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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摘要 

  本校為濱海偏遠小校，全校共計九班，教職員工約 34人，學生 214人。因位處西濱沿海，

土地貧瘠，地方產業多以第一級農漁業為主，又因長年謀生不易，造成人口不斷外移，使得本地

成為人口嚴重外流區域。學區內家庭經濟狀況許可者，家長多在小學即讓子女越區就讀，而留在

本地的家庭多屬弱勢，故本校的學生約 65％為弱勢家庭的孩子，因此照顧這些學生，便成為學校

的首要工作。 

    早期地區的家長因汲汲營營於生計，對於孩子的課業無多餘心力顧及，因此孩子的學業成就

亦普遍低落。家長不重視學業，孩子自然也不積極向學，很多學生沒有生活目標，每天無所事事，

上學拖拖拉拉，到校無心向學，下課惹事生非。不讀書的學生影響到其他想讀書的學生，造成學

校讀書風氣不佳，甚至有學生寧願結伴罰站，也不願上課。儘管學校老師會當下立即糾正，但是

學生的根本問題仍未獲得改善，甚至中輟學生比率曾一度為全縣之冠，所以學校意識到必須趕緊

找出良策來引導學習意願低落的孩子。 

    申請本計畫就是針對本校學生的特質，發展運動團隊（以舞龍隊為主），進而利用團隊動力約

束規範學生生活常規，引導學生趨於正向行為，減少學生非行行為發生。同時促進學生身心發展，

發展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芳苑國中自民國九十四年成立舞龍隊，草創初期是由全校師生共同製作屬於芳苑國中的龍，

龍的主體是請陳錫洲先生帶著三年級技藝班學生所做成的。龍被上的背鰭與亮片是由全校師生一

針一線所縫製而成。至民國九十六年時，因緣際會在芳苑鄉代表洪新有的幫助下，聘請芳苑鄉「王

功兩廣舞龍舞獅戰鼓團」巫松軒教練到校指導競技舞龍技術，並正式於九十六年十二月(2007年

12 月)成軍轉型成競技舞龍運動團隊。 

競技龍與傳統龍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能否參與競賽，這對本校發展舞龍運動是重要里程碑，讓

孩子除了在訓練、表演外，也能透過競賽的參與給孩子們訂定自己的目標、導正生活的步調，進

而從競賽中獲得莫大的成就與自信。積極轉型努力讓孩子獲得大家肯定的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

在蘇文俊校長期任間創辦及吳麗月、謝國士校長的經營下，讓初期只是表演性質的運動團隊，轉

型成小有名氣的舞龍勁旅，除了連續拿下全國中小學競技舞龍錦標賽四連霸，及全國中華盃舞龍

舞獅錦標賽九連霸輝煌紀錄外，亦培訓出多名舞龍選手轉往彰化縣各高中職龍隊繼續發展。現由

黃天助校長接任，為了讓芳苑舞龍能承續多元表演與創新競技技能，除了加入戰鼓、舞獅技能訓

練，在 107學年起再續加入舞旗項目，除了讓芳苑國中舞龍隊的表演更多元外，也為了因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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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比序分數異動而準備。 

這幾年在普仁基金會贊助下，芳苑國中舞龍隊持續地為地方義演貢獻已力，打造出芳苑舞龍

特色。另外，亦灌輸學生觀念，讓他們明白成為舞龍選手不單只有技術而已，若能有相關專業知

識背景相輔相成，必能更上層樓。因此，我們教導學生學習規劃未來目標，鼓勵學生繼續在課業

上學習與精進舞龍技術。2013-2017年芳苑國中舞龍隊陸續培育出選手保送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就

讀，我們希望這些芳苑龍兒們繼續締造芳苑的舞龍特色，更冀望未來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的傳承

由他們來延續下去，讓芳苑國中舞龍隊不只是短暫的絢麗，而是地方榮耀與傳奇。未來芳苑國中

舞龍隊除了持續保持輝煌的戰績外，亦會不斷的創新與突破，致力延續芳苑舞龍精神，傳承芳苑

舞龍特色。 

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成立後，自 97年來接受貴會的補助至今，已默默為本校種下希望的種

籽。這期間有不少的孩子因為參加龍隊，在校生活秩序趨於穩定，品德與生活習慣也因而改變，

學習氛圍亦漸漸形成，並間接影響其他學生，讓芳中校園更趨向為禮貌、守規矩、好品德之友善

校園，地方居民也從對芳苑國中的不認同轉為肯定，帶給全校同仁莫大鼓舞。 

從瀕臨裁撤學校的 6個班級 104名學生的芳苑國中，一直到逆向成長的 103學年 9個班級 220

人、105學年的締造近十年最高學生數 224人(106學年小幅下降為 213人)，一直是努力進步的

芳苑國中，漸進成長成就是全校教職同仁及學生努力的結果，社區民眾有目共睹，讓社區民眾對

本校的看法完全改觀，也因此學區內原本負笈他校的學子紛紛回流。 

本校持續以發展社團活動翻轉學校氛圍；以發展體育團隊，讓學生懂得遵守團隊規範，進而

提升品德表現，亦增加學生到校學習的樂趣，孩子們漸漸變得喜歡學校生活，喜愛學習內容。當

學生們有目標、有自信，就會慢慢帶動同儕間的自學風氣，營造校園的學習氛圍，這才是學習的

終極目標：擁有自學的能力，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擁有帶得走的能力。學生在校不僅能在社團

學習表現上用心，「閱讀書香滿校園」的願景更漸次在學校綻放，校園志工服務的希望工程更散

播在學校活動的各個角落。 

除此之外，芳苑國中競技舞龍團隊優異的技能表現，更為芳苑舞龍隊的孩子拓展了更寬廣的

升學道路。在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中，參與舞龍團隊之選手相較於一般生下佔了許多升

學優勢，在超額比序中包含「品德項目」的獎懲紀錄、服務學習、生活教育等子項目，以及「績

優表現項目」的體適能、競賽表現的子項目，都能拿到該項目幾近滿分的成績，讓選手在多元升

學方面都有機會依自己志願選填上榜，擴增多元升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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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苑國中能有今日的辦學成果，發展地方民俗技藝的舞龍隊堪稱轉型的重要關鍵，而能讓這

