學及評判仍能在舒適的環境中進行賽事，未受

寒冷天氣影響。

四年前，在金禧慶典排練時，遇到了一位小妹妹，她是

陪她姊姊來練舞的。當年因她年紀小，所以沒有參與演出，

但她很聰明及留心，對姊姊所練習舞蹈的舞步及圖形，都能掌握及記住。我們常說笑，如有

同學突然退出，便由她補上。閒談間，得知她原來有參加小低的比賽，我問她知不知道是跳

哪個地區或國家的舞蹈，又知不知道舞步的名稱及意思，她說只知動作及圖形的做法。可能

她年紀太小，老師說了她也沒留意。我對她說，如她想更進一步，就要加以留意地方風格特

色、舞步的名稱及意思，這將可令她更投入舞蹈之中，更享受跳舞的樂趣。

四年後再次在學校舞蹈節中遇到她，在兩天的比賽中，她參與了四支舞蹈。她的技巧、

投入感及合作性都非常出眾，連獲了四個優等奬，這也是她在小學課程完結前的特別禮物。

但她並沒有特別高興，反而有一點失落，因為她知道她將升讀的中學是沒有舞蹈隊的。這位

小妹妹對西方舞的熱忱，如果因此而畫上句號，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我衷心希望她將來在課

餘的時間，可以繼續參與舞蹈活動，不致浪費了舞蹈天份。

今年的比賽，成績非常好，評判都一致稱讚老師的用心編排及同學的認真練習。同學們

無論在技巧的表現，或節奏的掌握及隊員間的合作方面都非常出色。評判的唯一建議是希望

同學們能夠把整個身體投入在舞蹈和音樂之中，不要像軍操一樣，要令觀眾感受到像在節日

中與其他人一起慶祝和跳舞。要做到這個要求不難，老師只需將地區或國家的特色、風格及

舞步的意思多些說明，也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加以表達，令同學更能了解及掌握，便能演繹出

更佳的效果。

在一節舞蹈比賽中，時間非常緊迫。每支舞蹈之間，只有一至二分鐘的時間來寫評語，

評判們不能寫得太多，但評語着實對老師及同學們有很大幫助。最後祝願學校舞蹈節比賽，

繼續成功，繼續為同學們提供參與舞蹈活動的平台及途徑，也為老師提供更多的進修機會。

劉定國先生

西方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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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桌上

