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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偶戲之創新發展：以「木藝堂」作品為例 

李安蓁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舞蹈學系 

摘要 

雲林虎尾是布袋戲的故鄉，每年舉辦的國際偶戲節

邀請全球各地偶戲團隊齊聚演出，本土偶戲在全球競爭

與當代觀眾觀賞需求中，需力求創新發展，尤其以在地

團隊「木藝堂」的創新製作在偶戲節中備受注目。近年

國內偶戲研究多以霹靂布袋戲為主，較少關注在地深根

團隊，因此，本文研究目的為：一、探究「木藝堂」之

創立與經營。二、探究「木藝堂」作品之在地文化元素。

三、探究「木藝堂」作品之當代流行元素。本研究從在

地與全球之文化理論觀點切入，透過相關文獻蒐集與訪

談法、參與觀察法，深入分析其創作作品之多種文化元

素。研究結果發現，在 2016 年雲林國際偶戲節「木藝

堂」兩首開幕晚會節目《神威家將》、《金銀雙秀——陰

陽師》創新結合操偶與舞蹈表現亮眼。在全球化的浪潮

下，以自身文化為基底，保留本土傳統製偶手法，自創

木偶融合本土藝陣八家將文化及日本動漫陰陽師，舞蹈

方面結合流行街舞及 cosplay 元素，音樂方面結合傳統

自編曲目與搖滾音樂，突破傳統布袋戲刻板的表演形

式，提供舞蹈與偶戲跨領域結合不同面向發展之嘗試典

範，其創新方式成功吸引年輕族群觀眾，帶動並延續在

地文化的發展與傳承。 

關鍵詞：木藝堂、布袋戲、雲林國際偶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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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雲林縣虎尾鎮為臺灣布袋戲文化之重鎮，擁有豐富的人文背

景，筆者成長於此地，時常參與廟會活動，觀賞酬神的布袋戲演出

及民俗藝陣八家將，深受廟宇傳統文化影響。筆者在大學舞蹈系期

間亦跟隨胡民山老師修習過臺灣舞蹈課程——八家將舞蹈，對充滿

神秘宗教色彩的家將深感興趣，八家將以類似中國武功的肢體表現

出家將威儀樣貌，令筆者印象深刻；大學畢業後，筆者進入雲林虎

尾「飛雲舞蹈劇場」工作，有幸參與舞蹈作品《偶戲人生》並擔任

舞者，該作品以古典舞水袖及現代舞元素融合編創，舞者模擬木偶

般被操控的型態，收放自如的動作質地，讓身體感受到木偶的操控

變化，並找來布袋戲主演黃世志1唸開場口白，這些經歷不斷累積筆

者對偶戲的興趣。該作於 2010 年榮獲雲林縣文化藝術獎舞蹈類首

獎，對筆者啟發良多。另外要提到虎尾的偶戲盛事，每年筆者觀察

雲林國際偶戲節中有許多布袋戲 Cosplay 角色扮演，其服裝造型華

麗無比，彷彿角色自劇中穿越，表演形式多以走秀的方式呈現，近

年來虎尾偶戲團隊「木藝堂」獨家製作八家將系列木偶，更結合

Cosplay 與操偶師的舞蹈表演，人與偶同臺演出，顛覆傳統偶戲的

表演形式，也為國際偶戲節帶來不一樣的風貌。 

二、研究動機 

雲林縣虎尾鎮知名布袋戲偶藝品店「木藝堂」，近年來研發出

許多自創布袋戲偶角色，並承接雲林縣「雲林國際偶戲節」之開幕

                                                 
1 黃世志出生於 1974 年，雲林縣北港鎮人，1989 年師承布袋戲大師黃俊雄，事

師 15 載，退伍後正式進入黃俊雄大師的木偶劇團、霹靂布袋戲公司工作，一

直到 2005 年離開公司，2007 年在北港成立「黃世志電視木偶劇團」，致力於布

袋戲教學與推廣，代表作品：《媽祖傳奇》、《樂活環保愛地球》、《霹靂九皇座》、

《天子傳奇》、《火爆球王》。文化銀行網站，〈「戲棚底下站久了，機會就是你

的！」十項全才黃世志，為布袋戲癡狂一生〉，http://bankofculture.com/archives

/3282，2017 年 12 月 23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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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策劃，「木藝堂」在 2014 年及 2016 年兩次邀約筆者編創其代

表性主題《神威家將》作品。「木藝堂」希望以舞者與操偶師互動

之形式編排此舞蹈節目，此作品創新結合偶戲與傳統藝陣八家將兩

大元素，內涵豐富獨到，遺憾筆者當時由於舞者及編排時間等考量

因素下無法承接；因此筆者於 2016 年主動參與國際偶戲節的開幕

晚會，希望能深入了解目前偶戲節的演出形式，發現「木藝堂」除

了《神威家將》作品之外，還有另一代表作《金銀雙秀——陰陽師》，

兩首創作皆由操偶師與舞者共同粉墨登場。至於提及兩者千秋，《神

威家將》的傳統藝陣八家將具有本土化特色，結合兒童街舞呈現；

而《金銀雙秀——陰陽師》則具有日本動漫風格，結合 Cosplay 呈

現。兩個作品成功吸引觀眾目光，大受好評。2近年來國內偶戲論文

研究多以霹靂布袋戲為主，較少關注在地偶戲團隊，因此本文選定

近年來常態性參與雲林國際偶細節且有不同創新作品的「木藝堂」

作為研究對象，以深入分析其所嘗試的創新風格與方向。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雲林國際偶戲節中表演團體新編節目之創新

發展，以 2016 年雲林國際偶戲節開幕晚會中，「木藝堂」創新呈現

的兩首作品《神威家將》、《金銀雙秀——陰陽師》做為研究對象，

探究作品如何轉化傳統演出模式，結合全球流行文化元素，提升其

表演藝術層次邁向更精緻化、專業化的演出形式，以能與其它國際

團隊同臺爭豔，並喚起年輕觀眾族群對偶戲的喜愛。本文的研究目

的如下： 

（一）探究「木藝堂」之創立與經營 

（二）探究「木藝堂」作品之在地文化元素 

（三）探究「木藝堂」作品之當代流行元素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深度訪談法、參與觀察法為研究方法。藉

                                                 
2自由時報網站，〈雲林國際偶戲節開幕晚會，人偶同臺好戲不斷〉，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50574，2018年 1月 30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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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收集文獻資料，彙整理論及雲林偶戲相關資料，透過文獻整理，