個奇蹟發生的幕後推手，就是「普仁基金會」。感謝貴會多年來對芳苑國中舞龍隊的裁培與支持，

因為有你們，孩子能無後顧之憂地練習專長技藝；因為有你們，我們能在芳苑漁村創造教育奇蹟；

因為有你們，孩子能成為彰化縣芳苑鄉的品牌，帶著這份感恩與榮譽，立足彰化，放遠世界，在

世界各地的比賽爭取佳績。衷心期盼貴會能夠繼續支持本校龍隊，讓普仁基金會的愛持續散播在

彰化沿海地帶，創造更多的教育奇蹟，培育更多美好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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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過去執行成果  

(一)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近年參賽成績 

1. 「2018全國舞龍公開賽」榮獲自選舞龍-第三名、舞龍傳統套路-第五名、全能舞龍-第四名 

2. 「2018年第六屆全國鼓陣錦標賽」榮獲中學組-戰鼓-第五名、公開組-戰鼓-第四名 

3. 「106學年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A隊榮獲國中組：自選舞龍-冠軍、規定舞龍-冠軍、舞獅雙獅會獅-亞軍、四獅會獅-冠軍 

A隊榮獲社會組：自選舞龍、規定舞龍-季軍 

B隊榮獲國中組：自選舞龍-季軍 

4. 代表中華台北參加「香港世界夜光龍醒獅錦標賽 2018」夜光龍項目，榮獲第五名 

5. 代表中華台北舞龍參加「2017中國.溧陽國際龍獅爭霸賽」榮獲自選舞龍「一等獎」(冠軍)。 

6. 「106學年教育部體育署全國民俗體育競賽」舞龍 

榮獲 國中組-競速舞龍混合組 特優；競技舞龍混合組 特優 

7. 「106學年教育部體育署全國民俗體育競賽」戰鼓 榮獲男女混合組-優等 

8. 承辦彰化縣 106年縣長盃舞龍舞獅錦標賽活動並參賽 

A隊榮獲:舞龍-規定套路-冠軍、自選套路-亞軍；舞獅-四獅會獅-冠軍、雙獅會獅-冠軍 

B隊榮獲:舞獅-雙規定套路-亞軍。 

9. 「2017全國舞龍公開賽」 

A隊(芳苑國中隊)榮獲自選舞龍-亞軍、規定舞龍-季軍、全能舞龍-亞軍 

B隊(普仁基金會隊)榮獲自選舞龍-第四名、規定舞龍-第四名、全能舞龍-第四名 

10. 「2017全國鼓陣錦標賽」榮獲中學組：戰鼓-冠軍、公開組：戰鼓-季軍 

11. 「105學年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A隊榮獲國中組：自選舞龍-冠軍、規定舞龍-冠軍；社會組自選舞龍-亞軍、規定舞龍-季軍 

B隊榮獲國中組：舞獅雙獅會獅-冠軍、自選舞龍-季軍、規定舞龍-季軍 

12. 「105學年教育部體育署群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舞龍 

國中組 競速舞龍混合組 特優 

國中組 競技舞龍混合組 優等 

13. 「105學年教育部體育署群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文陣(鼓藝、戰鼓) 

國中組 戰鼓男女混合組 特優 

國中組 鼓術男女混合組 優等 

14. 「2016全國教育薪傳盃舞龍舞獅、獨輪車錦標賽」榮獲國中組:舞龍 冠軍 

15. 「彰化縣 105年縣長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A隊榮獲 國中組 舞龍-規定套路-冠軍、自選套路-冠軍、舞獅-四獅會獅-冠軍、舞獅-雙獅

會獅-亞軍 

B隊榮獲 國中組 舞龍-規定套路-亞軍、舞龍-自選套路-季軍。 

16. 2016年「全國鼓藝競賽」戰鼓項目比賽，榮獲中學組第八名。 

17. 2016年「香港世界夜光龍醒獅錦標賽」夜光龍項目，榮獲第五名。 

18. 2015年「第三屆全國鼓陣錦標賽」榮獲中學組戰鼓-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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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4年彰化縣縣長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國中組舞龍規定套路-冠軍(A隊) 

國中組舞龍自選套路-亞軍(A隊) 

國中組舞龍自選套路-季軍(B隊) 

國中組會獅雙獅-亞軍(B隊) 

國中組會獅四獅-亞軍(A隊) 

20. 104年 11月參加「104 年全國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 

國中組競技舞龍-特優 

國中組戰鼓-特優 

醒獅雙獅-優等 

醒獅多獅-優等 

21. 104年 1月參加『103學年度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甲、 國中組: 

舞龍規定套路－冠軍 (A隊)、舞龍規定套路－季軍 (B隊)； 

舞龍自選套路－冠軍 (A隊)、舞龍自選套路－第五名(B隊)； 

雙獅會獅-亞軍- (A隊)、雙獅會獅-第四名- (B隊)； 

四獅會獅-亞軍 -(B隊)、四獅會獅-第四名 - (A隊)。 

乙、 社會組: 

舞龍規定套路－第五名 (A隊) 

舞龍自選套路－第四名 (A隊) 

22. 「彰化縣 103年度縣長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榮獲國中組 

舞龍規定套路－冠軍 (A隊)、舞龍規定套路－亞軍 (B隊)； 

舞龍自選套路－冠軍 (A隊)； 

雙獅會獅-冠軍- (A 隊)、雙獅會獅-亞軍- (B隊)； 

四獅會獅-冠軍-(B 隊)、 四獅會獅-亞軍- (A隊)。 

23. 「教育部體育署 103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榮獲： 

競技舞龍-混合國中組：第一名； 

醒獅-混合國中組雙獅項目：第四名； 

文陣-國中組戰鼓項目：第六名。 

24. 「2014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一隊：1.國中組規定套路-第二名  2.國中組自選套路-第一名  

二隊：1.國中組規定套路-第三名  2.國中組自選套路-第四名 

一隊: 1.社會組規定套路-第四名  2.社會組自選套路-第六名 

25. 「2014全國中小學競技舞龍錦標賽」榮獲-國中組銀質獎(第二名) 