學校舞蹈節開辦兒童舞這類別已有十六年，參加的隊伍

逐年增加，主辦機構對兒童舞的評分準則有清晰的指引，而

參加的舞蹈更可來自不同的舞蹈種類，所以評判桌上會有不

同舞種的評判。然而，有些老師以合適的舞蹈參賽，但所得

成績卻又未能如願，這是否因其對比賽的要求理解不足呢？

因此，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些我對兒童舞的看法及在這幾年擔

任評判的心得和感想。

根據主辦機構對兒童舞的評分準則，兒童舞的主題為突

顯童真童趣，而其他評分範疇如結構和演出則與其他舞類大

致相同。由於沒有民族文化的規範，參賽的舞蹈可以是中國舞，西方舞、社交舞、芭蕾舞、

爵士舞、Hip-Hop，甚至可以是童話故事或日常生活的題材。所以，在整整兩天的比賽中，可

謂百花齊放，令人大開眼界。近年，參加兒童舞比賽的學校也持續增加，這代表着多了低年

級的學生接觸舞蹈，情況令人鼓舞。至於我對表演兒童舞的看法，童真的表現至為重要，表

情需自然流露，動作要配合兒童的能力，所以舞步技巧不宜太深，亦要培養兒童對音樂的節

奏感。而舞蹈編排方面則要考考老師的心思了。不但要有創作意念，更要有故事性的演繹，

能為兒童剪裁不同的角色，讓他們適當地配合音樂、開心地跳舞，就能編織出多元化的舞

蹈。老師若能在排練時令兒童愉快地學習，更有利激發兒童的創造力及潛能。

經過這幾年在兒童舞比賽的評判工作，我和幾位評判對兒童舞都有一些相同的觀感，就

是有不少獨舞的參加者都以舞蹈技巧為主，他們的動作難度超乎一般兒童的水平，有些更是

體操運動的翻騰動作，所表現的舞蹈形體與成年人無異。我覺得就著舞台表演效果來說，這

當然是超卓的表現，令人拍案叫絕，但在短短的舞蹈中則欠缺了童真，試想像兒童的日常生

活中，會否做出這些成年人都不容易做到的動作？希望老師在選材方面，多些考量學生對哪

一種表現模式較爲合適。另一方面，有些舞蹈的音樂較短，有些甚至不足兩分鐘就跳完了，

令台上的舞者未有足夠的時間發揮舞蹈技巧，並且不能利用舞台空間去豐富舞蹈。身為評判

的我好像看了一支未跳完的舞蹈，有時覺得難以置評。所以我希望音樂長度可以酌量增加，

令舞蹈得以完整。

在兒童舞比賽中，不乏看見一些優秀的作品，創作意念極具生活化，各舞者亦能流露童

真的一面，在舞蹈的創作和編排上，老師應記一功。但近年越來越少老師願意絞盡腦汁去創

作比賽舞蹈，很多都是抄考兒童舞表演錄像來參賽，這無疑是方便快捷，但卻缺少了創作元

素。為了提升和肯定老師的創作能力，不少評判都提議在兒童舞比賽中以加分的方式去鼓勵

老師多些創作，同時亦給予在舞蹈創作上付出過努力的老師一個肯定。

最後，我想藉此讚賞為兒童舞蹈盡心盡力的老師，在你們悉心的指導下，很多初小的學

生才能夠在舞台上以舞蹈展現童年生活，構造出一幅美麗的圖畫。小學生是一張白紙，能夠

在舞台上演出老師的意念，全靠台下愉快的學習、努力的訓練，以及同儕之間的相互協作，

從而發展舞蹈潛能，締造成明白之星，老師的辛勞實在是功不可沒！

在這兩天的兒童舞比賽中，我看過大約一百二十支兒童舞蹈，寫了過千字的評語，雖然

是有點疲倦，但當看到一些精彩作品的時候亦會頓時精神振奮。感謝大會給予機會讓我在評

判工作中見識到很多以不同方式演繹的兒童舞，加深我對兒童舞的了解。在此衷心祝願未來

兒童舞在學校舞蹈節中有更好的發展，亦期望各位老師和同學們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能得到

滿意的成績，大家繼續舞蹈人生！

李光華先生

兒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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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桌上

Modern Dance

Naturally, when I was approached to be the adjudicator of the 
Modern Dance category at the Schools Dance Festival (SDF) 17 
years ago, I couldn’t say no. I recall, when I was still a secondary 
student representing my school in competitions, peeping behind 
the adjudicators’ head searching for clues from their posture about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The idea of dance competitions seemed 
ridiculous to me when I was performing professionally. For me, 
dance is an art form. Something can be brilliant to some and 
completely uninteresting to others. However, over time, I have 
grown to value competitions. It came from teaching youth dancing.  

The SDF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adjudicators to gauge what a young person can do at a particular 
age — what they’re capable of and where they should be nurtured developmentally.

This year, I judged both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levels at the SDF. I witnessed about 50 pieces 
of dance in a single day, for 4 days, ranging from solo/duet/trio to group dance involving more than 30 
student dancers. The SDF wouldn’t have been completed without live audiences comprising teachers, 
parents, students and a panel of adjudicators (whom spent hours together sharing our expertise as 
teachers, choreographers and performers). But judging in a competition isn’t anything like I thought it 
would be.

Judging dance is super subjective.  As an adjudicator, you really have to bring your own sensibility. 
Some adjudicators look for musicality, others for technique and emotion, feeling and connection to 
space. No two adjudicators will think the same thing because it’s never black-and-white. Dance has 
many colours to it.

It’s really, really tiring up there. Not only are you sitting in the same position for countless hours, 
mostly in the dark, but your critiques are always taken to heart, despite doing your best to stay positive 
in your comments, and maintaining an objective mind, choosing your words wisely and carefully at all 
times!

Scoring is hard too!  In the SDF, adjudicators are asked to quantify attributes that are qualitative 
and subjective, like “creativity” and “performance”.  But what defines things such as creativity? Is 
it a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choreographic choices or an inventive dance movement with a dramatic 
approach?  It’s tricky to be putting a number on it, but that’s competition.

The performers are so much more skilled than you could imagine. Some dances are performed 
beautifully and could easily be presented on a professional stage with a required technique, musicality, 
precision in a group and overall execution. A dance can touch you personally — in spite of the anxiety 
the dancers are feeling on stage and the time restrictions they have in telling stories or themes.

So many things can affect the judging experience. You can be having a good day or a bad day. 
You feel differently when you are 5 hours into judging than in the first 45 minutes. Adjudicators are 
not computers. I tried to spend the first minute of every piece not thinking anything or jumping into 
preconceived ideas, because that first judgment can be wrong. It is my job as an adjudicator to take this 
in, to appreciate it and, as fairly as I can, give a critique that will help that dance become better.

Of course, dance is not just physical precisions of movement; it is also an art. Judging art isn’t 
exactly theoretical — but there’s certainly more to it than I thought.

