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第七屆全國鼓陣大賽』競賽辦法
壹、活動主旨：「全國鼓陣大賽」，提供寓教於樂生活文化空間，提供多元化學習管道，
更提升民俗傳統技藝的文化氣息。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參、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高雄市大社區青雲宮、國立臺南大學
肆、承辦單位：實踐大學
伍、協辦單位：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陸、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4 月 25 日下午 5:30 止，逾期不受理。
二、報名方式：
完成師資及團隊資料庫登錄【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師資團隊資料庫→師資登錄及團
登錄】。本賽事僅採用網路報名，需回傳已蓋「學校關防」及「承辦人員職章」之報
名表到報名系統中（民間團體需回傳已蓋「團體印章」及「承辦人員職章」之報名表
到報名系統中）。
(一) 報名：請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網址 http://custom.nutn.edu.tw 完成欲參賽
所有項目報名後，並送出網站報名資料（※請參考報名審查表暨流程表）。
※請各隊務必確實填寫隊伍簡介與上傳照片，因於秩序冊及相關宣傳媒體會詳加
宣傳每個參賽團隊。
(二) 回傳：網路報名完成後，於報名網頁列印紙本，紙本報名表請蓋「學校關防」（民
間團體蓋「團體印章」）及「承辦人員職章」，將紙本以『彩色掃描』並回傳至
報名系統（請於 108 年 4 月 25 日下午 5:30 前回傳紙本報名表至報名系統中，以
上傳時間為憑，逾期不受理）。
※如有任何報名相關問題，請來電洽 06-2148642 民俗體育發展中心王助理，或
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留言討論區」留言詢問。
柒、錦標賽出場序及賽程表：
於 5 月 1 日(三)於「民俗體育網路教學資源中心網站」公告（網址
http://custom.nutn.edu.tw），請各參賽隊伍，務必屆時上網下載各項賽事之賽程。
1. 『太鼓錦標賽』於 5 月 24 日(五) 中午後舉行。
2. 『創意鼓藝錦標賽』於 5 月 25 日(六) 舉行。
3. 『戰鼓錦標賽』於 5 月 26 日(日) 舉行。
捌、比賽地點：
高雄大社青雲宮(高雄市大社區神農里中華路 12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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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比賽內容：
項
目

太鼓錦標賽

創意鼓藝錦標賽

戰鼓錦標賽

組 1、國小太鼓組(不限性別) 1、國小創意鼓藝組(不限性別) 1、國小戰鼓組(不限性別)
別 2、中學太鼓組（國、高中） 2、中學創意鼓藝組（國、高中） 2、中學戰鼓組（國、高中）
（不限性別）
(不限性別)
(不限性別)
3、公開創意鼓藝組（不限年齡 3、公開戰鼓組（不限年齡
性別）
性別）
場
地

邊長 16m 之方形平整場地。

壹拾、

競賽實施規則：

5 月 24 日(五)『太鼓錦標賽』實施規則
一、 比賽組別：
1、國小太鼓組(含幼兒園)
2、中學太鼓組（國、高中）
二、 人數規定：各隊參賽下限人數 6 人，無上限人數之規定。
1、國小太鼓組
國小太鼓組(不限性別)：各隊參賽下限人數 6 人，無上限人數之規定，每校限報名 2 隊。
2、中學太鼓組（國、高中）
中學太鼓組(不限性別)：各隊參賽下限人數 6 人，無上限人數之規定，每校限報名 2 隊。
三、 比賽時間：5 分鐘-9 分鐘
四、 國小組、中學組太鼓比賽內容：
(一) 團隊比賽時上場演奏人員不得少於 6 位；鼓之數量最少 6 顆。
(二) 以團體合奏方式進行。
(三) 各組指導教練不得現場指揮。(幼兒園除外) 。
五、 計時方式：進場靜止後，第一個樂器聲響或第一個動作開始，即計時開始；最後樂器聲響停止或動
作靜止後為計時結束；
不足或超過規定時間 1 秒至 30 秒，扣總成績 1 分；
不足或超過規定時間 30.1 至 60 秒扣總成績 2 分，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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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評分方式：
(一) 五名裁判員臨場評分，取中間三個有效分的平均值，即為該表演隊伍的應得分數。
(二) 如遇成績相同情況，則將無效分列入後取平均值。
(三) 參賽人員實際下場演奏人數需達 6 人時，不足一人扣總成績十分，不足兩人扣總成績二十分，
以此類推。
評分標準
自我風格
與特色效
果

