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 布袋戲迷受訪者一覽表 

 

代號 

 

年齡 

 

學歷 

 

職業 

 

加入之

後援會 

 

聽說台

語 

 

簡述 

A 

 

 

25 

， 

男 

 

碩士 

英國語文研

究所 

 

學生 

 

無 

 

是 

戲齡 13 年，小學六年級就開始跟著爸爸一起看。第一幕被霹靂布袋戲吸

引的感覺是「像七龍珠一樣，有氣功超炫的！」A 每週五固定收看，霹

靂布袋戲最吸引他的原因是武器、招式變化、武打動作比起一般武俠連

續劇來得精緻，霹靂布袋戲成功創造出屬於他自己的國度。A 指自己胃

口被霹靂布袋戲養大了，看其他武俠連續劇覺得沒有霹靂來得精彩。雖

然在看布袋戲時會很投入，但可能是因受到文學閱讀訓練的關係，對布

袋戲劇與角色保持一定距離，認為自己是比 cosplay 還「不迷」的「迷」

。A 認為霹靂國際多媒體與霹靂電視台很商業化，覺得他們很「愛」賺

錢，尤其小狄的《超級霹靂會》總是在推銷商品。A 堅持他只購買有「實

用性」的收藏品，比如鑰匙圈、可以掛的年曆、茶杯等，或是「書籍」

的週邊商品，如《武器事典》、《霹靂造型達人書》等，不喜歡沒有實

用性、只能買來裝飾的商品如照片、角色寫真集、海報等，但唯一例外

是公仔，由於 A 有蒐集公仔的習慣，他收齊了霹靂布袋戲一二三代公仔

。因為好奇，參加過一次後援會年度大會的活動，印象最深刻的是現場

展出的木偶，對演出的節目感到無趣。看到布袋戲 cosplay，覺得跟木偶

有差，雖然是人扮的，人沒有木偶的氣質，相較起來反而木偶比較好看、

比較真實，人去模仿木偶，反而人不像了。 

B 

 

31 

， 

女 

 

高職影劇科 

 

藝文服務

業 

 

風痕雙

少後援

會 

 

是 

B 在三台還播出布袋戲如《六合傳》的小學時期就在看布袋戲，高中時

開始接觸霹靂系列布袋戲，戲齡約 15 年。與霹靂布袋戲的第一次接觸，

彷彿小時候看史豔文大顯身手的感覺又重回眼前。B 認為自己是天生就

喜歡看電視的那種人，屬視覺派，尤其對傳統戲劇類節目特別喜愛，如

歌仔戲、布袋戲、京劇、武俠片、歷史劇、古裝劇等。她曾擔任後援會

會長，並曾為霹靂國際多媒體之員工。她精通霹靂布袋戲的歷史，也是

cosplay 玩家，霹靂布袋戲對她來說，是一種感情上的投注，並給予很大

的想像空間。而玩 cosplay 則是一種表現自我的方式，從中得到自信。她

創立台灣第一個 cosplay 劇團，帶領劇團參與過多場霹靂布袋戲舉辦之大

型活動，及傳統戲劇節、娃娃節等政府文化機關舉辦之 cosplay 活動。期

望將劇團發展至「不只布袋戲」的 cosplay，讓 cosplay 活動更為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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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5 

， 

女 

高職食品科 中醫助理 談無慾

網路後

援會 

是 小學一二年級就接觸布袋戲，記得第一齣看的劇碼是《笑傲江湖》。然

而接觸霹靂布袋戲的過程，起先因自己是金庸書迷，在「金庸茶館」網

站的「金迷聊天室」，其他網友在聊天時討論到霹靂布袋戲，分享劇情

，C 被劇情吸引後才開始去看。霹靂布袋戲戲齡 4 年，第一次接觸的感

覺是劇情十分精彩，而從此被吸引的第一大因素是故事裡的情侶感情皆

是堅貞不移，是現實生活中難以覓得的。C 是金庸迷，喜愛閱讀武俠小

說，小學就看完全套金庸小說，古龍、梁羽生也有涉獵。本身對武俠極

有興趣，也十分喜歡古裝劇。C 是後援會幹部之一，也是 cosplay 玩家，

玩 cosplay 大約三年，認為自己在玩 cosplay 的時候比較活潑，跟布袋戲

同好在一起，比平常放得開。 

D 

25 

， 

女 

大專牙醫系 牙醫 無 是 戲齡 13 年。除了看霹靂布袋戲，也看天宇布袋戲。對兩種布袋戲系列劇

情瞭若指掌，如數家珍。布袋戲吸引她的原因，在於有好的劇情及令人

難忘的角色，雕刻細緻的偶欣賞起來也是一種視覺享受。少了令人印象

深刻的角色刻畫，故事對於她只是個故事。除了固定收看布袋戲，也上

網下載喜愛的布袋戲劇集，製作成 VCD、DVD 加以收藏。D 除了是資深

布袋戲迷，也是動漫迷，她喜歡購買同人誌周邊商品，尤其高中時期購

買最多。認為霹靂國際多媒體出產的霹靂布袋戲周邊商品選擇太少，實

用性也不高，相反，同人誌的創作，除了有 Q 版可愛圖案、喜愛角色的

集結創作等，相較於官方出產的周邊商品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選擇。 

E 

22 

， 

男 

專科電子工

程 

現役 佛劍分

說後援

會 

是 戲齡 11 年。E 是後援會幹部，通常負責展示木偶的商借與調度，經常參

與各種後援會活動，幾乎每一場有 cosplay 的後援會活動都能見到 E 的蹤

影。他是布袋戲 cos 界眾所皆知的拍攝者，遇到 cos 布袋戲的戲迷，定會

趨前拍照，並詢問暱稱，將照片經過整理之後放上部落格，標明每一位

coser 的暱稱，以示禮貌，並上其他戲迷部落格網站留言，邀請同好欣賞

照片。E 愛打 game，他除了是布袋戲迷，也是棒球迷，他收藏一顆王建

民與其妻的簽名球，視若珍寶。他也是布袋戲周邊商品的愛好者，只要

是有關「蒐集」的周邊，舉凡小型商品如貼紙、整套的各代酷鬥卡、各

代公仔等，一定要完搜為止。大型商品如整布袋限量海報、簽名海報、

發行海報等、年曆、各集布袋戲配樂等，堆滿房間剩下半張床可以睡覺

。E 擁有三尊木偶，蜀道行和邪影，另一尊還在精品店尚未贖回。他也

會到店家製作 A~C 型尺寸大型海報送給同好當驚喜禮物，經常購買千片

以上拼圖回家慢慢拼，完成後裱框掛起，或送至後援會活動當抽獎禮物

。 E 在布袋戲戲迷圈中不多話，總是自顧拍照，但是熱衷拍攝布袋戲 coser

，也樂於分送周邊商品給布袋戲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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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6 

， 

男 

高中美容美

髮科 

服務業 佛劍分

說後援

會 

是 戲齡約 13 年，從國一開始看霹靂布袋戲。與霹靂布袋戲第一次接觸，是

因單純喜歡木偶造型，以及被角色的出場陣勢吸引，而迷上霹靂布袋戲

。F 每個禮拜都會租布袋戲來看，他說從霹靂布袋戲可以加強國文造詣

，因為劇情角色、人物名、兵器名等，而去查閱其他書籍。F 擔任後援

會副會長，雖然會務繁忙，F 從舉辦活動中得到成就感，他認為戲迷的

開心會變成舉辦活動的最大動力，加上熱誠以及對角色的喜愛，而願意

付出。F 在布袋戲 cos 界擁有不少人氣，名列 cos 達人。成名之 cos 角色

有風之痕、佛見分說、妖后、蒼、吞佛童子等。對 cosplay 具有熱情且用

心，體型高大，外型俊俏，宜男宜女，擁有布迷口中所謂的「木偶臉」

特色，扮起古裝特別適合。他 co 優而做，雙手靈巧，自行製作頭飾、配

件等小型道具，也會縫製 cos 服，開設小型工作室接其他 coser 的訂單。

F 在 cosplay 當中能獲得成就感，因成功扮演一個角色而開心，從此樂此

不疲。他會安排 cos 外拍，與一兩位 cos 玩家約好出什麼角色，挑選適當

場景、地點，拍一系列 cosplay 照片，放置於部落格中供其他戲迷欣賞。

G 

28 

， 

女 

 

