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縣東勢鄉龍潭國小 104 年度教育優先區發展學校特色

飛龍隊教育活動計畫
壹.實施目標
一、闡示民俗活動，發揚民族精神。
二、養成正當嗜好，善用休閒時間。
三、學習自治知能，培養團隊精神。
四、提供社交機會，增進社會適應。
五、探索性向興趣，促進自我瞭解。
六、適應個別差異，發展個人潛能。
七、統整各科學習，充實生活內容。

貳.實施方式
一、 利用每週三下午實施三節教學及暑假一週
二、 參加飛龍組以三年級以上學生為原則(經家長同意後實施)
三、 以不增加教師教學負擔為原則

參.實施內容進度
一、 舞龍道具
包括龍珠、龍頭、龍身（包括骨架及龍衣）、龍尾及龍旗、鑼、鼓、鈸等。
二、龍的規格
不含龍頭、龍尾，十二節以下者為小龍，十五節以上至二十九節者為中龍，
三十節以上為大龍；國中學生可舞中龍。
三、舞龍動作
基本的有出場、行禮、中間穿過、穿尾、戲水、睡覺、直行通過、蟠龍、騰
雲等、花式動作有神龍下凡、祥龍獻瑞、金龍翻騰、金龍翻身、金龍纏身、神龍
擺尾、迴龍搶珠、遊龍戲珠、神龍戲水、雙躍龍門、龍體八方、龍門大極。

四、舞龍的配樂
樂器：鼓為主要樂器，鑼、鈸為輔助樂器。
五、動作簡要說明：
1.神龍下凡：在龍珠的帶領下，各節依序做出翻滾狀。
2.祥龍獻瑞：簡稱行禮。其動作用意和舞獅表演前的『請拳』類似。
3.神龍戲水：各節在舜間將龍身做出高低水平位置的變化，使整條龍有如在雲
霧中飛舞的樣子。
4.神龍發威：在半圓形的隊形中，各節邊跑邊跳過其它節數，展現出高低分明
明層次來。（需有很好的默契，否則易摔倒）
5. 3.6.9 節穿龍第一次：在龍珠的帶領下，各節由第 3.6.9 節穿出，並在 3.6.9
各節形成一個結。
6. 3.6.9 節穿龍第二次：由反方向前進，順利將之前所形成的結解開。
7.跨尾：各節依次由最後兩節跨過。
8.穿尾：在行進間，各節依次由最後兩節穿出。
9.蟠龍：將龍蟠起，表現出低中高三個層次。龍頭最高，各節再依次降低高度。
10.神龍過江：將龍身拉直，依次放下並依次做側翻的動作，最後由龍尾跨出。
11.穿跳混合：前面各節由 4.5 節跨出；在這同時尾巴各節由 7.8 節穿出。
12.金龍翻身：左右各翻一次，再由 6.7 節跨出。
13.神龍升天：在做完行禮後，以 S 形路線退場。

＊龍珠是整個舞龍的靈魂人物，要很聰明小朋友才可勝任。
＊這是 11 節小龍，但龍頭的重量約是小朋友所坐的椅子三張的重量；龍尾大約是兩張椅子的
重量。因此拿頭尾的人需高大且有耐力才可勝任。
＊舞龍是很耗體力的活動，所以各節需常換人。

