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章 百年癡迷—霹靂布袋戲迷活動 

第一節   布袋戲「迷」活動—實體活動 

論者於 13 年前，國一開始成為霹靂布袋戲迷，於高中時期開始接觸後援會、

同人誌販售會，成為追「偶」像一族，2000-2004 年大學時期 BBS 介面流行，是

大學生使用普遍的介面工具，至今全國大專院校 大 BBS 站「PTT 批踢踢實業

坊」仍是年輕族群搜尋消息的交流之地，尖峰上線人數 7 萬人。2000 年「EPILI

霹靂網」開張，成為霹靂國際多媒體與戲迷族群聯繫管道，網際網路成為日常生

活必需品，論者藉由網路工具進入布迷網路族群，參加迷活動聚會。2006-2007

年著手本研究，深度訪談 12 位戲迷、5 位霹靂國際多媒體人士，參與 11 場霹靂

布袋戲相關活動。講到看布袋戲，就絕對少不了「戲迷」。俗話說「作戲空，看

戲憨」，看戲的來勁，演戲的就有勁。以往的野台戲，台上、台下互動即時可見

，如今在電視布袋戲的時代，台下的反應，仍可藉由多種管道上達天聽。由於「布

袋戲」本身具有深厚的民間特質，它隨著世代潮流、歷史變遷，與伴其生長的文

化產生共鳴與對應。看布袋戲，就是在看當時的文化背景；看劇中角色的人物設

定、對白、服飾造型，也能看出當代的時事、流行語、服裝打扮。無疑，布袋戲

本身十分適合拿來做歷史回顧、研究、記錄的資料與研究對象，它宛如台灣歷史、

文化、社會的縮影，「戲如人生，人生如戲」，戲臺上一個個故事，劇中人物的

一顰一笑，訴說著一幕幕世間百態，人情世故。 

台灣有關布袋戲的研究，書、期刊、論文、紀錄片等不可勝數，大多是針對

布袋戲有關歷史性的研究。它具有當作歷史性研究對象的特質，融合民間當時文

化背景，具有濃厚時代特性。然而布袋戲本身不只為歷史，隨著劇集一集又一集

的發展下去，昨日劇情也成為歷史的部分。研究者認為布袋戲甚為有趣的部分，

在於當時、當刻，觀眾、戲迷參與布袋戲劇情當中的「當下」。對於一個演出者

來說，能支持他繼續做下去、演下去的 大動力，莫過於戲迷的反應與支持。若

鑼鼓開演，戲臺下卻冷冷清清、來人屈指可數，掌聲寥寥，表演的人少不了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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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與無力感。演出結束，台下觀眾掌聲連綿不覺、大聲叫好，無疑是給予演出

者莫大的支持、鼓勵與肯定。 

布袋戲的觀眾年齡層分佈廣，是老少咸宜的劇種。以霹靂布袋戲來說，布袋

戲迷裡也有著「進度先後」的問題，比如有些戲迷是每個禮拜看 新推出的兩集

布袋戲，這種方式通常是從影帶出租店租片子，與電腦、網路的分享。又或收看

「霹靂衛星電視台」的重播，通常是禮拜一到五播出較舊劇集，與 新一季有三、

四個單元以上的差距，週末六、日則是播出與 新單元差距一個單元的部分。雖

然有「看戲進度」的落差，但只要是有在收看霹靂電視台，參與網路活動或戲迷

聚會、活動者，都會瞭解「誰紅了」、「誰領便當了」（角色死亡）、「誰被收

了」（角色死亡）。如前所述，戲迷在看布袋戲的同時，對劇中人物之喜好、劇

情討論表現在許多方面，如網路 BBS「布袋戲全國連線版」、「霹靂會」、「後

援會活動」、「同人誌販售會」等。觀察這些戲迷的網路活動、文章、參與活動

實況、照片記錄等，就會瞭解布袋戲之有趣、與戲迷之密切、與社會之切身相關

，隨著劇情日復一日的發展，戲迷的活動也是日復一日的在進行。這是戲迷的活

力，而這活力的來源除了是布袋戲本身有其獨到吸引人之處， 基本層面仍是布

袋戲和戲迷之不可切割之關係。上述主要是戲迷在看布袋戲之餘對劇情、角色的

反映，以「迷→官方/生產者」為主。但霹靂布袋戲不只如此，它具有「官方← →

戲迷」之間的互動依賴關係。對於沒有參與後援會活動、或鮮少使用網路的戲迷

，仍藉由霹靂電視台的播出，每週一集霹靂衛星電視台自製節目《超級霹靂會》

及其強打的商品、主題曲、人物 MTV 等，瞭解目前那個角色「紅」了。官方從

官網「EPILI 霹靂網」、布袋戲網站等瀏覽戲迷的討論、投稿作品，瞭解當今那

個角色 為戲迷所青睞，為該角色出專屬週邊商品，或在「霹靂會」節目為該角

色做特輯等。 

迷通常會發現他們不只是單獨一人，而是「一大群」。布袋戲迷，又稱「布

迷」，他們之間有共享的語言、系統、符號，在網路上及後援會活動的戲迷，常

可見其暱稱充滿了「布袋戲味」，如「日痕」、「三少」、「劍狐天」、「江雲

」、「若月」、「雲染」、「素問」……等，武俠味十足，這些暱稱或自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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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布袋戲角色名，或取用喜愛布袋戲角色名字的單一字，合成自己的暱稱。因

此，戲迷活動裡面，不會互稱「真名」，甚至不知道彼此的「真名」，而以這些

布味十足的暱稱互相稱呼，布袋戲迷群自成一個特有的武俠暱稱世界，在網路

上、部落格留言版、網誌、討論版會以「吾」、「汝」、「劣者」、「在下」等

霹靂布袋戲用語互稱。除此之外，戲迷也會替劇中角色取綽號、暱稱，霹靂當家

一哥「素還真」由於其稍稍豐滿的臉頰被暱稱為「素大餅」；2006 至 2007 年紅

透半邊天的「霹靂 F4」—愁落暗塵、奈落之夜‧宵、燕歸人、羽人非獍四大帥

氣男角；2007 年中《霹靂皇龍紀》稱霸一時的梟雄六禍蒼龍，四處留情，遭布

迷戲稱為「色龍」；智慧超群的軍師「寂寞侯」，由於身有隱疾，經常咳嗽不止

，又善用權謀，而被戲迷暱稱為「ㄎㄎ猴」、「科科猴」，顯示其足智多謀，「ㄎ

ㄎ」（音似咳咳）暗笑；對奇門秘笈與武功有熱戀癖好的「策馬天下」，具有當

今宅男的「戀物癖」、「收藏癖」特質，被暱稱為「宅馬」……等，這些令布迷

會心一笑、流傳於布迷之間的暱稱，甚至傳至霹靂國際多媒體，為官方引用、挪

用，成為迷群之間、迷群與官方之間共享的語言。 

圖一 霹靂 F4 

 

註：霹靂 F4—左至右：燕歸人、羽人非獍；上至下：愁落暗塵、奈落之夜

‧宵。霹靂國際多媒體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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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布袋戲及其戲迷所衍伸的戲迷活動、聚會琳瑯滿目、熱鬧萬分，他們的

活力令人嘆為觀止，源源不絕的創意令人驚奇。然而要討論霹靂布袋戲迷，必定

牽涉到布迷與官方（霹靂國際多媒體）之間的關係，兩者在研究者看來密切依賴

，又相互運用，卻也有產生衝突的時候。第四章部分將對霹靂國際多媒體及布袋

戲迷 常參與的活動領域做分類及解釋，第一部份為實體活動，包括霹靂國際多

媒體為布迷組成之「霹靂會」，各角色「後援會」和「布袋戲 cosplay」，第二

部分為網路活動，論者選擇布迷於網路活動甚為頻繁的三個網域：官方網站

「EPILI 霹靂網」、BBS 站「批踢踢（PTT）布袋戲全國連線版（Palmar_Drama

）」以及「yam 天空部落格系統」。 

 

一、官方 fans club—霹靂會 

霹靂會是由官方霹靂國際多媒體為布迷所組織的團體，成立於 1995 年，至

今（2007）即將邁入第 13 年度。該會的會務主要有會員招募、霹靂會月刊製作、

年度贈品製作以及後援會活動諮詢等。而「霹靂會」成立的目的，依照霹靂國際

多媒體官方網站「EPILI 霹靂網」的描寫，為「霹靂國際多媒體為了服務戲迷，

增加與戲迷的互動而成立的部門，主要工作為每月固定發行一本霹靂會月刊，以

及作為戲迷與霹靂之間的互動管道、橋樑。只要您是霹靂的戲迷，有任何問題都

可以隨時詢問霹靂會。」至於霹靂會的歷史，官方網站「EPILI 霹靂網」描述如

下： 

霹靂布袋戲以其創新、精緻的演出，在台灣廣受各個階層觀眾的歡迎與喜

愛，除了定時租看錄影帶、VCD 外，其中 17 歲到 30 歲的年輕戲迷族群，

受到日本同人誌跟偶像後援會風潮的影響，還為了劇中戲偶明星自發性的

成立布袋戲的偶像專屬後援會。 

有鑑於此，霹靂多媒體公司（當年仍為大霹靂公司）為了建立霹靂官方與

戲迷間直接、良好的溝通橋樑，強調雙方的互動關係，特別於民國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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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設立「霹靂會」，專責司職經營霹靂的戲迷族群，並藉由招募霹靂會員

，協助後援會的成立來拉近霹靂公司與戲迷之間的距離。並於同年九月份

發行霹靂會員專屬的平面刊物「霹靂月刊」，提供角色圖片、劇情深度剖

析、人物組織評論以及後援會看版等等，內容豐富精采。 

 

根據官方網站的描述，「霹靂會」成立的主要目標，在於構成戲迷與霹靂國

際多媒體的聯繫管道，包括會員招募、後援會活動等。另外，根據霹靂國際多媒

體董事長黃強華的敘述，「霹靂會」主要也是一種「客服」的部門：1 

黃強華：基本上「霹靂會』之外的事情它還是要對全台灣所有的戲迷有服

務的性質，包括對產品上面，當然它不是產品部，不過他們會把對方的意

見給文字化，呈給產品部的去做改進。 

「霹靂會」主編邱繼漢也對「霹靂會」作為客服部門以及執掌範圍之會務做

了以下解釋：2 

「霹靂會」開始成立（1995）的時候，就是為了提供給會員服務所以才成

立的一個部門。所以一開始每月定期的工作就是月刊，那也是在月刊上面

告知會員最直接的訊息。從第二年（1996）開始，「霹靂會」主動成立後

援會，到現在已經有戲迷自發性為他自己的角色，先成立網路後援會，再

成立官方後援會這樣子。所以你說服務的業務範圍，大概不外乎就是說，

我們的客服電話，算是由「霹靂會」負責的，所以有相關的問題，打到霹

靂來的時候，是「霹靂會」這邊在負責解答這樣，所以各個方面、層面都

有。……「霹靂會」會務主要就是分兩大類型，其實...簡單講就是服務戲

                                                 
1 同註 4。 
2 2007.6.6 下午於雲林虎尾總公司訪談「霹靂會」邱繼漢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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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啦！其中再分為我們會提供月刊，主要是製作月刊，一個是協助他們辦

活動，然後每年會在招募會員的時候，會做年度的贈品，大致上的業務範

圍是這樣。那像服務戲迷這邊，還包括每個禮拜六片場參觀。 

「霹靂會」目前加入會員的精確數字，據邱繼漢表示已經破萬，「霹靂會」

初成立之目的就是服務全台灣的戲迷，董事長黃強華將之定位為客服部門，任

何對霹靂布袋戲有意見要表達、疑問都可以直接撥打專線、電子信件至「霹靂會

」信箱 club@pili.com.tw。「霹靂會」會務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固定每年的年度

贈品及每月發行之「霹靂會月刊」，二是協助官方後援會會員辦活動。「霹靂會

」是由官方—霹靂國際多媒體為戲迷組織而成的布迷組織。 

以「霹靂會」在霹靂國際多媒體體制下的定位，它必須作為戲迷與官方的聯

繫管道，因此在每年的年度贈品以及月刊發行內容上，可以看到「霹靂會」開發

出一個戲迷可以參與的園地。以第 12 年度贈品為例，「霹靂會」舉辦「霹靂年

度十大感動片段票選」， 後將票選出的 受歡迎感動片段製作成年度贈品 DVD

，由戲迷決定他們要收藏的贈品內容。又如舉辦「年度抽獎活動」，限制「霹靂

會」會員參加， 大獎為「清香白蓮素還真」電視木偶一尊，其餘贈品如海報、

筆記書、市面沒有發售的布袋戲配樂、霹靂布袋戲偶寫真集等。另外，由官方發

行「迷雜誌」（fanzines）—「霹靂會月刊」，內容隨著每年度單元不同而有所

更改。「霹靂會」主編邱繼漢提到，以往的月刊是在每年四、五月徵求專欄作家

與專欄畫家，經審核後錄取稿件、畫作，之後一整年該部分的頁數就交由專欄作

家與畫家發揮，另外編輯製作「特別企畫」，如訪談木偶造型師、操偶師、音樂

老師等。而問及主編為「霹靂會」月刊所做的嘗試與改變，邱繼漢提到：3 

邱：我們今年（2007）已經有嘗試，就是每個月主題，幾乎到半本，讓你

知道說我們半本全部提到這個，讓你知道這一本跟下一本、跟前兩本真的

                                                 
3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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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一樣。因為我們以往，變得每一本看起來都差不多，三月份的跟七月份