使筆者更深入研究領域。深度訪談於 2016 年 11 月 26 日及 2017 年

6 月 28 日進行，共兩次訪談木藝堂創辦人方志銘，透過訪談瞭解其

經營狀況及創作理念。參與觀察法為筆者實際全程參與 2016 雲林

國際偶戲節，觀察木藝堂的演出作品，並運用本身舞蹈專長進行分

析與建議。 

貳、文獻回顧 

一、臺灣布袋戲發展脈絡概況 

（一）傳入時期 

謝中憲在《臺灣布袋戲發展之研究》一書中，藉由史料互

相比對印證，考證布袋戲傳入臺灣的時間，提出布袋戲最晚在

1874 年前傳入臺灣，從移民史考究下，布袋戲在乾隆、嘉慶年

間，與許多閩南戲曲隨著移民潮一同進入臺灣，在清領時期臺

灣布袋戲的流派，分別為泉州南管布袋戲、漳州南管白字戲、

潮調布袋戲，在 1875 年則以武戲為主的北管布袋戲為主流。3 

陳龍廷提出臺灣布袋戲早期的發源地來自兩百年前的漳

州、潮州、泉州等地，隨著移民社會的時代變遷，臺灣發展出

獨特的風格及承傳系統，如世界派、新興閣、五洲園等。4掌中

戲藝人在十九世紀中期隨移民渡海來臺，定居演出並開班授

徒。此時傳入臺灣的布袋戲，是屬於中國內地風格的傳統布袋

戲，演出劇本多為家庭倫理公案戲、與歷史戲等為主。 

（二）日治時期 

1895 年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

讓給日本後，進入日治時期。當時布袋戲在戲院演出稱為內臺

戲，在野臺演出稱為外臺戲。在日治前期尊重舊慣的政策下，

布袋戲發展活躍，主要發展為劍俠戲，演出劇本不再僅限於古

                                                 
3 謝中憲，《臺灣布袋戲發展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34-40。 
4 陳龍廷，《臺灣布袋戲發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2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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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而是以江湖豪傑身懷絕技打擊邪惡的故事。5由此可知劇本

開始本土化編排，對日後布袋戲流派有重大影響，接著日本施

行皇民化運動後，布袋戲受到嚴重威脅，在臺灣演劇協會嚴密

監控下，不能再演中國戲，必須演皇民劇以利政治宣傳。由此

可知日治後期在政策的影響下，布袋戲改變演出模式並迎合當

局的要求，在夾縫中努力求生存。 

（三）終戰後時期 

在 1945 年日本戰敗後，政權交給國民黨政府，布袋戲因此

解放回到以往榮景。在國民黨控制下，出現了反共抗俄劇，其

劇需符合政府政策、三民主義等、不妨害風化。1947 年二二八

事件後外臺戲禁演一段時間，此時布袋戲進入內臺戲演出，門

票收入也是當時的商業考量，對布袋戲團來說是很重要的收入

來源，也發展出具聲光特效的金剛戲。 

1960 年代布袋戲表演由野臺進入戲院，因此更加著重視覺

效果，五洲園第三團的黃俊雄大師，在 1958 年布袋戲電影「西

遊記」中開始將布袋戲偶改良加大，將八寸身長改成一尺四寸，

更在 1963 年「世界大木偶歌舞特藝團」首演中將木偶的尺寸改

為三尺三寸，做了大膽的嘗試與創新。6由此可知，臺灣布袋戲

的木偶製作，隨著時代的不同及舞臺的變化需求，不停的在轉

變，這樣順應環境自創木偶的發展，直到當代仍可見其影響。 

1970 年隨著電視臺開播的影響下，布袋戲在戲院逐漸沒

落，進而轉往祭祀酬神的外臺戲及廣播布袋戲發展。71985 年後

出現錄音布袋戲，多為酬神還願的外臺戲演出，為了增加收入

及場次，將口白音樂轉變錄音帶播出。由此可知當時演出的錄

音布袋戲只剩操偶技術而已，在各劇團惡性競爭下及現今多元

娛樂衝擊下，布袋戲逐漸沒落。 

（四）近代時期 

                                                 
5 謝中憲，《臺灣布袋戲發展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62-88。 
6 陳龍廷，《臺灣布袋戲發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25-164。 
7 謝中憲，《臺灣布袋戲發展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13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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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戲在電視布袋戲興盛之後，布袋戲又回野臺劇場型

態，在神明誕辰、謝神還願及節慶場合演出，少數劇團偶爾也

在藝術文化場合表演。近年來第四臺霹靂電視頻道播出「霹靂

布袋戲」劇集，造成一股流行風潮，吸引戲迷組織成立後援會，

各地學校社團也紛紛開課，有些大學院校的通識課程也開了「霹

靂布袋戲藝術欣賞」的課。8因時代變遷迅速，當代全球速食文

化突起，多元娛樂的影響下，觀眾逐漸流失，現今除了第四臺

的霹靂布袋戲還有播映外，其他布袋戲劇團僅剩在廟口為宗教

禮俗服務演出的市場。 

臺灣經過本土化的過程中，布袋戲的風格特質已不同於中

國的布袋戲。9臺灣布袋戲已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樣貌，並開始以

在地文化做為創作發想，例如嘉義「三昧堂」創意木偶團隊，

是以自創木偶為主要發展的偶戲團隊，設計靈感從本土傳統藝

陣文化中取材，創作一系列「官將首」神將木偶，是致力於結

合在地文化推廣布袋戲的臺灣知名偶戲團隊。此外，霹靂布袋

戲是臺灣在 1990 年代之後，結合創意將文化產業本土化的典

範，並且在 2005 年行政院新聞局舉辦「尋找臺灣意象」活動時，

霹靂布袋戲以高票拔得頭籌，榮獲「臺灣意象」代表，10使得布

袋戲重新獲得人們的重視。 

二、雲林偶戲知名團隊之發展背景 

（一）「新興閣」劇團 

雲林偶戲主要分為閣派與五洲派，閣派為西螺「新興閣」，

開臺祖為來自福建漳州的鍾五，開山祖師為鍾任祥，鍾任祥十

三歲自組「新興閣」戲班，開始聲名遠播、授徒無數，最擅長

                                                 
8 金清海〈臺灣偶戲的過去現況及未來展望〉，《臺灣偶戲藝術：雲林國際偶戲

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2004）：10-28。 
9 陳秋虹，〈臺灣偶戲藝術鑑賞課程設計與運用〉，《正修通識教育學報》，8，（臺

