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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藉由探索臺灣地區傳統布袋戲文化的數位典藏情形，發掘該項

技藝可能的加值應用方式，藉此推廣與行銷傳統布袋戲文化，拉近現代人

與傳統布袋戲的距離，傳承傳統布袋戲技藝之美。本研究以參與傳統布袋

戲數位典藏者為對象，採用深度訪談法，瞭解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與應用

現況及未來加值應用的發展。研究結果包括（1）保存傳承與方便使用是

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的主因；（2）資料擁有者與計畫執行者各自有清楚

的定位；（3）對延續傳統布袋戲文化有所助益；（4）缺乏後續維護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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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與人力為最大困難；以及（5）善用現今科技，如擴增實境、APP和3D

列印創造多元的加值應用。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gital archives and possible value-added 

applications of glove-puppet show in Taiwa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ulture 

of this traditional technique.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was used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value-

added applications for glove-puppet show.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preservation and the ease of use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glove-puppet show; （2） collection holders and project 

implementers are well positioned; （3） it is helpful for the continuity of the 

culture of glove-puppet show; （4）  the biggest difficulty is the lack of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for follow-up maintenance; （5）  need of 

using today's technology, such as the proliferation of real, APP and 3D print 

to create a variety of value-added applications of glove-puppet show. 

關鍵詞：數位典藏、加值應用、傳統布袋戲 
Keywords: Digital Archives, Value-Added Applications, Puppetry, Glove-Puppet 

Show 
 

壹、 前言 

  傳統布袋戲自 19 世紀從中國大陸傳入臺灣，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歷

史，已成為臺灣重要的傳統文化資產。長久以來，傳統布袋戲深入民間，

融入社會習俗，反映臺灣社會各個面向，是社會大眾熟悉的重要歷史資

產。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布袋戲的地位漸漸地被新興娛樂科技所

取代，因而現今新的世代已無太多機會接觸傳統布袋戲，因而使之逐漸在

社會中消失。此外，由於劇團缺乏培養年輕一代的人才繼續傳承，更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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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布袋戲的沒落（陳國軿，2013）。 

由於傳統布袋戲偶需由操偶師操控，傳統上操偶師的技藝通常是代代相

傳，以師徒制的方式傳承。然而，現今懂得操偶技術的師傅已愈來愈少。

一旦操偶技術失傳，後代子孫將無法欣賞到這可貴的民俗文化。此外，由

於此類文化為無形文化資產，不具實際形體，對其之保存維護更加不易，

因而消逝速度更快。雖然有時無形文化資產亦有具現之各種物件，但其物

件易因無法預知的意外而損壞，通常這樣的損壞更是難以挽救（陳國軿，

2013）。 

面對如此珍貴的傳統文化，本研究欲瞭解在數位時代下，傳統布袋戲

如何透過數位典藏，將傳統文化與科技予以結合，並分析目前傳統布袋戲

在數位典藏保存與應用的困境。另外，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傳統布袋戲

文化已漸漸失傳。為了替傳統布袋戲注入新生命，數位典藏加值應用對其

文化的推動與行銷非常重要（蔡敦仁、陳威宇，2011）。因此，本研究亦

冀望藉由探索傳統布袋戲文化的數位典藏情形，發掘更有價值的加值應用

方式，藉此推廣與行銷傳統布袋戲文化。基於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1）分析目前傳統布袋戲文化數位典藏現況及加值應用方式，藉此瞭解

傳統布袋戲文化的保存及應用情形；（2）瞭解目前傳統布袋戲的數位典

藏與加值應用遭遇的問題；和（3）探討傳統布袋戲文化未來可能的加值

應用方式。 

貳、 文獻回顧 

一、 傳統布袋戲 

(一) 起源 

布袋戲又稱為掌中戲，發源於明朝末年。在清道光、咸豐年間，由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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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漳州、泉州與廣東潮州地區隨移民傳入臺灣。此時發展以「南管布袋