Mr Allen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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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桌上

學校舞蹈節爵士舞及街舞組別，從四十一屆開始至今已

踏入第十四個年頭，今年增至四天二百多隊參加。多年來爵

士舞及街舞不斷發展，當中同學們在各方面都成長了不少，

亦有不少同學堅持下去將舞蹈發展成爲終身興趣及事業。

起源

始於20年代美國，爵士舞及街舞多門多類。它一方面

具有強烈的古典芭蕾味道；另一方面擁有非裔美國人的舞蹈

及音樂文化元素，融合性和可塑性非常高，並可隨時吸收最流行的音樂和舞蹈的特性，直接

把節奏及各種情感表達出來。在學校舞蹈節的舞台上，不同風格如Breaking、Classical  Jazz、

Hip Hop、House、Jazz Funk、Locking、Lyrical、Popping、Tap、Theater Jazz、Swing及混合型

Urban等作品亦曾透過各編舞者用心的教導及同學們的熱情展現出來。

技巧

評語中有時會提醒同學“Do  it  right! Do  it  big! Do  it with  style!”動作的準確度、放射性

的力量，以及風格的拿捏在這舞種都很重要。“A low center of gravity”亦是豐富整體感覺的

重要秘訣！除了純粹風格上高能量熱情的舞蹈，不少作品亦加入反映社會生活及表現思想情

感的元素，富有很強的感染力。充滿心思的服裝、道具及小型佈景，今年亦有編舞老師特別

為作品作原創音樂！感謝老師和同學們在編舞及其他多方面的付出，你們的努力，我們都看

到了。

舞蹈表演藝術

「我們的身體」是主要的藝術表現工具，一定的技術性及技巧是必須的。藝術並沒有捷

徑，毫無保留的付出是對舞蹈的承諾。同學們在練習過程會遇上挫折，但信心、毅力和朋友

之間互相扶持是絕對幫得上忙的！當然，還有台上的滿足感及掌聲是汗水與淚水最直接的回

報。台灣無垢舞蹈劇場林麗珍老師曾言：「所有舞者並不是純粹地表演舞蹈，而是傳達一個

重要訊息，所有生命都在生活中，藝術也在生活。在所有換場過程中，我們不知不覺在累積

質地與質感。這些，都讓我們有溫軟的態度來面對生活中的一切。在當中，我也看見了他們

的勇氣與前進。」舞者們常年累積下來的，不只是技藝技巧，更是一種親密相連的情感，並

讓生命回歸最原始的自然。

夢想—我不要做鹹魚！

每天都是一種練習，讓我去尋找足夠的養份繼續追夢。文學作者龍應台老師早前在香

港大學演講上勉勵年青人－在今天年輕的時候應該讓青春理想性的濃度特別提高。對啊！歲

月無聲無息推我們前進，不知不覺被現實輾平。無論什麼年紀，我們都需要有勇氣去追尋夢

想！感謝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每年提供學校舞蹈節這個多元化的平台，讓同學們透過

舞蹈表演藝術，把內心的感受自由而純樸地表現出來。加油啊同學們！發現自己的熱愛並堅

持下去吧。我們來年再會！LOVE...

葉潤霖先生

爵士舞及街舞

23



評判桌上

首先要感謝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多年的帶領，

令各中、小學的參賽學生在體育舞蹈方面有著不同程度的進

步及提升，並開心地進入不同的階段。轉眼十四年了，也要

感謝不同持份者的配合，包括校長、老師、同學、資深評判

團，以及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在今年爲期三天的體育舞蹈比賽裏，喜見大部分的同學

全力以赴，很值得誇獎！而在舞蹈編排、音樂、信心禮儀、

服飾等方面更有著很大的提升，看見同學的成長及進步實在

令人鼓舞！

評判的觀點角度
本人曾獲十七年的香港職業十項冠軍、在英國留學二十年、教學四十年、也擔任了學界

主席評判十四年，想藉此機會與您們分享我的心得。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聯合主辦的這個體育舞蹈比賽，與其他機構主辦的不一樣，

他們主要是想讓同學去發揮和表演。只要你找到一位同學作舞伴，選好音樂，跳好基本步，

就可以得證書，水平再好一點的可以有獎盃，如達到賽手水準的，更會獲得優等獎為學校爭

光。所以我希望各位老師和家長可以支持同學們，早些安排他們參與明年的體育舞蹈吧。

重點提升及注意部分
老師請留意，須根據同學們的空間、程度去做編排，做好基本步及音樂，更重要的是要

能互相溝通、用腳去多練習、明白Partner Dance的基本需求及原則。今年同學們的演出整體上

是有進步，但水平上沒有特別的驚喜和突破，主要原因是基礎功夫不夠紮實；中、小學生均

犯同樣的問題，就是不知道重點在哪裡，力度的掌握該如何去運用及發揮。

華爾滋（WALTZ）
1. 不要想著貼身移動

2. 要做好腳法及舞程線步法的設計

3. 舞伴間須合拍移動一致，男的帶領，女的跟隨

4. 要走直線及要有反身動作—C.B.M.

