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第二十二届义安城全国舞狮锦标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章 程
1 名称： 2016 年第二十二届义安城全国舞狮锦标赛
2 宗旨：
2.1 推广狮艺及互相观摩切磋，
2.2 联络会员之友谊，
2.3 选拔出南狮自选，南狮传统与北狮自选国家代表队
3 初赛协办单位：
2016 年 7 月 8 日至 10 日
比赛地点：义顺大牌 165 旁有盖广场

4 报名地点：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
实龙岗 2 道50 号 #04-01，邮区556129
电话：6382 3638 传真：6747 5977 电邮：info@wuzong.com
网站：www.wuzong.com

FB:facebook.com/swdldf

5 竞赛项目：
a. 南狮传统公开项目
i) 公开组（不限年龄与性别）
ii) 女子公开组（不限年龄；最少 3 队）
iii)儿童组（13 岁以下，所有参赛员必须在 2003 年之后出生的）。
iv) 少年组（18 岁以下，所有参赛员必须在 1998 年之后出生的）。
b. 南狮自选高桩项目
c. 北狮自选项目（最少 3 队）

6 参赛资格
6.1 本总会团体会员、准会员、学校、人民协会属下民众联络所/俱乐部/居委会、军警部队，
均可参加。
6.2 参赛队员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6.3 持有学生证之队员可代表学校参赛（只限代表学校）。
6.4 报名表格必须连同参赛队员新近所摄的护照型半身正面照片一张，于报名时呈交
本总会。
6.5 参赛队员在出赛当天必须携带居民证或学生证，以便接受检核。
6.6 上一届义安城全国舞狮锦标赛，南狮自选高桩项目冠军队伍，将与初赛自选高桩项目
中所录取的 12 至 16 支优胜队伍进入义安城全国舞狮锦标赛之半决赛。

7 参加办法
7.1 每一团体及学校可以同时参加南狮传统公开项目、南狮自选高桩项目与北狮自选项
目。

7.2 每一团体可同时报名多支队伍（A,B,C 队等等），但运动员不能重复代表其它队
伍参赛。团体必须按英文字母 A 队开始，并按顺序报名，以此类推。列：若该团体
报名 2 队，必须报名 A,B 队，而不得报名 B，C 队。
7.3 任何运动员不能同时代表两个团体（包括 A,B,C 队）或学校参赛。
7.4 参赛运动员允许同时参加南狮传统公开项目、南狮自选高桩项目与北狮自选项目。

8 报名截止日期：2016 年6 月24 日（星期五），下午五时前。
9 呈交传统套路申报表：2016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下午五时前。
10 初赛抽签及领队教练会议日期与地点：2016 年7 月1 日（星期五）傍晚7 时30 分于本
总会。出席者须是报名表格上所呈报的领队和教练，穿着整齐，谢绝委托他人出席。

11 全国赛抽签及领队教练会议日期与地点：2016 年8 月5 日（星期五）傍晚7 时30 分于
本总会。出席者须是报名表格上所呈报的领队和教练，穿着整齐，谢绝委托他人出席。

12 全国赛与初赛的抽签及比赛制度
12.1 所有抽签及区域的划分由本总会安排。抽签结果后不可自行更换。
12.2 初赛优胜队伍将进入义安城全国舞狮锦标赛。
13 报名费
13.1 参赛团体于呈交表格时，须缴报名费每个项目现金或 NETS S$107.00（包括 7%
消费税），凡在截止日期过后报名每迟一天每个项目报名费提高 S$107.00（包
括 7%消费税），以此类推（只限三天）。
13.2 参 赛 队 伍 可 向 总 会 购 买 《 2011 年 龙 狮 运 动 联 合 会 裁 判 法 》 。 每 本 规 则
S$21.40(包括 7%消费税)。
13.3 所呈交的表格必须是正本并亲自呈交本总会，表格填写不完整，恕不接受。