戲」、「白字戲仔布袋戲」與「潮調布袋戲」為主，其中「南管布袋戲」

主要為泉州布袋戲表演形式，而「白字戲仔布袋戲」則是源自漳州一帶，

至於「潮調布袋戲」是由潮州人引進臺灣。基本上，這三種布袋戲除盛行

區域不同外，最主要的差異在於戲曲音樂；而表演風格則有些許差異（林

文懿，2001）。 

在臺灣的傳統布袋戲通常可分為潮調戲、南管與北管，其中潮調布袋

戲流行範圍僅限於中南部。由於其主要唱腔為潮調，音調較為高揚，音韻

與道士做法唸經的聲音相近，聽起來像喪家做功德的音調，因而一般民眾

較不接受而漸漸消失（林文懿，2001）。 

而南管布袋戲的唱腔則悠美典雅，是最早發展成熟的臺灣布袋戲形

式，最主要的特色是以講究典雅的南樂為依歸，演奏樂曲時必須管弦樂並

重。當悠美典雅的音樂，配合動作靈活的演技時自然吸引觀眾的興趣。此

外，著名藝師每每演戲，都能詩詞出口即成，因而經常受到當地讀書人或

文人雅士的喜愛。因此，南管布袋戲的演出多在人文薈萃之區，如台南、

鹿港或艋舺等地。除此之外，南管布袋戲唱詞中帶有濃厚的閩南腔調，而

這些地區多為閩南人聚集，因而南管布袋戲在此盛行。然而，卻也因唯有

閩南人看得懂和聽得懂唱詞中的閩南腔調，讓使用其他語言的基層觀眾難

以接受，因而無法傳播至其他地區，使南管布袋戲成為這三個地區的「家

鄉戲」（林文懿，2001）。 

由於演出語言的限制和內容過於注重詩詞之「文戲」特質，讓使用其

他語言的基層觀眾難以接受，因而產生強調武打的北管布袋戲。不同於南

管布袋戲的悠美典雅，北管布袋戲因喧鬧特性又被稱為「亂彈布袋戲」。

其演出方式主要來自漳州地區，並在臺灣斗六、西螺與虎尾等地盛行。由

於北管布袋戲演出時鑼鼓喧天，節奏明快，充滿變化的武打戲，因而受到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4卷 1期 
 

 

22 
 

一般平民大眾的歡迎，可透過觀看布袋戲宣洩日常困苦生活的壓力。除此

之外，北管布袋戲的演出內容多取材自俠義小說或民間故事，主題多以濟

弱救貧或行俠仗義為主，更能引起中下階層民眾的共鳴。再者，北管布袋

戲的演出多半是在廟會等較為熱鬧，且人潮較多之處，使得北管布袋戲得

以快速傳播（林文懿，2001）。 

(二) 特色 

臺灣傳統布袋戲的表演是結合文學、配樂、服飾、造型美術、舞台、

戲偶和故事等元素的整合性演出。透過操偶師在幕後說唱，運用手指巧妙

操作，生動地活化戲中任一角色的生命。基本上，操偶師需要具備深厚的

漢學底子、隨時說唱的本事與角色聲音分明的技巧。此外，戲中的人物對

話都採閩南語白話，並穿插詼諧俚語、雙關語、詩句或對聯，除是一般平

民大眾生活的最佳寫照，也真實呈現民間文學的盛行（林芬郁，2011）。 

(三) 面臨的難題 

在日據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臺灣傳統布袋戲雖然遭受官方與知識份

子的打壓，但仍展現旺盛的生命力。但自 1970 年代迄今，因社會型態的

改變，日常休閒方式、娛樂項目與生活空間等也隨之改變，使得以往盛行

於農村社會的傳統布袋戲受到嚴重衝擊。依據陳國軿（2013）的研究，傳

統布袋戲面臨的難題有： 

1. 缺乏創新：在劇本普遍缺乏創新的情況下，重複的對白和故事情節易

造成觀眾的流失； 

2. 口傳技藝的限制：傳統布袋戲主要是由徒弟跟著藝師學習，在此過程

中藝師多以口傳方式傳承。然而，口傳資料難免會因時間關係與原來

的版本有所差異，亦可能因每位徒弟的經驗跟領悟力產生不同的詮

釋。再者，藝師可能怕徒弟功成獨立門戶之後超越自己，在傳藝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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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所保留，因而導致這項技藝面臨失傳的可能； 