北，2011）：135-179。 
10 2006 年「SHOW 臺灣!尋找臺灣意象系列活動」前五大意象分別是布袋戲、玉

山、臺北 101、臺灣美食及櫻花鉤吻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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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武打的劇目。其子鍾任壁於 1953 年自組第二團「新興閣」，

於嘉義文化戲院演出大受歡迎，1991 年榮獲教育部頒發「民族

藝術薪傳獎」，1984 開始多次受邀至各國演出，鍾任壁因演技受

各方肯定，因此有許多慕名而來學徒。其徒弟陳漢忠創辦《阿

忠布袋戲》，上過無數綜藝節目。 

（二）「五洲園」劇團 

五洲派則為虎尾「五洲園」，鼻祖為黃海岱，師承其父黃馬，

黃海岱二十多歲時將中國章回小說改編為劍俠戲，成為當時布

袋戲的主流，黃海岱一生獲獎無數，1986 年榮獲教育部第二屆

民族藝術薪傳獎，1999 年榮獲全球中華文藝藝術薪傳獎、終身

奉獻獎，2007 年雲林縣議會將黃海岱生日 1 月 2 日定為「雲林

布袋戲日」。11 

（三）「真五洲」劇團 

1933 年出生於雲林虎尾的黃俊雄，為黃海岱之子，成立「真

五洲」劇團，在 1958 年至 1968 年陸續拍攝三部布袋戲電影，

但票房不佳。1963 年黃俊雄成立「世界大木偶歌舞特藝團」，將

布袋戲結合現代化聲光科技、機關佈景、改良木偶等。12陳龍廷

（2007）也指出黃俊雄大膽地將木偶改為「三尺三寸大木偶」，

但對於當時觀眾來說，接受度不高。由此可知黃俊雄師是個勇

於嘗試，且能因應時代求新求變，雖然不是很成功，但對於傳

統布袋戲而言是一大突破，也奠定了未來朝電視發展的基礎。

1970 年 3 月在臺視播出黃俊雄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受到全

國民眾的熱烈迴響，一共演出五百八十三集，創下高收視率紀

錄，卻在 1974 年 6 月立法院以「妨害農工作息」的罪名禁播臺

語布袋戲，轉為國語布袋戲，至 1982 年開始改為國臺語方式輪

流播出，最後黃俊雄在 1989 年後退出無線電視臺，往製作布袋

戲錄影帶發展。13 

                                                 
11 謝中憲，《雲林布袋戲誌》（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處，2011），50-69。 
12 謝中憲，《臺灣布袋戲發展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174-175。 
13 謝中憲，《臺灣布袋戲發展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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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霹靂布袋戲」劇團 

霹靂布袋戲的經營策略為行銷包裝、文創結合、多元視野，

讓霹靂在臺灣娛樂界成為新興潮流；霹靂布袋戲的特點有口白

音色、編劇手法、操偶技術、服裝雕刻、音樂布景、聲光特效，

其中聲光特效大量使用現代科技，使布袋戲影像更加震撼，更

引進美國電影的拍攝手法及電腦動畫特效，製作出《聖石傳

說》、《奇人密碼——古羅布之謎》等布袋戲電影作品。14由此可

知霹靂布袋戲在當代的演出形式，不僅出現在電視或錄影帶

上，更以高規格的拍攝技術提升布袋戲電影的演出方式，擴展

到國際上，布袋戲電影配音也出現日語、英語等各國語言，引

領臺灣布袋戲往國際化發展。 

三、提升全球能見度的雲林國際偶戲節 

雲林縣政府於 1999 年舉辦第一屆「雲林國際偶戲節」，為全臺

最具規模的布袋戲展演節慶，發揚本土偶戲文化與現代技藝，建構

布袋戲交流平臺，與國外偶戲團隊相互觀摩學習；同時重視文化傳

承，培養幼童及青少年對傳統藝術的認知，以多面向學習體驗來延

續布袋戲的藝術生命，為一項兼具現代與傳統及多元偶戲文化的藝

術節慶活動。15 

布袋戲在新時代生活娛樂多元化的衝擊下，野臺形式的布袋戲

已逐漸消逝，因此雲林縣每年舉辦「雲林國際偶戲節」推廣文化活

動，在 2014 年開幕演出節目中結合音樂、舞蹈、戲劇等團體以布

袋戲為主體共同創作，表演模式融合古典掌中戲、電視劇木偶、北

管、琵琶、舞蹈、搖滾樂及布袋戲人形（Cosplay）表演，各種表演

藝術將傳統藝術劇場化，16突破傳統既有框架，展現無限創意、令

                                                 
14 葉嘉中，〈臺灣布袋戲的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有鳳初鳴年刊》，10，（臺

北，2015）：273-295。 
15 張佳皓，〈偶‧戲‧節：雲林國際偶戲節中臺灣布袋戲之文化意涵研究〉，雲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16 張佳皓，〈偶‧戲‧節：雲林國際偶戲節中臺灣布袋戲之文化意涵研究〉，雲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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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耳目一新的布袋戲，成功獲得觀眾熱烈好評。 

布袋戲在多元的發展與嘗試中，劇團可參酌的模式有：cosplay

角色扮演、傳統戲曲的結合、開創文創商品、增加演出或展覽的機

會。17在 cosplay 角色扮演的模式中，扮演對象從動漫、電影、電玩、

小說到布袋戲人物，「無限人形劇場」為長期與霹靂布袋戲合作演

出的 cosplay 劇團，其配合的演出形式有兩種，一種是以自由風或

現代舞蹈的方式演出、一種為布袋戲歌曲演唱會模式，在歌手演唱

時由布袋戲偶及角色扮演者一同詮釋歌曲意境演出。筆者觀察到這

兩種演出方式，出現在每年雲林國際偶戲節開幕及閉幕晚會的演出

節目中。cosplay 現代舞蹈的演出方式中，葉嘉中特別提出若能加上

傳統武術之套路及傳統戲曲之腳步手路，便可以引起戲曲界的關心

及重視，開發不同的觀眾群。18筆者對此觀點十分贊同，cosplay 需

嘗試脫離走秀的形式，並依據其所扮演角色加入現代舞蹈及傳統古

典舞，增加動作技巧性及豐富結構畫面，為當代布袋戲的演出方式

增加藝術美感。 

四、發展偶戲為臺灣在地特色的全球化脈絡 

臺灣身為一個歷經航海時代、殖民與具重要戰略地位的島國，

長久以來深受全球文化之影響；近代特別受到美國文化的衝擊，從

電視電影等大眾流行媒體，到歌舞劇、現代舞等表演藝術，多以美

國文化做為追求臺灣國際化全球化之目標與標準。早期研究全球化

現象往往只注重在跨國商品與流行文化造成的同質化現象，如劉俊

裕指出「全球化的論述，文化研究領域，學界則著重全球資訊傳播，

以及可口可樂化、麥當勞化等世界文化同質化或制式化的問題。」
19也就是說「文化商品」能夠跨國生產、複製與流通的過程，改變

                                                 
17 葉嘉中，〈臺灣布袋戲的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有鳳初鳴年刊》，10，（臺

北，2015）：273-295。 
18 葉嘉中，〈臺灣布袋戲的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有鳳初鳴年刊》，10，（臺

