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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我们的专题作业的目的是探讨舞狮艺术在本地的传承故

事，会馆和醒狮团在传承上的故事 ，年轻人如何看待舞狮

艺术 承故事。 

1.2 内容简介 

舞狮的传承过程遇到许多困难。因此，我们的组做了这

个研究，希望能帮助舞狮艺术文化传承的过程，以及鼓励更

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与学舞狮。 

1.3 文献研究 

20世纪30年代，娱乐活动相当很少，舞狮便是当地人

最喜爱的民俗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舞狮渐渐的变少去。

目前，舞白狮的传承面临着许多困难。舞白狮的动作繁杂漂

亮，舞狮头者还需要身强体壮，但舞狮不挣钱，所以愿意传

承者寥寥。 

郑, 海, & 陈, 亿. (2018, April 12). 传承舞白狮. Retrieved 
August 6, 2019, from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4/12/nw.D11
0000renmrb_20180412_5-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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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狮子在7世纪唐朝的时候就有相关记载。这个表演深受外
来文化影响，因为狮子并非中国本土物种。这项传统之后也
传到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其他地方。 

迪. (2017, January 28). 舞狮表演帮助美国华人传承文化传

统. Voa Chinese. Retrieved August 6, 2019, from 
https://www.voachinese.com/a/lion-dance-school-201701

27/3696390.html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我们在网上找了资料，也访问以下的新加坡舞狮团队和

会馆：  
1. 新加坡文扬龙狮运动协会 
2. 冈州会馆 
3. 新加坡鹤山会馆武术醒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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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问题一：很多人不对舞狮感兴趣  
 

 

问卷调查问题二：本地人知道舞狮传承的过程的困难 

 
 



问卷调查问题三：很多人认为舞狮教自强不息的价值观 

 
 
问卷调查问题四：很多人以为舞狮在1世纪开始，但舞狮在

汉朝时代开始 

 
 
 



 
问卷调查问题五：本地人觉得舞狮很吵，不好看 

 

 
 
 

 
 
 

 
 

 

 



内容 

2.1 醒狮团专访 

我们去了 

● 冈州会馆（6月11日） 
● 鹤山会馆（6月12日） 

【冈州会馆】 

当我们去冈州会馆时，我们发现到会馆里空虚一场，没有什

么人来参观。虽然我们说那天我们会去，但没有人来接待我

们。我们只好自己参观。 

会馆挺大的，但没有空调。我们看到他们用的道具，明白了

他们的文化，还有一些舞狮的历史。毕竟没有空调，非常 
热，我们很快就离开了会馆。 

 

 

 

 

 



【鹤山会馆】 

舞狮传承中遇到的挑战。一个是改变家长对舞狮的看法 — 
很多以为表演舞狮的人是低级的流氓，不让孩子学习舞狮。
这是因为以前的人们加入会馆以保护自己免受危险，使他们

看起来像流氓。(舞狮师父，55岁）另一个问题是新学员的
心态是错的 — 他们以为舞狮容易学，很快能学会。 新学员

不知道学舞狮需要足够的时间、耐心和努力。 
 
鹤山会馆传承舞狮的方法是做康乐活动。年轻人喜欢运动，
玩户外运动。鹤山会馆组织这些活动，年轻人就会被吸引 
住，会报名学舞狮。鹤山会馆也用社交媒体为了让公众认识

他们，也可以让他们知道学舞狮很好玩。因此，大家会对舞
狮感兴趣，去学舞狮。 
 
还有，它们保留传统，同时创造新的做法表演舞狮。如，它
们还是用传统的服装，但是他们在冷气机练习舞狮。这样 
做，它们可以跟上今日的趋势。 
它们也免费教舞狮，醒狮团不收钱。它们教舞狮是为了继续

舞狮这个传统艺术。鹤山会馆也多邀请亲朋好友来观看表
演。这样，他们可以看到舞狮的表演，可以知道舞狮表演很
美丽。它们就会要学舞狮。他们也主动地在社区举办表演，
并邀请公众参加，如主办烧烤会。 
 

 

 



【鹤山会馆】 

副团长（林献芬先生）的经历 
副团长（林献芬先生）分享他在9岁加入狮团时很害怕，因

为他在舞狮团最年轻。 他分享以前更多人加入狮团，但现

在越来越少人加入，由于上面列出的问题。舞狮是为了纪 
律，而不是为了愚弄，要尊重华族传统。 
 
— 跨国界的会馆 
鹤山会馆不只开办在新加坡。来西亚、菲律宾，连纽约也有

鹤山会馆。这证明虽然舞狮在新加坡慢慢被遗忘，但是他国

的鹤山会馆继续在传授舞狮的艺术。那么，舞狮不会完全被

遗忘。 

2.2 舞狮的艺术传承问题 

舞狮文化真的后继无人吗？舞狮的艺术传承问题首先是

缺少新学员。我们的研究发现了这是严重的问题。第二，新

学员因为不能面对严格训练而不要学习舞狮。现今的年轻人

轻易放弃。舞狮团减少了，因为比较少人对舞狮感兴趣了，

这些很长时间在新加坡的舞狮团会慢慢消失。因此，学习舞

狮的机会减少。换句话说，华族传统在本地日渐淡化。再加

上，舞狮团需要避免与现今社会脱节，但也要保留传统的艺

术。最大的挑战是保留传统艺术，不改变祖先定下的传统。 

 