3. 傳承困難：因講究的念白唱腔及操偶技巧在傳承上的困難，使得劇團

經營者走向收團或將之當成副業經營。此外，也因只有少數年輕後代

願意投入，加速該項技藝面臨即將失傳的危機。今日甚至有以錄音帶

取代真人發聲的情形，已完全失去傳統布袋戲表演的藝術之美； 

4. 學習不易：早期一般藝師在傳授技藝時，大多會規定入門弟子必須跟

著劇團操練至少三年六個月才能出師獨立組團。在此過程中，弟子必

須投注大量心力和堅持的態度才有機會學成技藝； 

5. 無形文化資產不易保存：自文化資產保存意識抬頭後，許多珍貴的文

化資產逐漸受到重視和保存。但對無形資產而言，各種傳承配套與方

法仍處於不成熟階段。基本上無形文化資產比有形文化資產更容易消

逝，且更不容易被人察覺。例如某藝師收藏具高度價值的布袋戲劇

本，但無人傳承演出，一旦藝師逝世後，此劇本也將隨之消逝。 

整體而言，傳統布袋戲此一珍貴技藝，正面臨其音樂、唱腔、口白、

操偶技巧、劇本和戲偶等有形和無形文化的快速消逝。除此之外，也因學

習和傳承的困難度，使得該項技藝瀕臨失傳的危機。對傳統布袋戲而言，

即使擁有再好的設備，若沒有好的技藝貫穿整個表演，也無法傳遞該項技

藝之美，因此對其進行積極的保存有其急迫性與重要性。 

二、 傳統布袋戲的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 

(一) 數位典藏現況 

在數位時代中，文物保存也順應科技進步而有新的收藏方式，亦即將

文物轉為數位格式，亦即數位典藏（陳連福、邱國峻、王耀宗、胡力升，

2009）。數位典藏是指「將各式各樣具文化保存價值，不論是活動、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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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器物、書畫、文件、典籍、建築、標本、藝術表演、民族節慶等，轉

化為數位內容形式，如文字、圖像、影音等，儲存於典藏系統中，方便使

用者管理、取用、展示與傳遞」（林信成，2010）。目的是透過數位化方

式，讓人類了解過往的歷史、文化與知識，達到寓教於樂之效果。 

從民國 87 年起至 100 年，我國政府陸續推動「數位博物館專案計

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和「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

計畫」等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建置許多成果豐碩的數位典藏內容，其中

亦包括一些以傳統布袋戲為主題的數位典藏計畫，如： 

1. 掌中乾坤－布袋戲數位博物館 

該計畫由交通大學的資訊科學系、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和應用藝術研究

所、西田社布袋戲文教基金會共同於民國 92 年執行，主要其目的是希望

藉此傳承細緻典雅的古典布袋戲，創造傳統戲曲的再生機會，再現布袋戲

的風華。該計畫網站（見圖 1）運用圖文、影音、虛擬實境、資訊檢索與

互動遊戲等技巧，呈現布袋戲的名稱由來、歷史發展、音調、手勢、掌

技、劇本撰寫與戲偶人物的服飾、道具等。依據資料性質與功能，該網站

內容包括掌中風華的布袋戲、布袋戲的藝術之美、虛擬戲棚、文物寶庫、

推廣與教育、相關資源、戲迷扣應電台和關於我們等部分（交通大學的資

訊科學系、交通大學浩然圖書資訊中心、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民

92）。 

 

 

 

 

 

 
圖 1 掌中乾坤－布袋戲數位博物館（http://folkartist2.e-

lib.nctu.edu.tw/collection/palm_drama/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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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中乾坤－布袋戲學習網 