北，2015）：273-295。 
19 劉俊裕，〈文化全球化：一種在地化的整合式思維與實踐〉，《國際文化研究》，

3.1，（臺北，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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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消費習慣，讓人們不知不覺對全球化的商品難以抗拒。這種

研究觀點，主要探討從傳播媒體的有線電視到網際網路，跨國界流

動不斷以各種意識形態讓全世界打破疆界，趨向全球化。20 

然而，近期全球化現象之研究，開始轉向在地文化與全球流行

文化對話、妥協、抗拒與協調過程下所創造的多樣在地文化與其產

品，強調對在地社群在全球化時代進行創新轉化的研究，進而認同

在地社群的有機性與創意。如同踢踏舞雖然是來自美國的表演藝術

文化，但臺灣舞者藉著國際交流並與在地文化特色結合，以身體實

踐方式慢慢創造出在地特色，是個在地實踐轉化的過程。21更有甚

者，許多在地藝術家重新回歸自身在地文化研究，進行創造與轉

化，融合在地特色並具備全球架構思維的動態關係，而採取的「全

球視野、在地行動」。22如臺灣的「雲門舞集」藝術總監林懷民以「彈

性」的智慧融合各種創作元素，兼顧了在地文化特色，並以臺灣為

出發點，創作出反應世界脈動的舞作。23由此可知，臺灣當代舞蹈

創作能從在地文化境況出發，彈性地融合東方與西方多種文化元

素，轉化太極、冥想、觀想、氣功等在地文化特色，而成為能登上

全球舞臺焦點的在地特色創作。 

而本研究所關注作品的發表場合——雲林國際偶戲節，也是一

個在地傳統文化社群尋求與當代品味與全球流行文化接軌的一個

重要實踐場域。雲林布袋戲的發展過程，從過去一般人生活中的傳

統街頭表演藝術娛樂活動；歷經因大眾媒體發展而日趨沒落失去舞

臺；到霹靂布袋戲努力融合當代科技與品味編製而開拓電視與電影

的市場，重新獲得當代年輕人的喜愛；而至政府結合在地資源與國

                                                 
20 廖炳惠，〈本土化與全球化的挑戰〉，《新世紀智庫論壇》，22，（臺北，2003）：

36-43。 
21 劉孝宏，〈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身體實踐：以臺灣踢踏舞舞者為例之分析〉（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12。 
22 賴兩陽，〈全球化，在地化與社區工作〉，《社區發展季刊》，107，（臺北，2004）：

120-131。 
23 林亞婷，〈舞在全球化的時代：由臺灣舞向國際的雲門舞集〉，《舞蹈研究與臺

灣：新世代的展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2001.9）：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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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相關偶戲藝術團體，企圖將臺灣在地偶戲成果推向全球注目焦點

的雲林國際偶戲節。作為在地表演藝術特色的雲林偶戲，已進展到

企圖將在地文化特色推向國際舞臺的「在地行動」。因此，探討雲

林國際偶戲節中表演團隊「木藝堂」的作品，如何運用來自日本、

美國等全球流行文化元素，以臺灣原有偶戲文化為主並彈性運用各

種元素進行創作，展現出具備全球視野的在地文化特色創新，是本

文切入分析的面向。 

參、雲林偶戲的新星——木藝堂 

一、「木藝堂」創辦人 

創辦人方志銘出生於 1984 年，畢業於斗六家商，家中經營流

水席外燴辦桌事業 25 年；其叔公方清祈與黃海岱、鍾任壁、廖萬

水等布袋戲大師，曾榮獲教育部「薪傳獎」，方清祈於 1946 年成立

「鳳舞園劇團」在全省戲院演出，至 1962 年更改團名為「今古奇

觀掌中劇團」，方清祈與其三子共同經營劇團，人稱「方家班」。因

此方志銘從國小便開始搜集電視布袋戲木偶，當時是雲林虎尾黃俊

雄大師開創電視布袋戲的蓬勃發展時期，無論是看電視劇亦或是租

錄影帶，方志銘跟著父親看遍黃家所出的每一部布袋戲影集。因此

慢慢累積對布袋戲偶濃厚的興趣和熱情，出社會工作後也持續租布

袋戲錄影帶及搜集霹靂布袋戲木偶，當作工作之餘的消遣娛樂。24由

此可見傳統布袋戲文化已經深深扎根在方志銘的生活裡，即使進了

工作職場，仍念念不忘布袋戲的夢想，終於在 2012 年開設「木藝

堂」藝品店，將過去所搜集近百尊的布袋戲偶展示之外，也提供喜

愛布袋戲的朋友一個共同交流的空間。 

二、「木藝堂」創立與經營 

方志銘在 2012 年於雲林縣虎尾鎮開設「木藝堂」藝品店，方

志銘表示是將自己的興趣與藝術結合，因此命名為「木藝堂」，意

指木雕藝術的殿堂，也就是布袋戲木偶與臺灣檜木雕刻藝術品結

                                                 
24

  方志銘口述資料，訪問日期：2017 年 6 月 28 日，地點：木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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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初方志銘在店裡擺放從小收藏的布袋戲偶供人觀賞，漸漸地

方志銘開始嘗試發展並創作屬於自己的布袋戲偶，開發出許多客製

化木偶系列角色；從木偶雕刻、造型、服飾等，皆經由木藝堂設計

團隊共同商討創作；成員包括雕刻師、造型師、偶衣師、道具師（配

件）及墨月雲煙工作室等。25近來更結合地方特色，自創一系列八

家將和三國爭霸時期重要角色戲偶，並積極致力讓「木藝堂」成為

南北各地布袋戲迷交流平臺，帶動布袋戲文創風潮。 

（一）團隊組織架構圖 

 