★富有團隊自我特色，表演效果張力十足，隊型設計變換豐富。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21-29 分。

30%

★擊鼓動作紮實度、肢體動作敏捷與延展性、預備與結束動作、花式演奏技巧
肢體氣勢

與動作配合、比賽時反應能力及整體默契等。

20%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11-19 分。
★擊鼓演奏技巧、樂曲音樂性、節奏精準度、強弱、速度之表現、鼓
音樂技巧

與其他樂器配合之協調性。

40%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30-39 分。
★團體服飾整齊、美觀大方、獨具特色。
服裝造型
體育精神

★隊員進退場精神飽滿、禮儀得體。

10%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1-9 分。

共 100%
七、 扣分標準：(嚴重失誤扣總成績 10 分、明顯失誤扣總成績 5 分、輕微失誤扣總成績 3 分)
(一) 嚴重失誤(每次扣 10 分)，例如：
1. 違規參賽內容(例: 戰鼓隊伍報名太鼓組別)。
(二) 明顯失誤(每次扣 5 分)，例如：
1. 鼓不合理倒落(鼓桶和鼓架分離)
2. 賽程中鼓棒、樂器與道具掉落依次扣分。。
(三) 輕微失誤(每次扣 3 分)，例如：
1. 手、腿不協調踢到鼓身，分部協調性不齊。
2. 鼓棒或樂器與道具，人員非規定相撞
3. 動、靜態手勢，姿勢不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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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六)『創意鼓藝錦標賽』實施規則
一、 比賽組別：
1、國小創意鼓藝組(含幼兒園)
2、中學創意鼓藝組（國、高中）
3、公開創意鼓藝組（不限年齡性別）
二、 人數規定：
1、國小創意鼓藝組
國小創意鼓藝組(不限性別)：各隊下限人數 7 人，無上限人數之規定，每校限報名 2 隊。
2、中學創意鼓藝組（國、高中）
中學創意鼓藝組(不限性別)：各隊下限人數 7 人，無上限人數之規定，每校限報名 2 隊。
3、公開創意鼓藝組
公開創意鼓藝組（不限年齡性別）：各隊下限人數 7 人，無上限人數之規定，每單位限報名 2
隊。
三、 比賽時間：7 分鐘-10 分鐘
四、 公開組及國小組、中學組比賽內容：
(一) 參賽演出之「鼓」的種類不限，形式不拘，鼓的數量最少 6 顆，鼓勵原創及跨界合作，以「鼓」
為主的演出內容，可搭配其他樂器演奏、舞蹈、戲劇、音樂、傳統民俗藝陣等方式呈現，請盡
情發揮創意、添加其他元素，展現技藝。
(二) 以團體表演方式進行。
(三) 以鼓術為主體融合創意，如為傳統民俗藝陣者，請以團體鼓術為主體(可放音樂表現，但鼓術為
主體節奏不可不合理停奏或停止)。
五、 計時方式：進場靜止後，第一個樂器聲響或第一個動作開始，即計時開始；最後樂器聲響停止或動
作靜止後為計時結束；
不足或超過規定時間 1 秒至 30 秒，扣總成績 1 分；
不足或超過規定時間 30.1 至 60 秒扣總成績 2 分，依此類推。
六、 評分方式：
(一) 五名裁判員臨場評分，取中間三個有效分的平均值，即為該表演隊伍的應得分數。
(二) 如遇成績相同情況，則將無效分列入後取平均值。
(三) 參賽人員實際下場演奏人數需達 7 人時，不足一人扣總成績十分，不足兩人扣總成績二十分，
以此類推。
評分標準
創意自我風