掌中乾坤布袋戲學習網（見圖 2）由交通大學圖書館、應用藝術研究

所、玄奘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和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於民國 93 年共同完

成。該網站建置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典藏布袋戲的戲偶、戲台、道具、樂

曲、演師與樂師等資料，搭配影片與影音的觀賞，呈現一齣布袋戲的完整

規格。為讓使用者對布袋戲涉及的各個面向有所瞭解，建置單位將網站分

為起源、雕製、角色、行頭、採樓、請尪仔、曲樂和娛樂城。由於該網站

與掌中乾坤－布袋戲數位博物館的執行單位類似，因而兩者的內容多有相

同之處，其主要差異在於使用不同的資料呈現方式（掌中乾坤布袋戲學習

網，民 93）。 

 

圖 2 布袋戲學習網 

（http://folkartist2.e-lib.nctu.edu.tw/collection/palm_edu/index.html） 

3. 偶戲王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在民國 96 年建立「偶戲王」（見圖 3），希望藉

此讓現代人重新體驗偶戲的故事、美學與趣味。該網站採會員制登入，內

容包括會員中心、偶像館、偶戲台、偶書房、偶師身影、教師會館、偶

YA 遊樂場、說書人、Gift shop 和唱片行等單元，介紹各式戲偶、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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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棚的影音文字資料、曲譜、布袋戲影像圖錄與著名偶師簡介等。此外，

另有網站連連看、展演活動訊息、討論區和電子賀卡區供大眾使用。該網

站除中文版、另提供英文版和日文版，希望能讓更多的族群瞭解傳統布袋

戲的內涵（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2007）。 

 

圖 3 偶戲王（http://www.puppetking.com.tw/） 

4. 戲說偶們 

由於老藝師及劇團日漸凋零，急需立即將傳統偶戲資料以數位化方式

保存，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於民國 97 年與江武昌老師共同合作，以

江武昌老師近三十年蒐集之珍貴布袋戲資料，包括臺灣地區布袋戲劇團演

出之錄音、影像、老照片，計有 100 筆老照片及 219 筆錄音帶（錄影帶）

資料為核心進行數位典藏建立「戲說偶們」網站（見圖 4），內容包括緒

論、偶像的故事、偶像館、野台戲風雲和關於我們等部分。呈現當時演出

的故事情節、音樂、掌技、戲偶與記錄臺灣偶戲的珍貴畫面。網站內容特

別收錄幾齣布袋戲的公演影片，記錄當時布袋戲的演出情況，供學術研究

與社會大眾閱覽。該網站除中文版外，亦建置英文版和日文版網站，以便

外籍人士一窺臺灣傳統布袋戲之美。（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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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戲說偶們（http://140.137.41.98/tw/index.aspx） 

5. 李天祿珍貴文物與影音資料數位館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和李天祿布袋戲文教基金會於民國

98 年共同合作建置，旨在保存、近用、傳承與共享李天祿與亦宛然的文化

資產。該網站（見圖 5）藉由數位化，重新整理李天祿先生留下的珍貴文

物，包含許多未曾公開的私人錄影帶、口述劇本、照片與偶頭帶等物品。

網站內容除收錄李天祿的生平介紹外，也珍藏許多戲偶、手繪稿、劇本、

布景、戲台、錄音錄影資料、戲偶服飾與帽盔等文物。該網站區分為關於

本計畫、大師風采、精確搜尋和相關連結等內容。此外，除中文版網站

外，亦建置英文版網站，供外籍人士查詢（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和

李天祿布袋戲文教基金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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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李天祿珍貴文物與影音資料數位館（http://ltl.gac.ntnu.edu.tw/ ） 