圖 1 「木藝堂」團隊組織架構圖 

圖片來源：作者整理 

（二）演出經歷 

「木藝堂」2016 年至 2017 年在雲林布袋戲館辦理策展活

動，結合現代裝置藝術，以主題式將自創木偶陳列展覽。26國內

演出經歷：2013 年舉辦木藝堂首部外拍「秋風迎偶藝成大梟雄

聚」、2014 年至 2017 年參與雲林國際偶戲節——戲偶大會師及

開閉幕表演、2017 年參與雲林 2017 臺灣燈會記者會及宣傳片拍

攝；國外演出經歷：2016 年受邀參加大陸廈門國際數字互動娛

樂博覽會、2017 年受邀參加大陸廣州 YACA 51th 春季動漫展、

                                                 
25 方志銘口述資料，訪問日期：2017 年 6 月 28 日，地點：木藝堂。 
26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雲林布袋戲館〉，http://tour.yunlin.gov.tw/huwei/  

news/index-1.asp?id=813，2017 年 11 月 2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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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廣州「廣府廟會」動漫分會文化講座；文創產業方面也開

發出木偶系列的周邊商品：神威家將系列的八家將 Q 版衣服，

以及迷你的Ｑ版偶：陰陽師系列 Q 版偶及墨龍武介 Q 版偶。27 

三、「木藝堂」作品介紹 

木藝堂在 2016 雲林偶戲節中展演的作品《金銀雙秀——陰陽

師》、《神威家將》，結合了操偶師與舞者的創新表演，獲得觀眾一

致肯定，以獨特的表演形式，在國際偶戲團隊中表現吸睛。以下為

兩首作品的介紹： 

（一）《金銀雙秀——陰陽師》 

由 cosplay 兩位舞者身著與陰陽師木偶一模一樣的服裝，手

持日本傳統十骨扇，扮演木藝堂自創角色之望月天一、星野苑

海。一開場兩位舞者各自端坐在舞臺兩側，以緩慢細緻的動作

轉動十骨扇、揮動長袖，表現日本舞踊的優雅姿態，雙人交錯

變化隊形，展現出陰陽兩極的對立。兩位操偶師在舞碼進行的

後半段進場，此時舞者不動，手持陰陽師木偶的操偶師走到臺

前，展演精湛的操偶技術，讓木偶宛如真人栩栩如生；接著與

舞者互動，例如望月天一的操偶師走向星野苑海的舞者，作出

人與偶的對應動作，讓這首作品增添了新奇創意，最後舞者打

開十骨扇亮相，展現陰陽師之威嚴氣勢，操偶師則繼續擺動木

偶至燈暗，具有神秘氛圍。 

（二）《神威家將》 

一開始舞臺上由手持刑具爺木偶的操偶師帶領下，八位操

偶師手持八家將木偶陸續進場，操偶師則依照八家將的角色，

成對出場展現操偶技術，例如七爺與八爺的操偶師，走向觀眾

展現精彩的過招，呈現家將帥氣英姿；而舞臺下九位可愛的小

舞者則是手持羽扇扮演家將，身著統一的民俗表演服陸續進

場，以街舞融合武功的方式展現家將特色。接著小舞者上臺與

操偶師共舞，小舞者以具有律動感的肢體動作，展現活潑可愛，

                                                 
27 蔡嘉紋口述資料，訪問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地點：木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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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家將操偶師中，讓畫面更加精彩豐富。現場觀眾對於日

常生活中的民俗藝陣八家將，轉化成舞臺上操偶師與舞者的表

演，紛紛給予肯定與讚美。 

肆、「木藝堂」作品之在地文化元素 

一、「木藝堂」自創木偶 

「木藝堂」自創木偶的身長約在 100 公分至 120 公分之間，方

志銘表示「自創木偶」從整體設計到製作皆是他對於新創角色產生

靈感，所延伸創作出的全新藝術作品，而非仿造電視木偶角色造

型。28在三國系列中的董卓角色，木藝堂製作出身長高達 160 公分，

仿若真人一般高度的木偶，在展覽中特別矚目，令人驚艷。操作木

偶部分，在偶頭與偶身內裝有特殊機關，如用拉棉線來控制眼睛開

闔、按扣板控制嘴唇的開合，左手使用天地同、右手使用鐵環以控

制木偶雙手及彎曲等動作。29木偶製作都是純手工打造，偶頭使用

材質為樟木，造型的話則是亞克力、PC 材料，還有金屬、水晶、

玉片等；從制模雕刻、烤漆上色到服飾配件等，工序繁多需慢工出

細活，除了雕工神韻十分傳神，衣服皮件都相當考究，讓木偶走向

更華麗及精緻化。 

木藝堂目前除了自創 200 多尊木偶，也將布袋戲偶「客製化」，

是近期較為新穎之作法。客群同為布袋戲戲迷，經由戲迷對新創角

色的概念提出，與木藝堂設計團隊討論出最喜歡的風格及創作元

素，搭配一條龍式的生產管道，讓客戶能精準掌握所想要的偶的特

色，打造屬於一尊自己心中獨一無二的自創布袋戲偶。木藝堂也為

雲林縣長李進勇客製化做了以他本人為模板的財神爺木偶，過年時

出來給鄉親發糖果，非常喜慶，其與陰陽師自創偶系列作品皆在

2017 臺灣燈會廣告上大放異彩（如圖 2）。 

                                                 
28 方志銘口述資料，訪問日期：2017/06/28，地點：木藝堂。 
29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雲林布袋戲館——布袋戲百科〉，http://tour.yunli

n. gov.tw/huwei/news，2017 年 11 月 2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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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雲林縣長李進勇與「木藝堂」客製化縣長財神爺木偶合影 

