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日期：2017年10月22日、29日、 11月26日、12月3日  及 10日

比賽場地：兆基創意書院 (多媒體劇場)，青年廣場 (Y劇場及舞蹈劇場)，聖雅各福群會 (明華堂)

評判：

註: 得獎證書領取方法請見最後頁。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

郭芓彤 幼兒 B 組 芭蕾舞獨舞
羅逸雅芭蕾舞爵士舞學

校
優秀(銅獎)

黎泳彤 幼兒 C 組 芭蕾舞獨舞
羅逸雅芭蕾舞爵士舞學

校
張麗梅 冠軍

李綽悠 幼兒 C 組 芭蕾舞獨舞 亞軍

駱在晴 幼兒 C 組 芭蕾舞獨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季軍

唐琬曈 幼兒 C 組 芭蕾舞獨舞 Sunkids Kindergarten 優異

黃心柔 幼兒 C 組 芭蕾舞獨舞 晶晶幼稚園 優異

周安由 兒童 A 組 芭蕾舞獨舞 Theatre Move Cheng Hoi Yan 冠軍

陳美華 兒童 A 組 芭蕾舞獨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呂詠思 冠軍

張珮珺 兒童 A 組 芭蕾舞獨舞
Alice Cheng 

School of Ballet
亞軍

關以心 兒童 A 組 芭蕾舞獨舞 Nessa Dance Studio 亞軍

郭榆 兒童 A 組 芭蕾舞獨舞 Theatre Move 季軍

黃溢晴 兒童 A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芭蕾舞班
季軍

李衍柔 兒童 A 組 芭蕾舞獨舞 T.Art Dance Center 優異

林棋焯 兒童 A 組 芭蕾舞獨舞 Nessa Dance Studio 優異

陳官逵 兒童 A 組 芭蕾舞獨舞 Theatre Move 優異

廖梓杏 兒童 A 組 芭蕾舞獨舞
Emma Tse Elite Dance 

Academy
優異

王樂遙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SJ BALLET DE ARTS SJ BALLET DE ARTS Mr. Davit 冠軍

呂晴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嘉諾撒聖家學校

（九龍塘）
冠軍

李庭萱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芭蕾舞團
謝明鳳 冠軍

林靖淳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芭蕾舞團
謝明鳯 冠軍

袁㮾溰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Glamor Ballet School Claudia Yeung 冠軍

歐陽芷澄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芭蕾舞團
謝明鳳 冠軍

何嘉睎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芭蕾舞團
亞軍

蔡國波女⼠ 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在中央芭蕾舞團任主要演員及獨舞演員，曾隨團到世界各國演出。蔡女⼠於2006年獲⺠政事務處頒發

「⺠政事務局局⻑嘉許獎狀及獎章、於2011年獲「香港舞蹈聯會」頒發「舞蹈藝術傑出貢獻獎」。現為愛藝舞蹈團團⻑及藝

術總監及香港多個藝術團體的舞蹈總監，亦曾為多個舞蹈比賽擔任評判。

第十四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舞蹈比賽 得獎名單

姓名 / 隊伍名稱

黎天虹女⼠

余艷芬女⼠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曾擔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現為「香港舞蹈聯會」及「香港舞蹈拓展協會」常務委員

，「香港⾳樂及舞蹈協會」委員。於第五屆全國舞蹈比賽「桃李杯」以個⼈獨舞獲〝最佳表演獎〞； 

06及07年獲「香港舞蹈聯會」頒發〝專業精神獎〞及〝香港舞蹈藝術表演獎〞；11-

12年於新加坡、泰國舉行之「世界東盟舞蹈⼤賽」兩度獲編舞〝⾦獎〞；14年為「香港藝術發展局」節目《舞苑奇葩聚香江

》任藝術總監。

陳軼先生 北京舞蹈學院教育系本科畢業，曾任「⾦紫荊世界⺠族文化表演⼤賽」及全國⾳樂舞蹈比賽評委。

世界華⼈⾳樂舞蹈主任評判及⾦紫荊國際舞蹈⼤賽籌委主席、教育局及 HKU Space 

舞蹈專科導師、全國青少年⾳樂舞蹈⼤賽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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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姓名 / 隊伍名稱