★富有團隊自我特色，表演效果張力十足。

格與節目效
果

★有搭配其他樂器演奏、舞蹈、戲劇、音樂、傳統民俗藝陣等方式呈現。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31-39 分。

音樂演奏技
巧專業性

★音樂性高低起伏、音律抑揚頓挫、輕重緩急及眼神姿態等表演技術。
★有加鑼、鼓、鈸等樂器節奏安排、流暢協調及配合度等。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21-29 分。

4

40%

30%

陣勢變化動
作熟練與氣
氛掌握

★動作敏捷、紮實、隊形變換有特色與豐富化、團體動作一致。
★演出者氣氛掌握合宜。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11-19 分。

20%

服裝造型體
育精神

★團體服飾整齊、美觀大方、獨具特色。
★隊員進退場精神飽滿、禮儀得體。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1-9 分。

10%
共 100%

七、 扣分標準：(嚴重失誤扣總成績 10 分、明顯失誤扣總成績 5 分、輕微失誤扣總成績 3 分)
(一) 嚴重失誤(每次扣 10 分)，例如：
1. 違規參賽內容(例:純鼓術演藝，無其他元素)。
(二) 明顯失誤(每次扣 5 分)，例如：
1. 鼓不合理踢倒(鼓桶與鼓架分離)。
2. 賽程中鼓棒、樂器與道具掉落依次扣分。
(三) 輕微失誤(每次扣 3 分)，例如：
1. 手、腿不協調踢到鼓身，分部協調性不齊。
2. 鼓棒或樂器與道具，人員非規定相撞。
3. 動、靜態手勢，姿勢不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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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日)『戰鼓錦標賽』實施規則
一、 比賽組別：
1、國小戰鼓組(含幼兒園)
2、中學戰鼓組（國、高中）
3、公開戰鼓組（不限年齡性別）
二、 人數規定：
1、國小戰鼓組
國小戰鼓組(不限性別)：各隊下限人數 7 人，無上限人數之規定，每校限報名 2 隊。
2、中學戰鼓組（國、高中）
中學戰鼓組(不限性別)：各隊下限人數 7 人，無上限人數之規定，每校限報名 2 隊。
3、公開戰鼓組
公開戰鼓組（不限年齡性別）：各隊下限人數 7 人，無上限人數之規定，每單位限報名 2 隊。
三、 比賽時間：5 分鐘-7 分鐘
四、 公開組及國小組、中學組比賽內容：
(一) 以戰鼓 (至少 70%醒獅鑼鼓)為主要表演內容（其他花式大鼓陣、開路鼓等鼓吹陣頭類別鼓藝者，
請報名創意鼓術錦標賽）。
(二) 以團體表演方式進行。
(三) 比賽隊伍至少 5 顆鼓，另外鑼和鈸最少各需 1 人演奏，故下場演奏人數至少 7 人。
五、 計時方式：進場靜止後，第一個樂器聲響或第一個動作開始，即計時開始；最後樂器聲響停止或動
作靜止後為計時結束；
不足或超過規定時間 1 秒至 30 秒，扣總成績 1 分；
不足或超過規定時間 30.1 至 60 秒扣總成績 2 分，依此類推。
六、 評分方式：
(一) 五名裁判員臨場評分，取中間三個有效分的平均值，即為該表演隊伍的應得分數。
(二) 如遇成績相同情況，則將無效分列入後取平均值。
(三) 參賽人員實際下場演奏人數需達 7 人時，不足一人扣總成績十分，不足兩人扣總成績二十分，
以此類推。
評分標準
陣容氣勢