除上述因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而建置的傳統布袋戲外，亦有

部分單位以自身資源進行其藏品之數位典藏計畫，如： 

6. 雲林布袋戲館 

為雲林縣政府文化處於 2011 年建置的網站（見圖 6），以呈現實體館

的布袋戲典藏，以見證臺灣布袋戲史發展軌跡與過程的具體呈現。在數位

典藏方面，目前共數位化該館總文物的 80％，藉由線上藝廊提供 329 筆文

物供眾瀏覽。該網站提供最新消息、布袋戲百科、本館簡介、服務資訊、

數位典藏和觀光導覽等內容，讓大眾在參觀實體館之前，能獲得相關訊

息。與布袋戲數位典藏有關的部分為布袋戲百科，深入介紹布袋戲的起

源、質材工法、技藝傳承與推廣、當地劇團與小知識；而數位典藏部分則

有線上藝廊、文物檢索和多媒體視聽區等（雲林布袋戲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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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雲林布袋戲館（http://tour.yunlin.gov.tw/huwei/querry1/index1.asp） 

7. 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 

該會將西田社自 1985 年成立以來累積的文物典藏、學術研究、田野

調查、研習展演和教育推廣等各方面珍貴史料與成果整合為一資訊分享平

台 - 臺灣布袋戲，民間傳統藝術推廣平台（見圖 7），期許喚起更多的關

懷風潮，讓傳統戲曲的香火代代相傳。在數位典藏部分，西田社布袋戲基

金會除與交通大學圖書館合作建置上述之「掌中乾坤－布袋戲數位博物

館」與「掌中乾坤－布袋戲學習網」外，亦在該平台上提供布袋戲文物欣

賞，內為數位典藏線上博物館和影音專區。在數位典藏加值應用部分則有

版品與紀念品和免費下載兩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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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西田社臺灣布袋戲，民間傳統藝術推廣平台（http://seden1985.blogspot.tw/ ） 

(二) 加值應用現況 

數位典藏加值應用除為保存文化資產的重要方式外，也是充實和推廣

數位典藏內涵的管道（蘇慧玲，2012）。數位典藏在數位內容的應用領域

非常廣泛，從整體應用面來看，數位典藏的應用模式有創意靈感的啟發和

素材加值的應用兩種。前者是指對每件典藏品的考究與解說，均以後設資

料（metadata）形式放入數位典藏資料庫，讓使用者對素材有更深入的了

解，並激發多元的創作應用。後者是利用數位典藏計畫產出的素材資料庫

進行不同形式的加值，發揮典藏素材之效益（陳雪華、項潔、鄭惇方，

2002；項潔、陳雪華、鄭惇方、魏雅惠，2004）。整體而言，上述各數位

典藏網站大都能透過後設資料的建置提供高品質素材庫來源。此外，部分

網站也利用其典藏之數位素材進行不同形式的加值應用。基本上，這些網

站對傳統布袋戲的加值應用大約有： 

1. 布袋戲偶 DIY 

戲偶是布袋戲的靈魂，而雕刻精美的戲偶是最佳的民俗工藝品。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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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提供戲偶製作的步驟說明或影片，讓民眾能發揮豐富的想像力和創作