的，差別不大。只是不同主題而已。裡面譬如說這期的專欄，你也無法講

說三月份這期的主題是什麼。像你剛講的那個我就知道，至少你會知道我

們現在在做什麼主題，那以後譬如說我想查「軍師」，我可以看這本月刊

，這一期曾經講過。……其實我想呈現給人家的感覺，是我們每一個「月

」，的「月刊」都能夠讓你有印象。最好是看到封面就會知道：哇！裡面

在講什麼。其實我們現在主題大部分是跟著主題在走。像你這一期（142

期）看到不是「三口劍」跟「月神」很閃的那個封面？其實，我們就是要

讓你看說，以後你會看到這一期，你可能心中一個定義就是：阿！這一期

的主題是「情侶」，如果我要找這方面的資料我可以找這一期。如果我找

「劍者」，那一期的封面就是「簫中劍」。 

加入「霹靂會」主要的吸引力，在於它每年所發行的特有贈品，而身為「霹

靂會」主編，邱繼漢希望能將「霹靂會」塑造成不只有贈品，月刊一樣是很有內

容、值得收藏。「霹靂會」本身作為一個客服部門，並定位在霹靂國際多媒體與

戲迷之間的聯繫管道，從「霹靂會」月刊內容也可看出。這本由官方所製作的

fanzine，從內容來看，「霹靂布袋戲」在月刊之中，由官方及布迷為它建立出屬

於霹靂布袋戲的歷史—「霹靂史」，在這部歷史當中，可查詢不同時期出場的

新人物，人物檔案、照片、事蹟等，堪稱一個「霹靂資料庫」。另外，月刊所規

劃的各種專題，如劍客、刀客、軍師、君王、三教人物、情侶、女角……等，在

整部霹靂史當中，運用比較方式，將新舊劇情的人物做不同主題的比較，呈現出

今古相映的主題。月刊當中除了官方與布迷共同建築的「霹靂史」資料庫以外，

尚有布迷投稿發揮的園地，諸如繪畫、插圖、四格漫畫、文章等，還有一「留言

版」。這留言版是布迷留話給劇中角色之用，然而這種留言的過程及結果正如霹

靂史的形成一般，真正讀取留言的是編劇、編輯、其他讀者、布迷，霹靂布袋戲

裡的眾角色並不會讀取留言，正如同這些角色與整部霹靂史是由其生產者—霹靂

國際多媒體與消費者、觀眾—布迷運用彼此相通的符號系統建構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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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粉絲集散地—布袋戲後援會 

霹靂布袋戲的後援會組織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官方後援會」，一是「網路

後援會」。根據官方網站的描述，官方後援會成立的目的是為： 

為了讓戲迷及會員間有更多的交流管道，霹靂會更進一步招募、成立霹靂

官方後援會，讓有共同偶像的戲迷可以認識志同道合的同好並互通有無，

增進霹靂布袋戲的團結與交流。 

至 2007 年為止，角色官方後援會共計 13 個：包括素還真、一頁書、葉小釵

已是長年的固定班底，其餘分別是莫召奴、傲笑紅塵、風痕雙少、佛劍分說、四

無君、蝴蝶君、劍子仙跡、慕少艾、疏樓龍宿、劍雪無名。第 8 屆網路後援會共

計 13 個，分別是蒼、悅蘭芳、奈落之夜‧宵、談無慾、臥江子、羽人非獍、赦

生童子、炎熇兵燹、蟻天海殤君、燕歸人、北辰元凰、洛子商、非凡公子

。官方後援會成立的門檻，於每年 7 月至 10 月召募會員，參加人數達到 150 人

及具備成立資格，至於招募人及參加之戲迷必須為「霹靂會」會員，招募人則為

該後援會首任會長。至於官方後援會是否分為北、中、南區，則視該會參加人數

而定。官方後援會成立之後，若次年度人數未達一百人，霹靂國際多媒體將公告

提醒該後援會，第三年參加人數若仍未達一百人，則被撤除官方後援會資格。依

照官方網站對官方後援會的定位，視之為戲迷自發性組織的團體，不定期舉辦大

小活動，而官方後援會可享有霹靂國際多媒體補助會務金的資格，上限為每年一

萬元。 

至於官方後援會以及網路後援會皆可在 EPILI 霹靂網都享有討論區，而網路

後援會與官方後援會的差別之一，就是不具有申請會務補助金的資格，但凡是在

霹靂網註冊的會員，都可以申請參加「一般網路後援會」，不同於「官方後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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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參加「霹靂會」會員才可以加入官方後援會。「網路後援會」是由霹靂網

註冊的會員，透過霹靂網定期舉辦之「網路後援會」申請活動召募而成立，時間

為每年 5 月和 11 月。霹靂網為限制會員有灌票、冒人頭、申請多帳號、造假的

動作，規定「網路後援會」成立還有三個階段的過程，必須一關過一關才能成立

「網路後援會」，而這些關卡也遭致戲迷抱怨「門檻太高、成立後援會困難度大

增」等。第一階段是「角色提名」，由會員提名希望成立網路後援會之角色名單

，票選出得票 高之 6 名角色，才能進入第二階段「會員連署」，連署時間為 2

週，參加資格為霹靂網註冊滿一個月以上之會員，並規定必須有一定程度的使用

頻率方能參加連署，連署門檻為 160 名會員，若連署時間結束未達此限，則宣告

成立失敗。 後一個階段為「掌櫃票選」，必須由該會 80％ 的會員投票選出「掌

櫃」，「掌櫃」負責隨時注意霹靂網新聞及相關訊息公告，並負起維護網路後援

會會員使用網路討論之情事，建立明確網路規範，相當於 BBS 的版主。 

圖二  第 8 屆網路後援會票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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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訪問曾經擔任「北區素還真」後援會會長三年之久的「霹靂會」主編邱

繼漢，他對於 1996 年迄今的布袋戲後援會活動認為有以下的變化：4 

邱：以前大家經驗都不是很多，我說的是我（1998 年左右）最早期那個時

候。活動不是那麼的...精緻，因為那時候大家選擇比較少，資源也比較少，

所以那時候辦得會比較陽春一點，然後慢慢慢慢開始茁壯，辦大活動這樣

子。像現在有很多組後援會的，可能以前參加過其他活動，他們可以互相

借鏡，然後慢慢就是....找資源去辦出更有意義的活動。不過近期的活動，

我看起來比較有點....形式過於雷同，像包括 cosplay 阿、然後請「荒山亮」

亮哥歌唱這部分阿，其實我覺得很多後援會變成是辦得太過雷同一點這樣

子。……近期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因為，網路後援會越來越多，官方後援

會也越來越多，就變成是，我感覺出來好像變成大家辦的方式又有一點雷

同，就感覺起來，最近幾年的活動好像沒有以前那麼的盛大跟特別。以前

每個後援會不同的大會，都蠻有他自己得特色。像現在很多大會的活動，

其實有一些地方已經模糊掉了。就是說，這個大會主要的特色，其實在其

他後援會的活動上，可能一樣都看得到。 

邱繼漢指出，他於 1998~2001 擔任「北區素還真後援會」副會長、會長期間

，帶領的「北素大會」活動以影片剪輯、木偶劇為兩大主體，其中「木偶劇」為

基本的要求，經常成為大會的壓軸好戲。其他後援會或以音樂彈奏，「南區素

還真後援會」則以 cosplay 為盛行，三大區後援會各有自己辦活動的特色。而

近期後援會活動會被指為活動內容形式多有雷同，不若早期各大後援會皆有自己

主力強打的特色，主要原因在於：後援會數量在網路興起之後暴增（有關各後援

會主辦之活動類型及舉辦次數統計，可參照附錄六）。 

早期官方後援會尚以主角「素還真」、「葉小釵」、「一頁書」等三大主角

                                                 
4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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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力，官方後援會個數與今日相較懸殊，因此各大後援會得以傾全部後援會戲

迷之力，全心主辦每年一次的「大會」。目前（2007）擔任「風痕雙少」後援會

幹部的布迷 B 敘述，「北區素還真後援會」早期曾創下參加人數號稱八百多人

的 高紀錄，而像「素還真」、「葉小釵」、「一頁書」三巨頭的後援會戲迷人

數也比其他角色要多，因此早期一辦活動，少說一場也能達到四、五百人，而如

今盛況不再，原因在於後援會數量越趨增加： 

B：現在後援會越來越多，而且你仔細看霹靂網公告區，每一個禮拜「塞滿

」（語氣強調）活動，以前是「一年才會出現一次大會」，現在天阿！大

活動小活動不斷，尤其是網路後援會也跑來參一喀，然後自己私人聚會也

跑來參一喀，然後就會整個一年行程塞滿滿，戲迷就比較不會覺得那麼希

罕。以前是『一年』才出現一次，而且有些後援會是『兩年』才辦一次大

會，那開玩笑，拼死都要趕到現場，就算收四百塊五百塊還是要去，而且

還要包專車，北部辦活動從南部包專車上來，然後南部辦活動從北部包專

車下來。 

以往三大巨頭後援會只要每年大會一到，中、南部便包車北上參加捧場，相

反亦如是，甚至有後援會號稱「職業包車團」，如素還真後援會。然而自「EPILI

霹靂網」於 2000 年成立開始，網路活動漸趨頻繁，戲迷可藉由網路密切連結、

交流，因此「網路後援會」興起，計 2007 年 12 月止，已累積共有 14 個官方後

援會、23 個網路後援會，一整年幾乎每一週都排滿活動，每年例行舉辦的除聯

合大會以外，尚有外拍、慶生、茶會、參觀片場等，琳瑯滿目，「EPILI 霹靂網

」後援會活動公告區總是行程滿滿。活動數量增加，戲迷的荷包卻沒有那麼多經

費參加後援會活動，自然降低每場參加活動的人數，因而在近期總耳聞一些網路

後援會的小型活動有參加人數不足的消息傳出，這是在網路工具普遍以後，對霹

靂布袋戲迷後援會活動所造成的衝擊。在後援會之間佔有傳遞角色的網路機制，

除有「EPILI 霹靂網」之外，另有自 2005 年於部落格系統佔有一席之地的「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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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部落格」兩大機制，而目前活躍在後援會的幹部、戲迷，多以七年級生為主

，善用網路活動聯繫，「yam 天空部落格」便有為數龐大的布袋戲迷、cosplay

族群。布迷 B提到： 

B：很多後援會能夠起來都是靠網路。就是幹部在網路上多結交一些朋友、

多結交一些人脈，對於宣傳活動上會比較有幫助。現在幾個，從網路後援

會起來的都是。因為他們很多都是從網路後援會起身的，變成他們一定就

是在網路上有這些人脈，他們才有辦法號召這麼多人起來，那主要就是他

們那些幹部的族群的年齡層，都是在七年級。我覺得六年級在後援會活躍

的人……越來越少了啦。因為現在起來的後援會，現在在後援會做主幹的

那些，其實有越來越多的七年級生。 

如以霹靂布袋戲後援會從「霹靂會」於 1995 年成立的隔年（1996），開始

成立官方後援會，至今（2007）霹靂布袋戲後援會活動已有 12 年歷史。承之前

所論，近期後援會活動與早期 明顯之差別有二，一為活動舉辦密集度提高，參

加人數分散，二為 cosplay 在各個後援會活動已佔重要部分。根據「霹靂會」主

編邱繼漢所述，他指出 cosplay 開始在各大後援會盛行為 2000、2001 年以後，一

開始以「南區素還真後援會」 為流行，為該會所帶起之風氣，並成為該會辦活

動 大特色。早期 cosplay 於其他後援會僅只是點綴、輔助活動而已。至於為何

cosplay 在近期佔據各後援會活動的主要版面，成為活動主體，邱繼漢認為：5 

邱：應該主要是因為....木偶要演得好，要有人教，要練過，但一般的 cos

，其實如果你們有去看過就知道了，好壞會有差啦！不過但是基本上你不

要做一些很特殊的動作，其實倒還好。而且其實那個練起來會比練木偶容

易一點。因為畢竟是自己身體下去用的，你可以擺一些動作。……一般的

戲迷，現在出來在後援會活動的戲迷，通常一半以上是女生，女生拿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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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會比較不適合，因為「重」，而且木偶本身的單價又比做一件衣服