26. 「2014香港世界夜光龍醒獅錦標賽」榮獲夜光龍 季軍 

27. 「2013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四連霸 

一隊：1.國中組規定套路-第一名  2.國中組自選套路-第一名  

一隊：1.社會組規定套路-第四名  2.社會組自選套路-第二名 

二隊：1.國中組規定套路-第三名  2.國中組自選套路-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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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3全國中小學競技舞龍錦標賽」榮獲-國中組金質獎 

29. (2010-2013全國中小學競技舞龍-金質獎四連霸) 

30. 「2012中國舟山舞龍舞獅公開賽」金質獎 

31. 「2012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一隊：1.國中組規定套路-第一名  2.國中組自選套路-第一名  

二隊：2.國中組規定套路-第二名  2.國中組自選套路-第三名 

一隊: 1.社會組規定套路-第四名  2.社會組自選套路-第四名 

32. 「2012全國中小學競技舞龍錦標賽」榮獲-國中組金質獎(第一名) 

33. 「100年鲲鯓王盃兩岸全國民俗龍獅藝陣錦標賽」 

國中組舞龍單龍項目：第一名 

國中組舞龍夜光龍項目：第一名 

34. 「2011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一隊:國中組規定套路-第一名、國中組自選套路-第一名  

二隊:國中組規定套路-第二名、國中組自選套路-第三名 

35. 「2011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榮獲社會組規定套路-第五名、社會組自選套路-第五

名、社會組夜光龍-第四名。 

36. 「2011全國中小學競技舞龍錦標賽」榮獲-國中組金質獎(第一名) 

37. 「99年全國中正盃龍獅鼓藝錦標賽」國中組自選套路、規定套路雙料冠軍。 

38. 「98學年芳苑國中舞龍一隊班底」代表彰化縣榮獲 99全民運動會榮獲: 

競速舞龍-銅牌、規定套路舞龍-銅牌、自選套路舞龍-銅牌、障礙舞龍第六名夜光龍-第四名。 

39. 「2010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榮獲:國中組規定套路、自選套路雙料冠軍 

社會組規定套路-第五名、社會組自選套路-第三名、社會組夜光龍-第二名 

社會組全能舞龍-第三名 

40. 2010全國中小學競技舞龍錦標賽 國中組冠軍。 

41. 2009杭州國際舞龍舞獅邀請賽 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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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 2016-2018年公共活動表演紀錄 

1. 2018/7/26 彰化縣大同國中-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揭牌啟用典禮(競技舞龍) 

2. 2018/07/14王功漁火節演出(戰鼓、旗舞、競技龍、舞魚) 

3. 2018/6/15芳中第 47屆畢業典禮(戰鼓表演傳承) 

4. 2018/06/07寶成集團公益 TEAM BUILDING 活動第二梯次開場演出(舞龍+戰鼓) 

5. 2018/05/31寶成集團公益 TEAM BUILDING 活動第一梯次開場演出(舞龍+戰鼓) 

6. 2018/05/23 台中南屯扶輪社團慶表演(戰鼓) 

7. 2018/04/04支援埔鹽新水國小 100周年校慶暨園遊會開場演出(競技舞龍) 

8. 2018/2/4協助參加長期贊助本校舞龍隊般若科技尾牙餐會(表演項目：戰鼓、舞龍) 

9. 2018/2/3支援力寶龍感恩尾牙餐會演出(表演項目：戰鼓、舞龍) 

10. 2018/2/1支援芳苑工業區-宏諦實業公司完工典禮演出(表演項目：戰鼓、舞龍) 

11. 2018/01/11台中南屯扶輪社到校參訪迎賓表演(表演項目：戰鼓、舞龍) 

12. 2017/12/16支援育華國小 60週年校慶表演-戰鼓+舞龍 

13. 2017/12/10「逢甲大學 EMBA菁英大會師」活動開場表演-戰鼓+舞龍 

14. 2017/11/19大手拉小手起向前走-普仁基金會感恩晚會表演-戰鼓+舞龍 

15. 2017/11/17芳苑國中 56週年校慶表演-戰鼓+舞龍 

16. 2017/11/11支援管嶼國小 100週年校慶表演-戰鼓+舞龍 

17. 201710/4獲邀參加台體大協辦之「教育部體育新南向政策-國際青少年舞龍成長營」活

動並當任表演團隊 

18. 2017/08/05 支援芳苑鄉公所「2017王功漁火節」踩街、開幕表演 

19. 2017/7/11支援中華舞龍舞獅運動總會「九龍騰祥晚會」活動表演 

20. 2017/7/8獲邀參加「2017桃園觀音文化節創意踩街」活動表演 

21. 2017/6/22寶成集團公益 TEAM BUILDING 活動第二梯次開場演出(舞龍+戰鼓) 

22. 2017/6/8寶成集團公益 TEAM BUILDING 活動第一梯次開場演出(舞龍+戰鼓) 

23. 2017/5/6支援普仁基金參加「中原大學慈暉 45週年團圓活動」舞龍+戰鼓表演 

24. 2017/5/5支援普仁基金參加「慈惠堂瑤池金母保民繞境嘉年華活動」舞龍表演 

25. 2017/4/22「106年全中運開幕活動-暖場第一幕「夜光雙龍 喜迎中運」表演團隊(與達

德聯手) 

26. 2017/4/13學區國小到校參訪活動-開幕迎賓表演(舞龍+舞獅+戰鼓) 

27. 2017/3/28支援芳苑鄉路上國小 95週年校慶開幕工作-舞龍表演 

28. 2017/3/11支援「全國青年盃槌球錦標賽」開幕工作-舞龍表演 

29. 2017/3/08「台中南屯扶輪社」到校迎賓表演(舞龍+戰鼓) 

30. 2017/2/10獲教育處推派為「106年全中運開幕活動-暖場第一幕「夜光龍」表演團隊 

31. 2016/12/12「芳苑國中第一屆校友回娘家」迎賓表演-戰鼓+舞龍 

32. 2016/11/13後寮國小 55週年校慶典禮開幕表演-戰鼓 

33. 2016/11/11芳中 55 週年校慶典禮開幕表演-戰鼓+舞龍 

34. 2016/10/25「芳中愛的書庫」揭牌儀式後，來賓參觀表演-戰鼓+舞龍 

35. 2016/10/12台中南屯扶輪社及般若科技公司到校參訪-戰鼓+舞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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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16/10/7台灣電力公司-風力發電場揭牌典禮-戰鼓+舞龍表演 