14 比赛方法
14.1 初赛：按参赛队数的比例，从传统公开项目中录取 12 支队伍进入义安城全国舞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狮大决赛、自选高桩录取 12 至 16 支优胜队伍与种子队，进入义安城全国舞狮
半决赛。北狮自选项目队伍若超过 3 队将安排初赛。
半决赛： 南狮自选高桩项目 8 强进入大决赛。
大决赛： 传统公开项目与北狮自选项目将直接进入决赛。
南狮自选高桩大决赛出场序之先后，根据半决赛之得分决定，低分在前，高分在
后。
南狮自选高桩比赛成绩之排名，由大决赛之得分为准核。
最佳道具设计奖与最佳鼓乐造型奖之排名，由半决赛之得分与大决赛之得分之合
计。
南狮自选高桩之冠军队伍必须于农历新年初三在义安城义务呈现高桩采青表演，
义安城将会安排采青之商家。
南狮传统女子，儿童与少年组只限于分区赛；冠军队必须于义安城决赛期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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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地点： 义安城广场
竞赛日期： 2016 年9 月5 日（星期一）至 9 月10 日（星期六）

竞赛时间：傍晚七点正（如遇到下雨天而不能进行比赛，当天比赛就延后隔天，依此类
推；如连续下雨，场地将改在武总进行）

16 奖励办法
16.1 初赛优胜队伍，大会将颁发奖杯一个。
16.2 全国赛自选项目前 8 名与传统项目前 12 名优胜队伍，大会颁发奖杯外，另设以下
现金奖励：
南狮传统公开项目
冠军：$2,800
亚军： $2,100
第五名：$900
第六名：$700
第九名至十二名：$200

季军： $1,700
第七名：$500

殿军： $1,300
第八名：$400

南狮自选高桩项目
冠军： $6,000 亚军： $3,600 季军： $3,000
殿军： $2,400
第五名：$1,800 第六名：$1,200 第七名：$600
第八名：$400
北狮自选项目
冠军：$800
亚军：$500
季军：$300
由 1999 年开始，南狮自选高桩项目冠军队能得到【义安城狮王之王杯】一座，若
该队连续保持三年冠军，则奖杯可永远保留；否则来年得归还奖杯。
16.3 南狮传统决赛增设最佳道具设计奖金$1,000 和最佳鼓乐造型奖$500。
16.4 南狮自选决赛增设最佳道具设计奖金$1,000 和最佳鼓乐造型奖$500。

17 竞赛细则
17.1 南狮传统套式：初赛和决赛可用同一套式。
17.2 南狮传统公开项目：
（1）南狮传统有设青者一概必须用生菜当青，违例者扣 0.5 分。
17.3 评分规则：
1) 南狮传统公开项目将依据《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南狮传统评分法》。
2) 南狮自选高桩项目将依据《2011 年国际龙狮运动联合会裁判法》。
3) 北狮自选项目将依据《2011 年国际龙狮运动联合会裁判法》。
17.4 参赛队伍进场参与各项目演出，及出席开幕与闭幕仪式，只许携带队旗一面及整
齐队服，遵守秩序，违者当局有权取消其得奖名次。
17.5 参赛队伍之服饰，道具布置，不得刻意宣传商业广告、任何宣传字句、国旗或
新加坡等字句（除非是注册团体名称），违例者扣 0.5 分。
17.6 套路编排内容或道具不得涉及宗教、信仰、种族、国旗、政治及敏感课题。任

17.7
17.8

何队伍若在申报套路表的截止日期之前，被发现内容不详或违反章程，将被要
求更换 道具或修改套路内容。违例者，大会有权终止比赛。（包括青、阵和狮
剧）
安全配备：参赛队伍必须自备安全垫，及 4 位安全员。安全配备不齐，违者扣 0.5
分，或阻止该队伍进行比赛。
参赛员与安全人员在比赛过程中不得配带手表或任何可显示时间的物件，违例
者扣 0.5 分。

18 参赛队伍若不遵守本总会所订下的规则或无故弃权团体，将受纪律处分，同时被禁止参
加国际及全国赛/表演/采青等活动及吊销教练证两年。（此纪律处分也包括参赛运动员
在内。）

19 扰乱赛会工作或破坏大会秩序者，除赔偿有关损失外，并须兼负法律上之责任。同时也将
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并依据章程第 18 条进行纪律处分。严重者将被取消会员资格。

20 所有参赛队伍必须在大会指定的地方，焚烧金银纸和香烛，不得在地上焚烧金银纸和香
烛。违例者将取消比赛资格并接受第 18 条例纪律处分。

21 依据国家法律，在任何有盖公共场所等吸烟，将受到法律制裁。任何队伍若被发现在比
赛场地（包括民众俱乐部的范围）吸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并依据章程第 18 条进行纪
律处分。