肢體展演

鼓樂

隊形與服裝

★鼓陣擺設型態、氣氛掌握、團隊精神紀律
★進退合宜、整齊劃一、眼神姿態等振奮人心效果之表演技術等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21-29 分。
★展現威武與活力效果之演技、肢體舞蹈動作展演、
★動作技巧、熟練程度與特殊技術等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21-29 分。
★鑼、鼓、鈸等樂器節奏安排、流暢協調、
★奏樂高低起伏、音律抑揚頓挫等配合度等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11-19 分。
★隊形變換有特色與豐富化、團體動作一致、
★團體服飾整齊、美觀大方、獨具特色等
★無發生任何失誤，視完成狀況給予 11-1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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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0％
20％
20％

共 100%
七、 扣分標準：(嚴重失誤扣總成績 10 分、明顯失誤扣總成績 5 分、輕微失誤扣總成績 3 分)
(一) 嚴重失誤(每次扣 10 分)，例如：
1. 違規參賽內容(例:太鼓隊伍報名戰鼓組別)。
2. 鼓不合理踢倒(鼓桶與鼓架分離)
3. 有設鑼鈸而未完整演奏
(二) 明顯失誤(每次扣 5 分)，例如：
1. 賽程中鼓棒、樂器與道具配件掉落依次扣分。
(三) 輕微失誤(每次扣 3 分)，例如：
1. 手、腿不協調踢到鼓身，分部協調性不齊。
2. 鼓棒、樂器、道具或人員不合理碰撞。
3. 動、靜態手勢，姿勢不整齊。
壹拾壹、
參賽資格：
一、全國國高中（職）、國小(含幼兒園)，均以單一學校為單位，由在籍學生組隊報名參
加。
二、公開組(不限年齡性別)，採單位團體報名參賽。
三、學校團隊可同時報名太鼓錦標賽、創意鼓藝錦標賽、戰鼓錦標賽等各項競賽。
四、國小及中學各組各項目隊伍，均可再報名公開組（已報國小及中學組隊伍可在加報公
開組），以便各單位能公平爭取『公開組』前六名獎金。
五、各單位於同一組別競賽，最多報名 2 隊。(人員不得重複)
壹拾貳、
競賽順序由主辦單位排定之，並於 5 月 1 日（三）前公佈於「民俗體育網路教學
資源中心網站」。
壹拾參、

本賽事所填報名參加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壹拾肆、
本賽會於 5 月 25 日、26 日(星期六、日)將提供一個餐點的餐券（各單位無論參
加多少項目組別，大會將核實計算團體總人數，僅提供教練及選手餐券)，屆時統一帶至
供餐地點用餐，為避免浪費，請確認完用餐人數後，確實填寫數量。共同珍惜地球資源，
請自備環保餐具。（各參賽隊伍如賽程橫跨或鄰近中餐與晚餐，大會將再加發該隊每人一
個餐點的餐券。)
壹拾伍、
太鼓錦標賽、創意鼓藝錦標賽、戰鼓錦標賽等賽事之(小學組)及(中學組)將採一
次決賽方式，直接評定前六名排序名次。創意鼓藝錦標賽(公開組)、戰鼓錦標賽(公開組)：
將採預賽與決賽方式進行，第一輪競賽（預賽）後依分數錄取預賽前六名進入決賽（決賽
出場序仍依預賽先後順序排列），而最後名次的評定方式，將採第一輪競賽（預賽）與決
賽分數加總的方式來加以評定最後名次。預賽與決賽曲目是否相同，並無任何規定。謹以
現場技藝表現為評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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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陸、

獎勵（本年度將不加發各隊車馬補助費，而將該筆經費移至競賽名次獎金獎勵）：
一、 太鼓錦標賽、創意鼓藝錦標賽、戰鼓錦標賽，各項目各組別依分數評定，取前
六名，七名以後均為表現優異獎，如遇名次相同情況，則將無效分列入後取平
均值。
二、 創意鼓藝錦標賽『公開組』決賽、戰鼓錦標賽『公開組』決賽，共計 2 組，前
六名頒發獎金獎勵：
(一)
第壹名獎金新臺幣(150,000)拾伍萬元。
(二)
第貳名獎金新臺幣(80,000)捌萬元。
(三)
第參名獎金新臺幣(50,000)伍萬元。
(四)
第肆名獎金新臺幣(30,000)參萬元。
(五)
第伍名獎金新臺幣(20,000)貳萬元。