大專大眾傳

播系 

傳播業 劍子仙

跡後援

會、赦

生童子

網路後

援會 

是 G 與 H 是雙胞胎姊妹，戲齡約 4 年。在還沒看霹靂布袋戲之前，是先聽

布袋戲配樂才開始看霹靂布袋戲。當初聽人家介紹霹靂布袋戲音樂好聽

，就到網路上下載試聽，後來看到 2004 年《霹靂九皇座》的經典片頭，

因而愛上。霹靂布袋戲對 G 來說，是一種休閒，而她從這種休閒去擴展

其他東西。G 是後援會會長，工作之餘也忙布袋戲後援會會務。她是布

袋戲 cosplay 玩家，因為喜歡某個角色，想要扮成那個角色，去揣摩他的

那種感覺。G 扮演的知名角色有赦生童子、劍子仙跡、月漩渦等，適合

俊美扮相的小生類型。 

H 

28 

， 

女 

大專企管系 傳播業 蝴蝶君

後援

會、簫

中劍網

路後援

會 

是 霹靂戲齡約 4 年，與 G 同樣先接觸霹靂布袋戲配樂，而之前工作與傳播

相關，一開始想要研究霹靂布袋戲劇本，在真正開始看了之後，從此定

住。H 是後援會副會長，經常忙於後援會會務，她認為舉辦活動最需要

就是用心，她曾經擔任後援會表演活動的編導，安排後援會活動中 cosplay

的舞台表演。H 也是知名布袋戲 cosplay 玩家，扮演的知名角色有蝴蝶君、

赦生童子、邪影、風蓮等，H 氣質柔和，適合扮演俊美小生的角色，與

G 利用雙胞胎姊妹相似的外貌，挑選劇中雙生的角色扮演，兩個聯袂出

席 cosplay 活動經常成為鎂光燈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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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4 

， 

女 

大專護理系 傳播業 蝴蝶君

後援會 

是 戲齡 9 年，與霹靂布袋戲的第一次接觸是當初看到一尊偶的造型—

「莫召奴」十分漂亮，被木偶偶吸引住，從此迷上霹靂布袋戲。I

認為霹靂布袋戲最大的優勢在於它「真的很精緻」，尤其精緻的偶

頭雕刻會吸引女生或欣賞美麗飾品的人的喜愛。霹靂布袋戲在 I 的

生活中扮演解壓的角色，也是交朋友的媒介。I 是後援會會長，她

近 2 年舉辦的活動皆獲好評，熱衷於後援會事務，人脈廣，卻也因

在後援會小有名氣而樹大招風。I 偶爾也玩 cosplay，不是 cosplay 玩

家，只在缺少某人 cos 某角色的情況下才義務贊助出角色。I 喜愛購

買各種霹靂布袋戲周邊商品，幾乎所有周邊商品都是完搜，尤其任

何有關「蝴蝶君」的周邊商品全數收購，家中陳列宛如一個小型的

霹靂精品店。 

J 

25 

， 

男 

碩士資訊工

程所 

現役 無 是 從高一開始看霹靂布袋戲，戲齡 9 年，第一次看到霹靂布袋戲感覺

是：「哪ㄟ價無聊？怎麼會有人看這種東西？」一開始因為無聊隨

意看看，沒想到一集一集接下去，從此著迷。常和弟弟討論劇情，

也會自己幻想，和弟弟會播放布袋戲配樂，輪流念出場詩、模仿劇

情人物的拳腳動作、武功招式、演布袋戲等，然後互罵白爛。J 最

喜愛霹靂一哥「素還真」，對當年素還真首次施展「怒火燒盡九重

天」心醉不已，熟記每一幕場景及台詞。J 收集每一集布袋戲配樂

，無論是「無非」或「動脈」公司出產，絕對收集完整。對商品「拆

信刀」極有興趣，認為精緻的拆信刀可以當成漂亮擺飾，也有實用

價值，準備將來工作賺大錢要開始蒐購。然而 J 表明不會購買木偶

，因為自己無法熟練的操縱木偶，無法賦予生命，認為買回來就是

可惜了喜愛的角色。J 說自己十分佩服玩 cosplay 戲迷得熱情及勇氣

，然而他認為人真的很難表現出木偶的感覺，即使 coser 裝扮得再

好，J 仍認為他們與自己心目中的偶像相差許多，雖然佩服 coser 的

用心，卻感覺心中的偶像被破壞，認為幻想總是比較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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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29 

， 

女 

大專美術系 補教業 吞佛童

子網路

後援會 

否 霹靂戲齡 12 年，熱愛 cosplay，cos 界著名達人，擅長繪畫、美術、

手工製作，以純手工製作多種大型兵器，曾經製作真實人身比例、

2 公尺長的布袋戲劇中大型騎獸「雷狼獸」。 K 是外省人，不會說

台語，卻是死忠霹靂布袋戲迷，隨劇中角色情緒起伏、為悲情角色

掬上一把同情淚。K 一開始接觸布袋戲覺得這本土劇十分老土、不

屑看，沒想到在一幕「素還真披頭散髮尋找至愛風采鈴」，深受感

動，從此迷住。對 K 來說，她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已經因為布袋戲而

改變，例如一個 3 萬的名牌包，與一尊偶，她會選擇那尊戲偶而不

是名牌包。或一件衣服 2 萬多，K 會心想：「哇！再加幾千我就可

以做一套 cos 服了！」K 在天空的部落格每本相簿至少有 3,000 人次

以上的人氣，甚至經常達到萬人以上的瀏覽人次。她與幾位同道會

計畫情境式、場景式的 cosplay 外拍活動，邀請技術專精的攝影家掌

鏡，拍攝及創作幾近專業的攝影作品。K 對 cosplay 造型要求細緻且

嚴格，忠於原味，加上本身 180cm 的身高，修長的身材，扮起武俠

類的角色十分具有說服力，雄姿英發，出現 cosplay 活動中便引起眾

多布迷大聲尖叫與搶拍。 

L 

27 

， 

女 

 

專科廣告設

計 

遊戲設計 南區素

還真後

援會 

是 霹靂戲齡 10 年，熱愛 cosplay 活動，也是 cos 界著名達人。 L 認為

霹靂布袋戲劇情編排十分重要，劇情編得好，帶出的角色就會令人

印象深刻，即便木偶造型一開始貌不驚人，到最後反而使布迷難忘

，如人邪與劍邪。 L 有兩尊木偶，一尊是白衣劍少，L 幫他取名為

「白鷖」，一尊是一劍封禪，L 叫他「封禪爸爸」。L 認為精品店

的木偶畢竟是副尊，布迷因為移情作用而買回家收藏，跟本尊相比

起來還是差別很大。L 喜愛欣賞拍攝技術絕佳、色彩調度優美的古

裝戲劇，如由黃曉明、劉亦菲主演的大陸版《神鵰俠侶》。布迷 L

與 K 經常搭檔參加 cosplay 活動，也一同設計 cosplay 場景式外拍，

與同人誌創作者出版精美製作的 cos 寫真集。L 對 cosplay 造型專精

講究，她外表氣質柔美，屬甜美型女孩，以扮演女性或柔美男性角

色居多，出現在 cosplay 活動總是吸引眾人目光，曾獲得霹靂國際多

媒體舉辦 cosplay 大賽的獎項。L 是布袋戲周邊商品的愛好者，只要

有喜愛角色的周邊商品一定全數蒐購，只要出了公仔就一定要全套

蒐齊才甘心，甚至要求便利商店店家幫她預留過了宣傳期的布袋戲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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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布袋戲迷受訪者個人資料表問卷 

                                                             