六、 舞龍的個人基本動作
1、龍珠舞法：
執龍珠者，為全龍隊之指揮，整個龍隊表演過程是否生動、順暢全靠龍珠的引
導，通常執珠者，皆以哨音來輔助指揮龍隊動作。
2、龍頭舞法：
執龍頭者身材必須高大魁武有力，舞動時龍頭動作隨著龍珠移動，龍嘴距離龍
珠約一公尺左右，似吞吐之勢，舞動時緊跟隨龍珠，注意配合跳動，方能展現生氣
有力，並保持龍頭不停的擺動展現威武環視之態，龍頭的舞法因龍頭的重量而不同，
通常小龍可以左右前後大弧度的擺動，而左右放下時，應以嘴向下，再向上抬起，
才能顯示出追珠之勢。舞龍頭至少備二位以上替補手，替補時必須在龍頭高舉時交
接，另外在穿龍時，因龍頭體積較大，應注意勿勾到龍身或舞龍者。
3、龍身舞法：
龍身舞者，必須隨時與前後保持一定距離，眼觀四方緊跟前者，走定位，空中換手
時盡量將龍身抬高，甚至可跳起，舞低時，盡量放低，但千萬別將龍身觸地，在高
低左右舞動中，龍翻騰之勢即展現其中，還有必須隨時保持龍身蠕動，造成生龍活
虎之式，在跳與穿的動作中，應特別注意，柄的握法，柄下端不可多出，以免刺傷
別人。
龍尾舞法：
4、執龍尾者，身材亦須高大有力，除去因龍尾較龍身為重外，主要的是因為龍
尾時常有翻身的動作，高大者舞時翻尾較容易且生動，否則除了容易將龍尾打到地
面，造成器材損壞，而且會讓人感到呆板，龍尾的靈巧和不拖泥帶水，可是非有熟
練的技巧不可，又龍尾亦時時成為帶頭者，因為有些動作必須龍尾引首，明確精練
的頭腦亦為必備的條件，龍尾亦是整條龍舞動弧度大小的控制者，又執龍尾在穿和
跳的動作裡，更應注意尾部，被碰撞或碰撞別人，最重要隨時保持龍尾的擺動。
5、龍旗舞法 ：
通常每一支舞龍隊皆有一對或多面龍旗，在遊行或遊街時，除做隊伍引導和清場外，
亦可在舞龍表演前先舞旗或擺旗陣作為序幕，耍旗者必須身材高大且有力，因為一
支丈餘長的大旗揮舞起來相當吃力，舞動時旗不觸地為原則，為了使舞龍表演增添
聲色，亦可在蟠龍時作眾旗環繞動作，旗海中的蛟龍更具特色。

七、舞龍的基本舞法
（一）、跳的動作：
跳的解說就是執龍頭龍尾和龍身的人從龍身各節上跳過去的動作，雖然動作看
起來簡單，但跳和被跳要配合的順利，那就得講究時間與空間的配合了否則會自亂
陣腳，跳的時候首先必須注意配合的腳步，因為龍手在跳的時候是高舉著龍身，而
又受前後兩名龍手的牽制，不是那麼容易舉高或放低的，所以倘若跳起來不夠高，
很容易被絆倒，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發生，前後龍手都要密切配合，這樣才能順利一
一跳過，熟能生巧，只要常練習培養默契，就能把跳的動作練的順利又美觀。接著
介紹三種跳法（九節龍單龍舞法）
。

1、 單跳： 由龍珠帶領先把龍圍成一圓形，龍隊聞龍珠哨音由第八、九兩名龍
手開始動作將龍節向外擺平放下第八節先跳過去，龍珠就帶領龍頭由這兒一一跳過
去，待一至七名龍手全部跳過後，八、九兩節再將龍身抬起，隊伍迅速回 S 形戲水
的動作。
2、 雙跳： 由龍珠帶領先把龍圍成一圓形，龍隊聞龍珠哨音由第五、六兩名龍
手開始動作將龍節向外擺平放下第五、六節先跳過去，龍珠就帶領龍頭由這兒一一
跳過去，龍尾與第二節同時跳過，第三與第八節同時跳過，第四與第七節同時跳過，
待龍手全部跳過後，五、六兩節再將龍身抬起，隊伍迅速回 S 形戲水的動作。
3、 全跳： 由龍珠帶領先把龍圍成一圓形，龍隊聞龍珠哨音由第二節以後將龍
節向外擺平放下，龍珠就帶領龍頭由這兒一一跳過去，待全部跳各節過後，隊伍迅
速回 S 形戲水的動作。
（二）穿的動作：
穿的動作，可說和跳相反，簡單的說就是指龍頭、龍尾龍身，從龍身下（兩節
間）穿過，龍頭龍尾因為體積較大，穿過時必須注意避免碰撞龍手或勾著龍身，龍
頭龍尾皆可帶頭穿過龍身，其他各節龍手魚串通過時必須保持龍身的挺直。以下介
紹幾種穿法。
1、 單穿： 可分穿頭或穿尾，尾穿頭是由龍珠帶領先把龍圍成一圓 形，龍隊聞龍
珠哨音作穿頭動作由一、二名龍手面對面站定，兩人高舉龍身，龍珠帶領龍尾穿過
一、二節搭起之門，後依序 8、7、6、5、4、3 一一穿過，穿過後這兩名龍手就把木
柄先壓低再抬高，然後旋轉 180 度完成尾穿頭。頭穿尾是由龍珠帶領先把龍圍成一
圓形，龍隊聞龍珠哨音作穿尾動作由八、九名龍手面對面站定，兩人高舉龍身，龍
珠帶領龍頭穿過八、九節搭起之門，後依序 2、3、4、5、6、7 一一穿過，穿過後這
兩名龍手就把木柄先壓低再抬高，然後旋轉一八○度完成頭穿尾。
2、 雙穿： 先將隊伍拉成 U 型，再由龍頭龍尾同時從五、六兩節中間穿過去，穿過
去後龍頭龍尾往左右兩邊跑，隊伍迅速回 S 形戲水的動作。
3、 三五七穿： 其特色是間隔穿，也就是依三四節間，五六節間，七八節間的順序
各穿一次，完成一連穿的動作，這種間隔穿的動作重點在於迅速準確，但是通常在
練習時動作放慢，如果貪快卻穿不準，穿錯了位置可就零亂不堪了。