22 进入半决赛/决赛队伍，必须参拜义安城大门前两只石狮子。
23 凡於全国赛领奖或领取纪念品的参赛团体代表的年龄须于 18 岁以上，穿着须端装得体或
整齐制服。大会有权阻止或拒绝任何人上台接受领奖。如有违者，将受到第 18 条例的纪
律处分。

24 所有比赛队伍必须委派至少 5 名代表携带队旗与整齐队服出席开幕礼与闭幕礼。参赛队
伍必须依据工委会在教练领队会议所提出的时间，并提前 30 分钟向竞赛处报到。迟到
或缺席者将以无故弃权, 取消比赛资格并依据章程第 18 条接受纪律处分。

25 抽签后将为最后出场序，不得因任何原因而修改。
26 比赛允许以帅旗头牌布置（只允许最多一个头牌与旁边 2 支旗帜。其中已包括跑场的旗
子）。鼓乐与帅旗头牌阵容只能摆在地面。违例者扣 0.5 分。

27 比赛进行中，狮子若出现不合理碰撞道具，每次将扣 0.3 分。
28 在宣告员宣告参赛队伍出场后三分钟不出场比赛，当弃权论。参赛员就位后静止 2 分钟
未开始将扣 0.2 分。

29 南狮传统公开与自选套路计时方式相同。比赛时鼓声响起，或狮子在开始时有静态姿
式，并有表演静态的动作，计时即开始；至舞狮者摘狮头并步敬礼后，计时终止。（如比
赛进行中，狮子表演静态动作、暂息鼓乐或意外、计时将不间断。）

30 南狮传统比赛，鼓乐只能以 3 种传统南狮乐器配乐；其中必须使用南狮鼓，响佳锣与广
钹来配乐。同时，队伍将只允许增添多一种传统乐器进行配乐。违例者扣 0.5 分。备注：
此规则将于 2016 年义安城全国舞狮锦标赛决赛（2016 年 9 月 5 日）开始实行。

31 所有竞赛项目，必须依据工委会所指定的日期与时间，呈交传统套路申报表或自选难度
申报表。迟交套路者或误时进行自选难度鉴定之队伍将扣 1.0 分；没有呈交套路或没有
出席自选难度鉴定之队伍将当弃权论。
31.1 南狮传统公开项目必须依据申报表演过程的内容，表演名称，难度动作、技巧、
动作之连贯性、虚假动作与吃青过程。
31.2 南狮自选高桩与北狮自选项目必须依据《 2011 年国际龙狮运动联合会裁判法》
呈交难度动作申报表,并在赛前进行难度动作解说与鉴定。

32 依据工委会所指定时间呈交传统套路与自选难度申报表之后，将不允许修改，增加或减
少任何难度动作。修改，增加或减少任何难度动作，每出现一次将扣 0.3 分，依此类推。

33 比赛进行中，所有参赛队员不得换人，违例者终止比赛。（除传统项目套路要求之外）
34 参赛队伍所需道具自行准备，唯不准用危险动物如毒蛇，或玻璃性质物品（如玻璃碎片，
玻璃杯，玻璃瓶等）及被大会列为危险之道具，违例者禁止比赛。如有任何装饰道具须事
先声明。使用装饰物须与竞赛内容吻合，同时不能阻挡裁判视线。

35 比赛期间，参加南狮自选高桩的队伍应为参赛队员购买保险，并自行预防任何损伤或意外
发生。如队伍面对购买保险的问题，可向本总会请示介绍相关的保险公司。因比赛而造
成的伤残或疾病，所需医疗费用全部自理。（比赛前必须出示保险单否则不能参赛）

36 评分与扣分标准以及技术犯规方则；根据《2011 年国际龙狮运动联合会裁判法》。
上诉

36.1 不满自己队伍得分者，若要上诉，须由领队清楚填写上述书，连同现金 S$535 按
柜金在该队赛后 30 分钟内，呈交工委会。胜诉者在一个月后可领回按柜金；败诉
者按柜金将被没收。大会之裁决为最终的判决。（以大会录像为根据）
36.2 唯每天的最后一场赛事，领队须在该队赛后 10 分钟内，依据 36.1 条例进行上诉，
方为有效。

35.3 队伍在上诉时，不得超出 2 人（只有教练与领队）到竞赛处提出要求, 若有队伍
超出 2 人到竞赛处提出任何抗议或上诉，总会将不受理并且将以闹事为理由，
将队伍取消比赛资格，进行纪律处分并且马上报警。