來得貴。
6 

論者於 2006 年至 2007 年所參加之 11 個布袋戲迷活動（詳見第貳章第四節

），舉凡簽唱會、茶會、聯合大會、宜蘭傳藝中心展覽、外拍活動、音樂會……

等，有布袋戲 cosplay 出現的活動共計 9 個，佔有 80％的比重，可見 cosplay 於

近年布袋戲迷活動中佔有重要位置。論者認為原因在於 cosplay 本身是表演性極

強的活動，戲迷穿著布袋戲角色的服飾，搭配假髮、配件、兵器等，本身就是一

項表演，容易吸引眾人目光。而 cosplay 形式的表演活動，可以由戲迷自行排練

如何走秀、擺 pose 等，用自己的身體實踐布袋戲角色表演，相對操作木偶而言

，布迷運用自己的身體表演，比起需要專業操偶技術及熟練度的「木偶劇」，較

能得心應手。有關布袋戲迷 cosplay 身體實踐、角色扮演等將於下一節詳細討論

。近期而言，後援會所舉辦的活動琳瑯滿目，整理如下： 

1. 慶生—為後援會角色舉辦慶生活動，內容如慶生蛋糕、團康遊戲等。 

2. 外拍—攜帶木偶、小雨娃娃及 cospaly 拍照，另有團康遊戲如競賽、配

樂猜謎等，外拍地點如郊外公園、湖邊、有古景的地方，台北如士林官

邸、雙溪公園、至善園、新北投公園、台北兒童育樂世界等，台中如民

俗公園、植物園，台南如成功大學成功湖畔，高雄如左營孔廟等。 

3. 茶會—於茶館、咖啡館舉辦之茶會，活動有 cosplay 走秀、團康遊戲、

影片剪輯欣賞、抽獎活動等。 

4. 年度大會—官方後援會每一、兩年會舉辦年度大會，其他官方後援會、

網路後援會可參與協辦，活動如木偶劇、cosplay 走秀、cosplay 人形劇、

cosplay 歌舞劇、舞蹈表演、影片欣賞、抽獎活動等。 

                                                                                                                                            
5 同註 14。 
6 電視木偶一尊約為 3 萬至 3 萬五千，而論者所訪問的 cosplay 玩家，目前（2007）布袋戲 cos

服加上假髮、頭飾、兵器、道具等，約為 2 萬至 2 萬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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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片廠之旅—「霹靂會」業務之一，開放每個星期六給官方後援會戲迷參

觀片廠，2007 年起推出「與本尊偶合照」的特惠活動。 

 

近期布袋戲後援會活動大可分為以上幾類，其餘活動如編劇座談會、徵文、

慶功宴等，二十多個大小官方、網路後援會活動填滿每個週末，熱鬧至極。後援

會布迷願意付出時間辦活動、舉辦大會、外拍、設計節目、遊戲、邀請 cosplay

玩家前來站台，期望布迷前來一起共襄盛舉。各自擔任後援會會長的布迷 F、H

提到： 

F：一定累阿！可是就是…對角色喜歡吧！就是喜歡那角色所以才辦活動。

（H：對。）對阿！所以，累倒覺得還好，比較覺得會累就是…事情的挫折

吧！（H：在辦當中會覺得累，辦完就不會了，呵呵（笑））你辦完了活動

，假如會有很多人來參加，你也會有那種成就感。最主要就是有那個成就

感再加上熱誠。 

F：這就是動力，辦活動的動力就是這樣。戲迷的開心會變成我們最大的動

力，那我們自己也會變成就是，自己的一個感覺，你就會去做。當中一定

會很辛苦，可是這個辛苦就是，因為以前的人也是這樣走來的，所以我們

也是這樣走來。很多就是舊的一些，他們已經不會再辦活動，就是不會再

像這樣子辦活動。比如說五六年級，大概只會參加，或者他是只有看片就

不參加了，他還是對那角色很熱愛，可是他就不會再去弄這些東西。 

H：我覺得是因為用心在那個東西上。 

 

F、H 分屬不同後援會活躍的幹部，經常彼此協助、藉由自身認識的布迷人

脈，擔任彼此後援會活動的協辦單位。當他們聚在一起，談論的總是接下來活動

要如何設計、活動名稱為何，文案、廣告宣傳、影片剪輯、節目規劃、贈品製作、

海報製作、集思廣益下次活動邀請哪些 cosplay 玩家前來助陣，哪個玩家適合扮



 
 

75

演什麼角色……等，由於活動頻繁，他們必須透過網路如 msn、部落格、討論版

聯繫、開會、分工合作來籌辦活動。他們所謂的「用心」、「熱誠」、「成就感

」、「戲迷的參與、開心」是支持他們繼續舉辦活動的動力所在。 

戲迷為自己所喜愛的角色成立後援會，歷經角色提名、網路 160 人連署門檻

等關卡，網路後援會成立之後，若要繼續「衝官方」，則必須號召足夠人數的戲

迷掏出 1,600 元左右的會費加入「霹靂會」，才能為角色成立「官方後援會」。

後援會成立之後，為了維持會務的進行以及戲迷之間的情感，定期舉辦聚會、茶

會、外拍、慶生會、片廠參觀、年度大會等，透過網路聯繫、活動策劃、cosplay

表演者站台……等，有定期活動的舉辦才能抓住戲迷的心，才能讓網路後援會與

官方後援會免除被警告、撤銷資格的機會。 

在與後援會會長、副會長及其他幹部、積極參與後援會活動戲迷的相處當中

，可以發現戲迷在籌備活動時，以霹靂布袋戲角色、劇情為基礎，自行發展各種

文本，或引用、或創作、改編等。以「2006.6.30 劍子仙跡茶會」、「2006.8.27

武‧聯合大會」、「2007.4.21 佛會外拍」為例，後援會幹部自行剪輯、拍攝影

片，如「精彩自製 MV」，剪接劇集中的某角色精彩片段，搭配角色配樂或流行

歌曲如國語歌、粵語歌等；「活動專屬片頭影片」，製作動畫、剪接劇集影片、

搭配配樂，作為宣傳大會活動之用；「木偶影片劇場」，由戲迷編寫劇本、操偶

，至郊外如公園、涼亭等實景拍攝，後製剪接、製作簡單特效、配樂等，於大會

中播放。 

後援會活動中出現的 cosplay 走秀、人形劇，也是由戲迷擷取劇情中的角色

個性、音樂等元素，設計表演內容，編寫腳本、編舞、走位，以舞台劇、歌舞表

演、人形劇演出。另外各後援會活動的重頭戲之一「抽獎」，抽獎獎項除了由霹

靂國際多媒體、動脈、無非音樂公司、其他後援會贊助之外，布迷捐獻出家中收

藏的週邊商品作為活動贈品，或有戲迷特別喜愛某個角色，大手筆購買該角色的

精品給予後援會當作抽獎贈品。抽獎活動的高潮， 大獎經常是「C 尺寸」海報

，市價 3,000 元左右，該尺寸海報或由霹靂國際多媒體生產製作，或由布迷自行

拍攝木偶特寫照片，經過電腦合成技術、調色、背景圖層的設計、製作、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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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各後援會特有、全台限量一張、獨一無二的海報贈品。 

參與後援會活動及與與後援會幹部相處的過程中，論者發現後援會戲迷享有

共通的符碼，亦即對霹靂布袋戲的熟稔度。迷社群在其中享有語言、系統等機制

，對劇情、角色的熟悉度，創造一種迷文化，將這些符號轉化成文本性的生產，

在迷社群中傳閱、共享。因為有共通的符碼，使得活動進行中，戲迷能瞭解後援

會幹部自行製作的 MV、木偶劇影片、舞台劇想要呈現的訊息。在戲迷自製的影

片當中，掌握住角色之間的關係、個性、人物設定、兵器、武功特性，轉化劇情

，摻雜自行發想的創意笑點，在活動中引起戲迷的共鳴。以「2007.7.30 劍子仙

跡茶會」為例，活動中精彩 MV 剪輯將主角「劍子仙跡」從出道的所有精彩武戲、

經典畫面剪輯而成，當片中出現「劍子仙跡」被至友「疏樓龍宿」暗算那一幕，

現場響起一片驚呼與嘆息，即便大部分戲迷早已看過這部分劇情，在與同是喜愛

該角色戲迷聚會當中，更能引起共鳴。 

布袋戲官方後援會與網路後援會數量於近幾年增加快速，布迷之間運用網

路、部落格的聯繫，拉抬支持人數成立大小不一的後援會。相對早期活動而言，

近期後援會競爭者眾，每場活動參加的人數也不若早期單場活動人數眾多，論者

所訪問的 5 位後援會重要幹部也紛紛表示活動越來越難辦，必須絞盡腦汁、想盡

辦法、降低收費，甚至免費才能吸引戲迷前來參加，並提到某些後援會也遇到報

名人數減少、活動無法舉辦的窘境。而 2001 年以前以木偶劇為主要表演型態的

後援會活動，轉而由 cosplay 活動引領風騷、佔活動主體之一。雖然布迷表示「活

動越來越難辦」，然而戲迷所享共通的符碼，符碼在迷社群中流傳、共享，迷文

化不只是熱情的讀者、戲迷，他們也是積極參與、舉辦活動的觀看者，製作文本

的文化生產者，嘗試補足、創作劇情沒有交代的部分，轉化原本劇情的元素，製

作新的文本。加上對角色的熱誠喜愛，發揮創意製作影片、編寫劇本、設計團康

遊戲、出外拍攝實景照片合成大型尺寸海報、製作各會專有的小贈品如徽章、書

籤卡、照片、信紙、等，透過活動中戲迷回響、熱情反應，以及活動結束之後的

成就感，都是促成後援會戲迷淘空心思舉辦活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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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osplay 之異想國度 

 同人誌—對某種文本有共同愛好的一群人，文本來源舉凡漫畫、小說、

戲劇、電影、電視劇等，因喜愛而模仿原作者所繪的圖、故事，或自創、

延伸該文本的人物故事、情節小說、漫畫圖像等，集結出版成刊物，指

稱非商業性質的出版活動，用自費出版方式將作品集結成書。 

 Cosplay—來自日本的外來語，原為 costume play，台灣翻譯為「角色扮

演」，動漫、電玩、小說、電影、布袋戲的愛好者，將自己裝扮並模仿

戲中人物的言行、外貌，將喜愛角色加以實體化的行為。口語化為 cos

（動詞），玩家為 coser（名詞）。而 cosplay 於布袋戲後援會活動發展

成「cosplay 走秀」、「cosplay 人形劇」等。 

圖三 布袋戲 cosplay 照片 

     

註：左為《霹靂兵燹之刀戟戡魔錄 I》「赦生童子」，右為《霹靂劍蹤》「陰

川蝴蝶君」，布迷 G、H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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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布袋戲遇上「同人誌」與「cosplay」，布袋戲從「木偶」的奇幻世界，進

入到同人誌漫畫創作的另一個奇異國度，藉由 cosplay，真實人類的角色扮演，

將故事、劇中人物成真，又似乎因為角色扮演活動而在現實生活中看到戲中的奇

幻。真實與奇幻，在劇情與戲迷之間來回轉換，令人目眩神迷。布袋戲不只作為

歷史研究，它如今也成了青少年文化的表現與載具。或許布袋戲迷的聚會、同人

活動、cosplay 活動，在媒體的報導、大眾的印象中，都存在「玩玩」、「娛樂

」、「次文化」、「流行文化」之心態與看法。而研究者的四周，除了布袋戲同

好、cosplay 玩家，或者對動漫略為知曉的人以外，問問身旁的朋友，或者到書

店購買有關 cosplay、同人誌書籍時， 常聽到一般人的說法是：「他們真是太

瘋狂了」、「真是搞不懂這些人在想什麼」、「我覺得你們很……（停頓約五秒

鐘）特別」、「真的非常非常奇怪」、「哇！好誇張」、「真屌」……等，有褒

有貶，聽在玩家或戲迷心理也是五味雜陳。 

同人誌與 cosplay 等相關活動至今鮮少被認真討論或看待，論者認為原因之

一在於它隸屬動畫（Animation）、漫畫（Comic）、電玩遊戲（Game），簡稱

ACG 等流行文化，既然被冠上「流行」兩字，也就難登學術、正當論述等大雅

之堂。另外，研究者認為，霹靂布袋戲本身已脫去精緻文化、傳統文化之身，霹

靂布袋戲所引之而來的流行文化、同人活動、同人誌等，參與者通常以青少年居

多。又以經歷計算，以霹靂一哥「素還真」自 1988 年出道，至今滿 20 年計算，

霹靂布袋戲至今 20 年歷史，而台灣的早期同人誌現蹤約為 1995 年，著名並定期

舉辦的 CW（Comic World）系列從 1997 年開始，提供 cosplay 活動公開聚會的

場合，至今 10 年左右。霹靂布袋戲、同人誌販售會與 cosplay 活動算起來都是年

輕小輩，固然不容易使大眾用認真的眼光去看待這些文化。然而，當 cosplay、

同人誌活動有了專書、雜誌專刊如《COSMania 同人娛樂情報專門誌》、《Dream

創夢同人資訊情報誌》；每到「動漫祭」、「Comic World」、「台北國際書展

」活動，便擠進數萬卡漫、電玩熱愛的玩家與讀者，會場中耀眼的角色扮演活動、

角色扮演者，俗稱 coser 登上電視畫面、新聞版面；cosplay 圈出色的「達人」擁

護者眾多，形成宛若小型演藝圈追星族、fans 現象；又霹靂布袋戲的周邊商品有

了驚人的銷售成績，甚至國內第一本布袋戲 cosplay 書籍《英雄無上》於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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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出版，網羅北中南著名布袋戲 cosplay 玩家……這些以往不容易被認真討

論的文化，卻締造諸多令人驚奇的現象。 

目前國內的同人誌販售會活動，主要從 1997 年由捷比漫畫公司和日本 S.E.