5. 拍好第三步

查查查（CHA CHA CHA）
1. 過力清楚在第二步（3）

2. 清楚過力在最後一步（1）

尤月興女士

體育舞蹈

牛仔舞（JIVE）
1. 後、前，1、2步（動作要清楚看見）

2. 兩個清楚的橫並步 3a 4 5a 6

3. 帶領與跟隨（推/拉）

4. 彈跳動作（a）3a4（a）5a6

5. 轉圈清楚過力在 3a（4）

建議及展望
體育舞蹈是藝術、體育與音樂融匯在一起，它的好處是能帶給人開心及正能量、增強信

心、成功感、學習與人溝通、敏感度及靈敏度、承擔面對、合作合群、潛力發揮。它也是一

種肌肉體態的訓練、能改善「寒背」、「O型腳」、「內八字腳」等，是青少年健康美麗成長

的最好帶氧運動。

體育舞蹈更是個能夠培養大方得體禮儀的一個活動，值得大家全力支持參加。期盼及展

望同學們打好基礎，將來必定成為社會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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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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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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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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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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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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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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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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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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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會員編號序列）

編舞獎名單

中國舞
小學低年級組

聖三一堂小學 花兒朵朵 ( 朝鮮族 ) 編舞者：霍敏儀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 小學部 ) 小鴨嘎嘎叫 ( 漢族 ) 編舞者：譚玉芳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草原……出發 ( 蒙古 ) 編舞者：蘇潔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暖暖 ( 漢族 ) ( 三人舞 ) 編舞者：鄺婉儀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農家樂 ( 漢族 ) ( 雙人舞 ) 編舞者：鄺婉儀

小學高年級組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雪地紅梅 ( 古典 ) 編舞者：葉碧玲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寫．意 ( 漢族 ) ( 三人舞 ) 編舞者：鄺婉儀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漁．童 ( 漢族 ) ( 獨舞 ) 編舞者：鄺婉儀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苗家小姊弟 ( 苗族 ) ( 三人舞 ) 編舞者：鄺婉儀

中學組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大蘭花與小蘭花 ( 安徽花鼓燈 ) 編舞者：賴文慧

西方舞
小學低年級組

粉嶺官立小學 Portuguese Dance (Duet) 編舞者：KWOK Wai-yu

小學高年級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北區組曲 ( 保加利亞 ) 編舞者：梁綺霞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Hungarian Dance 編舞者：Onodi Attila, Onodiné Csécsi Katalin & Fred YEUNG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Bulgarian Dance (Trio) 編舞者：麥淑娟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羅馬尼亞舞 編舞者：WONG Wai-king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高地舞新編 ( 蘇格蘭 ) 編舞者：曾金全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意大利搖鼓舞 ( 獨舞 ) 編舞者：王敏華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愛爾蘭舞 ( 三人舞 ) 編舞者：王敏華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手巾舞 ( 摩里斯 ) 編舞者：陳翠玲

中學組
嘉諾撒聖心書院 阿爾巴尼亞舞 ( 三人舞 ) 編舞者：LI Kwong-wah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Armenian Dance 編舞者：Abraham LUI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Bulgarian Dance 編舞者：Abraham LUI

真光女書院 蘇穆基女子瓶子舞 (匈牙利 ) 編舞者：TSE Wang-kay, Kenneth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匈牙利戚基地域舞蹈 編舞者：Fred YEUNG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斯洛伐克舞 ( 三人舞 ) 編舞者：鄧偉豐

兒童舞
小學低年級組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我是小廚神 編舞者：梁美嘉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誰在森林裡？ 編舞者：陸家愉

中 國舞 Chinese Dance

西 方舞 Western Dance

兒 童舞 Chidren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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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舞
特殊學校組

天保民學校 與蚊大作戰 編舞者：葉步鴖

救世軍石湖學校 失了知覺 3分鐘之妙想天開 編舞者：葉步鴖

沙田公立學校 疑神疑鬼嚇餐死 編舞者：葉步鴖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人民Hero 編舞者：葉步鴖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 神奇之旅 編舞者：NING Ming-man

小學低年級組
港大同學會小學 功課，做完了？ 編舞者：施寶穎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Save the Ocean 編舞者：CHAN Ling-yuk, Maria

小學高年級組
港大同學會小學 正向壓力 編舞者：施寶穎

港大同學會小學 人生污點 ( 雙人舞 ) 編舞者：施寶穎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電子世界 編舞者：林昭蓉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咬一口快樂 ( 雙人舞 ) 編舞者：林昭蓉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 長沙灣 ) 紊亂新聞 編舞者：LEE Chi-keung, Cary

中學組
嘉諾撒聖心書院 校園默示錄 編舞者：黎德威

聖保祿學校 ( 中學部 ) 距離 ( 三人舞 ) 編舞者：李艾琳

聖保祿學校 ( 中學部 ) Silence (Trio) 編舞者：李艾琳

中華基金中學 Goodbye (Solo) 編舞者：KONG Wan-yi, Ronly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遷 編舞者：LEE Chi-keung, Cary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差不多 編舞者：曾詠暉

宣道中學 Made in China 編舞者：AU Ka-mei, May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掌聲響起 編舞者：林昭蓉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殘喘之間 編舞者：林昭蓉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零碎的記憶 ( 三人舞 ) 編舞者：林昭蓉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非常任務 ( 三人舞 ) 編舞者：林昭蓉