37 代表权：
37.1 荣获“代表权”者之参赛员必须是新加坡公民。
37.2 获得“代表权”者：本总会保有权利对该队技术、体能、器材道具、服装、旗帜与
国家队伍纪律形象等事项审定权。
37.3 本总会保有权利对获各项或全能代表权者选派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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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准则
1 参赛人数
1.1 传统公开项目 ：出场人数最少6 人，最多9 人。（除 1 位道具控制员）
1.2 自选高桩项目 ：出场人数最少6 人，最多9 人。（除 1 位道具控制员）
1.3 北狮自选项目 ：出场人数 5 人（只限音乐光碟伴奏）
2 桩阵/道具规限
2.1 南狮自选高桩项目道具规限依据《2011 年国际龙狮运动联合会裁判法》。
2.2 南狮传统项目：
i) 高度： 传统狮阵最高点不能超过 3 米。超过规定高度的参赛队伍将被取消参
赛资格。
ii)长度：传统道具（含布置）长度不超过 15 米。如有弓曲线，按弓曲线度为
长度。违例者将被扣分。
iii) 规限:其它传统套路规限请参阅竞赛细则第 17 项。

3 布置与表演时间
3.1 布置时间：15分钟（布阵后所有队员必须离场）
3.2 传统表演时间：10至15分钟
3.3 自选表演时间：7至10分钟
3.4 拆阵时间：10分钟（完成后所有队员必须离场）
4 场地
4.1 分区赛场地的长度与宽度由分区赛协办单位制定。
4.2 全国赛场地分 A、B 两场地。
5 传统公开评分标准
5.1 神形态表现
5.2 狮形动态与鼓乐配合
5.3 功架步法、步行/首尾相配
5.4 主题与套路编排
5.5 礼仪，服饰，器材
5.6 动作难度

分值
分值
分值
分值
分值
分值

–
–
–
–
–
–

3分
3分
2分
1分
0 .5 分
0 .5 分

6 南狮自选高桩评分标准
6.1 动作规格
6.2 艺术演练
6.3 难度分值

分值 –
分值 –
分值 –

5 .0 分
3 .0 分
2 .0 分

7 北狮自选套路评分标准
7.1 动作规格
7.2 艺术演练
7.3 难度分值

分值 –
分值 –
分值 –

5 .0 分
3 .0 分
2 .0 分

8 名次评定
8.1 最后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8.2 南狮自选项目与北狮自选项目名次评定依据《2011 年国际龙狮运动联合会
裁判法》

8.3 传统项目：如两队及以上得分相同时，以 2 位裁判的无效分数之平均：
a. 无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最后得分者列前
b. 无效分的平均值高者列前
c. 无效分中，最低无效分较高者列前
d. 若以上三项分数相等，则以 C 级难度动作为多者列前。
8.4 北狮与自选项目依参加队数名次评定如下：
a. 三个参加队伍取一名
b. 四个参加队伍取两名
c. 五个参加队伍取三名
d. 六个及以上参加队伍取四名
e. 若只有二个参加队或以下，比赛取消，报名费恕不退还。
9 评分方法
9.1 裁判员评分：裁判员根据参赛队伍现场发挥的技术水平，按各竞赛的评分
标准，在各类分值中减去错误动作的扣分，即为该参赛队伍得分。
9.2 应得分数的确定：设评分裁判5 位弃掉1 位最高分与最低分，取3 位有效的
平均值，为该参赛队伍的应得分。若设评分裁判 7 或 9 名，将弃掉 2 位最
高与最低，取 3 位或 5 位有效的平均值，为该参赛队伍的应得分。
9.3 实得分的确定： 裁判长以参赛队伍应得分中扣除“其它扣分”，即该队伍
的实得分。

10 裁判长对评分的调整
当评分中出现明显不合理现象时，在出示参赛队伍最后得分前，裁判长须
报 告总裁判长与技术委员，经总裁判长与技术委员同意，可召集场上裁判员协商
或与个别裁判员协商，改变分数，被指定改变分数的裁判员必须服从。

11 总裁判长与技术委员对最后得分的调整
在裁判组公开示分后，总裁判长认为应得分偏高或偏低时，可与技术委员协商
（少数服从多数），改变应得分数（加减不超过 0.2 分）；分数改变后，由技术委
员及总裁判长签名方可生效。

12 章程与准则：本章程如有未尽善之处，大会有权随时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