2.3 解决方法 

醒狮团可以用海报鼓励现今的年轻人去了解舞狮，让人

免费收入新学员学舞狮。这样会有更多人去参加，因为每个

人喜欢免费的东西。另一个方法是开办更多舞狮博物馆,鼓
励年轻人参加，让人看到舞狮在过去的几年的艺术文化。通

过报纸和年轻人分享舞狮的历史，让他们比较有兴趣做舞狮

的新兵。民众俱乐部可以免费举办学习舞狮交流的活动。 
 
 
 
 
 
 
 
 
 
 
 
 
 
 



3.1 最终成品 

我们的最终成品是一个舞狮的学习配套。 

https://tinyurl.com/dongdongqiang  

3.2 结语 

我们相信舞狮传统艺术有希望不会被遗忘。希望到时舞狮团

的数量不会继续减少。我们发现很多人对舞狮不感兴趣。现

代人对舞狮的了解特别少。 现代人认为自强不息是舞狮的

价值观。我们不要把舞狮这个艺术文化遗忘，因为这就对不

起自己的祖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学习配套能让青年能更加

理解舞狮，并对舞狮产起浓厚的兴趣。通过青年的兴趣，舞

狮就不会被遗忘掉。因此，我们应该让更多人多明白舞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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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反思报告 

李政锋 
今年是我第一次做华文专题作业, 在所有的过程中虽然遇到

许多困难, 但我们仍然同心协力。 

所谓的 “困难” 指的是吵架 --- 很经常。几乎每个星期有吵

架。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团结，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另外一个困难是组员们需要配合时间，不是我们很会做。我

们几乎每个都有补习，所以要等到晚上才能一起做专题作

业。 

再加上我的华语发音不是最标准的, 很多华文字读不懂。我

的华文水平不是很高。 

我克服了这些困难，觉得这个专题作业一举数得。我不但学

了舞狮的传统，提高我的中文水平，也学到怎么面对人生的

挑战。我希望这个专题作业能帮助舞狮传承的过程。 
 
 

 

 
 
 



沈马可 

身为组长，我需要让我的组员专心的作专题作业。但是从年

头到年尾都时常吵架，让我有些灰心。但是，我知道我的组

员如果知道我灰心，会更加难受。所以，我用自强不息的精

神把专题作业做好。这是我第一次做专题作业，也是第一次

做组长，对我来说非常不容易。但，我要感谢我的组员给我

这个机会当组长。他们说我当得不错，因此我感到很欣慰。

我们这个组的华文水平不算特出，但我们还是选择

Category 6 因为我们对舞狮有很浓厚的兴趣。 

虽然这次的专题作业我们的组经过风风雨雨，但我们乘风破

浪，自强不息，最终也完成专题作业。感谢我组员的支持，

老师的监督，让我们顺利的完成作业。 

 

 

 

 

 

 

 



林恩锐 

我认为我这年做的专题作业很丰富。虽然我有和组员吵架，

但那些吵架让我们多互相了解对方。我们在开始时，不知道

要选什么 “Category”。我、沈马可和李政锋本来要做数学

，但是林智远想做 “Infocomm”。我们三个星期为这件小事

吵了大架。我们最后选择做 “Future Trends”。但是，已经

太迟了。没有 “Future Trends” 的老师了。因此，我们选了

做华文语言与文化。过了这八个月，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

在六月假期的时候和组员出去访问舞狮会馆。在这些访问，

我可以多了解组员们，我们的友谊更接近。 

我不后悔选择做华文语言与文化，研究舞狮，因为很有趣。

如果明年可以做一样的专题作业，我会那样做。 

 

 

 

 

 

 

 



林智远 

我们在专题作业遇到了意见不合的情况。因此，我们经常

吵架。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后

来互相包容，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就没有吵架了。从专

题作业中，我学到了要礼让，才能把专题作业做的好。 

我也在专题作业中遇见零时抱佛脚的情况。我和组员都没

有把任务计划好，有时还在见舞狮团的前一天才发电邮给

他们，结果他们几天后才回复，日期已经过去了。在下一

次的专题作业中，我会提早把任务做完，以免不理想的后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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