力，透過實作過程，製作出獨一無二的戲偶，進而體會傳統布袋戲之藝術

內涵。例如，掌中乾坤－布袋戲數位博物館介紹以圖片和文字說明簡易紙

板戲偶和標準布袋戲偶的製作方法。 

2. 遊戲 

在網站提供遊戲，讓民眾在玩遊戲的過程中，認識傳統布袋戲的戲

偶、器具、劇本、音樂與口技之美，將傳統布袋戲文化的特色融入生活之

中。例如「掌中乾坤－布袋戲數位博物館）的知性遊戲和「掌中乾坤－布

袋戲學習網」的遊戲天地讓使用者能夠透過其提供的遊戲來瞭解布袋戲的

各項元素。 

3. 動畫故事 

 在「掌中乾坤－布袋戲學習網」中，建置單位提供小故事大啟發的

Flash 動畫，是採取將布袋戲的劇本轉化為動畫故事的方式，亦即以平易

近人的方式呈現深奧的劇本內容，讓大眾能夠輕鬆地學習相關的知識。 

4. 電子賀卡 

 將數位典藏中精美或珍貴圖像以電子賀卡方式呈現，讓大眾隨時可以

免費下載、使用，包括「掌中乾坤－布袋戲數位博物館」和「偶戲王」都

有提供電子賀卡的下載。 

5. 教案分享 

 若要將傳統布袋戲文化向下紮根，在校園內推廣，提供教案及教具的

分享便能讓數位典藏在教育方面發揮更多的加值效益。因而，「雲林布袋

戲文化館」在網站上提供 4 種學習單讓有興趣的老師免費下載；而「偶戲

王」也有教案分享和教具 DIY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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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桌面與螢幕保護程式 

 「掌中乾坤－布袋戲數位博物館」利用其素材，提供多款的桌面和螢

幕保護程式的下載，亦是要讓民眾能在日常生活中多加接觸布袋戲。 

7. 文創商品 

 以傳統布袋戲戲偶、後台音樂與腳本等相關藝術元素為基礎，製作相

關商品。除自身開發商品外，亦可以授權方式提供給外界有興趣的廠商使

用。例如西田社自行開發無年限日記、紀念郵票和書籤套組等商品販售；

而「偶戲王」亦有禮品區，提供精品和限量發售的商品。此外，「偶戲

王」亦計劃將典藏資料轉化為多媒體資源，如電子音樂與電子書等，讓傳

統布袋戲能深入大眾生活之中（蔡敦仁、陳威宇，2011）。 

基本上，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品需要不斷地累積、傳播與加值應用，

來延續其生命力。因傳統布袋戲技藝具有文化傳承、故事性或教育意義，

因此當其經過數位化處理成為數位素材時，如何進行創作與加值，並經由

適當的媒合活動，讓這些素材轉化成更多元的產品與服務，來活絡整個傳

統布袋戲文化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參、 研究方法 

為瞭解現今數位典藏的問題與未來可能之加值應用方式，本研究採用

深度訪談法，深入探求研究對象參與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計畫的切身經

驗，亦即從參與者的觀點來瞭解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的相關問題與加值應

用的未來可能發展。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為各項傳統布袋戲數位

典藏之參與者，包括上述各相關網站之建置單位及擁有傳統布袋戲資料機

構之人員。依據各網站相關資料共整理出約 10 人研究對象，但在約訪過

程中，多位人員因個人因素或公務繁忙等因素婉拒受訪，最後共有 6 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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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訪談，其中 4 位為數位典藏計畫執行相關人員，2 位為布袋戲劇團人

員。受訪者之基本資料見表 1。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職稱 工作內容 

T1 教授 
計畫主持人，負責專案執行、專題網站統籌規劃、內容建立與撰寫

成果報告 

T2 副教授 
計畫主持人，負責管制計畫進度與品質、人力資源管理、參與數位

典藏會議與活動、進行評鑑、資料分析與撰寫成果報告 

T3 行政專員 
協同研究人員，負責整理與清點劇團布袋戲原始典藏資料、資料編

目、發展布袋戲文物後設資料與網站視覺與美術設計 

T4 教授 

負責「台灣傳統表演藝術工具箱建置計畫」，其下之偶戲中的掌中

戲收錄台北偶戲團、小西園、台原偶戲團、廖文和布袋戲團、陳錫

煌傳統掌中劇團等五個布袋戲團體的影片資料 

N1 無 參與布袋戲中文文案撰寫與提供原始資料 

N2 劇團執行長 
協同研究人員，提供布袋戲演出之道具與文物、詮釋資料內容之提

供與校對與協同建置瀏覽網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依據文獻及網站相關資料擬定訪談大綱，再依據訪談大綱以自