岑梓晴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芭蕾舞團
亞軍

莊己悅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Theatre Move 亞軍

葉摯珏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Nessa Dance Studio 亞軍

魏子晴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芭蕾舞團
亞軍

李天悠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季軍

李昕倚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季軍

姜沐陽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Nessa Dance Studio 季軍

夏伊晴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栢斯舞蹈學院 季軍

張曦雪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PAULINE DANCE ART 季軍

梁暐昍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芭蕾舞團
季軍

彭菁嵐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春天芭蕾舞學校 季軍

萬桐希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香港真光中學
Les Petites Ballerina Dance 

Academy
季軍

鄭睿怡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柏斯舞蹈學院 季軍

Nisha Si Ming Gooris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優異

何思行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芭蕾舞團
優異

林頌晴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NICOLE AND DANCE 優異

梁曦允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優異

陳映瞳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Glamor Ballet School 優異

陳愷悠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Hoi Ping Chamber of 

Commerce Primary School
Parsons Academy of 

Dance
優異

陳愷晴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Hoi Ping Chamber of 

Commerce Primary School
Parsons Academy of 

Dance
優異

曾梓澄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Nessa Dance Studio 優異

湛善寧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優異

黃綽恩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優異

廖希嵐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優異

蕭可盈 兒童 B 組 芭蕾舞獨舞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柏斯舞蹈學院 優異

葉綽遙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冠軍

劉卓怡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弘立書院 許玉芬 冠軍

鄺倩欣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冠軍

李蒨桐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亞軍

徐樂遙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啟基學校 柏斯舞蹈學院 亞軍

譚紫瑤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Alice Cheng School of 

Ballet
亞軍

李心怡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柏斯琴行 季軍

李采螢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季軍

林靖淘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唐乃勤初中書院 季軍

陳斯晴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Parsons Academy Of 

Dance
季軍

呂芯蕎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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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姓名 / 隊伍名稱

李卓瑤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優異

徐嘉晞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優異

張樂文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嘉諾撒聖家書院 Glamor ballet school 優異

陳韋澄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崔藹璇芭蕾舞學校 優異

曾浩琳 少年 A 組 芭蕾舞獨舞 優異

李立行 少年 B 組 芭蕾舞獨舞 冠軍

馮煒晴 少年 B 組 芭蕾舞獨舞 亞軍

陳紫晴 少年 B 組 芭蕾舞獨舞 Our Lady of Rosary College Glamor ballet school 季軍

鄭漫程 少年 B 組 芭蕾舞獨舞
Alice Cheng School of 

Ballet
優異

翁緁偲 單晞萃 幼兒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NICOLE AND DANCE 黃傲妍 冠軍

黃君諾 謝僖庭 幼兒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亞軍

楊卓嘉 張芷妤 吳昕蕎 幼兒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GALOP STUDIO 季軍

鍾予靜 關以心 兒童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Nessa Dance Studio
Ms. Vanessa HY 

Chan
冠軍

關以心 安梓榛 兒童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Nessa Dance Studio
Ms. Vanessa HY 

Chan
冠軍

林棋焯 謝迦嵐 兒童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Nessa Dance Studio 亞軍

蘇芷琪 蘇婕 鍾以情 兒童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Alice Cheng School of 

Ballet
亞軍

何玥朗 施樂妍 陳沛嘉 兒童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Les Petites Ballerina Dance 

Academy
季軍

張昕悅 許思迪 兒童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季軍

Lee Cheuk Lam Koo Lok Hei
Yuen Ching 

Suen
兒童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優異

李嘉芙 潘曉勵 布逸浠 兒童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優異

禤美琦 黃天兒 何善兒 兒童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優異

陳愷悠 蕭可盈 兒童 B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Parsons Academy of 

Dance
許玉芬、吳詠珊 冠軍

林穎芯 羅以襄 兒童 B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芭蕾舞班
亞軍

李思穎 黃芷晴 何婧凡 兒童 B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季軍

林潔心 梁凱晴 兒童 B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芭蕾舞團
季軍

林鎧晴 葉摯珏 兒童 B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Nessa Dance Studio 優異