親愛的布迷們，您好： 

首先感謝您於 4、5、6月接受本研究的訪談。以下問卷作為背景資料的統計整

合，填答的資料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個人資料絕不對外公開，受訪者於論文中

將以「A、B、C……L」英文代號呈現，請您安心填寫，並傳回下列信箱，感謝

您的協助，敬祝    

順心如意。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指導教授：柯裕棻 教授 

                               研究生：郭書吟  

                                          shuynhi@yahoo.com.tw 2007/7/5
                                          

受訪者基本資料 

1. 真實姓名____________ 

2. 您在布迷圈子裡有化名嗎？____  （1）有  ______（請填寫）（2）沒有 

3. 性別________ 

4. 年齡________ 

5. 居住地_______（Ex：台北、台中……） 戶籍地____（Ex：台北、台中……） 

6. 教育程度_____________   畢業 / 就讀科系_____________ 

7.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 

8. 請問您的每月可以支配的零用錢是多少？____________ 

（1）3000 元以下（2）3000—未滿 5000 元（3）5000—未滿 7000 元 

（4）7000—未滿 10000 元（5）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6）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7）20000 元—未滿 30000（8）30000 元以上 

9. 婚姻__________（1）已婚（2）未婚     

10. 是否會聽、說台語？______（1）會（2）不會 

11. 您看『霹靂布袋戲』有幾年的資歷？__________年 

12. 您有加入任何後援會嗎？_______（1）有_________（後援會名稱）（2）沒有 

13. 您有參與過 cosplay 活動嗎？_______（1）有（2）沒有 

您的身份是？______（1）coser（2）旁觀 / 拍攝者（3）兩者皆是（4）其他______ 

14. 您會上任何有關霹靂布袋戲的網站嗎？_________ 

（1） 會_____________（哪些是你常上的網站？） （2）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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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布袋戲迷受訪者訪談大綱一覽表1 

 

一、「看」霹靂布袋戲 

 

1. 你覺得自己是「霹靂迷」嗎？從何時開始看布袋戲（廣義的布袋戲）（霹靂布袋戲，戲齡幾

年，從哪一部開始看的）？ 

 

2. 在何種情況下接觸？還記得當時第一次接觸的感覺嗎？第一幕吸引你的情節？ 

 

3. 霹靂布袋戲在你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4. 你有無想過，為何霹靂布袋戲根本是由「木偶」所演出的戲劇，為何布袋戲迷會被本身沒有

生命的「木偶」所吸引？當你看到木偶的時候，會有什麼感覺？ 

 

5. 你從看霹靂布袋戲中，得到了什麼（價值觀、道德觀、勇氣、俠義精神、待人接物、同病相

憐……）？你覺得霹靂布袋戲給了你什麼（如幻想的空間、安慰、娛樂……）？ 

 

6. 在看布袋戲的同時，想必會必劇情的內容所吸引，布袋戲的劇情會進入你的日常生活嗎？或

你曾經「幻想」過自己是霹靂布袋戲裡的某個角色（大俠、女俠、術師、軍師、如非凡公子、

六禍蒼龍的梟雄、劍客、刀客等）？（若你喜歡的是俠客之類的角色，劍客與刀客，你比較

想當誰？）你印象最深、最愛的角色？你印象最捨不得的角色？原因？ 

 

7. 你平常看電視的機會多嗎？若以連續劇來說，哪種類型的電視劇吸引你？你會對古裝戲、武

打片、武俠片有特別的喜愛嗎？以電影來說，武俠片會特別吸引你嗎？你最常接觸的書籍或

其他文類是（武俠類、愛情類、偵探類、動漫、電玩等）？ 

 

8. 覺得霹靂布袋戲會特別寵愛、捧哪些角色嗎？從哪些面向讓你發現他們特別捧紅該角色？在

你的經驗當中，霹靂布袋戲中，哪種打扮、設定的木偶角色，一定會紅？為什麼他們會紅？ 

 

9. 黃海岱的過世，對你有什麼影響嗎？你對黃海岱的印象、感覺為何？這感覺是否因為身為布

袋戲迷而有這樣的感覺？ 

 

10. 在你的想法中，霹靂布袋戲可以代表台灣本土文化（2006 台灣意象票選活動）嗎？能或不能

的原因？ 

 

二、布袋戲的收藏 

 

11. 你有任何布袋戲的收藏品嗎（霹靂布袋戲週邊商品、木偶、配樂、DVD、同人誌等）？你最

常購買、收集哪類有關霹靂布袋戲的收藏品？為何對該類商品特別情有獨鍾？ 

                                                 
1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為參考範本，訪談過程會因各受訪者之背景及研究者對他們的瞭解程度不一

，於訪談中在問題上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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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霹靂布袋戲的週邊商品在價錢定位、商品設計方面，有何看法？ 

 

13. 你會購買霹靂布袋戲的配樂嗎？以你看布袋戲的年資，瞭解他們布袋戲配樂的歷史流變嗎？

如果瞭解，覺得近期的配樂跟以往的配樂，差異為何？你對目前這種配樂的製作，是否喜歡、

有什麼感覺？（請列舉你喜愛的配樂，你喜歡哪類型的配樂？） 

 

14. 霹靂的配樂，至今仍有「主題曲」（有歌詞）的存在。你對這些主題曲看法為何？你有特喜

歡哪一首人物或劇集的主題曲？ 

 

三、霹靂國際多媒體 

 

15. 你對霹靂國際多媒體有瞭解嗎？對他們的印象為何？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有這樣的印象？ 

 

16. 你會覺得霹靂國際多媒體「成功」嗎？原因及舉例？ 

 

17. 你收看過他們自製的節目「霹靂會」嗎？有哪一個單元是你喜歡看的？原因？ 

 

18. 對他們有過任何不滿嗎（劇情編寫、周邊商品、服務等）？在何種情況及原因下有此不滿？ 

 

19. 你覺得戲迷與霹靂國際多媒體的關係為何？合作、相互利用、某方利用、生命共同體或？ 

 

20. 你曾聽說過霹靂國際多媒體對哪些戲迷活動、產品提過告訴嗎？哪些事件？你自己的看法為

何？ 

 

四、「迷」的活動 

 

21. 對玩 cosplay 的布袋戲迷，你的看法為何？你覺得他們（或你自己）為什麼喜歡玩 cosplay？
玩 cosplay 的布袋戲迷是否有共通的特質？ 

 

22. 如何選擇自己 cosplay的角色？是否有哪些標準？你玩 cosplay的年資？從何時開始？在什麼

機緣下開始玩的？ 

 

23. 玩 cosplay 當中，它給了你什麼？從中得到何種樂趣？是否曾經遇到挫折或不愉快？而你在

哪些方面付出最多？曾經遭受過批評或質疑嗎？ 

 

24. 你曾想過藉由 cosplay 表達什麼嗎？ 或者在 cos 之前，有設想過希望在 cos 的過程中傳達出

什麼訊息？ 

 

25. 你 cos 過最得意的角色？或者你認為最成功的角色？ 

 

26. 在你的想法及經驗中，cosplay 的技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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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覺得玩 cosplay 的戲迷，與其他戲迷差異何在？ 

 

28. 在 cos 圈裡，coser 之間的相處方式，coser 和一般戲迷的相處方式有何不同？ 

 

29. 在你玩 cosplay 的歷程當中，有感覺到台灣目前文化環境對 cosplay 的評價有何變化？ 

 

 

五、網路活動記實 

 

30. 你會上有關霹靂布袋戲的網站嗎？如 EPILI、天空部落格、PTT 等？ 

 

31. 若你有天空部落格，當初選定天空部落格網域之原因？以及該部落格提供給你什麼？ 

 

32. 有關霹靂布袋戲的網站提供給你什麼？你會從該網站搜尋什麼資訊？ 

 

33. 你會上網討論布袋戲的劇情嗎？或你有任何管道能跟其他戲迷一起討論劇情？或者你會經

由網路從事有關布袋戲的活動，比如討論、貼照、分享、蒐集等？ 

 

