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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小學部)

高原精羚 (藏族)

聖安當小學
扇．武 (漢族)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大碗茶 (漢族)

香港嘉諾撒學校

舞鼓話太平 (漢族)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喜慶 (漢族)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鼓舞聲聲 (漢族)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谷子好 (漢族)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女生相 (古典)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扇花紛飛 (漢族)

中國
舞

賽期：1月15日至20日

場地：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小學高
年級組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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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花絮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燃燒的節日 (彝族)

聖公會聖匠小學
春遊 (朝鮮族)

聖羅撒學校
那一片田野 (漢族)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馴馬樂 (蒙古)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小板凳 (苗族)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筷．樂 (蒙族)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吉祥金獅 (漢族)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羌山童樂 (羌族)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淮河小丫 (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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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鼓舞同樂 (漢族)
聖公會蒙恩小學

傳承 (藏族)

保良局世德小學
花溪 (苗族)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河邊嬉水河邊樂 (漢族)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農耕樂 (漢族)
培僑書院 (小學部)
喜鵲喳喳喳 (漢族)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紅河妙韻 (傣族)

鮮魚行學校
新帽子 (朝鮮族)

鮮魚行學校
草原放牧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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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木屐木屐 (哈尼族)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

歡騰的草原 (蒙古)

五邑鄒振猷學校

小小紅燈籠 (漢族)

五邑鄒振猷學校
銅鈴響叮噹 (彝族)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花布丫 (壯族)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春牛呈祥 (漢族)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刀馬旦 (古典)

福德學校
爾瑪依撒 (羌族)

北角官立小學 (雲景道)
躍然書簡 (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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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扇花兒飛 (漢族)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彝娃娃 (彝族)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樂作．作樂 (哈尼族)
啟思小學

歡慶 (漢族)

聖嘉祿學校
迎歌起鼓 (漢族)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咿板嘟 (哈尼族)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彝族姑娘 (彝族)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鼓．影 (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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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鐸學校
小鼓娃 (漢族)

慈航學校
春天的草原 (蒙古)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高原孩子 (藏族)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戴羽毛的小姑娘 (哈薩克族)

香港潮陽小學
我心中的那片綠 (漢族)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香香的 兒迎端午 (漢族)

光明學校
山春 ( 族)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太陽出來暖洋洋 (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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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期：1月21日

場地：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英華女學校
A Worker (Solo)

現代
舞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擺脫 (雙人舞)

香港真光中學
無人知曉 (獨舞)

張祝珊英文中學
Dawn (Trio)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中學部)
Opportunity (Solo)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進行中…… (三人舞)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吞噬 (三人舞)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Lift Me (Trio)

中學組獨舞／雙人舞／三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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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期：7月9日 (小學低年級組及

  小學高年級組)

場地：高山劇場新翼排演室

現代
舞

爵
街
舞
舞及

士

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Amor (Solo)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Follow the Flow (Solo)

激活英文小學
Good Good Morning (Solo)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Timelapse (Solo)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呼吸，走下去…… (獨舞)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浪花一朵朵 (獨舞)

荃灣官立小學
家 (獨舞)

賽期：7月4日 (中學組)

場地：高山劇場新翼排演室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是「蜚」 (獨舞)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原訂於2020年1月15日至3月6日舉行，惟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原訂於
2月4日至3月6日舉行的比賽因停課而取消。至5月下旬，全港學校開始分階段復課，獨舞補賽得以順利舉行。

獨舞補賽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小學部)
Never had a Friend Like Me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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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舞

賽期：7月6日 (特殊學校組、

  小學低年級組及小學高年級組)、

  7月7日 (中學組)

場地：高山劇場新翼排演室

西方
舞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西班牙舞曲 (獨舞)

賽期：7月5日 (小學低年級組、小學高年級組及中學組)

場地：高山劇場新翼排演室

慈航學校
舞蝶 (漢族) (獨舞)

北角官立小學
春蝶 (漢族) (獨舞)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我和月亮說句話 (古典) (獨舞)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小小俏花旦 (漢族) (獨舞)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魚兒 (傣族) (獨舞)

瑪利曼小學
馬蘭花 (蒙古) (獨舞)

激活英文小學
月亮初來 (漢族) (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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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風鈴製作