37. 2016/10/1 寶成集團-昆山媽祖回鹿港娘家-繞境表演 

38. 2016/7/28 支援芳苑工業區建廠活動表演 

39. 2016/7/28 支援芳苑工業區建廠活動表演 

40. 2016/7/21 中華舞龍舞獅運動總會-新竹九龍匯演-活動表演 

41. 2016/7/2 彰化縣芳苑「2016王功漁火節」活動表演 

42. 2016/6/4 芳苑村「端午節關懷社區包粽活動」戰鼓表演 

43. 2016/6/4 協助寶成集團舉辦「公益 TB 活動」舞龍體驗活動指導(芳苑場第二梯次)  

44. 2016/6/2 協助寶成集團舉辦「公益 TB 活動」舞龍體驗活動指導(芳苑場第一梯次) 

45. 2016/5/28 「2016 客庄 12大節慶-三義雲火龍節活動」舞龍表演 

46. 2016/5/26 學區國小快閃表演活動:芳苑國小。表演項目:舞龍、戰鼓 

47. 2016/5/24 學區國小快閃表演活動:王功國小->育華國小->後寮國小->中正國小->二林

國小共計 5間小學。表演項目:舞龍、戰鼓。 

48. 2016/5/15 「2016 鹿港慶端陽-龍王祭活動」支援彰化文化局表演 

49. 2016/4/30「湖北國小校慶活動」開幕表演(表演項目:戰鼓+舞龍) 

50. 2016/4/12卡爾宇帷科技公司「互動電子白板捐贈活動」迎賓表演(表演項目:戰鼓+舞龍)  

51. 2016/03/17「學區國小到校參訪體驗活動」-舞龍+戰鼓表演 

52. 2016/03/16「南屯扶輪社到校參訪」-舞龍迎賓表演 

53. 2016/03/12宏諦公司–擴廠動土典禮 (表演項目:戰鼓+舞龍) 

54. 2016/03/12公益支援台中扶輪社-「關懷弱勢愛心園遊會」(表演項目:戰鼓+舞龍) 

55. 2016/03/09般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十週年廠慶」表演 

56. 2016/03/05參加台中市政府及台中扶輪社舉辦之「發揚扶輪 關懷弱勢.愛心園遊會」活

動 

57. 2016/02/28獲邀參加台北市政府舉辦之「全球自行車城市大會-Velo -city自行車嘉年

華」代表台灣民俗特色表演。(表演項目:戰鼓+舞龍) 

58. 2016/01/22參加長期贊助本校舞龍隊般若科技尾牙餐會-戰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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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媒體報導紀錄 

    1.2010.3月客家電視台-推競技龍文化 全國中小學齊競賽-隊長曾鴻棋。 

2.2010.3月中國時報「旗鼓隆咚鏘 亞洲舞龍賽開鑼啦」苗栗地方報導。 

3.2010.5月大愛電視台《地球的孩子-龍躍希望、舞龍勇士》電視特輯(共兩集)。 

4.2010.9月自由時報地方版 「芳苑國中舞龍珠國慶看得到」。 

5.2010.10月「芳苑國中舞龍隊 唯女生洪彩鈞舞龍珠」彰視新聞報導。 

6.2010.12月自由時報地方版「苦練有成 芳苑國中舞龍隊 今年奪 5冠」 

7.2010.12月聯合報「隊員帶傷勤練 芳苑舞龍奪金銀」。 

8.2010.12月網路地方新聞「芳苑國中舞龍隊學生不畏艱辛埋首苦練」。 

9.2010.12月網路即時新聞「彰化縣芳苑國中 競技舞龍全國金銀牌。 

10.2011.3月彰化新聞報導-「芳苑國中舞龍隊好犀利 再獲全國第一」。 

11.2011.3月聯合報（好讀周報）校園影響力報導「芳苑國中體育班；舞龍舞出第一名」。 

12.2012.2月聯合報--芳苑國中舞龍 3連霸 

13.2012.2月自由時報—全國舞龍賽 芳苑國中三連霸  

14.2012.7月中時新聞-芳苑國中舞龍隊 傲視大陸群龍 

15.2012.7月台灣新生報-芳苑國中舞龍隊一戰成名 

16.2012.7月民視新聞-芳苑國中舞龍隊 中國參賽奪金 

17.2012.8月彰化體育表現亮眼 舞龍隊、巧固球隊奪金 

18.2012.8月民眾日報-縣府表揚舞龍隊 

19.2012-中華電信 MOD 拍攝紀錄片「追夢」電視撥出 

20.2013-4月 彰化電視台「芳苑國中學生 熱愛加入舞龍競技隊」專題報導 

21.2013-5月 台灣新生日報「芳苑國中舞龍隊 嚇嚇叫」 

22.2013-7月 彰化電視台「芳苑國中舞龍隊-為地方演出 獲得肯定」新聞報導 

23.2013-7月 彰化電視台「新竹光武 彰化芳苑、二水」三國中聯誼會熱鬧,芳苑國中舞龍隊

壓軸登場,夜光龍精湛演出 滿場喝采」新聞報導 

24.2014-2月 TVBS新聞台專題報導-【「志氣」翻版！國中舞龍連冠拚獎金助升學】 

25.2014-5月 中時電子抱「芳苑國中夜光龍 威震香港」新聞報導 

26.2014-9月 教育廣播電台-「彰化縣媽祖聯合遶境 15日停駐芳苑普天宮」-芳苑國中舞龍

隊活動表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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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動機與目的 