株式會社（COMIC WORLD INC.）正式將同人誌活動引進台灣之後，至今每年

都有約十場大小不一的例行販售會。而目前在台灣所舉辦的大型同人誌販售會活

動，則是由 CWT 與 FF 這兩個組織所主辦。前者為「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其前身是「捷比漫畫」，現在則是專為舉辦同人誌販售會而成立之公司

，CWT 亦即 Comic World Taiwan。FF 則是由「開拓動漫祭籌備委員會」所舉辦

的販售會，原名 fancy frontier，中文稱做「開拓動漫祭」。除此之外加上其他大

小團體，如商業團體「巴哈姆特」每年所舉辦的「站聚」活動，各大專院校相關

社團，知名者如「成大漫畫社」所舉辦之成大同人誌展售會，中部各大專院校動

漫社舉辦之「春宴」同人誌展售會。這些活動如同人誌販售會、漫畫博覽會、站

聚、cosplay 大賽等都提供了喜愛 ACG、布袋戲、同人誌、cosplay 的玩家、戲迷、

漫迷、動畫迷等許多交流、碰面、分享的機會與場所。 

去一趟「同人誌販售會」，看一場布袋戲「cosplay」展演，除了一開始的驚

奇，這驚奇使人好奇布袋戲迷的熱情與活力從何而來，以及他們為何而做。若將

「霹靂布袋戲迷文化」界定在「青少年文化」不甚正確，布袋戲本身就是老少咸

宜的劇種，只是參與「同人誌販售會」活動是以青少年居多。而參與布袋戲「cosplay

」的「coser」，雖以青少年居多，但參與的一般群眾也不限於此年齡層。在接觸

「同人誌」、cosplay 族群當中，也有流通的術語、符碼，這些字彙大多是從日

本移植過來，不一定是完全平行的移植，有些會因為台灣的文化環境，經過發酵

而產生新的意義。其次，在同人的文化圈裡，常話道「有在玩同人誌、看布袋戲

」的人，會將較長的詞彙予以簡稱，或賦予暱稱，這些暱稱不但在同人文化圈裡

經常見到，也已經變成通用的語言，外人看來霧煞煞，當局者則心知肚明，會心

一笑。同人誌圈常見的「黑話」、「術語」，屬於該文化圈的語言與符碼，常見

詞彙如下： 

 BL、GL：在同人誌刊物的內容中，BL 描寫 boys’ love，男性之間的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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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GL 則是描寫 girls’ love，女性之間的戀情。 

 怨念、殘念：因為某事無法滿足所產生的遺憾、恨意、無奈的情緒等。 

 腐女子、同人女：將原作漫畫的角色做男男 BL 配對、寫成故事的女同

人創作者。 

 謎之聲：也就是所謂的 OS、旁白，網路用法常用在自言自語的時候。 

 蘿莉、正太：「蘿莉」的由來可見於 20th 俄國作家 Vladimir Nabokov

著名小說《蘿莉塔》（Lolita），「蘿莉控」用來指稱有戀女童癖、戀

少女癖的情事。相對於「蘿莉控」，則是「正太控」，指戀男童癖，泛

稱愛上十五歲以下、長相可愛、穿著小短褲的男生。 

 萌：出現令人情不自禁產生喜愛、喜歡之物。經常用語如「好萌阿！」 

 

在動漫祭活動或者同人誌販售會上，喜愛 ACG、布袋戲或特定小說、電影

作品的迷們，會將喜愛的劇種內容進行 poaching 動作，加以改編、重新創作等

，印製為新作品加以販賣給有興趣購買的消費者、同好。他們不只販賣，也互相

交流，送圖、留言等。一般而言，同人誌作家都會定期出版小報，內容包括已出

版哪些作品、將來有計畫繪製、製作哪些新作品。多年以前網際網路尚未普遍通

行，主要靠紙筆交流，因此「等待郵件」是 令人期待的事情。早期同人創作團

體或個人靠逐一寄送刊物、DM 給留下地址的同人愛好者，而收到貨品的同人愛

好者也是靠信件往來購買想要的同人創作作品，或依靠信件要求喜愛的同人作家

畫一張某個人物的作品當作收藏。當時收到信件與訂購物品的喜悅，亟欲打開信

封、包裹享受戰利品的心情，與現在商品通路、留言、交流依靠網際網路、e-mail、

網站、部落格的心情大不相同。然而由於網際網路的便利性，目前要訂購同人作

品則更為方便與快速，在討論版也能貼圖分享作品，繳納款項靠 ATM 轉帳方式

，簡便許多，相較之前悄悄在信封內放置現金鈔票、對方將找餘的款項以郵票代

替，藉由郵件往返的投機獲得小許樂趣等方式大為不同。 

在攤位琳瑯滿目、人潮洶湧的同人誌販售會中，醒目耀眼的「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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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play，總是吸引眾人目光、攝影機喀喳作響不絕於耳。漫迷、電玩迷、布迷、

日本視覺系樂迷等，無論是自掏腰包採購角色扮演衣服，或巧手自製，打扮成自

己心儀的偶像，個人、或團體一同扮演某個漫畫、電玩的一組人物，稱為「出團

」，在販售會、街頭遊行，大搖大擺地昭示自己所喜愛的偶像，更樂於被眾多攝

影機、照相機要求拍一張照片，連姿勢、動作、個性都要在「那麼一個時刻」、

「幾個小時」以內自我要求相似度近百分之百，以呈現對喜愛偶像的尊敬與忠實

。國內 cosplay 依照扮演角色的出處與來源，可分為五種：1. ACG；2. 電影、電

視；3.布袋戲；4. 小說類；5. 自創角色。（倪逸蓁等，2006：28~29），玩家又

以青少年（國、高中以及大學）為大多數，藉由扮裝展現自己對偶像的渴望與忠

實，以滿足自己成為鎂光燈焦點的成就感。每一時期熱門扮裝人物總會隨著時間

與正流行的 ACG 作品、布袋戲當紅角色、賣座電影、電玩遊戲、國內外電視劇

而有所改變。在販售會當中，可從同一種人物的能見度高或低來推測當時的青少

年正流行扮裝成什麼：比如電影《哈利波特》甫一推出便蔚為風潮，各個販售會

出現外型類似，戴黃、紅條紋相間圍巾和圓框眼鏡的眾多「哈利波特」分身。又

《魔戒三部曲》橫掃全球影壇，那時的販售會中一個個的金髮弓箭手 Legolas，

一組組的「魔戒遠征軍」扮得煞有介事；又如日本著名漫畫《棋靈王》主角「藤

原佐為」、「進藤光」；妝扮有如中古世紀哥德式古堡吸血鬼、宮廷化妝舞會的

日本視覺系藝人；台灣特有族群布袋戲 cosplay，一個個華麗戲服、強調濃厚眼

妝、顏色搶眼的假髮、古裝頭飾、手持如長戟、雙刀、劍、拂塵大型兵器的布袋

戲角色……等。 

論者除與 cosplay 玩家深度訪談之外，也參與過數次後援會 cosplay 活動和同

人誌販售會，一般人除了知道 cosplay 是高花費的活動之外，僅為其華麗、誇張

的外表留下印象，然而 cosplay 玩家不只花費金錢，也付出精神、時間投入這個

區塊。論者將田野觀察及深度訪談 coser 心得分為兩項說明：1.投入 cosplay—不

只是金錢；2. cosplay 衍伸現象，詳述如下： 

1. 投入 cosplay—不只是金錢 

Cosplay 在台灣的發展距今約有 12 年歷史，由於 cosplay 華麗、明顯、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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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芒外露的表象，使得該文化易成為媒體報導的對象，也容易成為被大眾誤用的

詞彙。媒體報導常把「穿上很像的衣服」就認為是 cosplay，實則不然。在 cosplay

玩家的眼中，如果沒有相當的「愛」，沒有對角色清楚的認識，只是穿上很像的

衣服，做出違反角色個性的事情，就是失去對該角色的尊重，沒有資格稱為 cosplay

。 

布袋戲 cosplay 為台灣 cosplay 圈子特有族群，如前所述，2000 年以前流行

於南部布袋戲後援會，2001 年以後漸興，如今成為各後援會活動主體。論者所

訪問的玩家，認為布袋戲 cosplay 付出 多在於「金錢」和「時間」。布袋戲 cosplay

以服裝、假髮、道具花費 多；就服裝而言，分為原版衣與非原版，原版衣即是

為霹靂布袋戲偶製作衣服的工作室，額外為想要「忠於原味」的 cos 玩家製作 cos

服。據戲迷 B、K、L 所述，原版衣價格 高，在 2002 年《霹靂封靈島》之前，

cos 服原版衣大約一件 6,000、7,000 元可以購得， 高單價至 8,000、8,500 左右

。之後，價錢一路往上飆漲，以做工精緻的行情價而言，近兩年一套原版衣需要

16,000 以上，而布袋戲角色髮色多采多姿，黑色僅佔少數，因此必須定做全頂或

半頂假髮，加上飾品、兵器、道具等這些一般人不易自行製作的器具，全身行頭

至少 20,000 元左右才能完備。至於「時間」，除了在 cos 當天必須提著大包小包

，裝滿道具、衣服、假髮的行李箱，還得提早三、四個小時準備化妝、帶假髮、

著裝等。等全身行頭打理完畢，有時還得忍受酷暑、下雨等天候不佳，身著幾公

斤的戲服、手持兵器、道具，足蹬 2、30 公分高鞋，拉長身材比例，顯示出角色

的高大霸氣，就只為 1、2 個小時的展演。 

布袋戲 cosplay 圈子以布迷為基礎，戲迷之間的互通有無、藉由後援會、

cosplay、網路的交換意見和資訊，相較於 1997 年資源不多，布迷 cosplay 的陽春

扮相、不自然的妝容、用染髮膏、噴劑不惜一切後果將黑髮變成五顏六色等，

cosplay 玩家逐漸摸索出「cos 達人技巧」，如彩妝化法、頭套黏接方式、學習與

假髮店家、服裝工作室溝通；或有布迷自行車縫製作服裝，如布迷 F 前往布莊找

尋原版布再交與工作室訂做，減少成本。F 以手工見長，起先至飾品 DIY 店購買

串珠、金鎖片手工製作古裝頭飾、配件，做出心得之後開設工作坊接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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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play 玩家的訂單；或有玩家摸索出製作長兵器、大型道具的方法，如布迷 K