34. 你覺得霹靂布袋戲迷的力量大嗎？從哪些層面觀察而來？你覺得戲迷有可能影響霹靂國際

多媒體嗎（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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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5 位受訪者訪談大綱 

 

受訪者：「霹靂國際多媒體」黃強華董事長 

1. 阿公黃海岱老先生與父親黃俊雄先生最主要影響了您哪些方面？ 

 

2. 您曾經對傳統布袋戲有過質疑嗎？後來如何突破這樣的想法？ 

 

3. 在您的想法當中，布袋戲作為傳統藝術、表演藝術的一環，是否有不變的本質存在？ 

 

4. 您如何定位「霹靂布袋戲」？是否將他定位在符合年輕人口味的布袋戲？ 

 

5. 您曾主張「站在流行的角度看傳統，站在商業的角度看藝術」，並談到傳統產業的未來性和

表演藝術的存在性。請問霹靂布袋戲的未來性和存在性為何？流行、商業與藝術之間，在您

的觀點中有無矛盾之處，如何解決？ 

 

6. 您曾表示花了許多心思思索如何擴展布袋戲的發行版圖，霹靂布袋戲的行銷和管理方面，是

從哪些管道觀察及學習的？ 

 

7. 布袋戲電影《聖石傳說》以及劇集《爭王記》推展到國外的成果？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 

 

8. 霹靂國際多媒體如何瞭解群眾的需求以及社會大眾的想法？ 

 

9. 霹靂的編劇群平均年齡大約是多少歲數？請問您是以何種條件在挑選編劇呢？而您身為編

劇總監的角色，主要負責哪些工作？多人編劇的方式是否有優缺點？ 

 

10. 您覺得霹靂戲迷的力量如何？他們能夠影響霹靂國際多媒體嗎？戲迷是否曾經帶來困擾或

正面的動力？霹靂國際多媒體與戲迷的互動、合作過程？ 

 

11. 對於霹靂布袋戲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您有何措施？對於戲迷的分享、燒錄、合成、創作週邊

商品如同人誌，您有何看法？ 

 

12. 您認為戲迷的後援會組織及 cosplay 活動，對於霹靂國際多媒體來說，扮演何種角色？ 

 

13. 您是否曾聽聞戲迷對劇情或其他方面的抱怨及不滿？霹靂方面會針對這樣的事件做回應？ 

 

14. 霹靂布袋戲的角色繁多，您有最喜愛的角色嗎？請問您對戲迷之間流傳霹靂有「不死系」角

色的解讀？ 

 

15. 雲林黃家布袋戲最大特色在於「創新」，未來的霹靂布袋戲，還會有什麼創新之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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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霹靂國際多媒體」黃文擇總經理 

1. 阿公黃海岱老先生與父親黃俊雄先生最主要影響了您哪些方面？ 

 

2. 在您的經驗當中，擔任布袋戲的口白樂趣為何？有最困難、難以突破的地方嗎？ 

 

3. 您是如何揣摩、設計各種角色的口白，有大致的規則可循嗎？以往單一編劇與現在編劇群的

運作，對您配音時所發揮的空間是否有改變？ 

 

4. 霹靂國際多媒體也曾嘗試過國語布袋戲、小組配音的方式，請問採取這種嘗試的原因為何？

有從中獲得什麼經驗嗎？ 

 

5. 在您的口白當中，有獨特的「儒式口白」，或者如小蟑螂「哥ㄍㄨㄧˊ哥ㄍㄨㄧˊ」、黑衣

劍少、兵燹等角色的特殊口音及狂妄的笑聲，您是如何設計呢？ 

 

6. 您如何定位「霹靂布袋戲」？霹靂布袋戲近年來的定位是否定位在符合年輕人口味的布袋戲

？ 

 

7. 您覺得霹靂戲迷的力量如何？他們能夠影響霹靂國際多媒體嗎？戲迷是否曾經帶來困擾或

正面的動力？霹靂國際多媒體與戲迷的互動、合作過程？ 

 

8. 您認為戲迷的後援會組織及 cosplay 活動，對於霹靂國際多媒體來說，扮演何種角色？ 

 

9. 霹靂布袋戲的角色繁多，您有最喜愛的角色嗎？您聽說過戲迷之間流傳有霹靂布袋戲「不死

系」角色之說嗎？您的解讀是？ 

 

10. 雲林黃家布袋戲最大特色在於「創新」，未來的霹靂布袋戲，還會有什麼創新之舉嗎？或者

在配音方面，也曾思考創新的方式或可能性？ 

 

11. 霹靂國際多媒體在培養心血、培訓人才方面，針對口白配音方面，有專門的培訓方式或計畫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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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霹靂布袋戲戲偶造型師樊仕清 

1. 您所創造過的角色繁多，有哪一個角色是你最滿意的？ 

 

2. 您設計戲偶造型的元素與靈感從何而來？ 

 

3. 在《霹靂造型達人書》中，曾描述您特別喜歡「將現代美學元素融合進古典的造型」，請問

哪些範疇是屬於您認為的「現代美學元素」呢？是否會與古典、武俠角色產生矛盾？ 

 

4. 您是否有特別拿手、喜歡運用的設計風格？ 

 

5. 您如何與編劇溝通戲偶的造型設定？最常遇到的困難與最大的樂趣是？ 

 

6. 霹靂的角色髮色多變，請問設計「髮色」搭配角色時，有什麼可依循的通則嗎？ 

 

7. 霹靂戲偶的髮飾、頭冠造型千變萬化，您是從哪裡得來的靈感設計眾多人物的頭冠造型？ 

 

8. 魔界的角色造型差異性極大，常令人印象深刻。請問魔界角色的造型是否有參考的準則？或

是較為天馬行空？ 

 

9. 霹靂布袋戲近期之霹靂 F4、善法天子、一步蓮華、襲滅天來、簫中劍等，個個俊美無雙，是

否霹靂布袋戲在近年走起「偶像美男子」風格？ 

 

10. 霹靂布袋戲有戲迷所謂「不死系」角色的存在，請問您的看法為何？又這些重要角色如素還

真、一頁書、葉小釵等再出時的造型，設計時有何困難度？曾經嘗試做變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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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霹靂國際多媒體」傅琛壹副總經理 

1. 在您的想法當中，布袋戲作為傳統藝術、表演藝術的一環，是否有不變的本質存在？ 

 

2. 您如何定位「霹靂布袋戲」？是否將它定位在符合年輕人口味的布袋戲？ 

 

3. 請問霹靂布袋戲的未來性和存在性為何？流行、商業與藝術之間，在您的觀點中有無矛盾之

處，如何解決？ 

 

4. 布袋戲電影《聖石傳說》以及劇集《爭王記》推展到國外的成果？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 

 

5. 霹靂國際多媒體如何瞭解群眾的需求以及社會大眾的想法？ 

 

6. 霹靂目前最主要的收入為何？推銷霹靂布袋戲週邊商品的過程以及目標？是否遭遇困難或

批評？ 

 

7. 您覺得霹靂戲迷的力量如何？他們能夠影響霹靂國際多媒體嗎？戲迷是否曾經帶來困擾或

正面的動力？霹靂國際多媒體與戲迷的互動、合作過程？ 

 

8. 對於霹靂布袋戲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您有何措施？對於戲迷的分享、燒錄、合成、創作週邊

商品如同人誌，您有何看法？會覺得戲迷侵權嗎？ 

 

9. 您曾聽聞戲迷對劇情或其他方面的抱怨及不滿？霹靂方面會針對這樣的事件做回應嗎？ 

 

10. 雲林黃家布袋戲最大特色在於「創新」，未來的霹靂布袋戲，還會有什麼創新之舉嗎？ 

 

11. 「霹靂系列布袋戲」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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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霹靂會」主編  邱繼漢 

1. 請問「霹靂會」所執掌的業務範圍有哪些？ 

 

2. 發行「霹靂會」月刊的目的及功能？ 

 

3. 「霹靂會」對後援會的管理主要在哪些方面？ 

 

4. 「後援會」組織與霹靂國際多媒體有哪些方面的互動？「後援會」的管理方面有比較困難的

地方嗎？ 

 