然且半開放式方式進行訪談。在訪談過程中，首先說明訪談的目的與內

容。在受訪者同意下予以錄音，並向受訪者保證遵守相關研究倫理。訪談

時間與地點由受訪者視其方便性來決定，以便讓訪談不受干擾。每位受訪

者的訪談時間大約為 1-1.5 小時。訪談完成後即進行錄音資料整理。首先

將錄音資料轉謄為逐字稿。之後，針對逐字稿內容進行分析和意義單元的

編碼處理，而受訪資料的引用以編號（T1、T2、N1、N2...）指稱受訪者

以符合匿名原則。最後，對整理的逐字稿與訪談筆記編碼進行比較、分析

與歸納，據此形成研究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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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 

一、 進行數位典藏的原因 

（一） 傳統布袋戲逐漸凋零 

基本上，這些單位會進行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的最大原因在於現代傳

統布袋戲面臨逐漸凋零的危機。為了傳承之需求，必須在其逐漸消失前加

以保存，並讓更多人透過網路瞭解與學習傳統布袋戲文化，以達傳播與推

廣之目的。 

T1：像這樣一個台灣的傳統文物，而且是在霹靂布袋戲盛行之後，劇

團這支比較堅持保存傳統，從泉州那邊傳過來的風格，逐漸地不是被

一般人所熟知的狀況下，我覺得更有保存的必要。 

（二） 接觸數位典藏計畫 

在因緣際會下，網站之建置單位接觸政府推動的數位典藏計畫，因而

與資料擁有者合作申請計畫，在申請通過後將資料擁有者典藏的資料以數

位化方式處理，藉此保存即將凋零、容易損壞及儲存不易的珍貴資料。 

T2：剛好接觸到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就找一個比較有興趣及覺得資

料比較完整的東西來做，然後提出這樣一個計畫。……去找那些藝師

及劇團蒐集更多資料，還有一些授權等，這樣才進入傳統布袋戲數位

典藏的一個領域。 

T3：一開始是某位老師主導的計畫，布袋戲的合作對象是劇團，此劇

團因與 XX 校友設立的 XXX 在同一層樓，有合作關係，就牽線起來，

與此劇團一起建置數位典藏網站。 

N2：從個人開始就陸續在蒐集資料，有拍攝、紀錄的習慣，所以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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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錄音、影像、DVD、VCD、VHS 的帶子。因為 VHS 播放機器越

來越不好找，儲存也不容易，剛好有廠商要投 XXX的數位化方案，就

配合他們做第一次的數位化。後來大概在 4、5 年前，因為 XX 要做國

科會的數位典藏，剛好還有很多文物尚未數位化，就這樣跟著做一些

國科會的案子。 

（三） 方便找尋與使用 

除保存的目的外，對資料擁有者來說，數位典藏的內容在尋找方面較

為便利。由於資料擁有者保存的大量資料，經過一段時間後，可能會忘記

其存放位置，必需翻箱倒櫃才能找到。此外，因相同內容可能儲存在多種

媒體上。在找尋資料時，容易造成遺漏。因此，將原始資料以數位化方式

保存後，不但容易分類，且易於獲取與使用。 

N1：當初會做數位化保存是因為當時剛好接觸到這一塊，且數位化後

能夠完整保存，並方便運用。例如有時候檔案（圖檔、聲音檔等）亂

放時，要歸位覺得很麻煩。因此，就把所有唱片（黑膠、CD 等

等）、錄音帶、幻燈片做數位化，找資料時快速，且很有系統，並具

有運用的便利性，也可提供給他人做印刷。 

二、 數位典藏的建置來源 

（一） 以資料擁有者提供的資料為主，計畫執行者的建議為輔 

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的資料主要是由資料擁有者決定，因計畫執行者

不熟悉資料擁有者掌握的資料內容與數量。而資料擁有者通常會提供先需

要保存的資料，或具有重要性及代表性意義的資料立即進行數位化。此

外，亦會以年代劃分，將較早期的資料先行提供給計畫執行者進行數位

化。之後，計畫執行者會針對要進行數位化的資源清單，詢問資料擁有者

能否提供未列入清單的資料類型進行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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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這個部分通常不是我做決定，而是劇團那邊做決定，哪些東西是