為美術相關科系畢業，善於製作兵器與大型道具，曾利用廢棄家具、毛皮製作身

長二公尺真實版，可供騎乘之大型坐騎「雷狼獸」，首次於 cosplay 活動中亮相

便驚為天人。Cosplay 玩家不免花費高昂經費在行頭上，卻也藉由累積的經驗找

尋節省經費的方式，利用網路如「yam 天空部落格」諮詢、交換心得、訊息，或

有「cos 達人」於網誌公開製作道具方法、化妝品推薦、cos 心得、扮演男角、

女角之訣竅等。 

Cosplay 的現實面即是天生條件的限制。受訪者皆表示玩家在挑選角色裝扮

時，除了對該角色有濃厚的喜愛之外，還得顧慮到「臉型」是否合宜，「外型」

是否合適。某些知名玩家擁有眾人口中所說的「木偶臉」，或者本身條件佳、天

生麗質，才會「扮什麼都好看、吃香」，否則得靠後天的化妝技術、裝扮技巧掩

蓋，比如濃厚的彩妝、足蹬 2、30 公分高鞋解決身高問題，讓自己看起來更魁梧

高大。縱使不具天生麗質，一個玩家只要選對角色，從租 DVD 截圖、放大、交

與工作室、研究服裝細節、製作道具……等， 枝微末節注意仔細，讓人家看得

出「用心」，就是用心的 coser 。 

 Cosplay 作為一項展演，首要條件，就是「愛」。因為深愛、喜歡某個角色

，想裝扮成跟偶像一樣，才願意付出昂貴花費，論者認為「愛」 基本、 直接

的理由。玩家 B、C、F、G、H 等，都提到對角色的深入瞭解，是對角色的負責

任態度，有「愛」，才能讓 cos 持久，才肯花費大筆金錢、時間，cos 時才有「精

神」出來。Cos 的同時，要具備「表演上」的技巧，才是一個負責任的玩家。布

迷 C 提到，她認為玩 cosplay 時「自己要覺得很有自信，不可畏畏縮縮的，要抬

頭挺胸走路。畏畏縮縮，你東西再怎麼好都不會好看，我覺得自信最重要。」布

迷 B 則說： 

B：扮之前會特別去瞭解角色，抓出特點、特質來呈現。男角基本上要有「氣

勢」，首先你要抬頭挺胸，而且「眼神」很重要。有些 coser 扮起來沒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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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其實就是「眼神」，還有「站姿」問題。為什麼我們看起來比人家魁

梧，看起來人家說殺氣比較重，就是因為我們整個人可以挺得很直，可以

用眼光殺死人（笑）。 

穿上 cos 服表演、走秀的那一刻，玩家在動作、個性、眼神、姿態各方面盡

力揣摩劇中角色，以對角色負責的態度 cos，追求相似度百分百。Matt Hills 在《迷

文化》（Fan Cultures）書中論及 fan-impersonator，思考迷的身體是如何用來展

現迷對於文本及圖像的投入。他提到 performative consumption 概念，這個概念說

明了一種既是 act 也是 iteration-without–origin 的情況。而此觀點對於「能動性」

的問題保持一開放的討論空間，相較於德希達式（Derridian）的觀點，Hills 不將

迷視為一種對於個人能動性有認知錯誤或容易受騙的個體。Fan-impersonator，即

扮演者（impersonator）的「失去自我」（loss of self） 終是一種自我的擴張，

只有通過這個當下—即是自我缺席（self-absence），自我才能被重新書寫與擴張

。扮演者讓該角色的性格取代自己原本的性格，藉由穿著服裝體現，且行為舉動

必須與該人物一致（Hills，2002：167）。Coser 在表演當中，掩蓋自己的原本個

性，植入劇中角色個性，藉以擴張另一面的自我。從自我擴張的過程，透過拍照、

注視、肯定、被稱讚「出得很用心」，獲得成就感，而這成就感成就了當時的

coser，使其獲得滿足，獲得日常生活無法得到的滿足，在另一個領域表現自我。

如布迷 B 所述： 

B：像 cosplay 這種……我覺得那是一種表現自我的一種…很好的方式、一

種心態啦，就是你透過扮演。我覺得這跟我們自己當演員一樣，就是你扮

演（停頓）不同的角色的時候，你也等於是過不一樣的人生，所以，比如

你化身成素還真的時候，你就是覺得自己跟素還真一樣，至少（停頓）高

人一等（笑），就是說你可以嘗試說，當那種一代大俠、一代神人的那種

感覺。那如果你化身成葉小釵的時候，就是說，他坎坷的人生（笑）。我

覺得 cosplay 他們那個心態比較像演員，扮那麼多人，他可以體驗那種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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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種人生，而且 cosplay 我覺得帶給我們那種，除了表現自我之外阿，還

有那種就是說…….怎麼講……怎麼形容呢？（停頓、思考）就是……得到

那種，自信吧！（研：會有成就感嗎？）恩（肯定），因為我發現現代的

人阿，每個人其實都會有比較自卑的一塊，就會發現有些朋友在現實生活

當中，他們可能因為工作或是在家庭方面，他們那種…處的地位是比較卑

微的，可能就是在成長環境中，他們得不到太多的讚美、尊重，或是比較

引不起別人的目光。可是在扮演的角色裡面，他們扮演的都是俠女、大俠

，美女帥哥之類的，就是會在這方面獲得別人的目光、稱讚之後，會帶給

自己自信，然後人自然而然就會散發出一種光彩（手勢向上比畫，笑）。 

 

「霹靂布袋戲」世界裡的英雄俠客、柔情美女、一代梟雄、魔界戰將，充滿

想像的故事，非現實生活的角色，給予布迷將角色以真實身體代替木偶，呈現在

現實當中。這種「非現實→現實」的過程，讓玩家在現實生活中，一個由布迷族

群組成的世界裡得到滿足，cosplay 是真實，也不是真實。在實踐過程中，布迷

擁有真實的身體，但必須在布迷組成的世界才能實踐真實。而他們想要實踐的真

實，以天馬行空的霹靂布袋戲角色為依歸。玩家藉由 cosplay 得到娛樂，藉由注

視、拍照、欣賞成果照片得到成就感，利用另一種性格展現不一樣的自己，因為

自我的缺席達到自我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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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布袋戲 cosplay 照片 

 

註：《霹靂劫之闍城血印》「茶理王」，布迷 K 提供。 

圖五 布袋戲 cosplay 照片 

 

註：《霹靂兵燹之刀戟戡魔錄 I》羽人非獍，布迷 L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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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C o s p l a y 衍伸現象  

Cosplay在近年的勃興，意外捧紅幾位圈內著名的 coser。經由 2006年 cosplay

比賽得到大獎的 K，已是布袋戲 cos 界公認的達人。北、中、南各有多位知名玩

家，於各種後援會大會、霹靂國際多媒體舉辦之活動露臉，久而久之為布迷所熟

知。這些著名 coser 大多外型俊俏、天生麗質，有些身材修長，天生優勢，扮起

古裝角色特別亮麗。加上對選定 cos 的角色有深入瞭解，花費心思、耗費許多功

夫製作行頭、道具，或者學會手工製作，能做出一般 coser 忽略的小細節，在圈

內富有盛名，而造成所謂「cosplay」偶像化的現象。對 cosplay 有興趣的布迷，

在參與後援會活動或同人誌販售會時，拿著相機尋找這些 cos 達人的蹤跡，在大

型活動如布袋戲音樂會、後援會大會、cosplay 比賽等，只要達人現蹤，現場必

定引起尖叫嘶吼，布迷找到心目中 接近布袋戲角色的真實人類，將對該角色的

情感轉移到 cos 達人身上，彷彿那角色正走入真實生活的舞台，現身在眼前。因

此，本身是熱愛 cosplay 的布迷，在該族群當中，將某位 cos 達人尊為偶像，成

為他的粉絲，成為另一種型態的「追星」，追求現實人類扮演的非現實角色。 

除了布迷族群裡對 cos 玩家有「偶像化」的現象，布迷族群亦對 cos 玩家有

好惡之分，如圈內有著名之「匿名版」存在，據布迷 K 表示，早在 2005 年以前

，「星光大道」相簿大舉為 coser 使用時就存在一個匿名版，近兩年又有一個「黑

暗 cos 匿名版」，該版發表文章的網友全部匿名，以攻擊言論為主體，圈內幾乎

所有知名、經常露臉的 cos 玩家都被點名批評過。論者所訪問之玩家如布迷 B、

F、K 等，提到玩 cosplay 當中的挫折，就是被人家抹黑。抹黑內容例如知名玩

家被拿來比較、布迷各擁其主；批評玩家長相、破壞原角色美感、選錯角色、不

夠專業等，甚至被找出相簿、相片大肆批評。布迷 F提到，以玩家的角度，只是

自己出得開心、玩得快樂就好，不會因為他人出得比自己好而去討厭他。布迷 K

則提到，雖然僅能一笑置之，當被拿來當作批評的話題時，總會感到心思糾結。 

布袋戲 cosplay 從 1997 年至今，社會環境的轉變，對該活動的評價也漸有改

變。布迷 B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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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接受度越來越高了啦。那，也就比較多人願意用那種…「正常的眼光」

（強調）來看待，就是真的把他當成是表演再看。以往，國內 cosplay 在發

展前面那幾年，大家會把他看成年輕人的奇怪的那種行為。後來我覺得，

霹靂的後援會，帶來的幫助很多，因為比較活躍的那種活動，活動越辦越

多，也讓很多團體看到霹靂戲迷的力量不容小覷，而且加上他們看到非常

特別的表演型態。有些機關團體後來就瞭解到，cosplay 其實是一種很不錯

的東西，當然現在目前來講，還沒有很多人深入去瞭解這個東西啦。 

布迷 F、G、H說到： 

F：有ㄋㄛ！越來越好！扮相是一定會越來越好，發展越來越好。像現在大

甲鎮瀾宮他都會請 cosplay 的、布袋戲的人來參加活動，就邀請他們來參加

，因為他們也是吸引人潮的一種……像書展也可以去，音樂會也可以去，

電視節目也可以上。 

G：反過來去推，推動布袋戲的活動。 

H：其實以布袋戲 coser 來講，他是個蠻華麗的一個....一個畫面上的....其實

之前我們在辦政府的活動，他們也會想說，ㄟ，如果可以找 cosplay 來，串

個場表演一下也可以吸引人潮，其實他們都蠻喜歡的。 

F：而且一般的民眾，其實他們除了接觸偶像明星以外，他們不知道、不會

看布袋戲的人，因為看到 cosplay 而去看布袋戲的人都有。這就是一種互相

啦、一種互相的關係。 

 

布袋戲 Cosplay 近年興起的原因繁多，除霹靂布袋戲近 20 年的故事劇情外

，cosplay 於報章媒體版面也因為動漫祭、大型同人誌販售會、霹靂國際多媒體

公開活動等增加不少能見度。布袋戲 cosplay 華麗、誇張的古裝造型，大型道具、

兵器，容易引人注目，引起好奇。加上霹靂國際多媒體、製作布袋戲配樂之無非

文化、動脈音樂公司也會找尋知名布袋戲 cos 玩家於活動中進行表演、助陣、走

秀，在多方推波助瀾下，布袋戲 cosplay 在技術上的漸趨成熟，在後援會活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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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表演活動，和布迷將 cos 達人視為偶像，網路部落格、相簿普遍使用等諸

多現象，皆促使布袋戲 cosplay 在 cosplay 從日本移植台灣後，成為特有族群。 

第二節  串連迷與迷—網路活動記實 

 

布袋戲隨時代變遷，因應新科技在表演形式上隨之改變。當布袋戲後場音樂

添進錄音設備，以往後場至少需要鑼、鼓、鈔、吹等師傅的排場，變成只需一位

配音員即可，在歌曲的變化上也能事先錄製好曲目；臺灣在六０年代進入電視時

代，有意願買票進戲院看戲的觀眾漸少，內臺戲的時代宣告沒落；黃俊雄的冒險

精神，以及早些時日所累積的運用電影、電視鏡頭經驗，以「雲州大儒俠史豔文

」紅遍全台，史豔文成了臺灣人集體記憶；黃俊雄兩子黃強華、黃文擇以「清香

白蓮素還真」超越黃俊雄「史豔文」關卡，以霹靂布袋戲穩坐國內電視布袋戲霸

主；而今，網際網路成為普遍使用工具，這一項運作快速、擁有高度即時性的科

技，在霹靂布袋戲的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論者將「網際網路」列為重要觀察對

象，它作為一項使用便利之工具，在論者看來，不僅加強戲迷之間的聯絡關係，

也是聯繫官方與戲迷之間不可或缺的橋樑。霹靂國際多媒體架設官網「EPILI 霹

靂網」，在該網發佈官方活動、消息，該媒介成為官方與戲迷，以及戲迷交流的

介面。 

另外，許多大專院校的 BBS 站則架設有「布袋戲討論版」。針對諸多大專

院校的 BBS 版，註冊人數 多的當屬「批踢踢實業坊」（Professional Technology 

Temple，簡稱 PTT），該 BBS 站於 1995 年開站，於 2006 年 8 月 10 日註冊總人

數達到 75 萬，使用者平均年齡 24 歲，在尖峰時刻線上人數約有 7 萬人同時上線

，每日上線百萬人次。該站擁有眾多不同類型的討論版，其中「布袋戲」在該站

屬於「全國連線板」，連線版顧名思義就是有多數文章是從其他 BBS 站轉信而

來，亦即在 PTT 的布袋戲連線版，可看到其他站的布袋戲文章，也就是不用上

其他布袋戲版，在 PTT 就可以看到多版的文章。除了 BBS 以外，近日 hot 的

網路話題，就是「部落格」（blog），免費申請使用的部落格網域極多，如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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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小站、Xuite、蕃薯藤、pchome……等。部落格在近幾年漸趨熱絡，申請方