圖片來源：木藝堂提供 

二、《神威家將》自創木偶 

「家將」在此指的是廟會藝陣中的八家將，其組織成員有甘、

柳、范、謝四大將軍與春、夏、秋、冬四季大神，執掌捉拿罪犯及

趨吉避凶，其中謝、范將軍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七爺、八爺。另外神

明出巡時在兩側護駕的大仙尪仔陣，「尪仔」即指神偶，身長約有

成人的兩倍高，常見的神偶有七爺、八爺、千里眼、順風耳、彌勒

佛、太子爺、土地公等。30由此可見八家將中的「七爺、八爺」在

廟會藝陣中已有巨型木偶形式出現，神偶內部中空，讓人可以站在

裡面以肩扛抬，行進時神偶能大幅度地擺動雙手，演出方式與布袋

戲木偶大大不同。 

方志銘表示八家將木偶系列是取材自臺灣民俗藝陣，希望藉由

偶戲將臺灣傳統陣頭文化發揚光大。「木藝堂」八家將系列木偶角

色有：帶路的刑具爺以及甘、柳、范、謝四大將軍與春、夏、秋、

冬四季大神，共九尊家將木偶，偶頭上保留家將傳統臉譜樣貌（如

圖 3），偶衣造型加入許多華麗配件與盔甲，且每尊偶的服飾顏色不

同，如七爺身著白衣、八爺身著黑衣，一方面遵循傳統民間信仰規

                                                 
30 黃玲玉，〈從電音太子看藝陣的傳統與創新〉，《臺灣音樂研究》，22，（臺

北，2016.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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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一方面也明顯的區分及突顯出家將人物特色。 

 

圖 3 「木藝堂」自創木偶《神威家將》之臉譜 

圖片來源：木藝堂提供 

八家將木偶中八爺角色木偶的身長較短，跟其他家將木偶比較

起來明顯較矮，相反地七爺角色的木偶身長高度為最高。31由此可

知木偶製作過程是依照家將角色需求去調整比例，以符合角色身

份。在道具上也相當考究，每一尊木偶所持的刑具，都是將傳統家

將的刑具縮小製作出適合木偶的尺寸，並且比傳統刑具更華麗及精

緻化（如圖 4）。 

 

圖 4 《神威家將》九尊木偶於雲林布袋戲館展覽 

圖片來源：木藝堂提供 

                                                 
31 方志銘口述資料，訪問日期：2017 年 6 月 28 日，地點：木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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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陰陽師》自創木偶 

陰陽師系列木偶高度偏高，約有 120 公分，偶頭造型特殊，有

著如精靈般的尖耳朵，取材自日本傳統廟宇文化。陰陽師也就是日

本廟宇的驅魔師，道具為日本傳統舞扇——十骨扇，服飾上有高聳

的帽子及華麗的長裙襬，「木藝堂」藉由臺灣在地雕刻師成功塑造

出日本陰陽師神秘風格（如圖 5）。 

 

圖 5 《陰陽師》自創木偶於雲林布袋戲館展覽 

圖片來源：木藝堂提供 

近年來，木藝堂的自創木偶結合諸多人文藝術特色，自創一系

列木偶角色包括：臺灣在地文化的「神威家將」、日本元素的「陰

陽師」、三國群雄——「桃園三結義」之劉備、關羽、張飛及三國

系列——「董卓之亂」之董卓、呂布、貂蟬等。 

木藝堂的三國系列木偶結合現代木偶裝置藝術，目前正在雲林

布袋戲館展覽至 2017 年底，吸引本地及外地遊客一同來欣賞布袋

戲文化。木藝堂結合在地布袋戲技師共同打造木偶，運用不同主題

文化讓布袋戲偶更貼近民眾生活，讓民眾實際體驗布袋戲偶之美，

達到藝術下鄉、在地深耕的目的。 

由上述可知，即使運用原有傳統偶戲的故事與人物特色，木藝

堂仍大力突破原有的傳統偶戲人偶的限制，加上開發來自日本陰陽

師的人偶，創作出符合觀眾品味與適合民眾收藏或運用的各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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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兼具在地文化的保存同時也延續其生命力。雲林偶戲需重新挖

掘在地固有的地方特性，木藝堂運用多種元素重新展現在地傳統文

化，吸引並凝聚地方民眾對傳統文化布袋戲的重視。如同臺灣當代

民族舞蹈團體「臺北民族舞團」在舞作《香火》中轉化了傳統民族

舞蹈美學，將傳統藝陣文化成功移轉到舞臺上，並符合當代觀眾的

美學需求，而提高了在國際演出的競爭力與在地民俗藝陣的國際能

見度。32 

「木藝堂」在每年的雲林國際偶戲節中，不斷地研發創作精美

的布袋戲偶參與此盛會，在靜態的展覽中，以自創布袋戲偶主題角

色結合裝置藝術呈現，創意十足。身為臺灣代表表演藝術團體，木

藝堂的作品必須根植於原有在地文化傳統，轉化建構出在地文化特

色，才能與其他國際團體的文化特色區別開來，由此從在地實踐中

找回臺灣文化創新之可能性。其精緻而特殊的大型人偶，成為木藝

堂在雲林國際偶戲節中的一大特色。 

伍、「木藝堂」作品之當代流行元素 

一、結合當代流行音樂元素 

木藝堂結合在地文化及混搭搖滾音樂、動漫、cosplay、舞蹈等

流行元素，在多元的娛樂環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布袋戲除

了口白之外，歌曲也是非常重要的配角。兒時最耳熟能詳的是黃俊

雄布袋戲「史艷文與女神龍」片頭曲，由女歌手西卿所演唱的《苦

海女神龍》，近年來霹靂布袋戲開始為電視劇編創音樂，開啟了新

世代布袋戲配樂的新樂章。木藝堂結合在地音樂家們共同編創布袋

戲音樂，將布袋戲傳統曲風融合現代搖滾樂曲風轉化出新曲風，以

下是木藝堂在 2016 雲林國際偶戲節中展演的作品《金銀雙秀——

陰陽師》、《神威家將》音樂製作說明： 

（一）《金銀雙秀——陰陽師》是由木藝堂為陰陽師自創角色望

                                                 
32 張思菁，〈以身懷鄉：臺北民族舞團之在地根植與移轉軌跡〉，《臺灣舞蹈研究》，

9，（臺北，2014.12）：41-61。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q=%23%E6%9C%9B%E6%9C%88%E5%A4%A9%E4%B8%80