施卓妤 胡皓冰 郭晴 兒童 B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優異

李蒨桐 葉綽遙 少年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冠軍

鄺倩欣 曾浩琳 呂芯蕎 少年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亞軍

沈郁雅 李焯昕 少年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季軍

陳樂希 鄧以琳 少年 A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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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姓名 / 隊伍名稱

Wong Fai Ying Tsang Tsz Ki 少年 B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Alice Cheng School of 

Ballet
鄭健敏   陳小玲   

岑潔瑩
冠軍

林婉娛 姜善兒 少年 B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Alice Cheng School of 

Ballet
亞軍

莫嘉慧 陳昕慈 少年 B 組 芭蕾舞雙人或三人舞 尚賢芭蕾舞學院 季軍

DC Ballet 海底王國 幼兒組 芭蕾舞群舞 崔藹璇芭蕾舞學校 Doris Chui 冠軍

T.Art Dance Center 幼兒組 芭蕾舞群舞 冠軍

DC Ballet 童話世界 幼兒組 芭蕾舞群舞 崔藹璇芭蕾舞學校 亞軍

匯縉教育中心 幼兒組 芭蕾舞群舞 亞軍

Donna Ngan Ballet & Jazz Academy 幼兒組 芭蕾舞群舞
Donna Ngan Ballet & Jazz 

Academy
季軍

小糖果 幼兒組 芭蕾舞群舞 季軍

Man's Studio 幼兒組 芭蕾舞群舞 優異

柏斯舞蹈學院 幼兒組 芭蕾舞群舞 柏斯舞蹈學院 優異

DC Ballet 花仙子 兒童 A 組 芭蕾舞群舞 崔藹璇芭蕾舞學校 Doris Chui 冠軍

毛妹芭蕾舞學校 兒童 A 組 芭蕾舞群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呂詠思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兒童 A 組 芭蕾舞群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芭蕾舞團
亞軍

梁玉潔舞蹈學院 兒童 A 組 芭蕾舞群舞 梁玉潔舞蹈學院 亞軍

T.Art Dance Center 兒童 A 組 芭蕾舞群舞 T.Art Dance Center 季軍

匯縉教育中心 兒童 A 組 芭蕾舞群舞 匯縉教育中心 季軍

Man's Studio 兒童 A 組 芭蕾舞群舞 Man's Studio 優異

Nessa Dance Studio_Little Angels 兒童 A 組 芭蕾舞群舞 Nessa Dance Studio 優異

Venus So Ballet School 兒童 B 組 芭蕾舞群舞 Venus So Ballet School Venus So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兒童 B 組 芭蕾舞群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芭蕾舞團
謝明鳳 冠軍

毛妹芭蕾舞學校 兒童 B 組 芭蕾舞群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亞軍

毛妹芭蕾舞學校 兒童 B 組 芭蕾舞群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亞軍

小公主舞蹈學院(坑口分校) 兒童 B 組 芭蕾舞群舞
小公主舞蹈學院

(坑口分校)
季軍

匯縉教育中心 兒童 B 組 芭蕾舞群舞 匯縉教育中心 季軍

毛妹芭蕾舞學校 兒童 B 組 芭蕾舞群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優異

柏斯舞蹈學院(屯門分校) 兒童 B 組 芭蕾舞群舞
柏斯舞蹈學院

(屯門分校)
優異

毛妹芭蕾舞學校 少年 A 組 芭蕾舞群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呂詠思 冠軍

毛妹芭蕾舞學校 少年 A 組 芭蕾舞群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亞軍

DC Ballet 天鵝湖第二幕公主 少年 A 組 芭蕾舞群舞 崔藹璇芭蕾舞學校 季軍

Venus So Ballet School 少年 A 組 芭蕾舞群舞 Venus So Ballet School 優異

毛妹芭蕾舞學校 少年 B 組 芭蕾舞群舞 毛妹芭蕾舞學校 黎佩勤 冠軍

梁玉潔舞蹈學院 少年 B 組 芭蕾舞群舞 梁玉潔舞蹈學院 亞軍

Venus So Ballet School 少年 B 組 芭蕾舞群舞 Venus So Ballet School 季軍

尚賢芭蕾舞學院 少年 B 組 芭蕾舞群舞 尚賢芭蕾舞學院 優異

譚在熙 幼兒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天樂幼稚園

STEP UP.HEUNGHEUNG 
DANCE ART STUDIO

Heung Wing Yan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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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姓名 / 隊伍名稱