爵士舞及街舞
中學組

聖士提反堂中學 淘寶 編舞者：YU Ka-ho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Hunter 編舞者：張曉芸、韓淑賢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 中學部 ) Rhythmic Paradise 編舞者：曾詠暉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Technicolour Beat (Trio) 編舞者：TANG Shuk-han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瞞「分」 編舞者：陳欣昕

伊利沙伯中學 白日夢的狂想曲 編舞者：楊志菲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前途定錢途 編舞者：李淑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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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舞者：李淑鈴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你的志願 ( 雙人舞 ) 編舞者：陳穎業

五育中學 喪鐘為誰而鳴 編舞者：李淑鈴

五育中學 真身的告別 ( 雙人舞 ) 編舞者：李淑鈴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打嗝 編舞者：李淑鈴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記念我的校園生活 編舞者：TSANG Kai-chuen, Franco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Dilemma (Trio) 編舞者：陸慧琳、郭寶文及黃欣桐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我的暗戀 編舞者：張翼詠

伯裘書院 Free Me (Trio) 編舞者：FOK Ka-wing

爵 士舞及街舞 Jazz & Street Dance

現 代舞 Modern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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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岑若妃、黃智瑜、彭希瑜同學
很開心能夠連續三年代表學校參加學校舞蹈節比賽，最令

我們自豪的是：在這三年習舞的過程中，媽媽都是我們最大的

支持者。三年來，媽媽作為家長義工，協助老師處理各項雜事，

幫助其他有需要的小朋友，老師稱媽媽是她的義務助理。

我們非常熱愛舞蹈，舞蹈令我們充滿自信，當我們每次站

在舞台上，都能令我們投入其中，跳出忘我的境界。非常享受

舞蹈帶給我們的快樂和滿足。希望能夠在今

後學習舞蹈的過程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不負老師和家人對我們的期望！在這裏衷心

感謝宋老師和媽媽對我們在舞蹈上的支持和

幫助！我們會繼續努力！

張雨靜同學
第一次代表學校參加獨舞比賽，心情

既緊張又興奮。緊張，是因為比賽時所有

評判和觀眾的眼光都落在自己身上；興奮，

是因為可以盡情地跳著喜歡的舞步。回想

練習的過程，既艱辛又疲累。但當得知為

學校取得獨舞優等獎及小學組團體優異獎時，什麼辛苦

也都忘得一乾二淨了，那一刻真的感動得哭了出來。謝

謝宋老師和劉老師的教導和鼓勵，我定會繼續努力！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陳嘉恩同學
我參加學校舞蹈節比賽已經有六

年了，中間雖經歷了不少困難。但也

留下了許多美麗的回憶！回想我在一

年級時覺得舞蹈節是一個非一般的比

賽，所以比賽時感到十分緊張；但隨

着年齡的增長，二年級的我，在後台

準備時雖然也十分緊張，甚至連一些舞步也忘記了，

但每當音樂開始時，我就進入了舞蹈的情境裏，完

全投入比賽中，那種奇妙的感覺實在難忘呢！

經過這次比賽後，我便對跳舞產生了濃厚的興

趣，並真正體會到跳舞的樂趣。舞蹈節比賽令我由

喜歡跳舞變成把它視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

台上我除了享受着緊張又刺激的氣氛，更可以把自

己的舞蹈知識以及對舞蹈的愛展示在台上，真是一

種榮幸，所以舞蹈比賽令我對舞蹈的熱情有增無減。

在舞蹈節中，不但令我獲得許多舞台上的經驗，還

讓我認識了不同西方民族的舞蹈特色。因此開拓了

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見識！雖然來年我將升讀中

學，會面對繁重的學業 ，而且可能再沒有踏上舞台

的機會，但我對跳舞的那份愛、熱情和執著是永不

改變的。

鳳溪第一小學

陳嘉寶、賴羽柔同學
我們的小學生涯即將過去，在這六年生活中影響我們最深

遠的就是學習中國舞，令我們最難忘的就是走上學校舞蹈節的

舞台。             

我們這次的舞蹈名稱是「傻妞妞看大戲」，講述兩個小妹

妹去看戲，老師不斷要我們反思看電影時我們是怎樣的？老師

讓我們在生活中的經驗帶入舞蹈，令我們的角色更活靈活現。

在練習過程中，非常辛苦，放學後常常練習至天黑，大家

都拖著疲乏的身軀歸家。但是我們互相支持和提醒，困難又促

進了我倆的友誼，共同前進。練習時我們互相鼓勵，一起練習

以往做不到的技巧，漸漸我們都進步了。在這支「傻妞妞看大

戲」的舞蹈中，試演時我們經歷過很多失敗，無論舞步或是造

型都不斷修正，最後終於在這次比賽中得到了優等獎。我們都

很感動，對於之前的辛苦都覺得是值得的，我們明白成功是需

要經過努力的，也抱著世上無難事，只須堅持就容易！雙人舞

講求的是兩者的合作，我們之間的默契就在這兩年間一點一滴

地累積出來，讓我們成為好知己！

謝謝學校舞蹈節給予

我們一個鍛鍊自己舞蹈及

意志的空間。也謝謝學校

和老師用心栽培和信任，

讓我們發揮。我們在學校

舞蹈節比賽暫時畫上一個

完美的休止符，接下來我們都期待在中學生活中繼續參與學校

舞蹈節，繼續努力！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施宏諾同學
我的第一次跳舞比賽已是六年