5. 近年後援會活動跟早期後援會活動有無差別之處？ 

 

6. 您覺得霹靂戲迷的力量如何？他們能夠影響霹靂國際多媒體嗎？ 

 

7. 戲迷是否曾經帶來困擾或正面的動力？霹靂國際多媒體與戲迷的互動、合作過程？ 

 

8. 在「霹靂會」當中，最常接觸到戲迷的投訴或抱怨有哪些部分？會有戲迷投稿、來電等給予

比較正面的肯定或建議嗎？ 

 

9. 以您原本是戲迷，後來進入霹靂國際多媒體工作的身份，在心態上會有什麼樣的調整？ 

 

10. 在您未進入霹靂工作之前，與進入霹靂工作之後，您看周遭戲迷的角度或心態是否有所改變

？ 

 

11. 以您在「霹靂會」、編劇室等工作的經驗，您認為為何戲迷會對一尊尊原本是沒有生命的木

偶，及其構成的世界所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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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霹靂布袋戲迷重要事蹟大事紀 

編號 時間 事件備註 

1 1996 年 「霹靂會」為戲迷成立戲偶角色後援會。 

2 1998.8.28-31 於國家戲劇院公演 4 天 8 場《狼城疑雲》，耗資 400 多萬，打著霹靂布袋戲 11 年來首度登上

國家戲劇院舞台，現場不 NG、不剪接的實況演出，萬餘觀眾觀賞，場場爆滿。 

3 1999.1.10 北區業小釵後援會年度大會「千變小釵再現江湖」，會中結合 cosplay 活動、舞台燈光、特效

演出「人形劇」，並搭配武術表演，之後 cosplay、武術、舞台表演成為布袋戲後援會主軸。

4 2000 年 星光大道提供免費電子相簿，該網域快速成為 cos 玩家登記、交換、瀏覽相簿的最大網站。 

5 2000.1 斥資 3 億布袋戲電影《聖石傳說》於千禧年 2000.1.17 晚間 7 時於全省同步舉行首映，包括台

北信義華納威秀、樂聲戲院、台南日新戲院、台南國花戲院、高雄奧斯卡戲院。《聖石傳說》

上映 2 日票房就累積 2 千 8 百萬的佳績。 

6 2000.2 藝人 SOS 姊妹批評霹靂布袋戲事件。SOS 姊妹於節目《娛樂百分百》中批評霹靂布袋戲，引

起 3 區 5 個後援會發出上萬電子信件抗議，號召戲迷集結中正紀念堂抗議。事件直至 2 月 19

日 SOS 姊妹出面召開記者會公開道歉才停歇。 

7 2004.8 PC HOME 與 CWT 首度合辦 COS 比賽，南部知名 cos 玩家 「席珍」獲得個人組與團體組雙料

冠軍，得獎角色為「魔流劍‧風之痕」，更奠定她在 cos 圈的達人地位。 

8 2005.5 由於星光大道電子相簿實施收費制度，cosplay 玩家及布袋戲迷大舉將 blog、相簿遷往 yam 天

空部落格系統，該系統取代星光成為布迷交流地。 

9 2006.2 2006 台灣意象票選活動，「布袋戲」以 13 萬票打敗玉山 11 萬票，成為台灣意象代表。在官

方霹靂國際多媒體及眾多布迷號召下，將「布袋戲」推往台灣意象代表第一名寶座。 

10 2006.7 與國際大廠英特爾（Intel）合作，配合 Core2 Duo CPU 的推出，找來布袋戲一線角色擔任代言

人，該合作企畫在網路推出了《聖石外傳酷睿之密》上下 2 集影片，短片上網僅僅兩個星期，

點閱人數破 7 萬，甚至創下當日 1 萬的點選人次。 

11 2006.12.20 《霹靂九皇座》王嘉祥導演獲得第 40 屆廣播電視金鐘獎「連續劇戲劇類導演（播）獎」，頒

獎典禮當天，霹靂國際多媒體代表與首度走上金鐘獎紅地毯的知名布袋戲 coser 一同亮相，為

霹靂布袋戲造勢。 

12 2006.12 國內第一本布袋戲 cosplay 寫真書《英雄無上》由尖端出版社出版，網羅南北知名布袋戲 coser

拍攝 cosplay 寫真集。 

13 2007.8 國內少女團體「黑澀會美眉」於偶像劇《黑糖瑪琪朵》劇情中嘲笑被畫花臉的棒棒堂男孩，出

現以下對白：「演霹靂布袋戲的來了啦！是他們耶！好笨喔！太醜了啦！」引起布袋戲迷不滿

，投書報紙、於網站論壇留言抗議，要求編劇、演員及衛視中文台公開道歉，認為該劇情嚴重

損毀霹靂布袋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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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布袋戲官方後援會、網路後援會活動（2006 年 8 月~2007 年 8 月）2 

號碼 會名 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活動性質 

1 北區素還真後援會 北素包車—大溪韭香戲偶情 2006.11.4（六） 大溪吊橋、達文西

瓜藝文館 

包車出遊大溪

人偶節 

2 北區素還真後援會 2007 北素大會「白蓮神話」 2007.2.11（日） 台北市政府親子

劇場 

年度大會 

3 中區素還真後援會 《蓮花跑車》中素片場之旅+馬鳴

山外拍一日遊 

2006.9.2（六） 馬鳴山、雲林虎尾

片場 

外拍、片場參

觀 

4 中區素還真後援會 茶敘還真‧中素大型迎秋茶會 2006.10.8（日） 台中市南區圖書

館地下室 

茶會 

5 中區素還真後援會 中素搶救素素大作戰 PARTII 2007.3.11（日） 國立中興大學中

興湖  

戶外團康活動

6 中區素還真後援會 慶蓮生，香迴九九~素素出道 19

年度慶生會 

2007.4.29（日） 台中市南區圖書

館地下室 

慶生會 

7 中區素還真後援會 中素 COS、木偶外拍~6/10 與您

植物園有約 

2007.6.10（日） 台中市國立科學

博物館植物園 

外拍 

8 中區素還真後援會 中素 7/8 雙雙對對‧「白蓮好荷

」‧素素車隊自由行 

2007.7.8（日） 台中市北屯區「蓮

荷果有機農場 

旅遊 

9 南區素還真後援會 南素英雄會—舞‧蓮華 2006.12 月每週

日下午 

高雄市立歷史博

物館 

愛河布袋戲英

雄會 

10 南區素還真後援會 蓮盟活動‧攝影棚之旅~與霹靂相

約~ 

2007.7.21（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11 南區一頁書後援會 光輝十月普天慶，梵影書蹤懷真

情 

2006.10.1/8/15/2

2/29 

無 徵人 

12 北區葉小釵後援會 四重奏之夏遊 2006.8.19（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13 北區葉小釵後援會 最霹靂的躲避球賽 2006.10.22（日） 台北市興華國小

操場 

球賽 

14 北區葉小釵後援會 北釵十年首部曲—前塵扶搖‧隱

忘水煙—北釵外拍 

2007.3.18（日） 新北投公園 外拍 

                                                 
2 資料來源：霹靂會月刊 132 期~143 期及 EPILI 網站「後援會活動公告區」，非實體活動如徵文、

網路留言、包車統計等不列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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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北區葉小釵後援會 2007 大會—十年—經典再現 2007.8.5（日） 台北市政府親子

劇場 

年度大會 

16 中區葉小釵後援會 天染夏遊 2006.9.9（六） 台中大坑天染花

園 

茶會 

17 中區葉小釵後援會 片場之旅 2007.1.20（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18 中區葉小釵後援會 2007 北釵年度大會—中部專車 2007.8.5（日） 台中火車站前廣