便，只要想在網路上有自己的一方之地，便可向各個網域申請免費部落格空間，

放上自己的東西。「Yam 天空部落格系統」是布袋戲迷與 cosplay 界 大集結之

地。網際網路不但是迷的國度，同時也是連結迷與迷之間的重要工具。布迷們熱

絡的在布袋戲討論版上討論 新劇情，抒發己見、找出編劇的 bug、重溫、分享

精彩片段、配樂、合成圖、插畫、記載武功招式、角色出場詩號、甚至一字一句

抄下精彩片段的台詞、筆戰、預言之後的劇情……等，在網際網路中，發現迷的

「迷」，活力源源不絕，一日更勝一日。以 PTT 的布袋戲連線版來說，文章新

增速度極快，只要每週五 新的兩集布袋戲發行，馬上就會有戲迷上網討論。此

現象也發生在「yam 天空部落格」系統，只要新劇集發行、新角色出現、或是國

內舉辦有關霹靂布袋戲的活動、同人誌活動，不待幾天便會有諸多新的相簿、相

片、剪輯、影音分享發表在部落格上。 

研究者在觀察霹靂布袋戲迷的網路活動時，發現一重要現象：由於網路的使

用便利，它是高中、大專程度以上學生及受教育者皆容易使用的工具，加上霹靂

布袋戲每週兩集的固定出片，每週都有新的劇情，一來就是兩集的內容。因此，

霹靂布袋戲以出租 DVD 的狀況來說，淘汰率就很高，這禮拜出的兩集 新劇集

，下禮拜就成了舊片。因此，網路上的討論，自然也隨著出片的速度而總是有新

的討論文章產生。觀察布袋戲迷的網路活動，永遠也不用擔心找不到為數不足的

分析對象、稀少的討論串或回應文章，布袋戲迷的網路活動太多樣化，能成為布

袋戲迷討論的題材琳瑯滿目，宛如春草，因此在觀察的過程中， 大的困難是如

何去篩選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討論串、素材，並放置在一個清楚的討論脈

絡，嘗試看出布袋戲迷網路活動的特徵。 

關於布袋戲迷的網路活動，他們所出現的網站族繁不及備載，論者選取三個

布袋戲迷網路活動的重要網域，分別是霹靂國際多媒體的官方網站「EPILI 霹靂

網」（http://www.epili.eom.tw），以及全國大專院校共用，註冊人數首屈一指的

BBS 站 PTT 之「Palmar_Drama 布袋戲連線版」，和布袋戲迷、cosplay 玩家群聚

的「yam 天空部落格系統」為觀察對象，在以下的討論將附上各網站的圖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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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將分析三者的網站設計，接續分析布袋戲迷的重要網路活動。 

 

一、EPILI 霹靂網 

「EPILI 霹靂網」成立於 2000 年 9 月，前身為「霹靂布袋戲網站」，該站

成立於 1996 年 8 月，據說當時全國大專院校戲迷於 BBS 站架設布袋戲版高達

300 多個，為了回應戲迷的熱情，因而成立官方網站，一年內上網人數超過 80

萬。除此，為因應網際網路漸趨普遍性的時代，霹靂國際多媒體便於 2000 年《聖

石傳說》電影成功後，創設子公司「創世者網路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經營網路部

分，並將網站改制為「EPILI 霹靂網」以取代原來的官網（吳明德，2005：263

）。該網站為官方與戲迷相連結的主要管道，不僅定期發行電子報，並以「加入

網路會員」方式才能看到網站內有關劇集的各項內容，例如劇照、影音下載、配

樂試聽、螢幕保護程式下載等網路資源，號稱全國 大 豐富之布袋戲資源。「霹

靂會」主編邱繼漢描述「EPILI 霹靂網」功能之一的客服服務：7「網路它可以做

一個 Q&A 的選擇，因為有很多的問題，其實都差不多，『EPILI 霹靂網』可以在

Q&A 上面，就知道說你的問題是怎麼解決的，就不用再問。」 

霹靂網於 2002 年 3 月推出線上購物服務「霹靂海報館」及「霹靂網路商品

館」，霹靂網會員可透過該網站進行網路購物。2003 年底推出線上虛擬社群「霹

靂社群中心」，主要提供各角色後援會聯絡交流之處，至 2007 年 6 月共計 25 個

角色後援會，其中包括 14 個官方後援會，11 個網路後援會，1 個海外後援會。

根據官網的描述，霹靂社群中心之目的在於將實體付費社群（霹靂會會員）和網

路社群（霹靂網會員）做結合，於社群中心提供「霹靂會」消息及各角色後援會

之活動宣傳、校園推廣等。霹靂網是霹靂國際多媒體發佈官方消息之主要來源，

也提供戲迷、網路社群交流空間、免費下載資源。 

以下，首先介紹霹靂網首頁頁面，並敘述該首頁之文字、圖片編排方式，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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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霹靂網首頁主打的項目。另外，霹靂網共分 8 個主要點選項目：劇集、頻道、

電影、文化、會員、下載、社群、購物，將以表格方式對各項做概述。 

圖六 EPILI 霹靂網首頁 

 

 

 

 

以霹靂網首頁來看， 上頭顯示「EPILI 霹靂網，下一個窗格則是廣告刊登

，以 flash 畫面更換不同的廣告刊登，內容如「海報館歡慶館慶五週年，好禮三

重送」、「霹靂會《雙年度優惠入會》盛大預約中」、「霹靂皇龍記貳原聲帶，

霹靂網預購活動熱烈展開，限量加贈專輯海報敬請把握！」等，以畫面更換的方

式發佈 新購物優惠、 新劇集配樂發行等消息區塊提供點選。然後是「PILI 

NEWS 霹靂大代誌」的新聞發佈，並設有新聞搜尋功能，共分為新聞、購物、頻

                                                                                                                                            
7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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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會員、社群五項類別，任何有關霹靂的消息如商品、得獎、展覽、購物、舉

辦比賽等，都透過該部分傳達訊息，如 2006 年台灣意象票選，官網也透露出訊

息，呼籲眾布迷前往投票；黃海岱阿公辭世，官網於第一時間發佈，包括後續為

布迷舉辦包車前往追思會、紀念展等皆透過官網發佈消息。網頁中間有一大區塊

是「霹靂商品館」，小標題標示著「霹靂商品館熱賣商品： 哈 熱門的霹靂商

品盡在霹靂網路商品館」，該區塊隨著霹靂週邊商品的推出而更換圖片，只要點

選圖片便可進入該商品的介紹，並透過連結進行網路購物。 下面的區塊分為三

個小區塊：「霹靂 新劇集」、「霹靂台灣台」、「霹靂會」。右邊的網頁小區

塊則有「熱門活動」，如定期舉辦的「霹靂插畫王」、「霹靂桌面王」、「霹靂

角色 COSPLAY 比賽」等，另外兩個小區塊則是以及「網站更新」和「網路票選

」，不定期更新小活動供網路會員進行投票，並以「參加投票即有機會抽中獎品

」的優惠吸引網路會員參與投票。觀察霹靂網首頁的文字、圖片區塊分配及描述

，可知該網站 明顯的設計方式為善用 新、當紅角色的圖片，搭配文字敘述於

廣告刊登、商品購物、熱門活動等，尤其以「商品購物區」各種類商品照片為數

多，以精心拍攝、合成的布袋戲角色照片吸引網路會員的目光而進行點選的動

作。該網站的 8 個點選項目及內容如下： 

表三  EPILI 霹靂網使用介面說明 

 

類別 功能概述 細部分類 內容概述 

劇集 介紹霹靂國際多

媒體所發行的各

種布袋戲劇集，並

設置搜尋、查詢的

功能，方便霹靂網

會員查詢霹靂史

的人物、組織等。 

系列總覽：霹靂系列、天子傳

奇、火爆球王、黑河戰記  

本區將霹靂國際多媒體從成立以

來所發行的布袋戲做了詳盡的分

期及解說。其中霹靂系列從 1986

年迄今（2007），共發行 42 個單

元。 

角色組織總覽：人物總覽、 

組織總覽 

霹靂網會員可透過查詢或瀏覽的

方式，查詢各個角色的背景資料、

照片及劇集中較為著名的組織介

紹，是霹靂史的查詢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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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舞台劇—狼城疑雲、 

電影—聖石傳說 

1998 年 8 月於國家戲劇院演出 

《狼城疑雲》，2000 年 1 月電影《聖

石傳說》上映。 

頻道 霹靂台灣台所播

出的各種節目介

紹、查詢，包括每

週一集的《超級霹

靂會》、布袋戲、

其他劇種節目如

歌仔戲、韓劇、本

土劇等。 

節目查詢 《超級霹靂會》為霹靂國際多媒體

自製節目，該節目前身為《英雄戰

場》，改制為《超級霹靂會》之後

，由高雄小港電台 DJ「小狄」主

持，該節目定位為與戲迷密切互動

交流，內容諸如提供霹靂情報站、

專題報導、戲迷園地、霹靂搶先

看、後援會看板、哈燒新偶像、偶

像 MTV 等。 

超級霹靂會：節目內容 

布袋戲：超級布袋戲、霹靂布袋

戲、創世布袋戲、經典布袋戲 

超級布袋戲：闍城血印至 新單元

霹靂布袋戲：霹靂雷霆至九皇座 

創世布袋戲：霹靂劍魂至創世狂人

經點布袋戲：古早味布袋戲 

歌仔戲  

精選韓劇 

其他服務：霹靂台灣台客服中心

電影 《聖石傳說》 聖石傳說專屬網站 2000 年 1 月上映 

文化 本區塊收集歷史

性的資料，可供霹

靂網戲迷點閱，旨

在介紹台灣布袋

戲及霹靂國際多

媒體幕後製作人

員等。  

布袋戲源流 

媒體論霹靂 

活動報導區 

幕後英雄館 

資料如布袋戲在台灣發展歷程、媒

體相關研究報導、黃海岱專區、黃

強華、黃文擇兄弟之訪談、導演、

編劇、幕後製作、動畫製作、音效

製作專訪。 

會員 本區限霹靂網會

員登入才能看到

各種訊息。 

會員服務 會員服務包括新聞區、個人區、賀

卡區、電子報、票選區、交換區。

其中交換區實為「蒐集交換中心」

，會員可透過網路登入、寫明欲交

換的物品如酷鬥卡、Q 版公仔、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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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閃卡等以及地點，便可自行聯

絡交換蒐集。 

 

社群服務 

相關說明 

社群服務則分為討論區、精華區、

留言版，其中討論區分類繁多，如

後援會活動公告版、布袋戲角色討

論版、戲迷創作等。 

下載 本區限霹靂網會

員登入才能下載

各種免費網路資

源。 

桌布下載 

影音下載 

配樂試聽 

動畫下載 

螢幕保護程式下載 

手機圖鈴下載 

桌布下載又分為霹靂系列、桌布投

稿、插畫繪圖等，可供戲迷投稿作

品。影音下載分為哈燒新偶像、預

告片段、精彩剪輯、人物登場等，

可供戲迷回溯、下載霹靂布袋戲的

精彩片段及經典人物出場。 

社群 本區限制霹靂網

會員登入才能瀏

覽。 

社群情報站 

霹靂會服務 

後援會 

校園推廣服務 

相關說明 

社群情報站有全省有關布袋戲後

援會活動、校園布袋戲社團活動等

新消息，為後援會活動之重要宣

傳管道之一。霹靂會服務則是針對

實體付費加入霹靂國際多媒體增

設的部門「霹靂會」，作為戲迷與

霹靂之間的互動管道。 

 

購物 霹靂網購物區，會

員可透過網路訂

購購買霹靂的週

邊商品。 

霹靂商品館 

霹靂海報館 

商品館分為影音商品、電子產品、

發燒特賣、玩具禮品、服飾配件、

印刷出版、文具用品共七個種類。

霹靂海報館則是發行霹靂各劇集

及角色之海報。 

 

 

論者訪問的戲迷當中，在「EPLI 霹靂網」所進行的網路活動，如瀏覽文章、

主題討論、觀看商品資訊、購物、投票、下載桌布、MV 網路資源等，各取所需

，而「EPILI 霹靂網」是獲得霹靂國際多媒體消息 快速的管道。該網站包括「會

員」、「下載」、「社群」三部分，皆限制加入官網會員的人才能瀏覽，「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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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提供戲迷討論園地，其中討論區分類繁多，如後援會活動公告版、布袋戲

角色討論版、戲迷創作等。布迷 I 提到「掌中乾坤版」是充滿霹靂布袋戲知識的

地方，常可見到驚為天人的言論： 

I：掌中乾坤版會一個角色一個角色去分。有一些會覺得很沒營養啦，有些

就純粹講說：這一集看到什麼東西，有什麼角色，也沒什麼討論度可言。

那最近（2007 年 5 月）討論度整個爆掉就是「襲滅天來」那一段。而且你

真的覺得進去會突然發現大家都「非~~常」的有學識，「非~~常」淵博那

種，每個人講得都很大篇，他們會去分那種什麼，他們覺得這是怎麼樣的

一件事情，是怎麼一回事等等。那我覺得去看的時候，除了你對這個角色

的不一樣的一些....因為你也可以從別人的角度去看這個角色，其實我覺得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不同的，或者是不同的觀點，我覺得有時候去看都還不

錯，可是會很累。因為「襲滅天來」的討論「咻~~~」（以手勢表示討論串

拉很長）最近每一篇都這麼多，每個人都寫很多。因為大家都開始很認真

去回顧，然後你就會發現：夭壽（台語），這怎麼一回事（笑）！ 

布迷 A 指出「EPILI 霹靂網」此官方網站的營造非常成功，同布迷 J 會在官

網下載桌布置於電腦桌面上，布迷 J 上官網觀看 新劇集介紹、人物登場，基於

「欲知後事如何，請繼續收看黃文擇布袋戲」的期待觀賞 新預告心態，上官網

找尋 新劇情消息： 

A：他們常常會舉辦一些活動，比如「桌面王」活動、「插畫王」，我就會

去抓那個桌面，呵呵。因為有些桌面做得很好耶！然後他們自己也會做桌

面，我都會去抓阿！還蠻開放給戲迷的，桌面是最常抓的。 

J：最新一部出來的時候，他們不是都有劇情介紹嗎？我會上去看一下比如

最新人物有誰阿，然後這個劇集的海報嘛，還有這個劇集的介紹，他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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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會放一些劇集的桌面上去，我會上去抓那個桌布。然後還有幹嘛...........