前的事情了……當時我只是初試舞

蹈，誰料一跳便喜歡了它。以往無論

家人或自己，都認為跳舞是女生的專

利，但這一跳，讓我們完全改觀。

我第一次表演的地方是高山劇場。平日老師對我

們的要求很嚴格，要我們認真地練習，希望我們能在

舞台上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在台側準備時，

我全身顫抖，害怕得要命，但鍾老師卻可以讓我冷靜

下來，盡全力表演。我很享受在舞台的每一刻、好喜

歡每一個跳躍、喜歡掌聲……難以形容的滿足。當評

判都在給分數，我們又返回現實，十分害怕，怕成績

不好。但我心想：「只要我們有努力做好自己的部分，

就算不能取得最好的成績也不要緊。」宣佈結果了 !

我們的舞得了優等獎，大家都歡喜若狂。

幾個月後，意想不到的是，我們第一次代表學校

出賽，便成功奪得團體冠軍。那時，我才明白到為甚

麼老師每次都要我們反複地操練、對動作的要求一絲

不苟。老師宣佈我們得獎時，我快激動得哭出來了。

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很有成就感 ! 我很慶幸能在小學的

生涯中，無間斷的跳舞。若不是鍾老師的提拔，我永

遠也不會有今時今日的造就。快要離開小學了，我只

想說：「鍾老師，謝謝你！也謝謝學校舞蹈節給我們

的大舞台，我會一直舞下去！」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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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曾源生同學
2 月 3 日，對

普通人可能只是

平平無奇的一天，

但對我校的舞者

來說，卻無比重

要：這天正是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中學西方舞

組別比賽的日子。作為舞蹈隊的新隊員，這

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盛大的比賽，而那一刻的

回憶仍歷歷在目……

記得比賽那天，當我們到達場地之際，

見其他對手那勝券在握的樣子，心裡已開始

為此忐忑不安。幸好，我校其他同伴也正信

心十足的加緊練習。這彷彿為我打下一支強

心針，讓憂心忡忡的我安定下來。

當我站在台上的那一刻，我感覺自己成

為了燈光的焦點，觀眾眼中的主角，所有人

專注的對象。我為此而感到自豪和雀躍，臉

上的笑容把之前心底的畏懼一一「抹掉」。

我享受站在舞台的時刻，我喜愛在台上展示

自己努力的成果，我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感

到滿足和自豪。

比賽已結束，回頭望去，再次泛起種種

回憶，有笑有淚，都深深烙印在腦海裡。這

一刻，我突然再次想起那熟悉的旋律，那熟

悉的舞台。我彷彿穿越時空，又回到那一刻，

再次享受舞台上的點點滴滴……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龐禮恩媽媽
在學校舞蹈節的旗幟下，同學們滿有自信地在

台上演出中國舞，眼淚就在我的眼眶打轉，勾起了
多年前的美好回憶……在那些年，我曾參加學校舞

蹈節達十屆之久，是每年的重要盛事。可惜中學畢
業後再也沒踏足舞台，滿以為自己的舞蹈生命就此
完結，想不到相隔多年，我再次與這面熟悉的旗幟
相遇，身份雖已由參賽者「榮升」為家長義工，但
那份親切感依舊，彷彿自己與女兒一起參賽、一起
等待成績、一起吶喊歡呼！感恩女兒正延續著媽媽

的夢想，不知會否在某年某天，我和女兒可同台演出呢？

李倩兒爸爸
平日工作雖然忙碌，我也會盡量抽空到場支

持倩兒每次的比賽和演出。倩兒由小一開始學習
芭蕾舞，隨後入選西方舞校隊，看見她踏上舞台，
勇於面對觀眾及評判，絲毫也沒有害羞，心中有
說不出的喜悅。從參與群舞演出上，她更學懂團
體合作精神，向著共同目標而努力。寄望她升中
後仍繼續參與學校舞蹈節！

何嘉睎媽媽
慶幸嘉睎二年級時入選了兒童舞校

隊，代表學校參加學校舞蹈節比賽。每次
演出，同學們為了做到最好，不怕辛苦加
班練習。感謝導師及老師們悉心教導及栽
培，令她們的技巧不斷提高，越跳越有默
契！我本人是一位全職媽媽，經常可以做