（一）發展學校「競技舞龍」之體育特色，樹立獨幟一格的體育風格。 

（二）鍛鍊強健體魄，養成積極進取的精神，促進學生身心正常發展。  

（三）培養低學業成就及無心向學學生多元學習，拓展多元升學管道。 

（四）潛移默化學生養成自律自立、自強自治及自動自發之團體規範。 

（五）藉由參與舞龍，增加成功機會，提升其自信心，建立自我效能。 

（六）因應十二年國教超額比序措施，提升偏遠小校申請入學之優勢。 

第四章 問題界定與需求評估 

    本校學生數極少，家長社經地位不高，很多家庭經濟狀況不佳，因此家長對孩子的教育大多

不重視，導致學生不僅無心向學，且生活教育不良，經過這幾年的調整，學生的生活常規已步向

正軌，不再出現校園菸蒂，少數程度好的學生之間已慢慢形成讀書風氣，不過大部分的學生還是

缺少目標。期望申請此計畫，讓一些在體育方面有潛力的學生，能找到未來奮鬥的目標。 

    本校 97~107年連續 11 年均獲得普仁基金會引導計畫補助競技龍訓練，學校善用基金會補助

的每一筆款項，戰戰兢兢地執行訓練計畫。這筆經費不僅讓孩子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比賽，讓他們

在比賽及訓練過程中，找到自信，增廣視野；同時每一次的演出，也讓芳苑國中「平原鄉野一條

龍」更廣為人知，讓傳統的民俗技藝發揚光大。 

然而成立團隊非常需要外界的經費，除了持續向貴會申請補助，學校也積極向教育處、鄰近

企業及團體爭取經費補助，但景氣不佳，募款不易，有心支持又願意補助給本校的單位實在不多，

但為了學校也為了我們的孩子，希望能透過貴會許孩子一個璀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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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計畫內容 

（一）舞龍隊成員： 

   除了由教師推薦高關懷學生外，對競技舞龍培訓有意願之學生皆可加入，每新學年招收目標

10-15 位一年級學生加入參加培訓。(105 學年及 107 學年皆出現招生不足狀況) 

（二）校內外訓練活動： 

    學期間利用課後、聯課社團活動及彈性課程時間安排舞龍專長課程，寒暑假期間亦訂定集

訓時間，如遇重要表演或比賽，則在週末假日加強訓練。 

（三）校外比賽： 

    藉由參與舞龍競賽，讓選手對平日之練習加以驗收，並提升其自信心，建立自我學習效能。

選手參加比賽前，團隊互助學習氛圍提升，團隊在互助過程中互相勉勵互相學習力。比賽後不

但讓孩子有接受表揚的機會，也讓選手因為餐與競賽而走出校外增廣見聞，拓展視野。 

（四）社區服務與表演： 

    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活動，投入社區服務，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諦；配合在地化社區

慶典活動（如：王功漁火節、媽祖遶境等）讓團隊與社區體育(藝文)發展特色相結合。 

（五）達成教育目標： 

    Kant 說：「教育的目的是在使人成為人」，透過舞龍訓練及團隊學習約束力，讓孩子更知所

進退在品德上有良好表現，成為堂堂正正、規規矩矩的好學生。所以我們期望透過團隊的學習

讓選手們達到我們訂定的預期目標努力，如: 

1.使孩子有榮譽心，能以成為芳苑國中舞龍隊成員為傲。 

2.以團隊互助學習之氛圍與精神,帶動學生投入服務學習教育。 

3.落實學生學習回饋分享，以利師長對團隊學習成效之調整。 

4.增強挫折容忍力，鍛練強健體魄，成為社會中堅份子。 

5.潛能多元發展，確立自我的價值觀，提升品格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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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計畫評估及預期效益(附表 1-4) 

（一）落實學生服務學習精神 

    芳苑國中舞龍隊自 97 年開始接受貴會補助，團隊從無到有，從默默無名的學習之路走到

今日的表現，本團隊堅持的是一步一腳印的學習成長與回饋，此成效評估構想-推動服務學習

精神來自於部分學生平日服務學習展現的用心，原因是因為我們看到部分舞龍隊的孩子們，在

課業雖為低學習成就，但他們能從服務學校的表現上獲得了許多老師的稱讚，甚至獲得師長公

開讚賞，如此讓他們更喜愛在服務學習中所獲得的成就感，另外我們也看到了即使畢業多年的

孩子，仍是願意利用空閒時間回母校協助整理校園而大大的感動，因此我們開始冀望著芳苑龍

兒把這份服務學習繼續傳承下去，普及這份服務學習來回饋母校。 

    芳苑國中舞龍隊在教育部 12年國教超額比序政策下，自 102學年起參與引導計畫畢業生

評估成效中，連續 5年參與引導計劃學生在 12年國教超額比序分數:品德項目-服務學習部分，

皆能獲得最高服務時數之加分(80小時)，並在「品德項目」的獎懲紀錄、生活教育等子項目中

獲得最高加分分數。 

（二）心得回饋與分享 

    在執行引導計畫過程中，我們希望看到的除了是團隊經營的用心外，芳苑國中舞龍隊也希

望透過學習成效的評估與學生的學習互動交換來取得學習成效之改善，故芳苑國中舞龍隊自 97

年開始便以電子互動模式來經營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網路心得互動)。此工作讓學生透過網路

平台之互動，增進師生聯繫情誼，讓師長從學生心得中了解學生學習困境並加以輔導，亦也能

讓學生培養書寫文章之能力。 

（三）提升學習成效(提升 12年國教-競賽成績加分機會) 

    芳苑國中舞龍隊自 97 年貴會協助成立後，團隊在努力經營下近年屢獲佳績，不只提升學

校知名度也提供了學生多元升學機會，我們期望透過團隊之培訓，增長選手舞龍專業技術，並

透過運動競賽參與評估團隊學習之成效。 

    以全國競賽第一名為目標，是我們希望透過選手學習付出的回收與成果展現激勵選手學

習，但我們更希望的是讓學生在團隊中獲得更多的學習展現與機會，如:透過舞龍競賽獲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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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加分機會以及品德素養。 