相片由參賽學校提供

元朗公立中學
咏風蘭 (古典) (獨舞)

明愛馬鞍山中學
或是夢 (古典) (獨舞)

藍田聖保祿中學
咏荷 (膠州秧歌) (獨舞)

港大同學會書院
子夜歌 (古典) (獨舞)

香港真光中學
轉山 (藏族) (獨舞)

聖伯多祿中學
故里醇香 (蒙古) (獨舞)

九龍真光中學
月之花語 (傣族) (獨舞)

東方
舞

賽期：7月5日 (小學高年級組及中學組)

場地：高山劇場新翼排演室

香港真光中學
埃及棍舞 (獨舞)

Discovery College
Kathak (North India)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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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志勇先生、陳起馨先生MH、陸恩美女士、溫雄先生、郭美怡女士

中國舞

曾金星先生、溫雄先生、石成初先生、童小紅女士、梁美雲女士

雷潔儀女士、童小紅女士、劉佩雄先生、李艾琳女士、梁其芬女士

柯志勇先生、雷潔儀女士、何浩川先生、童小紅女士、郭美怡女士

莊陳波先生、林彩蘭女士、冼源先生、楊雲濤先生、陳磊先生

石成初先生、溫雄先生、何浩川先生、雷潔儀女士、梁美雲女士

15 / 1 / 2020

17 / 1 / 2020

19 / 1 / 2020

20 / 1 / 2020

6 / 7 / 2020
7 / 7 / 2020

柯志勇先生、石成初先生、陸恩美女士、梁美雲女士、顏木蘭女士

曾金星先生、陳起馨先生MH、陸恩美女士、雷潔儀女士、郭美怡女士

16 / 1 / 2020

18 / 1 / 2020

評判  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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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  剪影

東方舞

現代舞
西方舞

爵士舞及街舞

評判名單

楊春江先生、鄺韻儀女士、馬才和先生、郭慧芸女士、錢秀蓮博士

劉馮杏美女士、吳雪梅女士、劉定國先生、鄧燕雯女士、區世傑先生

吳曼花女士、陳紹傑先生、黃志榮先生、葉潤霖先生、趙浩然先生
丘思詠女士、林偉源先生、鄺韻儀女士、黃振棠先生、黃美玉女士

本會及教育局謹向下列評判（按姓氏筆劃序列）致謝：

丘思詠女士 石成初先生 何浩川先生 吳曼花女士

吳雪梅女士 李艾琳女士 冼　源先生 林偉源先生

林彩蘭女士 柯志勇先生 柯敬志先生 馬才和先生

區世傑先生 梁其芬女士 梁美雲女士 莊陳波先生

郭美怡女士 郭慧芸女士 陳起馨先生MH 陳紹傑先生

陳　磊先生 陸恩美女士 曾金星先生 童小紅女士

黃志榮先生 黃美玉女士 黃振棠先生 楊春江先生

楊雲濤先生 溫　雄先生 葉潤霖先生 雷潔儀女士

廖春慧女士 趙浩然先生 劉佩雄先生 劉定國先生

劉馮杏美女士 鄧燕雯女士 鄭書正先生 錢秀蓮博士

鍾　浩先生 鄺韻儀女士 顏木蘭女士

林彩蘭女士、廖春慧女士、柯敬志先生、鄭書正先生、鍾浩先生

5 / 7 / 2020

5 / 7 / 2020

21 / 1 / 2020

9 / 7 / 2020
4 / 7 / 2020

攝影：風鈴製作 13



«	風格和體態是中國舞的重點，基礎訓練最為重要
«	民族舞的標誌性動作需加強動律及手位的規範
«	導師的示範有助啟發學生
«	要加強動律、動作的協調性
«	民族舞要選用正確的民族音樂
«	必須留意音樂的錄製質素
«	動作的編排要自然流暢，不要堆砌技巧
«	群舞最基本的要求是動作整齊，留意身體角度及
方向是否一致

«	動作的快、慢、輕、重要有分別
«	注意流動的腳步是碎步還是圓場步
«	不要端肩，腳的蹦勾要清楚
«	要注意落腰時的體態
«	舞蹈員的表情要生動
«	道具不要妨礙表演
«	隊伍出場定形時已需要站好位置
«	需避免頭飾或道具在演出時鬆脫