義工幫忙賽前的準備。剛完了的西方舞比賽，同學們獲獎，我也
感到很自豪及高興！期待嘉睎在明年比賽有更好的表現！

循道學校

曾曉翔老師

學校舞蹈節是香港舞蹈界一年一度的重要賽事，參賽隊伍之多，舞種之齊全堪稱全港舞蹈藝

術比賽之最。今年有幸第一次帶隊參與中國舞組別比賽，受益良多，參後感如下：

一、舞蹈題材豐富多樣
縱觀多場中國舞賽事，舞蹈作品的選材充分體現了舞蹈生動豐富的特點，除了漢、藏、蒙、

維、朝鮮這五大民族之外還涵蓋了彝、苗、傣、滿等富有鮮明舞蹈風格與特色的少數民族。這些華麗生動的服裝設計和

道具應用讓觀眾直觀的透過舞蹈來感受各個民族的風土人情，極大的發揮了舞蹈這門藝術的審美作用。

二、參賽者表現力豐富、舞蹈技術技巧表現完整
作為一個青少年年齡段的舞蹈賽事，舞台上孩子們在技術技巧與表現力上真的令人眼前一亮。無論是喜是悲是怒

是驚都可以在孩子的臉上看到真實的寫照，從這點上可以看出在平時的訓練中教師並不單純只是教授動作，還比較準

確深入的給同學們講解了舞蹈作品的背景和情節的發展脈絡。大部分節目的編排都比較流暢，沒有出現「生硬炫技」

的畫面，難度上也比較符合青少年身心發展的規律和特點。

俗話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任何一支完美的舞蹈都和日常嚴謹的訓練分不開。透過此次參賽，也讓我

看到自己在日常教學中需要精進和注意的一些問題，這是比賽帶給我最大的反思。

顧問： 黃蘭心女士（教育局體育組總課程發展主任）

譚張潔凝校長 (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董事兼執行委員會主席 )

  朱少貞校長（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楊君儒先生（香港學界舞蹈協會董事兼執行委員會外務秘書）

執委： 陳立宜助理校長  宋　潔女士  丁志敏女士

鄧筠樺女士  郭娉婷女士  吳穎雯女士

主編： 袁麗芳女士（教育局體育組課程發展主任）

副編： 吳琼琳女士（香港學界舞蹈協會行政主任）

吳佩珠女士（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助理行政主任）

編輯委員會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辦事處

地　　址：觀塘鴻圖道 17 號發利工業大廈

　　　　　10 樓 1016 室

電　　話：3741 2973

傳　　真：3741 2979

電子郵箱：schools.dance.association@gmail.com

網　　址：www.hksd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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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舞蹈節系列：教師工作坊

對  象：學校教師及舞蹈教師
時  間：09 : 30 - 17 : 00
地  點：九龍紅磡高山道 77 號高山劇場新翼一號排演室
報名方法：於教育局培訓行事曆 （網址 : tcs.edb.gov.hk）報名

7 月的工作坊將於 6 月上旬開始接受報名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教育局

聯 合 主 辦

體育舞蹈 ( 華爾滋及牛仔 )

導師：尤月興女士 
2018年4月21日

（星期六）

爵士舞

導師：陳國恒先生
2018年4月14日 

（星期六）

現代舞

導師：黃振棠先生 
2018年7月3日
（星期二）

中國舞

導師：胡錦明先生 
2018年7月9日
（星期一）

舞踏 ( 暗黑舞蹈 )

導師：莫穎詩女士 
2018年7月14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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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孚 社 區 會 堂

節 目 表
演出學校 舞蹈種類 舞蹈名稱

1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中國舞 牛角角銀花花（苗族）

2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體育舞蹈 查查查

3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中國舞 魚兒（傣族）

4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The	midnight	miracle

5 路德會沙崙小學 中國舞 春遊樂（漢族）

6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中國舞 原野上（蒙古）

7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體育舞蹈 牛仔

8 保良局志豪小學 中國舞 采薇（古典）

9 救恩學校 現代舞 新時代女性

10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中國舞 山林拾趣（苗族）

11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中國舞 竹	( 傣族 )

12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體育舞蹈 查查查

13 香港真光中學 現代舞 我是

14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中國舞 下雨了（傣族）

15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東方舞 童趣（日本）

日期：2018年3月2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4時至5時30分
下午3時正在美孚社區會堂地下大堂派
發免費門票
觀眾可獲精美紀念品乙份！

聯合主辦：教育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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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化 中 心

聯合主辦：教育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節 目 表
演出學校 舞蹈種類 舞蹈名稱

1 天主教博智小學 中國舞 上菜喇	(彝族 )
2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西方舞 Bulgarian	Dance

3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中國舞 臨水	( 民間 )

4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Dancing	in	Wild

5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中國舞 梨園俏妞妞	( 漢族．古典 )

6 寶覺小學 東方舞 Bollywood	Dance	(India)

7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中國舞 憶起	( 膠州秧歌 )