    以 2014年全國中小學競技錦標賽為例：芳苑國中舞龍隊選手雖不敵苗栗舞龍傳統大校卓

蘭實中，但選手賽後的回饋與檢討，讓我們看到了比冠軍更得來不易的學習，選手們能藉由比

賽中反省自己平日之學習態度並從中獲得勉勵自己精進的動機，讓師長們看到的是失敗的經驗

讓這些孩子學會跌倒中成長，獲得了比冠軍更有價值的成效。 

    所以近年來芳苑國中舞龍隊在做的傳承是除了給課業低學習成就，或對舞龍學習有興趣的

學生升學管道外，我們也希望提高偏鄉學校的升學優勢，讓學生在申請免試入學中獲得了加分

優勢，故 102學年起因應 12年國教-超額比序政策，芳苑國中舞龍隊更提供給參與團隊之學生

更多競賽機會，使之獲得競賽成績加分及免試入學優勢。如:103年暑假開始培訓舞獅、戰鼓競

賽套路(每週一天課後培訓課程)，並自103年起開始承辦彰化縣縣長盃舞龍舞獅錦標賽等工作。 

（四）引導學生持續發展及提供多元升學管道與機會(附四) 

    教育改變環境。在教育資源貧乏的芳苑，許多家庭無力兼顧孩子教育，造成許多學生課業

學習狀況不佳之情形，而不願意繼續升學。在此之前，因為低學習成就或家庭經濟因素，國中

畢業即放棄升學就業的學生每年的出現比例甚高，故我們鼓勵學生參與團隊學習，發揮自己長

才，藉由運動團隊開啟升學之路，因為我們相信教育可以改變人的命運，促進地方社會的進步。 

故芳苑國中舞龍隊在選手未來規劃上以積極在開創學生升學道路，並以多元發展為目標，除了

讓選手在升學部分可以順利銜接，畢業後得以有機會延續舞龍發展外，亦希望學生能以競賽成

績協助錄取公立高中職，讓選手能依照自己未來規劃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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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芳苑國中引導計畫進度表 

工作項目 
108年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採購各項運動用品    v v v   v v v  

招收目標學生       v v v v   

規範學生生活常規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舞龍隊訓練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評估畢業生升學方向 v v v v v        

   

附註：1.每年招收預備隊選手多以新生暑期輔導(7月初)即開始評估。 

      2.每年畢業生可以自己的興趣及未來規劃評估升學方向，如：免試入學登記分發或參加 

        體育班獨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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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芳苑國中引導計畫分工表 

職 稱 負 責 人 工 作 執 掌 

召 集 人 校 長 

黃 天 助 
督導本計畫之擬定、執行與協調各單位配合 

行 政 組 

( 計 畫 執 行 ) 

帶 隊 教 師 

陳 秀 紹 

計 畫 監 督 

李 雅 文 

1. 協助督導計畫實施 

2. 統籌工作項目及進度掌控 

3. 經費核銷及計畫之執行  

4. 比賽、集訓時間之安排 

5. 各項舞龍維修器材指導 

6. 執行各項團隊規範及約束 

7. 隨隊表演、比賽並管理團體 

技 術 訓 練 組 龍 獅 指 導 老 師 

林 易 聖 

技 術 指 導 教 練 

巫 松 軒 

1. 負責規畫團隊各項訓練事務 

2. 學生生活常規之規範 

3. 校內校外各項比賽與活動規劃與指導 

4. 比賽、集訓時間之執行 

5. 課後舞龍訓練 

6. 各項舞龍套路之編排 

7. 京劇鑼鼓技術指導及配樂編排 

生 活 輔 導 組 訓 育 組 長 

張 淑 慧 

1. 多元升學之安排及課業輔導 

2. 學生各項課程規畫及安排 

資 訊 組 陳 秀 紹 

林 易 聖 

網頁、粉絲團動態更新及各項活動資訊運用與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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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學年參與引導計畫學生狀況調查表(107年 9月調查資料) 

 
年級 姓名 學生身份別 家庭類型 經濟狀況 特殊身份 

1 一 陳〇傑  雙親   

2 一 洪〇億 
外配子女; 

越南 
雙親   

3 一 黃〇翔  雙親   

4 一 黃〇挺  單親 中低收入戶  

5 一 洪〇閔 
外配子女; 

越南 
雙親   

6 一 許〇航  單親   

7 一 蔡宇翔 
外配子女; 

中國 
雙親 中低收入戶  

8 一 張〇寓 
外配子女; 

柬埔寨 
雙親  資源班學生 

9 二 殷〇宏 
外配子女; 

中國 
雙親 中低收入戶  

10 二 洪〇輝 
外配子女; 

越南 
雙親   

11 二 許〇彬 
外配子女; 

印尼 
雙親 清寒家庭  

12 二 黃〇憲  單親 中低收入戶  

13 二 陳〇如  單親 中低收入戶  

14 二 陳〇姍  單親 中低收入戶  

15 二 張〇凱 
外配子女; 

柬埔寨 
雙親   

16 二 康〇義 
外配子女; 

印尼 
單親 清寒家庭 資源班學生 

17 二 林〇翔 
外配子女; 

印尼 
雙親   

18 二 黃〇壹 
外配子女; 

印尼 
雙親   

19 二 洪〇祥 
外配子女; 

印尼 
雙親  資源班學生 

20 二 洪〇豪  雙親   

21 三 洪〇甫 
外配子女; 

柬埔寨 
雙親 

清寒家庭;務

農 
 

22 三 洪〇韓 
外配子女; 

柬埔寨 

單親 
  

23 三 林〇發  雙親 清寒家庭 學習障礙 

24 三 施〇憲  雙親   

25 三 蔡〇均  單親 中低收入戶  

26 三 林〇綺  雙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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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芳苑國中 106學年參加引導計畫畢業生升學表現 

學校名稱: 彰化縣立芳苑國中 

引導計畫名稱:  平原鄉野一條龍     

參加引導計畫學生總人數:   27  人;畢業人數:  11 人 

考上公立人數：  9  人；私立人數：   2   人 

 