雲林偶戲之創新發展：以「木藝堂」作品為例 

49 

月天一、星野苑海所量身打造的音樂，具有日本古典風格，由臺

灣知名音樂家風采輪作曲。33 

（二）《神威家將》是木藝堂為八家將布袋戲偶所量身打造的音

樂，由木藝堂作詞及孫敬凡作曲，歌手劉昱賢所演唱，歌曲開頭

加入口白的唸法，後面則以搖滾樂的風格為主，充分展現八家將

威風凜凜的氣勢，並將甘、柳、范、謝等四位將軍及春、夏、秋、

冬四季大神等八位家將的職掌寫入歌詞中，由木藝堂創辦人方志

銘提供《神威家將》歌詞內容如下： 

孤魂野鬼 退散八荒 無主幽魂 速回墓塚 

媽祖出巡 有請神將 誰敢擋駕 提審閻王 

降神將阿 現神通 妖魔鬼怪退八方阿 

降神龍阿 顯神功 洗籤三聲不敢當阿 

甘將軍陰陽仔 柳將軍三角仔 雙手拿板批 起陣列頭批 

七爺謝必安 魚枷白羽扇 蝙蝠開面 一見大吉 

八爺范無救 令牌黑羽扇 潑猴顯相 善惡分明 

春大神 蓮花形 夏大神 葫蘆面 

秋大神 鵬鳥印 冬大神 現虎令 

顯威名 護眾生 日月行 鬼神驚 

天地狂 現八將 威嚇魍魎 腳步踏出風雲動 

降神將阿 現神通 妖魔鬼怪退八方阿 

降神龍阿 顯神功 洗籤三聲不敢當阿 

春大神 蓮花形 夏大神 葫蘆面 

秋大神 鵬鳥印 冬大神 現虎令 

顯威名 護眾生 日月行 鬼神驚 

天地狂 現八將 威嚇魍魎 腳步踏出風雲動34 

「木藝堂」為作品專門設計相關音樂，雖保留傳統八家將兵

器名稱及臉譜樣貌寫進《神威家將》歌詞裡，卻巧妙的將傳統布

                                                 
33 方志銘口述資料，訪問日期：2016 年 11 月 26 日，地點：木藝堂。 
34 方志銘口述資料，訪問日期：2016 年 11 月 26 日，地點：木藝堂。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q=%23%E6%9C%9B%E6%9C%88%E5%A4%A9%E4%B8%80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q=%23%E6%98%9F%E9%87%8E%E8%8B%91%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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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戲音樂結合流行搖滾樂，開創出新曲風。由於歌曲節奏明快，

歌詞簡潔有力，易琅琅上口，經由筆者觀察《神威家將》演出後，

現場許多觀眾對歌曲非常喜愛，因此「木藝堂」也陸續收到各地

觀眾來信詢問歌曲資訊。由此可見，布袋戲音樂結合當代流行元

素的編創設計，既能符合當代觀眾的品味，更能將在地文化特色

與全球流行元素接軌，在雲林國際偶戲節中漸漸嶄露頭角。另外

cosplay 角色扮演者也會跟隨「木藝堂」的創新作品，去製作自己

喜愛角色的服裝，並依其創作歌曲去編創舞蹈。 

二、融合日本流行文化與表演藝術形式 

臺灣受後殖民文化影響下，與日本有著緊密且文化交流頻繁的

關係，如同日本的 cosplay 角色扮演文化，在 1970 年代很快速的流

傳到臺灣來，cosplay 熱潮從日本延燒至臺灣。臺灣人一開始僅止於

穿上華麗的 COS 服模仿日本電玩動漫裡的角色，時至今日，世界

各地的 cosplay 愛好者愈來愈多，扮演對象從虛擬人物到現實偶像

皆有，形成 cosplay 全球化現象。35 

在《金銀雙秀——陰陽師》作品中，「木藝堂」以日本傳統廟

宇中的陰陽師為主題，與傳統技師們討論設計出獨一無二的陰陽師

系列木偶，並大膽地將傳統布袋戲表演結合日本流行文化元素

「cosplay 人形劇」，讓操偶師與 cosplay 共舞，突破傳統布袋戲既有

框架。如傳統的操偶師是隱身於彩樓內，只需專注在雙手的操偶技

巧上，而今站上舞臺成為露臉的演出者之一，需強化操偶師對表演

及舞臺的概念，並接受肢體訓練來穩定其操偶技術，以配合整體演

出架構及與舞者走位互動。「木藝堂」試圖讓操偶師脫離傳統框架，

走出傳統戲臺邁向國際舞臺成為表演者，也透過不同藝術工作者的

結合與磨合，將傳統戲臺上的偶戲逐漸轉化為國際表演藝術作品，

呈現多元表演藝術的全球思維。 

在《金銀雙秀——陰陽師》作品中扮演陰陽師角色的 cosplay

                                                 
35 白超熠，〈Cosplay 的視覺文化研究：一個後現代的文化論述〉，嘉義：南華大

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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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來自「無限人形劇場」，「無限人形劇場」從 1999 年布袋戲後

援會團體演出開始萌芽，擁有豐富的舞臺經驗；於 2005 年正式成

立劇場，並獨創「cosplay 人形劇」的戲劇演出方式。36「無限人形

劇場」在 2014 年開始與「木藝堂」合作，參與踩街活動及獨創布

袋戲作品，在每年的雲林偶戲節均有精湛表現，使 cosplay 獨特的

表演形式在布袋戲文化上愈來愈活躍，讓日本流行文化 cosplay 結

合在地偶戲成為一項另類的藝術文化。 

創辦人方志銘帶領著木藝堂團隊勇於嘗試創新，積極參與布袋

戲嘉年華——戲偶大會師、踩街嘉年華、開幕晚會等演出活動，其

作品《金銀雙秀——陰陽師》、《神威家將》，以獨特的創新表演形

式，表現吸睛獲得觀眾一致肯定。在雲林國際偶戲節的舞臺中，「木

藝堂」無論是靜態或動態展演，皆勇於嘗試結合多元文化創作，展

現對布袋戲文化的熱情，讓偶戲這項傳統在地文化經由創新轉化

後，散發能與國際偶戲團體同臺競技的魅力。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筆者每年參與雲林國際偶戲節，廣場中集結各地收藏家精美的

自創木偶，排列成壯觀的畫面，吸引來自各地的人潮。木藝堂每個

用心製作的表演節目，更是讓開幕式十分熱鬧，布袋戲文化風潮已

逐漸擴散開來。本文分析 2016 雲林國際偶戲節開幕晚會木藝堂的

作品《金銀雙秀——陰陽師》、《神威家將》發現，兩首作品皆為操

偶師與演員共舞，有別於以往在戲臺裡傳統的布袋戲，操偶師也從

幕後走到幕前，而成為結合偶戲文化特色的綜合表演藝術作品。《神

威家將》結合傳統布袋戲音樂和搖滾音樂為作品量身定做新樂曲，

成功將傳統音樂在地轉化成布袋戲新曲風；表演形式上則融合街

舞、現代舞、中國武功之舞蹈元素，並在流行舞蹈中保有在地特色

                                                 
36 無限人形劇場網站，〈劇團介紹〉，http://www.icosplay.com.tw/about.php，2017

年 6 月 26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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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家將肢體語彙，用身體轉化並實踐了在地文化特色，是一個展

