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拉丁舞

1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全年總冠軍頒獎禮排名計分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慶回歸青少年拉丁舞比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7-2017 六愛 RACHEL 

3 亞洲舞蹈體育理會會-周年會慶公開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9-7-2017 六愛 RACHEL 

4 國際(香港)舞蹈學會-2017回歸盃舞蹈錦標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5 國際舞蹈聯會-世界兒童青少年公開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7-8-2017 六愛 RACHEL 

6 HKCEA-香港傑出兒童舞蹈比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8-8-2017 六愛 RACHEL 

7 18區體育舞蹈聯會-18區精英公開賽(第25站)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4-9-2017 六愛 RACHEL 11歲    Solo    CRS 冠軍

項目 獲獎名次

小學組    拉丁舞 冠軍

項目 獲獎名次

項目 獲獎名次

Solo    CRS 冠軍

16-7-2017

Solo       Samba 冠軍

六愛 RACHEL            Paso Doble 冠軍

           Cha Cha Cha &  Rumba 冠軍

冠軍

六愛 RACHEL 

獲獎名次

項目 獲獎名次

21-5-2017
Solo        CJRSP 冠軍

全年總冠軍

項目 獲獎名次

單人    CRS 亞軍

項目 獲獎名次

Solo    CRS

項目



8 亞洲體育舞蹈協會-25TH IDTA杯香港公開錦標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六愛 RACHEL 

9 亞洲體育舞蹈協會-荷花杯國際公開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6-11-2017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5-12-2017 六愛 RACHEL 

11 2018體育舞蹈公開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4-1-2018 一德 吳綽軒

12 世界舞星聯合會--東區標準拉丁舞比賽暨藝術及文化交流表演舞會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4-2-2018 六愛 RACHEL 

13 第54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比賽

給優點

日期 項目 獲獎名次

 查查查 --- 第一組甲級獎 六行 林宛樺 六愛 RACHEL

        --- 第二組乙級獎 四愛 李俊銘 四行 莫心喬

        --- 第三組乙級獎 四德 邵一洋 四德 李恩瑜

 牛仔舞 --- 第一組乙級獎 六行 林宛樺 六愛 RACHEL

        --- 第二組乙級獎 四愛 李俊銘 四行 莫心喬

        --- 第三組乙級獎 四德 邵一洋 四德 李恩瑜

雙人       Cha Cha Cha  冠軍

四德 邵一洋

           Jive

項目 獲獎名次

22-10-2017

Solo       Rumba 冠軍

冠軍

           CJ 冠軍

Solo       CRS

           Samba 冠軍

           Cha Cha Cha  冠軍

           Jive 冠軍

冠軍

冠軍

獲獎名次

冠軍

獲獎名次

六愛 RACHEL 

班別/學生姓名

3-3-2018

Solo       CRS

項目

拉丁舞   五項

項目

項目 獲獎名次

Solo       CRS 冠軍

項目 獲獎名次

Solo             CRS 冠軍

雙人12歲以下     Jive 冠軍

                 Cha Cha Cha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組別  CRS 五連冠獎項



14 香港體育舞蹈會--第14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9-3-2018  小學雙人組 12歲        倫巴舞 六愛 RACHEL

小學男女混合組10歲     查查、牛仔 四愛 李俊銘

 鬥牛、倫巴 四行 莫心蕎

小學男女混合組 9歲      查查 二愛 陳泓軒

三博 蔡頌昕

15 18區體育舞蹈聯會--全港18區校際舞蹈公開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2-4-2018

 

 同步舞     Cha Cha Cha

16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全年總冠軍頒獎禮大獎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5-2018

莫心喬           Cha Cha Cha 冠軍

           Paso Doble 冠軍

項目 獲獎名次

Solo       Samba 冠軍

四行

亞軍
三博 蔡頌昕

Solo       Cha Cha Cha 季軍

Solo       Cha Cha Cha 亞軍
三行 邵鎧澄

           Rumba 季軍

莫心喬           Samba、Paso 亞軍

單人       Jive、 Cha Cha Cha 季軍

項目 獲獎名次

Solo       Rumba 冠軍

四行

季軍

季軍

亞軍

                        查查
季軍 六行 林宛樺

                        鬥牛

項目 獲獎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