（想兩秒）有時候會去投票啦！有時候會去投一下。比如說辦什麼最喜歡

那個人物阿，或是說，這個劇集最喜歡那個人物阿，那個人物最可憐阿什

麼之類的，那個偶爾會投，但很少，那比較少。抓桌布是.....最多的吧！或

是說看這禮拜的預告，他每個禮拜都會放預告阿！…會把桌布放在桌面，

我弟的也是阿！都是布袋戲的，就一直換換換，因為那不用花錢，呵呵......

可以一直換阿！想換就換阿！ 

然而「EPIL 霹靂網」社群討論區也常有風風雨雨，布迷為了捍衛角色大動

干戈、筆戰，甚至連網路管理員也會引起布迷不滿。布迷 C 述說她身邊戲迷的

經驗： 

C：。你沒有看霹靂網掌中版的討論區，我們很多人都被禁言的。對阿！就

禁止發言阿，好多喔！就不知道是針對「談無慾」，就很多戲迷都禁止發

言，我們會裡好多人都這樣。反正就是被警告。我是沒有被警告所以不知

道會怎樣。（研：是什麼原因呢？）好像就是講「素還真」壞話吧！反正

就是有「素迷」去跟管理員告阿，然後管理員就做這樣的處置。…會覺得

就是霹靂打壓「談談」8。因為很好笑！他們有時候會為了素還真就會做出

一些……。像之前金像獎投票的時候，「慕少艾」最佳醫術獎，他第一天

就衝上一千票了，然後就被網管說「慕迷灌票」，對，然後那時候說「慕

少艾」迷灌票。（我們）就互相問說：「你醫術獎投誰？」想都不想直接

投「慕少艾」阿！我們問了好多人都是「想都不想直接投票慕少艾阿！」

他說第二名好像是「素還真」吧！不知道差多少票，反正那時候就很不爽

。那時候「醫術版」還被鎖版，對阿！那陣子我還有跟「慕會」的人有接

觸，所以有聽他們的人講，然後我自己也有親眼看到那個留言，就是說「慕

迷灌水」，問題是問了好多人都說：「醫術獎？慕少艾阿！」（研：像這

                                                 
8 「談談」，布迷對「月才子談無慾」的暱稱，日才子為素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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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爭執，在 EPILI 常看到嗎？）蠻常的！ 

戲迷也會發動連署，指定官方生產某角色的特定商品，或另闢討論版抗議精

品單價太高，要求降價。「EPILI 霹靂網」介面活動頻繁，除開放資源如布袋戲

歷史源流、媒體報導、電影、劇集介紹等資料，以提供非會員人也可瀏覽，也開

闢戲迷討論區、後援會刊版、下載區，提供「霹靂網」會員公告後援會活動、投

票、下載桌布、精彩 MV、配樂試聽、購物等。以官方角度而言，「霹靂網」提

供網路平台供戲迷瀏覽、線上討論，戲迷也從中選擇瀏覽資訊，觀看文章、下載

網路資源，「霹靂網」扮演官方與戲迷之間的連結角色，官方可以從討論區得知

戲迷動向，戲迷亦藉由官網討論區表達意見，各取所需資源。 

二、批踢踢（PTT）布袋戲連線版（Palmar_Drama） 

圖七  PTT 布袋戲連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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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行觀察記錄的第二個網域—「批踢踢實業坊」（PTT），為國內大

專院校著名 BBS 站，該站於 1995 年開張，2006 年 8 月 10 日註冊總人數達到 75

萬，使用者平均年齡 24 歲，每日有百萬人次進站，尖峰時刻線上人數約有 7 萬

人同時上線，9晚間 11-12 時使用人數 多，常因上線人數過多導致難以登入。

該站由於使用人數龐大，更新資訊快速，成為新聞搜尋來源、宣傳活動、資料蒐

集的集散地，亦發展出屬於 BBS 的特有網路行為與詞彙，如「PTT」網友常被

暱稱為「PTT 鄉民」，該詞出自周星馳電影《九品芝麻官》方唐鏡台詞：「我是

跟鄉民進來看熱鬧的，只是往前站了一點，我退後就是啦！」。「鄉民」一詞

常指涉「黑特版」（Hate）的網友，後廣泛運用於 PTT 使用者，略帶貶意，意

指「不懂判斷是非對錯，跟著瞎鬧起鬨的民眾」。另 PTT 網友於 2006 年 11 月

15 日選出 PTT 熱門用語，如「閃開，讓專業的來！」、「靠邀，圖咧！」、「沒

圖沒真相」、「五樓請給分」、「鄉民」等，10 成為 PTT 網友熟知的網路用語

。BBS 站介面以文字為主，操作指令容易，只要會使用「↑、↓、←、→」、

Enter、空白鍵，就可以進行閱讀文章的動作。另外如「ctrl+p」發表文章、「r

」回覆文章、「大寫 x」推文、「z」精華區搜尋等，常用的指令動作容易上手

，在操作介面時無須特需專業技術便可使用。其中「推文」功能是一種對文章進

行正面註解與發表正面簡短意見的功能，相反則為「噓文」。每次推文只能推一

行文，不但可以減少版面單行文回文數量，避免太多回覆文章洗版，推文的文章

數還能於文章標題顯示，依照推文數量有綠、黃、紅、藍之分別。版友只要依照

顏色及數字區分，便可搜尋近日推文 熱門的文章，另有發展成「推齊」的使用

行為，亦即網友運用推文功能，每個推文的網友將字數行距加以計算排列，形成

推文版面整齊畫一的形式。 

PTT 裡的「布袋戲看板」（Palmar_Drama）屬於「全國連線板」，可將其他

大專院校 BBS 布袋戲討論版文章轉信至此，亦即在 PTT 的布袋戲連線版，可看

                                                 
9 PTT 實業坊，精華區公佈欄。 
1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B9%E8%B8%A2%E8%B8%A2#.E9.84.89.E6.B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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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收文齊全之 BBS 討論文章，該板布迷顛峰上線人數約為 200-300 人，版規共

計 11 條，如禁止注音文、政治文，討論文章言及盜版、徵求盜版、下載點需受

版規處罰—浸水桶、流放地獄島、贖罪岩、桃源邊境等，意指被版主限制推文、

回文、發表文章的權限。該布袋戲討論版對「預言」文章規定嚴格，如避免在標

題、回文、推文當中提到預言資料，以及每週五發片日當天不可將「雷」放置在

文章標題，以免「雷」到其他尚未看到 新進度的布迷。「雷」來自「踩到地雷

」，指還沒真正看到影片在意外之下先知道結果，失去看戲的新奇樂趣。在布袋

戲討論版中，發展出屬於布迷的文句使用、布迷網路行為，文句如「被裱」指稱

被陷害，「秒爆」、11「秒殺」指一招魂歸西天，「雜魚」、「妖道角」指路人

甲乙丙丁、小兵，「腦殘」指腦袋有問題，「科科」源於ㄎㄎ冷笑，於《霹靂皇

龍紀》一代智者、身染宿疾之角色—寂寞侯出現後發揮到淋漓盡致，其他如「鬼

王棺：又是猴吶！」，「雜碎」指稱行為如金小開、恨不逢、衛無私等不通人情、

做出令戲迷憤怒難平之行為的偽君子角色，「傻劍雪，吾騙汝的！」「吾騙汝的

，聖尊者！」類似句法被無限上綱，出自魔界戰神「吞佛童子」，該角色被戲稱

為「心機吞」；另有暱稱如弦首‧蒼「蒼老大」，排行六弦之首，長相溫文儒雅

，武功高強；布迷戲稱有收集武功秘笈癖好的策馬天下「宅馬」、不食人間煙火、

心智單純的奈落之夜‧宵「宵寶寶」、有著圓潤雙頰的第一男主角素還真「素大

餅」、寂寞侯「科科猴」、取諧音之角色如戤戮狂狶「奶酪狂吸」、四無君「四

物雞」、有沈魚落雁之姿的月神「正妹」、史無前例地在同期出現四位俊帥男角

之「霹靂 F4」……等，布袋戲版友常為劇中角色取暱稱，或將劇集取諧音戲謔

搞笑如《霹靂奇象》騎大象、《霹靂皇朝之鍘龑史》擦眼屎等，布迷在版上將原

有劇名、角色名字加以改編，成為布迷族群共通的語言符號。BBS 以文字介面

為主體，另有圖案編輯器可供熟悉 BBS 圖案工具的布迷創作人物大型圖檔，創

作類似「屬於霹靂布袋戲世界的 BBS」等插圖作品。這些創作運用布迷熟知的

劇情內容，角色人物，將原劇作以搞笑方式改編，配以戲謔口白，有時加上編劇、

董事長等人物，以反諷、搞笑的方式創作作品，每每造成布迷大量推文。如以下

                                                 
11 「秒爆」一詞出自《霹靂異數之萬里征途》主要角色一頁書化身「步懷真」暴走邪能境，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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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迷 sssp 於 2006 年 4 月 12 日 03：43：13 發表之「[圖]劍子仙跡」，維妙維肖

，以及 cosy 於 2006 年 3 月 16 日 19：27：04 發表的「假設霹靂世界有 BBS」，

極盡搞笑之能事。 

                                                                                                                                            
爆鬼隱之著名場景。鬼隱：「你來此做什麼？」步懷真：「做掉你啦！」一招將鬼隱送入黃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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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PTT 實業坊網友 sssp 創作霹靂布袋戲角色「劍子仙跡」 

 

圖九：PTT 實業坊網友 cosy 創作「假設霹靂世界也有 BBS」 

 

以布版文章類別區分，標題分為討論、心得、預言、問題、創作、情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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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吞碟共八類，其中「吞碟」意指對劇情發展無法接受，忍不住要將 DVD 吞

掉銷毀等情事。各種文章包含討論劇情、人物、武功招式、兵器等，或有布迷將

某一角色深入剖析，製作大事紀、年表，抄錄對白；發表看戲心得，從他處轉錄

之不負責預言，有時候發生某一、二個版友發表之預言特別準確，甚至能取到尚

未上鏡戲偶之造型設定照片，令版友為之咋舌。布迷藉由該版詢問劇情、角色、

配樂出處、配樂名稱等布袋戲資訊，都能獲得其他神通廣大布迷提供答案。布迷

也於該版發表類似同人誌文章創作、改編，msn 布袋戲圖案分享等。另有「經典

霹靂」，布迷剪接劇集經典片段分享；張貼 新劇集預告「搶先看」、文字預告

；轉貼有關霹靂國際多媒體、霹靂布袋戲相關活動，如 新發行劇集配樂、簽唱

會、新推出週邊商品等。布袋戲大師黃海岱於 2007 年 2 月 11 日辭世，當日便有

一百五十多位布迷以推文或推齊方式祝福大師一路好走，感念緬懷大師對布袋戲

的貢獻。另外為布版網友廣為周知的「Shine Radio2—逃逃」、「果汁電台」，

由兩位布迷版友自架布袋戲音樂電台，開放時間通常為晚間至凌晨，提供布迷推

文點歌，只要點選網址，便可收聽該電台，每一公告推文便達 70-100 篇，眾布

迷在版上利用推文功能點歌，架設電台的布迷有時也透過電台，以扮演 DJ 的方

式跟布迷說話，宛如深夜布袋戲音樂網，布迷一邊開著電台，聽布袋戲歌曲，點

選推文，在空中、網路間與其他布迷共享迷與迷之間遠距離相處陪伴的夜晚。 

BBS 由於操作介面簡易，且是全國大專院校學生集結之地，布袋戲版

（Palmar_Drama）於此可見年輕布迷族群之討論區及創作。該版討論文章豐富，

更新快速，並有版主整理之精華區，包括布袋戲歷史源流、霹靂系列、天宇系列、

金光系列等，其中對霹靂布袋戲各劇集單元有完整收錄，並整理布迷對人物、組

織、武功招式、兵器、名人語錄、音樂、週邊商品、創作等精華區，提供布迷查

詢之用。布袋戲連線版提供布迷資訊交流、迷活動發展之園地，從該地流傳對布

袋戲角色的暱稱有時為官方所挪用，許多關於官方的八卦消息也從此傳出，廣為

布迷周知，布迷也藉此版宣洩對週邊商品、劇情、官方的不滿，藉由文字發表、

推文、回文的行為，達到身為布迷族群一份子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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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yam 天空部落格系統（http://blog.yam.com/） 