«	舞蹈員的基本功訓練需加強，要注意風格的
基本動律

«	民族舞要選用正確的民族音樂
«	選材要適合舞蹈員年齡，動作要符合舞蹈員
的能力

«	技巧性動作需與舞蹈的編排、情緒及情節的
變化配合

«	導師在指導動作時應多強調單一動作和複合
動作的不同之處

«	上身要配合手部的動作
«	避免選用過於花巧的道具
«	舞台空間的運用在獨舞中更為重要，需更好
的調動和變化

第五十六屆學校   舞蹈節評判總評摘要
  本屆學校舞蹈節評判以撰寫評語形式，
向該節參賽師生提供建議，執行委員會委員及
秘書處則編撰成《評判總評》電郵給每一節的
參賽學校。以下是整個賽期的總評摘要，
供大家閱覽！

中國舞群舞
（賽期：2020年1月15日至20日）

獨舞
（賽期：2020年7月6日至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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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加注意現代舞在脊髓、地板及落地的訓練
«	建議多聽不同類型的音樂，以流行曲以外的
	 音樂編舞
«	如選取有歌詞的音樂，需留意歌詞內容是否
	 切合主題
«	應按舞蹈員的性格及能力去編舞
«	舞蹈員需理解舞蹈內容與動作的關連
«	動作需與主題配合，不應堆砌大量技巧性動作
«	嘗試運用呼吸帶動及連結動作
«	適當運用「停頓」有助產生對比及增加層次感
«	表情宜多加變化，例如以不同的笑容展現開心的情緒
«	如選用道具，需思考道具的功能及如何與動作結合

«	要了解爵士舞/街舞的由來和文化
«	需注意呼吸、動作的幅度及力度
«	上胸腔的活動對表達情感非常重要
«	轉的時候不要縮肩，力度要平均
«	需留意音樂風格及節奏是否與主題相符
«	動作需配合音樂，注意重拍及定位的用力方法
«	動作要有連貫性，不要突然做較高難度的動作
«	故事結構宜加以發展，情感的變化要自然

第五十六屆學校   舞蹈節評判總評摘要

現代舞

東方舞
爵士舞及街舞

獨舞、雙人舞、三人舞
（賽期：2020年1月21日及7月9日）

獨舞
（賽期：2020年7月4日）

«	創作舞的舞蹈名稱應有
	 主題而不止國家名稱
«	如非必要，建議舞蹈員待
	 音樂開始一小段後才起舞
«	舞蹈編排不宜太短
«	應突出舞蹈員的優點
«	如選用道具，需留意在舞台上
如何處理道具

獨舞
（賽期：2020年7月5日）

«	需加強民族風格的表達及承傳
«	應加入指定國家的特色舞步以加強風格
«	應按舞蹈員的技巧水平採用相應的舞步
«	舞蹈員需多聽比賽音樂
«	演出獨舞時需表現自信

西方舞
獨舞

（賽期：2020年7月5日）

延伸閱讀：其他屆數的評判評語撮要（www.hksda.org.hk/#publications）

攝影：風鈴製作 15



優等獎名單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小小俏花旦	(漢族)	(獨舞)

小學低年級組

聖嘉祿學校 迎歌起鼓	(漢族)
瑪利曼小學 馬蘭花	(蒙古)	(獨舞)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馴馬樂	(蒙古)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扇花紛飛	(漢族)
北角官立小學	(雲景道) 躍然書簡	(漢族)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春牛呈祥	(漢族)
香港嘉諾撒學校 舞鼓話太平	(漢族)
北角官立小學 春蝶	(漢族)	(獨舞)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喜慶	(漢族)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扇花兒飛	(漢族)
聖羅撒學校 那一片田野	(漢族)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戴羽毛的小姑娘	(哈薩克族)
啟思小學 歡慶	(漢族)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女生相	(古典)
聖公會聖匠小學 春遊	(朝鮮族)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彝族姑娘	(彝族)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小學部) 高原精羚	(藏族)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高原孩子	(藏族)
聖安當小學 扇．武	(漢族)
福德學校 爾瑪依撒	(羌族)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花布丫	(壯族)
真鐸學校 小鼓娃	(漢族)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咿板嘟	(哈尼族)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彝娃娃	(彝族)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鬧新春	(漢族)
鮮魚行學校 草原放牧	(西藏)
鮮魚行學校 新帽子	(朝鮮族)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刀馬旦	(古典)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谷子好	(漢族)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紅河妙韻	(傣族)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淮河小丫	(漢族)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鼓舞同樂	(漢族)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木屐木屐	(哈尼族)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太陽出來暖洋洋	(苗族)
保良局王賜豪	(田心谷)	小學 踩雨水	(傣族)