場 

包車 

19 南區葉小釵後援會 南釵 2007 愛河布袋戲文化祭~英

雄風雲再起 

2007.2.4、2.25

（日） 

高雄市立歷史博

物館前廣場 

舞台活動 

20 南區葉小釵後援會 南釵‧孟夏燁宴 2007.5.27（日） 台南市耕讀園 茶會 

21 南區葉小釵後援會 2007 北釵年度大會—南部專車 2007.8.5（日） 高雄 包車 

22 北區莫召奴後援會 水波動 朱雀現 雲蹤步莫影 2007.2.10（六） 台北雙溪公園 外拍 

23 北區莫召奴後援會 霹靂編劇（三弦）座談會 2007.5.12（六） 集思會議中心台

大館伯拉圖廳 

座談會 

24 莫召奴後援會 壹壹壹玖‧神出詭莫 2006.11.19（日） 高雄左營原生植

物園 

活動、外拍 

25 南區莫召奴後援會 南莫‧彌生參月 2007.3 月每週日

下午 

高雄歷史博物館

前庭 

靜態、動態、

舞台活動、外

拍等 

26 南區莫召奴後援會 南莫年度片場之旅—桂月尋芳 2007.8.11（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27 傲笑紅塵後援會&非

凡公子網路後援會 

§霹靂友情聯盟§聯歡旅遊—驛馬

體驗 

2006.12.9（六）

~2006.12.10（日

） 

驛馬溪休閒農場 戶外旅遊、團

康活動、外拍

28 傲笑紅塵後援會 歡送茶敘~展翅憶塵 2006.9.3（日） 台中市無為草堂 茶會 

29 傲笑紅塵後援會 傲笑慶生~情定紅塵 2007.3.25（日） 台南耕讀園永華

店 

慶生會 

30 傲笑紅塵後援會 春暖花香~紅塵餃情 2007.5.20（日） 台中市陶築和風

洋膳 

茶會 

31 傲笑紅塵後援會、一

步蓮華後援會 

§霹靂友情聯盟§片場聯歡~紅塵

蓮華 

2007.6.30（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32 風痕雙少後援會 「搖滾風少之台客那~麼爽」COS

演唱會 

2007.1.13（六） 中國文化大學教

育推廣部 

年度大會 

33 南區風痕雙少後援 南區風痕雙少‧夏末茶會—愛的 2006.9.23（六） 台南耕讀園永華 茶會 



 
 

183

會 嚇破膽 店 

34 四無君後援會 武‧聯合大會 2006.8.27（日） 北縣板橋市政府

3F 多功能集會堂 

年度大會（洛

子商網路後援

會協辦） 

35 四無君後援會 四無君年度片場之旅 2006.10.21（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36 四無君後援會 〔四物傳奇〕四無君慶生茶會 2007.5.20（日） 台北《一元堂》板

橋店 

慶生會 

37 中區四無君後援會 無孔 BLUE—中四會孔廟外拍 2006.12.3（日） 台中孔廟 外拍 

38 中區四無君後援

會、海殤君後援會 

四買聯合大會~~王者‧智者 2007.3.18（日） 台中市永春國小

活動中心 

年度大會 

39 中區四無君後援會 715 中四會之《天嶽同樂會》 2007.7.15（日） 台中陶築餐廳 茶會 

40 南區四無君後援會 7/14「藍色夏宴。羽四同醉」南

四無夏宴招募茶會 

2007.7.14（六） 台南花語 2F 茶會 

41 南區四無君後援會 《初春。藍羽紛飛》3/10 南四春

季外拍 

2007.3.10（六） 高雄左營孔廟 外拍 

42 佛劍分說後援會 佛會外拍§暖春白宴§ 2007.3.25（日） 兒童育樂中心—

昨日世界 

外拍 

43 佛劍分說後援會 佛劍分說—夏之宴 2007.6.3（日） 台北市景美 3C 咖

啡館 

茶會 

44 佛劍分說後援會 825 南風飛翔‧片場行 2007.8.25（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45 佛劍分說後援會 南區外拍【隻手‧逆天‧轉乾坤

】 

2007.5.26（六） 台南成功大學 外拍 

46 陰川蝴蝶君後援

會、公孫月後援會 

《舞蝶迴楓‧山水逍遙》蝶月聯

合片場之旅 

2006.8.26（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47 陰川蝴蝶君後援會 桂香古亭‧蝶舞清秋—蝴蝶君後

援會中區外拍 

2006.9.24（日） 台中民俗公園 外拍 

48 陰川蝴蝶君後援會 泓華‧舞祭—蝴蝶君春待之慶 2006.12.10（日） 高雄左營孔廟 外拍 

49 陰川蝴蝶君後援

會、赦生童子後援會 

~曲聆蝶華‧戰舞狼煙~詠春之約

‧片場之旅 

2007.6.9（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50 劍子仙跡後援會 2007 愛河布袋戲文化展演祭之璀

璨一月‧神『道』設教 

2007.1.28（日） 高雄市歷史博物

館前廣場 

舞台活動 

51 劍子仙跡後援會 5/26 虎尾訪仙行~仙會年度片場

之旅 

2007.5.26（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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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北區劍子仙跡後援

會 

~★七月七日‧偶然相聚★~北仙

偶聚外拍 

2007.7.7（六） 台北市二二八和

平紀念公園 

外拍 

53 中區劍子仙跡後援

會 

品劍‧論仙‧話其跡—編劇座談

會 

2006.11.12（日） 台中市勞工服務

中心 3F 

座談會 

54 南區劍子仙跡後援

會 

共墨‧品悠然—10/29 南仙慶生茶

會 

2006.10.29（日） 高雄市耕讀園覺

民店 

慶生會 

55 佾雲後援會 8/13 吃喝玩樂看表演雲門八采

DIY 

2006.8.13（日） 台北貓頭鷹之家 茶會 

56 佾雲後援會 0820 南佾大會—夏曲‧夢之章 2006.8.20（日） 高雄縣鳳山婦幼

館 

年度大會（南

佾） 

57 佾雲後援會 北區活動《世紀之舞-千首觀音》

（北佾表演班） 

2006.12.17（日） 台北市信義區西

村活動中心 

茶會 

58 南區佾雲後援會 20061126「佾」難忘之【殘酷舞

台】PART2 

2006.11.26（日） 高雄歷史博物館

前廣場 

歌唱比賽 

59 北區銀狐後援會 銀荷花季‧狐現蹤跡 2006.8.6（日） 台北植物園賞荷

廣場 

外拍 

60 北區銀狐後援會 北狐慶生宴—秋末慶狐歲 2006.11.12（日） 台北景美 3C 咖啡

館 

慶生會 

61 北區銀狐後援會 銀春穀雨‧狐享春茶 2007.4.15（日） 台北一元堂板橋

店 

茶會 

62 南區銀狐後援會 南狐慶生宴—初冬慶狐歲 2006.11.12（日） 台南夢東籬慶中

店 

慶生會 

63 南區銀狐後援會 2007/5/27【南狐】銀夏出遊‧狐

聚外拍 

2007.5.27（日） 台南中山公園 外拍 

64 慕少艾後援會 慕、羽會片場之旅 2007.3.24（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65 慕少艾後援會 ~春誕『慕』影~‧北區/南區少艾

慶生會 

2007.5.6（日） 台北植物園、高雄

新光碼頭（海洋之

星） 

慶生會 

66 慕少艾後援會、

洛子商後援會 

洛繹不絕  慕迎賓客‧2007/7/8

夏日慶典 

2007.7.8（日） 台北市長官邸藝

文沙龍表演廳 

舞台活動 

67 疏樓龍宿後援會 【龍御千里‧八方朝賀】海內外

聯合慶功茶會 

2006.11.19（日） 台北景美 3C 咖啡

館、北京、上海、

成都、杭州、南

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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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青島、武漢 

68 疏樓龍宿後援

會、北辰元凰網路後

援會 

霹靂凰龍紀—聯合片場之旅 2007.3.31（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69 中區陰陽師後援