宋穎欣 幼兒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天樂幼稚園

STEP UP.HEUNGHEUNG 
DANCE ART STUDIO

亞軍

葉巧晴 幼兒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天樂幼稚園

STEP UP.HEUNGHEUNG 
DANCE ART STUDIO

季軍

曾思藴 幼兒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 小水點舞蹈團 Joey Ho 冠軍

冼俏娉 幼兒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聖嘉勒小學暨幼稚園 亞軍

梁昕晽 幼兒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季軍

符名儀 幼兒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T.Art Dance Center 優異

鍾熹晴 幼兒 C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荃灣浸信會幼稚園 MS CHAN 冠軍

鄧洛賢 幼兒 C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STEP UP.HEUNGHEUNG 

DANCE ART STUDIO
亞軍

卓熙堯 幼兒 C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T.Art Dance Center 季軍

陳心悠 幼兒 C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優異

梁竣皓 兒童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大埔保良局田家炳

千禧小學
TDC Eva Lin 冠軍

盧悅晴 兒童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佛教榮茵學校 SDM 亞軍

黃晞喬  兒童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Hung Hom)
季軍

韓芷彤 兒童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季軍

李晴 兒童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優異

梁煦悠 兒童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Hung Hom)
優異

黃浠桐 兒童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

小學
靈感舞蹈團 廖詩寧 冠軍

楊學姸 兒童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荃灣官立小學 SDM 爵士芭蕾舞學院 亞軍

曾思雅 兒童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Danza A'more Stage 季軍

戴沛宜 兒童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Danza A'More Stage 季軍

李斯楠 兒童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

小學
小水點舞蹈團 優異

蔡卓豫 兒童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優異

黃采琳 少年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冠軍

歐陽焯瑤 少年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Marymount Secondary School 亞軍

鍾芯怡 少年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St. Paul's Convent School 

(Primary Section)
Danza A'more Stage 季軍

林穎彤 少年 A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優異

林煦齡 少年 B 組
爵士舞、現代 / 

當代舞、Hip Hop 獨舞
優秀(金獎)

Double Q 

 (陳蒑潼 陳穎橦 )

郭芷庭 藍楚賢 幼兒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小公主舞蹈學院(屯門

分校)
亞軍

梁煦悠 黃晞喬 鄧藹琳 兒童 A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Hung Hom)
Doris Li 冠軍

鄭嘉悠 何紀潼 鄭芷霖 兒童 A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JYC Ms.Yim 冠軍

S & L Center

(翁嘉悠 翁嘉晴)

李巧津 陳以心 鄧皓兒 兒童 A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Hung Hom)
亞軍

CHANCE 

(邱俊業 關鏊鏗 李旻諾)

謝梓由 郭芷盈 兒童 A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小公主舞蹈學院

(宇晴軒分校)
季軍

兒童 A 組

AD Academy 
創思活學中心

ANGEL WONG 冠軍

兒童 A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S&L Center 亞軍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AD Academy 
創思活學中心

季軍

幼兒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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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姓名 / 隊伍名稱

張凱喬 蕭洛婷 兒童 A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優異

黃晴晞 孫曉雪 歐奕希 兒童 A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優異

 Ko Tsz Ching
Lam Ka Wai 

Molly
Leung Cheuk 

Lam
兒童 B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SDM Phoebe Kwok 冠軍

樊巧瀅 許晞桐 梁昕蕎 兒童 B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亞軍

Fok Yu Wah 
Leanna

Lau Cho Wing 兒童 B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季軍

張雪 楊學姸 兒童 B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SDM 爵士芭蕾舞學院 優異

Wu Lok Hei Lam Yuet Ting 少年 A 組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優秀(銅獎)

SDM Tsing Yi

 (Pang Ching 
Sze Eunice

Tang Hau Ching
Wong Yuen 

Ting)

T.Art Dance Center 幼兒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T.Art Dance Center Ms Lam 冠軍