8 港大同學會小學 現代舞 人生污點

9 嘉諾撒聖心書院 西方舞 阿爾巴尼亞舞

10 聖保祿中學 中國舞 春天的步伐	( 朝鮮族 )

11 香港美國學校 兒童舞 在路上

12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中國舞 雨後彩虹	( 黎族 )

13 聖保羅男女中學 爵士舞及街舞 分裂

14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中國舞 魚兒水中嬉	( 傣族 )

15 可道中學	( 嗇色園主辦 ) 中國舞 臨水	( 古典 )

16 閩僑中學 體育舞蹈 牛仔

17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西方舞 Irish	Dance

18 沙田蘇浙公學 中國舞 小伙、四弦、馬櫻花	(彝族 )
19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現代舞 非常任務

日期：2018年4月1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室內大堂

場地贊助： 37



日期：2018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對象：升小學四年級至升中學一年級學生 

西方舞
（以遊戲為主）

中國舞 現代舞
（創作）

劉定國先生(香港) 劉馮杏美女士(香港) 粟清玲女士(貴州) 張雅婷女士(台灣)
	y 資深西方民族舞教師

	y 學校舞蹈節評判

	y 獲英國皇家舞蹈教師
協會頒贈 Isabel Haxell 
Cup

	y 資深西方民族舞教師

	y 學校舞蹈節評判

	y 獲秘魯駐香港及澳
門總領事館頒發
「卓越獎」

	y 中國民族民間舞教研室
主任

	y 貴州大學音樂學院舞蹈
系擔任講師

	y 獲北京奧運會少兒專
場節目頒發「優秀指導
教師」

	y 自由舞者與編舞者

	y 獲邀於高雄新古典
室內樂團擔任
《築詩•逐詩》舞蹈
編排

	y 擔任 2009 年高雄
世界運動會開幕編舞

時間 內容
8:30 報到

9:00 簡介

9:30-12:00 分組活動

12:00-13:00 午膳

13:15-15:45 分組活動

16:00 展示學習成果

16:30 大合照

17:00 領取參與證書

形式：共有三個舞蹈種類，分組上課（學生可選擇上午及下午分別參與不同的舞蹈種類）
費用：全免（每名參加者須以劃線支票交港幣 50 元按金，支票將於當日活動後即場退回，

未能完成全日活動的參加者將不獲發還按金）

報名方法：報名表將於 6月上旬上載至香港學界舞蹈協會網頁：www.hksda.org.hk

第 54 學校舞蹈節系列

小學 舞蹈同樂日 2018

聯合主辦：教育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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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對象：中學生

爵士舞 中國舞 現代舞
（創作）

趙浩然先生(香港) 蘇婭菲女士(北京) 張媛女士(甘肅) 張雅婷女士(台灣)
	y 學校舞蹈節評判

	y 藝團「結界達人」
藝術總監

	y 香港街舞發展聯盟
召集人

	y 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
院編導講師

	y 中國文聯文藝研修院專
家諮詢委員會專家委員

	y 榮獲國家民族事務委
員會頒發的個人突出
貢獻獎

	y 蘭州群星藝術培訓學
校校長

	y 中國民族民間舞等級考
試甘肅委員會副主任

	y 蘭州市教育局中小學
生藝術節領導組成員

	y 自由舞者與編舞者

	y 獲邀於高雄新古典
室內樂團擔任
《築詩•逐詩》舞蹈
編排

	y 擔任 2009 年高雄
世界運動會開幕編舞

時間 內容
8:30 報到

9:00 簡介

9:30-12:00 分組活動

12:00-13:00 午膳

13:15-15:45 分組活動

16:00 展示學習成果

16:30 大合照

17:00 領取參與證書

形式：共有 3個舞蹈種類，分組上課（學生可選擇上午及下午分別參與不同的舞蹈種類）
費用：全免（每名參加者須以劃線支票交港幣 50元按金，支票將於當日活動後即場退回，

未能完成全日活動的參加者將不獲發還按金）

報名方法：報名表將於 6月上旬上載至香港學界舞蹈協會網頁：www.hksda.org.hk

第 54 學校舞蹈節系列

中學 舞蹈同樂日 2018

聯合主辦：教育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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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屆學校舞蹈節

 Winners’ Performance cum Prize Presentation

th Schools Dance Festival
優勝者表演暨頒獎典禮

 節目詳情 For programme details： www.hksda.org.hk 
 查詢 Enquiry： 3741 2973  
 聯合主辦 Jointly Presented by：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Schools Dance Association Limited

場地及售票服務贊助

VENUE & TICKETING SERVICES 
SPONSORED BY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Auditorium, Sha Tin Town Hall 
HK$50/$65/$80

門票4月2日起 
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4 日 
2-4 May 2018
2018 年 5 月 5 日至 6 日 
5-6 May 2018

7:30pm

4:30pm

Tickets will be on sale at all URBTIX outlets from 2 Apr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