現傳統文化特色並結合多元舞蹈表演元素的創新演出作品。《金銀

雙秀——陰陽師》則將傳統布袋戲偶結合日本流行文化「cosplay 人

形劇」與日本舞俑舞蹈，讓操偶師與 cosplay 演員共舞，突破偶戲

傳統表演形式框架，試圖把傳統偶戲與國際接軌，將傳統偶戲轉化

為一個表演藝術作品。「木藝堂」在國際偶戲節中嘗試結合多種表

演元素，豐富其在地內涵，增加互動性及可看性，符合觀眾的喜愛

需求，並與國際偶戲團隊交流下，「木藝堂」仍是最吸引觀眾目光

的團隊，為雲林在地文化增添風采。 

二、建議 

「木藝堂」自 2012 年成軍至今僅有短短五年，致力於偶戲成

為當代展演形式的創新發展，但可惜的是舞臺整體表演性尚未完全

顧及到，所以從筆者角度建議「木藝堂」增加表演藝術性與舞臺概

念，可以更臻完美。以下從服裝統整及動作表演觀點對兩首作品提

供一些建議，以供參考： 

（一）操偶師的演出服裝與角色確立 

由於當天演出天候不佳的因素，操偶師的演出服與鞋子均

被淋濕，導致出場表演的服裝不一致，也有操偶師穿夾腳拖上

場的狀況。由此可見，操偶師從幕後走到幕前，或許沒意識到

自己也身為表演者之一，且被觀眾全程觀看著。因此筆者建議

「木藝堂」：需強化操偶師對舞臺表演的概念、增加排練次數以

熟悉走位空間距離、設計製作操偶師統一演出服及鞋子，可讓

演出作品在視覺上能更有整體性。 

（二）肢體動作表演性之強化 

《神威家將》中較少使用羽扇，多半配合流行舞蹈的肢體

律動而擺動，筆者建議增加家將單手持扇向內外劃八字動作及

中國古典武舞動作，配合定點亮相展現威風氣勢，增進表演技

巧性及動作張力。《金銀雙秀——陰陽師》演員需穿增高 15 公

分的跟鞋來符合木偶身材比例，在動作及隊形移動上，因裙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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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長以致行走困難及動作侷限。建議演員學習中國古典舞小碎

步，增加隊形變化，將大振袖及十骨扇充分運用，翻轉 cosplay

走秀的形式，不僅能豐富結構畫面及表演性，更符合陰陽師施

展法術時千變萬化的視覺感受。 

（三）演員與操偶師的互動舞蹈編排 

兩首作品中演員與操偶師的關聯性，除了隊形上有些互動

外，在肢體動作互動則不明顯。建議操偶師修習舞蹈課程，增

加舞步的協調性，如《神威家將》可運用跑圓場的中國武舞動

作做隊形移動，使操偶師能穩固手中戲偶，不致影響操偶表現；

此外操偶師與演員可嘗試共同舞出八家將基本的踏併步伐及弓

箭步亮相，在隊形、動作方面能做出對稱或有層次的畫面。在

《金銀雙秀——陰陽師》作品中，操偶師可與演員一同以小碎

步的方式快速移動，視覺上如漂浮滑行般的位移畫面，表現出

陰陽師法術高深的神秘氛圍。 

綜上所述，本文研究發現，在雲林偶戲節來自全球各國的

偶戲團隊中，「木藝堂」的演出節目《神威家將》、《金銀雙秀－

－陰陽師》將廟會陣頭文化八家將及日本寺廟文化陰陽師帶入

布袋戲偶，並與音樂家一同創新製作出適合布袋戲偶角色的新

曲目；在這場偶戲節的盛宴中，由操偶師及 cosplay 演員將布袋

戲木偶轉化成舞臺上動態的表演藝術，在多元藝術的結合下為

木偶角色注入了新靈魂，也讓各國偶戲團隊及觀眾們看見了雲

林偶戲的新亮點。「木藝堂」未來若能運用表演藝術舞臺概念、

增進舞蹈動作元素、加強角色的表演張力並豐富其結構畫面，

未來演出必定更臻完美與精緻。雲林偶戲節的常態表演團體之

一木藝堂，不斷嘗試跨領域創新作品，其突破以往傳統布袋戲

刻板的表演形式，轉化偶戲原有文化元素成為全球舞臺中展現

在地特色的一個亮點，同時提供舞蹈與偶戲跨領域結合不同面

向發展的參考，希冀吸引更多年輕族群的關注，帶動並延續在

地文化的發展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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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unlin Puppet  
Theater : A Case Study on Mu-Yi Puppet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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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wei, Yunlin is the home of glove puppetry shows (Budaixi) where every year 

many puppet teams around the world are invited to perform in International Yunlin 

Puppet Theater Festival. The local puppet theaters need to strive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mid the global keen competition and demands from contemporary au-

diences in watching their performance. Among which the innovative production by 

local team “Mu-yi Puppet Theater” was paid most attention in the festivals. In recent 

years, most studies of domestic puppet theaters have focused on PiLi Puppet Theater 

and less attention have been paid on other local teams. Therefor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Mu-yi Puppet Theater” ; 2) 

To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local culture in the works of “Mu-yi Puppet Theater” and 3) 

To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contemporary popularity in the works of “Mu-yi Puppet 

Theater.” Cutting into the issues from local and global cultural viewpoints, an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s,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e researcher 

deeply analyzed multi-cultural elements in its creative work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16 Yunlin International Puppet Theater Festival”, the in-

novation combining puppeteer and dances of two works “Invincible Might Generals” 

and “Gold and Silver Distinguished Two – Onmyouji” were most eye-catching. Under 

the waves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aiwanese local culture with preservation of tra-

ditional puppet-making techniques, they created puppets which integrated the cultures 

of local arts parades “Eight Generals” and Japanese anime Onmyuouji. The dance was 

combining the elements of the street dances and cosplay while the music was combin-

ing the traditional self-created repertoire and rock music that broke through traditional 

stereotype form of palmar-drama performance. They provided an experimental exam-

ple of different aspect of development by cross-field combination of dance and puppet 

shows.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has successfully attracted the younger group of 

audiences and thus promoted and continued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Keywords: Mu-yi Puppet Theater, palmar-drama (glove puppet drama), Inter-

national Yunlin Puppet Theater Festi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