(六)
第陸名獎金新臺幣(20,000)貳萬元。
三、 太鼓錦標賽、創意鼓藝錦標賽、戰鼓錦標賽的『小學組』決賽、『中學組』決賽，
共計 6 組，前六名分別頒發獎金獎勵：
(一)第壹名獎金新臺幣(20,000) 貳萬元。
(二)第貳名獎金新臺幣(15,000) 壹萬伍仟元。
(三)第參名獎金新臺幣(10,000) 壹萬元。
(四)第肆名獎金新臺幣(5,000) 伍仟元。
(五)第伍名獎金新臺幣(5,000) 伍仟元。
(六)第陸名獎金新臺幣(5,000) 伍仟元。
四、 以上設有競賽獎金的各組，如該組預賽實際到場參與競賽隊數，僅 1 隊則不頒
發獎金獎勵，僅 2 至 3 隊僅頒發第一名獎金獎勵，4 至 5 隊僅頒發前二名獎金
獎勵，6 隊以上 (含 6 隊)則頒發前三名獎金獎勵，7 隊以上 (含 7 隊)則頒發前
四名獎金獎勵，8 隊以上 (含 8 隊)則頒發前五名獎金獎勵，9 隊以上 (含 9 隊)
則頒發前六名獎金獎勵。
五、 參賽成績獲獎團隊，頒發乙張團隊獎狀表揚獲獎團隊。另為鼓勵學生參與，參
賽及表演學生均個別頒發獎狀乙張。
六、 參賽隊伍大會提供競賽當日午餐券。
七、 創意鼓藝錦標賽、戰鼓錦標賽『公開組』前二名者，有義務協助主辦單位日後
所舉辦活動之展演一場，所以大會將預留該隊競賽獎金三萬元，於義務協助主
辦單位日後所舉辦活動之展演一場，當日再行發給所預留競賽獎金三萬元，並
再加發補助車馬費新臺幣(10,000)壹萬元。
壹拾柒、

申訴：
一、 賽程中如發生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 提出申訴時，應由領隊或學校代表簽字蓋章，以書面向大會提出，由審判委員
會開會討論並做成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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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賽程發生爭議，仍須依照前項規定，於該項成績宣佈後三十分鐘之內，正式
提出書面申訴，否則不受理。
四、 各項比賽進行中，各領隊、指導教師及選手，不得當場質詢裁判，違者取消比
賽資格。
壹拾捌、

附則：
一、 參賽者請攜帶證明身分文件，學生請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當日檢驗。大會於
比賽會場提供 CD 播放器以供音樂播放，如因挑片問題無法完整播放，由各隊自
行負責，各單位也可自行準備播音器材。
二、 大會賽程期間，如有違背運動精神，或有不正當之行為（如冒名頂替、資格不
符）或不服從裁判等情形，經查明屬實者，除立即取消比賽資格，並宣佈違規
選手姓名及所屬學校單位，其領隊、指導及管理人員應負相關之行政責任，並
報請其所屬縣市教育局（處）議處。
三、 參賽過程衍生之肖像使用權與智慧財產權，大會均有權授予各傳播媒體進行報
導刊載。大會攝錄之影像、照片，參賽者無條件提供大會使用於宣傳、廣告、
文宣、訓練等用途，或其他形式宣傳物之永久使用權。另；本賽會為達推廣之
效，開放各單位錄影；唯所攝錄影像僅限教育用途，嚴禁商業用途，違者自負
法律責任。各隊伍所使用之音樂版權問題，參賽者須自行排除，概與主辦單位
無關，經查有前述情事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並由主辦單位追回證書及獎金，
獎位不予遞補。
四、 本項賽事大會已投保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各位單位請自行為參賽隊職員另行
投保個人意外險。
五、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訂並上「民俗體育網路教學資源中心網
站」http://custom.nutn.edu.tw 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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