原布袋戲 cos 界及布袋戲迷們的部落格聚落，是集中在「星光大道

（http://www.starblvd.com/），論者所訪問的戲迷當中有半數知道以往星光大道是布

袋戲迷的群聚處，也是他們固定瀏覽的網域，而其中有 7 位受訪者在星光大道擁

有自己的部落格。自從 2005 年 5 月星光大道宣布收費之後，布袋戲迷大舉遷移

「天空部落格」或其他網域的免費部落格系統，而遷居在天空部落格的 coser 和

布袋戲迷 多，天空部落格至今成為布袋戲 cos 界及布袋戲迷的大本營。根據論

者所訪談的結果，大部分是以「好康倒相報」方式，而主要原因則是星光大道開

始收費之後，自然促使原本的使用者轉向其他免付費的部落格網域。「天空部落

格」隸屬於「天空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原為「網路數碼公司 webs-tv」，為目

前國內 大寬頻影音服務系統。在 2006 年與「Giga ADSL」、「蕃薯藤 Yam.com

」、「臺灣百視達」等品牌合併之後，於 2007 年正式更名為「天空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yam 天空」成為識別符號。 

「yam 天空部落格」聚集龐大的布袋戲迷、cosplay 玩家、小步娃娃迷、SD

娃迷等，由於布袋戲與 cosplay 在此網域擁有龐大族群，因此在部落格分類上，

於「戲劇/舞蹈」一類將布袋戲列為其中一類，另「家族/同好」一類也將同人誌

列入。另外，相簿分類當中，也將「布袋戲迷」與「cosplay」列入類別之中。布

迷經由「好康倒相報」和尋找同好的動機之下，使得「yam 天空部落格」成為國

內布迷 大聚集地，布迷在該系統成立自己的部落格，布迷後援會、木偶工作室、

cos 服店家、甚至霹靂布袋戲編劇「三弦」也將部落格設籍於此，形成布迷網網

相連之區塊。「yam 天空部落格」頁面可以選擇變化多種樣式，使用者也能自行

設計版面，其首頁及管理使用介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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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yam 天空部落格使用介面一（首頁，布迷 H 天空部落格） 

 
 

表四 yam 天空部落格使用介面說明 

 

項目 功能 備註 

 

日記 發表文章 天空部落格的六個分類項目都可以隨使用者喜好將名稱更改

，此功能讓許多布迷將選項更設為更具「布袋戲味」的名稱。

除「好友選項」之外，其他項目都設有留言功能。 
網誌 發表文章 

播客 傳送音樂檔、影像檔 

相簿 上傳相片 布迷及布袋戲 cos 界的天空部落格使用者，「相簿」使用率

高的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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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 好友列表 /人緣列表 好友列表：使用者所加入的好友，限天空部落格使用者。網頁

介面上會出現其他使用者的個人相片，只要點選便可進入其部

落格空間。 

 

人緣列表：此分類則顯示其他天空部落格使用者將你加入「好

友」，也會出現其他使用者的個人相片。 

 

留言

版 

留言使用 若留言者為天空部落格使用者，便可透過其顯示相片直接點選

進入他的部落格，有「私密留言」功能，限格主才能讀取留言

。 

 

 

 

「yam 天空部落格」在頁面上看起來明亮清楚，各分類選項放置醒目，讓使

用者便於點選。上一節所提到之布迷後援會活動，除了在「EPILI 霹靂網」後援

會看板宣傳之外，「yam 天空部落格」系統也是布迷宣傳後援會活動的管道之一

。主辦者在自己部落格網誌、日記張貼後援會活動公告，並發動幹部於各布迷部

落格留言版張貼活動訊息，只要是「yam 天空部落格」使用者，留言時便會在版

上顯示相片，布迷藉由觀看留言與點選該留言者相片瀏覽其部落格，形成密密綿

綿的布迷聯繫網絡。另外，「相簿」功能在布迷及布袋戲 cosplay 天空部落格是

不可或缺之物。Cosplay 此一展演活動，「照片」是必備的元素，也是 coser 擁

有成就感之來源。在 cosplay 主題相簿中，可分為展演者、拍攝者，進行展演活

動的 coser 於活動之後，將拍攝者所提供的照片整理放置；或如上節「cosplay 之

異想國度」所述，某些 cosplay 玩家會自行穿戴全套行頭，至適當地點進行私拍、

試拍、外拍，如布迷 F、K、L，會挑選特定場景、場地拍攝臨場、情境式的照

片，搭配劇中角色設定，將劇情的橋段真人上演、或自行編排橋段，以「製作作

品」的方式外拍，作品名稱如《鏡花水月》、《羽扇飄搖》、《冷峰絕劍》等，

經過整理、後製軟體加工之後，置於網路相簿上，提供同好點選，完成品經常吸

引上千、上萬人次點選。 

除作為展演者的 coser，另有身為拍攝者布袋戲迷、cosplay 同好、與專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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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cosplay 的專業攝影師。拍攝者也是一個記錄者，他幫助正在辦活動的戲迷和

正在進行展演活動的 coser 拍攝他們的照片，除了拍照自己感興趣的 coser、戲偶、

布袋戲活動照片之，之後透過網路 email、相簿圖檔下載，分享、交換、提供照

片給其他的迷和當日只能表演無法拍照的 coser。而作為分享、交換、提供等網

路活動的中介即是「留言版」。該系統留言版有「私密留言」功能，提供不想將

留言讓其他網友觀看的選項，讓布迷在網路中仍保有私人空間。論者訪問之布袋

戲 cosplay 玩家在「yam 天空部落格」系統皆擁有自己的部落格，甚至為執事的

後援會成立後援會專屬的部落格，「yam 天空部落格」實為布迷與布袋戲 cosplay

玩家 大集散地。 

經常穿梭於各大小布袋戲活動的布迷 E，是戲迷圈內眾所周知的「拍攝、記

錄者」，幾乎每週末後援會活動聚會、同人誌販售會都可見到 E 的影子，而他樂

於擔任 cosplay 玩家的拍攝者，並經由交換、提供照片結交布迷朋友。E 每為一

個 coser 拍照完畢，定會趨前詢問暱稱（多為布迷特有武俠風暱稱），接著花上

2~4 星期的時間進行後製、整理，才將相片上傳、開放、註明 coser 為誰，而後

前往其他布袋戲迷部落格留言版留言，以文字說明，例如「4.21 日佛會外拍的照

片弄好了，歡迎有空逛逛」，經常見到「裝可愛」型的留言如「安安：相簿新增

1. 4/21 佛會外拍、2. 4.22 赦會外拍，歡迎賞照^^」等，親切感倍增。論者發現，

使用天空部落格相簿的布袋戲迷之間有不成文的規定，是基於禮貌、尊重的態度

供布迷遵守： 

 某些拍攝布袋戲者會在相簿註明「限 coser 取照，其餘未經同意，請勿

轉載」字樣，或者標明欲取照片者必須留言告知； 

 Coser 取回照片時，多會在照片底下註明「感謝 OO 拍拍」、「攝影：

OO」、「感謝 OO 提供照照」等字樣，尊重原拍攝者。 

此兩項不成文規定在布迷族群形成，無形中規範布迷的網路行為。論者所觀

察的留言版，當布袋戲迷收到「歡迎賞照」的留言，會禮貌上的回覆留言如「安

安：去看過照片了，謝謝喔！」或是有 coser 會回覆「謝謝你的拍拍喔！」而看

照片又有「踩照」一說等。除前述布迷族群之間存在不成文的規範以外，另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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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明顯特徵即是「語氣使用」。留言版上分享照片、回覆留言的布袋戲迷的口氣

，皆偏向裝可愛、禮貌、友善的態度，因此「安安」、「拍拍」、諸多語尾祝詞

如「喔」、「呀」、「阿」、表情用語和表情符號，除文字之外增添生動的表情

符號與親切感倍增的語尾祝詞，是布迷留言版中常見的語言符號。 

 

 開心「^0^」、「~(￣▽￣)~」 

 大笑「XDDDDD」 

 無奈「╮(﹀_﹀")╭」 

 討厭「> <"」 

 驚訝「(⊙o⊙)」 

 糟糕「\("￣□￣)/ 」 

 豬哥「( ¯(∞)¯ )A」 

 裝可愛「o(‧"‧)o」 

 生氣翻桌「(／‵　′)／~ ╧╧」） 

在「yam 天空部落格」興起之前，「星光大道」是布迷族群設置相簿的 大

聚集地。該系統於 2005 年採收費之後，布迷大舉遷移「yam 天空部落格」系統

，蔚為奇觀。布迷在此設立一方之地，進行交流、分享、宣傳活動，展演者/旁

觀者兩角色時而互換，卻是相輔相成。相簿與照片是布迷共享的溝通機制，留言

版則是溝通中介。展演者藉由相簿作品達到被觀看的愉悅與成就感，拍攝者則藉

由提供照片、留言分享相簿結交布迷同好。 

第三節  小結 

霹靂布袋戲戲迷活動頻繁熱絡，除了布迷自發性活動以外，身為官方、生產

者的霹靂國際多媒體為布迷組織「霹靂會」，以特定贈品、月刊等福利吸引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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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將「霹靂會」定位在客服部門，主張該會是官方與布迷之間的重要聯繫。

霹靂會月刊是官方與布迷一同製作、投稿的 fanzine，將霹靂布袋戲長達 20 年的

劇集，以歷史性、資料蒐集、整理的方式，讓霹靂布袋戲擁有自己的歷史、比較

分析、檔案等，而這些檔案歸整，是靠著官方和布迷的共同整理、創作、累積而

成。霹靂國際多媒體舉辦大型活動時，以廣大後援會力量號召布迷前來捧場，在

得到金鐘獎、新產品推出等活動，邀請布袋戲 cosplay 達人站台撐場，營造出官

方組織與布迷的合作互惠氣氛。另外「EPILI 霹靂網」扮演著霹靂國際多媒體

新情報站以及布迷之間、布迷與官方之間的消息通訊站，無論是在免費網路資源

下載、布迷討論區等，官方與布迷之間的聯繫因為網路工具的使用而變得緊密且

透明。 

布迷在後援會、cosplay 活動、BBS 站、yam 天空部落格等，因為對劇集、

角色的喜愛而舉辦多種活動，進行 cosplay 展演、上網討論、分享、發表、創作

等。創作、生產、再製常見各布迷活動，布迷運用原有的霹靂布袋戲劇情符號，

重新創作作品，和其他布迷共享。布迷藉由後援會活動的過程，共享對角色的喜

愛，感受到布迷的熱誠是繼續舉辦活動的原動力；cosplay 活動展演者、拍攝者

的互惠交流，讓 coser 在經過一連串辛苦的準備，包括金錢、時間上的花費，

後於展演過程中得到成就感，拍攝者、旁觀者藉由觀賞、注視與照片、留言版的

交流彼此認識、互惠；BBS 站蓬勃發展的討論串、推文、創作、分析，從瀏覽、

分享中得到資訊，從一連串無俚頭、玩笑式的、加入推文的動作享受同為布迷的

歸屬感；yam 天空部落格的相簿、照片分享，cosplay 外拍作品製作，活動宣傳

等，布迷除了有自己的一方空間，還能經由加入好友連結、瀏覽文章、留言功能

認識其他同好，利用部落格系統作為活動宣傳工具等，以上所述各類布迷活動及

經常出沒的網域，彼此有交集相關，布迷利用這些網域幫助活動舉辦，分享布迷

活動，而網域所出現的討論詞彙、討論串、發表、分享、創作等，也會成為布迷

活動的題材。布迷與官方之間享有共同符號系統、溝通機制，以霹靂布袋戲劇情、

角色為依歸，成為連結官方與布迷之間的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