旺角遊樂場協會 幼兒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亞軍

Donna Ngan Ballet & Jazz Academy 幼兒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Donna Ngan Ballet & Jazz 

Academy
季軍

小明星舞蹈學校 幼兒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優異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Hung Hom) 兒童 A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Hung Hom)
Doris Li 冠軍

羅逸雅芭蕾舞爵士舞學校-何文田分校 兒童 A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羅逸雅芭蕾舞

爵士舞學校
張麗梅 冠軍

Donna Ngan Ballet & Jazz Academy 兒童 A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Donna Ngan Ballet & Jazz 

Academy
亞軍

小公主舞蹈學院(宇晴軒分校爵士A組) 兒童 A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小公主舞蹈學院

(宇晴軒分校)
亞軍

Sunny Girl 兒童 A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季軍

小公主舞蹈學院(調景嶺分校爵士A組) 兒童 A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小公主舞蹈學院

(調景嶺分校)
季軍

小公主舞蹈學院(元朗分校爵士舞組) 兒童 A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小公主舞蹈學院

(元朗分校)
優異

小明星舞蹈學校 兒童 B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小明星舞蹈學校 邱娟 冠軍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Hung Hom) 兒童 B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Hung Hom)
亞軍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兒童 B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季軍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Hung Hom) 兒童 B 組 Jazz / Hip Hop 群舞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Hung Hom)
優異

許詠晴 幼兒 B 組 西方舞獨舞 德望幼稚園 優秀(金獎)

林潔心 羅安盈 李卓瑤 少年 A 組 西方舞雙人或三人舞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

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芭蕾舞團
優秀(金獎)

DC Ballet 歡樂搖鼓 幼兒組 西方舞群舞 崔藹璇芭蕾舞學校 優秀(銀獎)

DC Ballet 閃爍世界 兒童 B 組 西方舞群舞 崔藹璇芭蕾舞學校 優秀(金獎)

SDM Tsing Yi 優秀(銅獎)
Jazz、Hip Hop、Kpop 

雙人或三人舞
少年 B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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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姓名 / 隊伍名稱

陳敏莉 兒童 A 組 東方舞獨舞 美諾諦詩舞蹈工作坊 姚曦玥 冠軍

陳思婷 兒童 A 組 東方舞獨舞 興德學校 亞軍

陳佩萁 兒童 B 組 東方舞獨舞 美諾諦詩舞蹈工作坊 優秀(金獎)

方頌恩 少年 B 組 東方舞獨舞 美諾諦詩舞蹈工作坊 優秀(金獎)

恩藝舞蹈團 兒童 B 組 東方舞群舞 恩藝舞蹈團 優秀(金獎)

詠舞藝術團 少年 A 組 東方舞群舞 詠舞藝術團 葉美儀 冠軍

詠舞藝術團 少年 A 組 東方舞群舞 詠舞藝術團 亞軍

謝可柔 盧悅晴 兒童 A 組 東方舞雙人或三人舞
Jiya Dance and Production 

Company
Miss Olive Ho 優秀(金獎)

得獎證書領取方法及其他事項：

1.　所有舞蹈比賽得獎者可於2017年12月13日⾄12月29日期間於本會辦公時間內到本會辦事處領取得獎證書，逾期者恕不受理。

2.　領取得獎證書時，必須出示得獎者之有效學生證/⼿冊/身份證/領取得獎證書電郵之正本或副本。

3.　指導老師獎及藝術之星獎將個別以電郵通知領取方法◦

辦公時間：星期⼀⾄五，上午9:30⾄下午5:30

地址：九龍 柯⼠甸道152號 好兆年行1401室

電話：2375 8808 傳真：2375 8827

網址：www.caahks.hk 電郵：caahks@caahks.hk

* 指導老師獎只適用於冠軍得獎者的指導老師。

# 若該組別只有⼀⼈/⼀組/⼀隊參賽，因未有出現競爭對⼿的情況，將不獲予冠亞季之評級。若參賽者表現出⾊達標，將獲頒

   "優秀獎"，並以所獲之分數分作⾦，銀或銅獎，以表揚其成就。 (⾦獎分數須達到 90分或以上，銀獎分數須達到 85-89 分，

   銅獎分數則須達到 80-8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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