學生姓名 考取學校 附註 

1.洪若馨 國立二林工商 

體育班 

1.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2. 延續舞龍學習。 

3. 新住民子女。 

4. 中低收入戶。 

5. 單親。 

2.洪宗佑 國立二林工商 

電機科進修部 

1. 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2. 延續舞龍學習。 

3.洪允浚 台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科 

1. 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2. 新住民子女。 

3. 清寒家庭。 

4. 單親。 

4.洪志昆 私立達德商工 

汽修科 

1. 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2. 延續舞龍學習。 

3. 單親。 

4. 清寒家庭。 

5.陳振源 國立二林工商 

體育班 

1. 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2. 延續舞龍學習。 

6.林靜沅 國立員林農工 

園藝科 

1. 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7.吳明修 國立二林工商 

體育班 

1. 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2. 延續舞龍學習。 

3. 單親：隔代教養。 

4. 中低收入戶。 

5. 新住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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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洪宏明  國立二林工商 

體育班 

1. 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2. 延續舞龍學習。 

3. 中低收入戶。 

4. 舞龍隊隊長。 

9.許瑋麟  國立二林工商 

體育班 

1.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2. 延續舞龍學習。 

3. 單親：隔代教養。 

1. 低收入戶。 

10.林柏諭 國立二林工商 

體育班 

1. 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2. 延續舞龍學習。 

3. 單親。 

11.洪秋月 私立樹人醫專 

物理治療科 

1. 12年國教超額比序，績優表現(含服務學習)、品德

教育項目達滿分。 

2. 新住民子女。 

3. 清寒家庭。 

4. 身心障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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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 106-107年活動照片(一) 

   
圖 1-2:「2017年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圖 3-4:「2017全國鼓陣錦標賽」戰鼓比賽 

   
圖 5-6: 「2017全國舞龍公開賽」參賽 

   
圖 7-8:「2017全國舞龍公開賽」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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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 106-107年活動照片(二) 

   
圖 9-10:參加中國.溧陽國際龍獅爭霸賽活動 

   
圖 11-12:參加中國.溧陽國際龍獅爭霸賽活動 

 
圖 13: 參加 106學年教育部全國民俗體育競賽活動照片:戰鼓 

   
圖 14-15: 參加 106學年教育部全國民俗體育競賽活動照片:競速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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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 106-107年活動照片(三) 

   
圖 16-17:支援芳苑鄉路上國小 95週年校慶開幕工作-舞龍表演 

   
圖 18-19: 學區國小到校參訪活動-開幕迎賓表演(舞龍+舞獅+戰鼓) 

   
圖 20-21: 「台中南屯扶輪社」到校迎賓表演(舞龍+戰鼓) 

   
圖 22-23: 支援中華舞龍舞獅運動總會「九龍騰祥晚會」活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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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 106-107年活動照片(四) 

   
圖 24-25:「2017桃園觀音文化節創意踩街」活動表演 

   
圖 26-27:「教育部-國際青少年舞龍營」活動表演 

   
圖 28-29:「管嶼國小 100週年校慶表演」活動表演 

     
  圖 30-31:「芳中 56週年校慶表演」活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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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 106-107年活動照片(五) 

   
圖 32-33:參加「2018香港世界夜光龍.醒獅錦標賽」 

   
圖 34-35:參加「2018香港世界夜光龍.醒獅錦標賽」 

   
圖 36-37:參加「2018香港世界夜光龍.醒獅錦標賽」 

   
圖 38-39：般若科技林允進總經理到校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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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 106-107年活動照片(六) 

   
圖 40-41：般若科技林允進總經理到校鼓勵 

   
圖 42-43：支援埔鹽鄉新水國小 100週年校慶開幕工作-舞龍表演 

   
圖 44-45：獲邀參加台中南屯扶輪社「南屯有愛 25愛在起飛」戰鼓表演 

   
圖 46-47：寶成集團到校辦理「公益 Team building」活動開幕舞龍、戰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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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 106-107年活動照片(七) 

   
圖 48-49：寶成集團到校辦理「公益 Team building」活動開幕舞龍、戰鼓表演 

   
圖 50-51：芳中「第 47屆畢業典禮」戰鼓表演 

   
圖 52-53：支援大同國中「彰化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揭牌啟用典禮」-舞龍表演 

   
圖 54-55：「2018王功漁火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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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六: 舞龍技術訓練課程活動照片(一) 

   
圖 56-57:專長課程訓練過程 

   
圖 58-59:舞龍專長課程訓練過程-總教練巫松軒指導 

   
圖 60-61: 專長課程訓練過程-外聘指導老師指導 

   
圖 62-63:揣摩比賽動作要領與鼓樂器學習過程 



 
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 108年「大手拉小手」青少年引導計畫 

 

 - 28 - 

附六: 舞龍技術訓練課程活動照片(二) 

   
圖 64-65:專長課程訓練過程-舞獅技能。 

   
圖 66-67:舞龍專長課程訓練過程-動作模擬。 

   
圖 68-69: 專長課程訓練過程-學習與討論。 

   
圖 70-71:夜光龍技能練習、京劇鑼鼓技能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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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七:建構專屬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空間-提共更多民眾了解團隊成長過程 

    1.芳苑國中舞龍隊粉絲團-facebook (2017/9/12統計粉絲人數共計 10,577人) 

    【http://www.facebook.com/?ref=home#!/FangYuanGuoZhongJingJiWuLongDui】 

 
圖 72:「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粉絲團」 

                建置目的(1)分享選手學習照片.影片以記錄成長狀況。 

                        (2)提共給在地居民及歷屆芳苑校友一個共同關注 與回應的空間。 

                        (3)讓更多人認識芳苑國中競技舞龍隊。 

     

2.芳苑國中舞龍集團-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60329534001173/】 

 

圖 73:「芳苑舞龍集團」網頁 

                  建置目的:(1)畢業選手互動平台 

                           (2)提供給歷屆芳苑舞龍選手一個共同關注與回應的空間. 