會 

中陰陽—菊月秋霜茶會 2006.9.2（六） 台中無為草堂 茶會 

70 羽人非獍後援會 《風聆揚弦‧與辰同慶》 2006.10.7（六） 台北敘舊茶飯劇

場 

慶生會 

71 羽人非獍後援

會、慕少艾後援會 

【羽弦東揚‧慕影迴鈴】羽慕北

區外拍 

2007.1.27（六） 台北士林官邸 外拍 

72 羽人非獍後援會 ﹡﹡昨日再現‧初夏外拍﹡﹡ 2007.5.27（日） 台北士林雙溪公

園 

外拍 

73 海殤君網路後援

會 

★夏末偷閒★南區茶會 2006.9.23（六） 台南市溫室烘焙

屋成功店 

茶會 

74 海殤君網路後援

會 

中秋團員聚會『滄海月明映殤影

』 

2006.10.7（六） 台北 茶會 

75 海殤君網路後援

會、羽人非獍網路後

援會 

【殤羽春秋‧仲夏一方】北區聯

合茶會 

2007.7.8（日） 台北景美 3C 咖啡

廳 

茶會 

76 海殤君網路後援

會 

8/4 殤會‧慶生狂歡派對《獅子會

》 

2007.8.4（六） Tina Motel 707 號

房 

慶生會 

77 慕少艾網路後援

會 

【一期一會】—慕少艾後援會仲

春片場行 

2007.3.24（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78 慕少艾網路後援

會、奈落之夜‧宵網

路後援會 

憶慕風華‧宵待之聲—慕宵南區

聯合外拍 

2006.10.1（日） 台南成功大學 外拍 

79 奈落之夜‧宵網路後

援會 

《凝晶花下誕‧夜宵現風采》與

宵同樂慶生會 

2007.2.10（六） 景美 3C 咖啡廳 慶生會  

80 臥江子、劍邪網路後

援會 

綠意盎然‧臥雪遊江＊秋旬聯合

外拍 

2006.11.5（日） 台北兒童育樂中

心 

外拍 

81 臥江子網路後援會 ~豔夏楓采‧醉臥秋山~中區慶生

宴 

2007.7.7（六） 台中市台灣香蕉

新樂園「人文生活

館」 

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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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非凡公子網路後援

會 

思玄武、念非凡、玄武非凡慶生

會 

2006.8.20（日） 台中無為草堂 慶生會 

83 非凡公子網路後援

會 

玄武非凡慶生饗宴 2007.8.12（日） 台中無為草堂 慶生會 

84 丹楓公孫月網路後

援會 

《秋月鎏光‧千里嬋娟》—中秋

茶會 

2006.9.10（日） 台北市川芸農園 茶會 

85 丹楓公孫月網路後

援會 

《銀月浮光‧丹楓掠影》公孫月

中區聯歡茶會 

2007.2.10（六） 台中耕讀園國光

店 

茶會 

86 丹楓公孫月網路後

援會 

「丹楓舞春宴，群英迎春回」公

孫月後援會迎春饗宴 

2007.4.22（日） 新竹市文化局 茶會 

87 北辰元凰網路後援

會 

凰羽飛鵿~中凰外拍茶會 2007.1.27（六） 台中市無為草堂 外拍茶會 

88 簫中劍網路後援會 簫中劍應援外拍—為愛而生 2007.5.20（日） 台北雙溪公園 外拍 

89 赦生童子網路後援

會 

—紫雷之焰‧赦而復生

—Celebrate 季夏慶生宴 

2007.6.17（日） 台中耕讀園華美

店 

慶生會 

90 赦生童子網路後援

會、吞佛童子網路後

援會 

【朱厭‧狼煙】Disciple—雙童子

聯合慶功外拍 

2007.1.7（日） 台南成功大學雲

平大樓 

外拍、慶功宴

91 赦生童子網路後援

會 

【始戰‧雷破】Affection 赦會雩

風外拍 

2007.4.29（日） 台北兒童育樂中

心「昨日世界」 

外拍 

92 吞佛童子網路後援

會 

【醉臥優雅‧心機之約】5/6 吞佛

童子慶生茶會 

2007.5.6（日） 台中耕讀園國光

店、 

慶生會 

93 北區兵燹後援會 《我秀故我在》8/5 北燹盛夏魅影

外拍秀 

2006.8.5（日） 台北林安泰古厝 外拍 

94 北區兵燹後援會 《焰燒霹靂響叮噹》12/24 北燹冬

季年度茶會 

2006.12.24（日） 劍潭海外青年活

動中心 

茶會 

95 南區兵燹後援會 1126 南燹高雄慶生會聚餐 2006.11.25（六） 高雄藍色狂想餐

飲連鎖—七賢美

食店 

慶生會 

96 南區兵燹後援會 南燹大會暨台南古蹟美食之旅 2007/7/28、7/29

（六、日） 

台南古蹟 年度大會、旅

遊 

97 兵燹後援會 《季夏南風動‧妖刀舞八荒》炎

熇兵燹後援會南區大會 

2007.7.29（日） 台南市社教館演

藝廳 

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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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燕歸人網路後援會 燕歸人慶生外拍—秋風燕賦 2006.9.3（日） 台中公園 外拍 

99 燕歸人網路後援會  12/30【燕歸人後援會】—秋葉楓

紅落~燕飛友相隨— 

2006.12.30（六） 高雄市立美術館 外拍 

100 燕歸人網路後援

會、葉小釵官方後援

會 

【燕飛初春西風伴‧釵情意重貫

雲霄】 

2007.1.20（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101 燕歸人網路後援

會、羽人非獍網路後

援會 

【羽燕聯歡茶會】 2007.5.6（日） 台南市東區花語

鐵板燒 

茶會 

102 燕歸人網路後援會 《聖戟迴旋‧燕遨翔》慶生宴 2007.8.26（日） 台北偶戲館三樓

研習教室 

慶生會 

103 青陽子網路後援會 【萬古長青】—青陽子後援會‧

秋末慶功宴 

2006.11.25（六） 台中市無為草堂 茶會 

104 南區青陽子網路後

援會 

與青同樂慶生會 2006.10.8（日） 台南成功大學光

復校區成功湖 

慶生會 

105 南區青陽子網路後

援會 

0721 南清大暑夏令嘉義外拍 2007.7.21（六） 嘉義公園 外拍 

106 南區蒼網路後援會 9/9 蒼—南部後援會~茶會活動 2006.9.9（六） 台南縣 85 度 c 咖

啡館永康中華店 

茶會 

107 蒼網路後援會 「琴音揚‧名玥照‧蒼跡步塵」

4/1 台南成大外拍活動 

2007.4.1（日） 台南成功大學光

復校區成功湖畔 

外拍 

108 一步蓮華網路後援

會 

一步蓮華後援會‧江南一聚‧《蓮

華初會》 

2007.4.8（日） 台南耕讀園 茶會 

109 一步蓮華網路後援

會 

一步蓮華後援會‧雙溪蓮影‧《暮

春外拍》 

2007.5.26（六） 台北士林雙溪公

園 

外拍 

110 一步蓮華網路後援

會、傲笑紅塵後援會 

2007/6/30 §霹靂友情聯盟§片場

聯歡~【紅塵蓮華】 

 2007.6.30（六） 雲林虎尾片場 片場參觀 

111 一步蓮華網路後援

會 

7/29 一步蓮華後援會‧仲夏之夢

‧《荷月茶敘》 

2007.7.29（日） 台中耕讀園華美

店 

茶會 

112 劍邪網路後援會 ＊待雪蓮華＊~憶雪蓮華最終章

—盼雪重生茶會 

2006.9.10（日） 新竹圖書館文化

局 4F 禮堂 

茶會 

113 劍邪網路後援會 12/24「幻雪蓮華☆耶誕慶功化裝

派對」 

2006.12.24（日） 高雄 10 號公園東

金里活動中心 2F 

慶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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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劍邪網路後援會 §暗香浮動‧梅迎雪誕§劍雪無名