小學高年級組

中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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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航學校 春天的草原	(蒙古)
慈航學校 舞蝶	(漢族)	(獨舞)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樂在哈尼	(哈尼族)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辣椒．辣	(苗族)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燃燒的節日	(彝族)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河邊嬉水河邊樂	(漢族)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我和月亮說句話	(古典)	(獨舞)
培僑書院	(小學部) 喜鵲喳喳喳	(漢族)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 歡騰的草原	(蒙古)
保良局世德小學 花溪	(苗族)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大碗茶	(漢族)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鼓舞聲聲	(漢族)
五邑鄒振猷學校 小小紅燈籠	(漢族)
五邑鄒振猷學校 銅鈴響叮噹	(彝族)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農耕樂	(漢族)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香香的糉兒迎端午	(漢族)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樂作．作樂	(哈尼族)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羌山童樂	(羌族)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吉祥金獅	(漢族)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鼓．影	(漢族)
聖公會蒙恩小學 傳承	(藏族)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魚兒	(傣族)	(獨舞)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小板凳	(苗族)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筷．樂	(蒙族)
香港潮陽小學 我心中的那片綠	(漢族)
光明學校 畲山春	(畲族)
激活英文小學 月亮初來	(漢族)	(獨舞)

小學高年級組

港大同學會書院 子夜歌	(古典)	(獨舞)
聖伯多祿中學 故里醇香	(蒙古)	(獨舞)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雪中梅	(膠州秧歌)	(獨舞)
香港真光中學 轉山	(藏族)	(獨舞)
九龍真光中學 月之花語	(傣族)	(獨舞)
藍田聖保祿中學 咏荷	(膠州秧歌)	(獨舞)
明愛馬鞍山中學 或是夢	(古典)	(獨舞)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錦瑟	(古典)	(獨舞)
元朗公立中學 咏風蘭	(古典)	(獨舞)

中學組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西班牙舞曲	(獨舞)

中學組

西方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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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中學 埃及棍舞	(獨舞)
Discovery	College Kathak	(North	India)	(Solo)

中學組

東方舞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是「蜚」	(獨舞)

中學組

爵士舞及街舞

小學低年級組
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Amor	(Solo)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小學部) Never	had	a	Friend	Like	Me	(Solo)
激活英文小學 Good	Good	Morning	(Solo)

小學高年級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浪花一朵朵	(獨舞)
荃灣官立小學 家	(獨舞)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Follow	the	Flow	(Solo)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呼吸，走下去……	(獨舞)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Timelapse	(Solo)

中學組
英華女學校 A	Worker	(Solo)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Lift	Me	(Trio)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擺脫	(雙人舞)
香港真光中學 無人知曉	(獨舞)
張祝珊英文中學 Dawn	(Trio)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中學部) Opportunity	(Solo)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進行中……	(三人舞)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吞噬	(三人舞)

現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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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舞獎名 單

小學高年級組
學校名稱 舞蹈名稱 編舞者

聖安當小學

鮮魚行學校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香港潮陽小學

扇．武	(漢族)

草原放牧	(西藏)

羌山童樂	(羌族)

鼓．影	(漢族)

我心中的那片綠	(漢族)

李彩霞

蘇潔明

鄺婉儀

賴文慧

鍾鎧汶

中國舞

現代舞

爵士舞及街舞

中學組
學校名稱 舞蹈名稱 編舞者

英華女學校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聖保祿學校	(中學部)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A	Worker	(Solo)

Lift	Me	(Trio)

擺脫	(雙人舞)

吞噬	(三人舞)

Daan	WONG

Eileen	LEE

Eileen	LEE

林昭蓉

中學組
學校名稱 舞蹈名稱 編舞者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是「蜚」	(獨舞) 李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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