                           (3)放置選手精彩照片(含國中時期及現在) 

http://www.facebook.com/?ref=home#!/FangYuanGuoZhongJingJiWuLongDui】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6032953400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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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芳苑龍兒心得留言站-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77228695635627/】 

 
圖 74:「芳苑龍兒心得留言站」網頁 

                  建置目的:(1)每月練習心得上傳平台。 

                           (2)練習工作通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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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八: 非競賽期推動-鄉下「龍」兒嘛ㄟ拱英語課程 

     
圖 75-76:「龍」兒嘛ㄟ拱英語課程上課情形-單字搶答與指導 

    
圖 77-78: 「龍」兒嘛ㄟ拱英語課程上課情形 

    
圖 79-80: 「龍」兒嘛ㄟ拱英語課程上課情形-部分教材與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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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九:從做中學，愛惜器材-學習維修與縫補龍具 

   
圖 81-82:維修龍頭、縫補龍身 

   
圖 83-84:與社區媽媽學習縫補龍被方式 

   
圖 85-86:學生維修龍桿與維修龍頭 

   
圖 87-88:學生修補龍被與更換龍桿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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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十:第二專長技藝加分，鼓藝出眾 獅出有名 

戰鼓、舞獅技藝在王功兩廣龍獅戰鼓團教練團協助下，105學年起增設。 

戰鼓、舞獅獲得之成績為下: 

1.「105學年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榮獲國中組：舞獅雙獅會獅-冠軍 

2.「106學年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榮獲國中組：舞獅雙獅四獅-冠軍 

3.「2017全國鼓陣錦標賽」榮獲中學組：戰鼓-冠軍 

4.「106年教育部體育署群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文陣；榮獲 國中組 戰

鼓男女混合組：優等  

   
圖 89-90:舞獅競賽  

     
圖 91-92:戰鼓競賽  

   
圖 93-94:戰鼓競賽賽後合影、縣長盃舞獅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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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學校基本資料表 

單位名稱 彰化縣立芳苑國民中學 設立時間 51年 7 月 

單位屬性 一般  都會區  ■偏遠  特偏  原住民  離島 

校長 黃天助 電話 04-8983264轉 10 

E-mail huangtienchu@gmail.com 傳真 04-8981906 

通訊地址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芳苑段 211號 

學校網址 http://163.23.67.65/ 

計畫承辦人 陳秀紹 電話 04-8983264轉 13 

E-mail fkchs@yahoo.com.tw 傳真 04-8981906 

學生屬性概況 

全校學生人數 214人，每班平均約 24人。 

低收入戶人數 4人，佔 2％。中低收入戶人數 50人佔 23％。 

外籍配偶人數 74人，佔 36％。隔代教養人數 8人，佔 4％。 

單親家庭人數 44人，佔 21％。原住民 2 人，佔 2％。 

殘障人士子女人數 15人，佔 7％。資源班學生人數 18人，佔 8％。 

總計弱勢家庭人數高達 140人次、佔全校百分之 65％ 。(剔除重覆人數) 

學校背景 

與 
發展特色 

    學校屬濱海偏遠小校，總計九班，共有教職員工 34 人，學生 214 人。

地方土地貧瘠，居民多則以農漁業及蚵農為主，因謀生不易多年來人口不斷

外移。留於本地的家長，經濟弱勢,外配甚多,家長多無力管教子女,故僅能

仰賴學校的約束與管教，使得學校需兼負家庭教養功能。 

    因無心向學的學生，比例相當高，學生在生活教育上的教導相形重要，

所以技職的實施與符合社會期望的行為規範，是學校的重點工作。除了提供

技藝升學管道，也設法以學生樂意接受的各種體育團隊，提供展現自我的舞

台，恢復其自信心與榮譽心，並以之約束學生的行為，使能符合社會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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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仁「大手拉小手」青少年引導計畫 學校承諾書 

 

本校  彰化縣立芳苑國民中學 （學校全銜）接受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

會「大手拉小手」青少年引導計畫贊助，願訂立本承諾書，承諾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第一條 本校承諾願意配合於基金會網站每月定時上傳進度報告（如：靜態文字

或圖片、動態影片或簡報檔等），以供徵信。 

第二條 本校承諾願意配合進行年中評估及年度結報工作，若年中評估未達評審

標準時，基金會得暫緩或停止第二期贊助款。 

第三條 計畫獲得核准贊助設備或服裝費用時，本校願意在適當處放置基金會標

誌及基金會名稱（附表 5）以協助推廣引導計畫精神。 

第四條 本校承諾本計畫贊助款專款專用，所獲資助設備應列入學校財產管理，

且於年終檢附設備財產清單及經費核實結報，並彙整成果資料一份以利

基金會核銷。 

第五條 本校願配合參與基金會相關成果展出，協助推廣引導計畫成效。 

本校若有未依上述承諾執行之情事，願自動放棄各項贊助並繳回之前已贊助之

經費。 

 

學校單位負責人 

（蓋關防或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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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學校執行預期成效自評量表 

※本表『評估成效』項需含:高關懷學生數及比例、中輟人數、未來繼續升學高中職人數…等項目。 

評估成效 預估成效重點說明 量化指標說明 
評估方法 

與工具 

1 

落實學生服務學

習精神 

 

 

配合學校推行服務教

育計畫， 

以團隊投入服務學習,

提升選手品德教育及

大眾對民俗、運動團隊

之評價。 

1.正式選手每學

年須完成 6小時服

務學習時數。 

2.國三生以「服務

學習」總時數 80

小時為目標。 

1.服務學習卡。 

2.學務系統服務學習時數。 

2 

心得回饋與分享 

 

 

落實學生學習回饋與

分享，以利師長對學生

學習成效之調整。 

每個月至少一篇

練習心得。 

1.每月練習心得紀錄表。 

2.網路心得輸入完成 

3 

提升學習成效 

(提升 12年國教-

競賽成績加分機

會) 

 

 

透過團隊之培訓，增長

選手舞龍專業技術之

學習，並透過運動競賽

參與評估團隊學習之

成效。 

以全國競賽第一

名為目標。進而讓

學生透過舞龍競

賽獲得各項加分

機會。 

1.教育部全國民俗體育競

賽。 

2.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

標賽競賽成績。 

3.彰化縣縣長盃舞龍舞獅

錦標賽。 

4.國三學生競賽表現成績

加分。 

4 

引導學生持續發

展及提供多元升

學管道與機會。 

 

以舞龍發展開闢孩子

另一個升學選擇機會， 

使其擁有全方位的發

展。 

藉由學習舞龍運

動獲得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升學優

勢及其他多元升

學管道之學生達

每屆畢業生 90％

以上。 

1.免試入學升學表現。 

2.超額比序「品德服務」、

「績優表現」兩大項目得分

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