肆、活動課程進度表
104 年度課程進度
上課
週次

日期

時

間

教學進度

備註

01

03/11

14：00-17：00 龍的造形及規格、舞龍道具

02

03/18

14：00-17：00 舞龍動作動作簡要說明：1.神龍下凡。 3 小時
舞龍的配樂。

03

03/25

14：00-17：00 舞龍動作動作簡要說明：2.祥龍獻瑞。 3 小時
舞龍的配樂。

04

04/15

14：00-17：00 動作簡要說明：3.神龍戲水。舞龍的配 3 小時
樂。

05

04/22

14：00-17：00 動作簡要說明：4.神龍發威。舞龍的配 3 小時
樂。

06

04/29

14：00-17：00 動作簡要說明：5. 3.6.9 節穿龍第一次 3 小時
舞龍的配樂。

07

05/06

14：00-17：00 動作簡要說明：6.跨尾。舞龍的配樂。 3 小時

08

05/20

14：00-17：00 動作簡要說明：7.穿尾。舞龍的配樂。 3 小時

09

06/03

14：00-17：00 動作簡要說明：8.蟠龍。舞龍的配樂。 3 小時

10

06/10

14：00-17：00 動作簡要說明：9.神龍過江。舞龍的配 3 小時
樂。

11

07/13

8：00-12：00 動作簡要說明：10.穿跳混合、11.金龍 4 小時
翻身。舞龍的配樂。

12

07/14

8：00-12：00 動作簡要說明：11.金龍翻身、12.神龍 4 小時
升天。舞龍的配樂。

13

07/15

8：00-12：00 動作簡要說明： 12.神龍升天。舞龍的 4 小時
配樂。

14

07/16

8：00-12：00 舞龍的個人基本動作--龍珠舞法
舞龍的個人基本動作--龍頭舞法

4 小時

15

07/17

8：00-12：00 綜合表演成果驗收

4 小時

舞龍的配樂

3 小時

合計 50 小
時

伍、經費預算概算表
項

目

內

容 金

額

備

註

104 年 度飛龍 龍 9 節龍身骨架及龍
500*9=4500 元
身維護整修費
衣維護整修材料費
104 年度鼓棒

150*4=600

104 年 度講師 鐘
共 50 小時
62 小時*1 年 =62 小
點費(含補充保
400*50*1.02= 20400
每小時 400 元
時
費)
104 年度合計

陸、經費來源：由教育部 104

25500 元

年教育優先區計畫全額補助。

柒、預期成效：
提供本校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提高學生學習興趣，開發學生潛能，滿足成就感。

捌、本計畫經縣府轉呈教育部核准後實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