中區慶生察宴 

2007.3.4（日） 台中市「陶園茗」 慶生會 

115 劍邪網路後援會 【﹡迎雪 ﹡‧巧月風城宴】 2007.8.19（日） 新竹圖書館文化

局 4F 禮堂 

年度大會 

116 談無慾網路後援會 談無慾慶生聚餐—談心論月 2006.9.2（六） 台南市耕讀園永

華店 

慶生會 

117 談無慾網路後援會 北區聚會—秋月風華 2006.11.11（六） 台北板橋市「茶騷

有味」 

茶會 

118 談無慾網路後援

會、公孫月網路後援

會 

雙月外拍§月荷舞春風§ 2007.5.5（六） 台中民俗公園 外拍 

119 俠刀蜀道行網路後

援會 

茶趣共賞慶團員~中秋茶會 2006.10.1（六） 台北市耕讀園師

大店 

茶會 

120 南區布袋戲聯盟 南區布袋戲聯盟外拍首部曲—寒

冬裡的捕風捉影 

2006.12.24（日） 高雄左營孔廟 外拍 

121 刀劍會（狂刀後援

會、劍君後援會） 

12/24 刀劍和鳴慶功宴 2006.12.24（日） 台北市人性空

間、台中耕讀園華

美店、台南奉茶亭 

慶功宴 

122 金子陵網路後援會 《靜廬陵影》外拍活動~ 2007.5.12（六） 台北士林官邸 外拍 

 

統計 

結果 

 

2006 年 8 月~ 

2007 年 8 月 

活動場次合計： 

122 場 

 

年度大會： 9 場 

片場參觀：16 場 

慶 生 宴：20 場 

茶    會：29 場 

外    拍：31 場 

其    他：17 場 

 

2006.8 月~2007 年 8 月，共計 59 次週末假期，僅有 5

次週末沒有活動，54 次週末有霹靂布袋戲相關活動，

可見霹靂布袋戲後援會在一年內週末辦活動比例高達

91.5 ﹪，幾乎每個週末都有各後援會舉辦之活動，其

中又以「茶會」、「外拍」活動最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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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霹靂布袋戲劇集一覽表（1988 年~2007 年 8 月）3 

 

劇集名稱 集數 錄影帶推出 備註 

（1）霹靂金光 16 1986.10 霹靂一哥「清香白蓮素還真」登場

（2）霹靂眼 20 1987.04 素還真與歐陽上智鬥智 

（3）霹靂至尊 15 1987.08 「刀狂劍癡葉小釵」登場 

（4）霹靂孔雀令 10 1988.02 葉小釵有子「金少爺」 

（5）霹靂劍魂 20 1988.05 中原群俠力抗十三聖殿關足天 

（6）霹靂異數 40 1988.09 「百世經論一頁書」登場 

天虎八將 v.s.魔龍八奇 

（7）霹靂劫 30 1989.10 一頁書滅境宿敵「三徒判」掙脫天

牢，危害作亂。一頁書化身「紫錦

囊」 

（8）霹靂天闕 30 1990.09 三徒判、十三邪靈作亂 

（9）霹靂紫脈線 20 1991.08 造世七俠以七支吸雷針欲除三徒判

，失敗。素還真之子素續緣以「天

下第一」身份登場 

（10）霹靂烽雲 20 1992.02 群俠天河運棺，力抗邪靈、魔域。

塵界九龍現身 

（11）霹靂天命 14 1992.06 塵界九龍之爭 

（12）霹靂狂刀 60 1992.12 一頁書魂斷皇甫橋 

素還真大開殺戒，怒火燒盡九重天

（13）霹靂王朝 30 1995.02 儒、道、釋紛爭不息，三教之子傳

言甚囂塵上 

（14）霹靂幽靈箭 I 25 1995.10 西丘三君現身：蟻天海殤君、靜天

雲岫君、怒天山濤君 

（15）霹靂外傳—葉小釵傳奇 6 1996.02 乾坤五大神器之爭 

（16）霹靂幽靈箭 II 20 1996.05 智慧之星「玉天璣」與素還真鬥智

（17）霹靂英雄榜 50 1996.08 葉小釵孫「金小開」登上無極殿武

                                                 
3 錄影帶推出時間參照 EPILI 網站與吳明德著《台灣布袋戲表演藝術之美》頁 254-256 登錄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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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尊一位 

（18）霹靂烽火錄 30 1997.04 魔魁以機器人之身復活 

（19）霹靂風暴 40 1997.10 正道人士與三傳人力戰魔魁於海鯨

島，蟻天海殤君傷重而亡，一頁書

獻出必身功力予以亂世狂刀，舍利

子漸漸飛散，九大奇人現身 

（20）霹靂狂刀 2 之創世狂人 50 1998.04 「創世狂人」現身，為一頁書未修

成正道之前的身份 

（21）霹靂雷霆 20 1999.02 創世狂人獲得雲廬劍僧畢身修為，

一頁書再度出現武林 

（22）霹靂英雄榜之江湖血路 40 1999.07 血肉長城之役 

（23）霹靂英雄榜之風起雲湧 1 20 2000.03 魔界聖城被破，聖母被殺，天魔跳

崖 

（24）霹靂英雄榜之風起雲湧 2 30 2000.07 雲門八采登場 

（25）霹靂英雄榜之爭王記 30 2001.01 上古時代傳說七界各主—七星，與

七星之主之真實身份 

（26）霹靂圖騰 20 2001.05 五方主星（青龍、玄武、白虎、朱

雀、麒麟）聚其圖騰以對抗七星之

主亂世 

（27）霹靂異數之龍圖霸業 40 2001.08 「引靈山」一役，七星之主天策真

龍現世，素還真瀕死，一頁書被禁

，魔劍道、妖刀界蠢蠢欲動 

（28）霹靂封靈島 20 2002.04 七星殞落，封靈島封印被破，十大

絕代高手現世 

（29）霹靂兵燹 48 2002.07 魔佛波旬肆虐蒼生，五蓮傳人一頁

書、葉小釵負起對抗魔物天命 

冥界勢力崛起 

（30）霹靂刀峰 30 2003.01 冥界天獄破，天外南海傲刀天下現

身 

（31）霹靂異數之萬里征徒 32 2003.06 邪能境之主陰陽師復活，冥界天獄

「平風造雨四無君」捲土重來 

（32）霹靂九皇座 50 2003.11 擁有高科技之葉口月人入侵，浮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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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破鬼樓，邪帝傳人正式對上武癡

傳人 

（33）霹靂劫之闍城血印 26 2004.04 三教頂峰三先天現世—佛劍分說、

劍子仙跡、疏樓龍宿 

嗜血族黑暗力量甦醒，天敵驅魔人

現世 

（34）霹靂劫之末世錄 24 2004.07 闍城血印破，黑暗力量現世，佛劍

分說自未來而回，欲挽回滅絕希望

的世界 

（35）霹靂皇朝之龍城聖影 40 2004.10 北嵎皇城漸起，聖蹤、邪影現身 

（36）霹靂劍蹤 30 2005.02 北嵎皇城統一北域 

陰川蝴蝶君、人邪、劍邪北武林三

刀劍客 

（37）霹靂兵燹之刀戟戡魔錄 I 30 2005.06 異度魔界現世，四大守關者現身 

玄宗封印開啟，霹靂 F4 逐一現身 

（38）霹靂兵燹之刀戟戡魔錄 II 40 2005.09 羽人非獍持神刀天泣，燕歸人掌聖

戟神嘆負起刀戟戡魔重任 

（39）霹靂奇象 40 2006.02 五大神器現世 

（40）霹靂謎城 40 2006.06 天地奇象現，淚陽、血月分立，詭

齡長生殿、天荒不老城百年對峙，

戰火重開 

（41）霹靂皇龍紀 50 2006.11 玄機門破，造天計畫主謀者「六禍

蒼龍」重現江湖 

（42）霹靂皇朝之鍘龑史 30 2007.05 六禍蒼龍與不世智者寂寞侯建立

「紫耀皇朝」，暴政將起，素還真

重出武林與寂寞侯鬥智 

（43）霹靂開疆記 40 2007.08 鍘龑計畫成功，夜帝聖閻羅與東瀛

犬若丸暗中合作，魔界帝王戰神銀

鍠朱武即將甦醒 

合計 43 個單元 1,316

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