他們覺得值得有價值可以保存的，都是他們提供，我們只是以我們的

技術來看怎麼樣做典藏。我們也會跟他們談，還有什麼，他們有時沒

有想起來，我們就會說那錄音部分還有沒有別的東西。他們想了一

下，其實還有 1960 年代的時候，XXX 每隔一段時間到中廣錄音室去

錄的那些錄音帶。 

T3：資料類型幾乎是劇團提供與決定，並由劇團來做指導，依據劇團

提供的人物（生、旦、淨、末、丑）、道具等做分類。  

N2：因為影音資料是比較有立即性需要保存的東西（錄音帶、

VHS），一些較早期的帶子，現在已經無法播放（因沒有機器），或

是一些比較具有重要性及代表意義的資料先開始做數位化，以年代為

主，越早期的要越先做數位化。 

（二） 專題建置以計畫執行者的意見為主 

計畫執行者會依據主題徵集資料，並在網站上建置傳統布袋戲相關專

題。建置專題的目的是以主題方式呈現內容，讓使用者能夠透過網站上的

專題對傳統布袋戲文化有完整的瞭解，也方便後續若要再納入專題之相關

資料時，能順利地從資料來源獲取資料。基本上，建置專題的內容與形式

主要由計畫執行者向資料擁有者徵集相關資料，由計畫執行者挑選與主題

相關、較珍貴或年代較久遠的資料，將之納入網站。 

T2：我們做了很多年度的計畫，除國科會計畫，也做過文建會的計

畫，從這發想，把相關照片兜在一起。另外，也針對區域性的像北區

做搜尋，有一年是針對劇團個人蒐集的劇本，後來就變成專題式的，

每一年都有新構想，做比較有系統的整理、蒐集。原則是說那種比較

珍貴，或年代比較久遠的，會先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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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負責提供圖片、聲音檔、文字檔，帶著他們去找一些布袋戲藝

師，看需要什麼樣的資料。本身自己就已經做蠻多關於布袋戲聲音、

影片相關的數位化保存，所以也提供他們很足夠的資料。 

三、 數位典藏對延續傳統布袋戲文化的影響 

（一） 學習與推廣傳統布袋戲文化 

計畫執行者認為建置傳統布袋戲網站是將逐漸消逝的傳統布袋戲文化

透過數位典藏方式，拉長其保存時間。除讓其不因時代變化而中斷，能夠

繼續流傳外，也能達到閱覽、傳播、學習與推廣的目的，讓後人看到與聽

到這些傳統文化後，能持續發揮之。 

T1：以前每個月都會去看網站流量，裡面放了 Google Analytics，可以

記錄網站流量，還有從世界上哪個區域進來閱覽的次數。我們發現閱

覽人數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多，因為這不是個很熱門的題材，每個月都

有超過我們預期的瀏覽量。而且，不只台灣，連美洲、中國大陸、日

本和東南亞地區都有瀏覽紀錄，已經超越我們原先想要達到的目標

了。 

T3：一開始規劃就是將所有傳統布袋戲文物都數位典藏，用瀏覽與檢

索方式呈現，讓大眾知道將來要找資料的話，還有一些文字說明，知

道戲偶（生、旦、淨、末、丑）的臉部、服裝、道具等。 

（二） 成為獲取相關資源的主要管道 

資料擁有者認為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網站是很重要的資源與管道，因

為提供許多有運用價值的資料，讓更多人有特定的管道來學習、認識、應

用與研究布袋戲。此外，資料擁有者也可直接透過網站找尋資料，省時又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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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本網站是個很重要的資源與管道，……這些資料基本上是很有運

用價值的，像有很多雕刻布袋戲的人就會上去網站找資料（如戲偶怎

麼做雕刻等等）。像我要找資料時，也會上去網站找，不然要翻箱倒

櫃也是蠻麻煩的。 

（三） 萃取數位化影片素材結合商業演出 

計畫執行者認為數位化影片能讓布袋戲劇團從中萃取所需素材，依據

學校教學、國際書展攤位或結婚等情況，設計精簡的演出片段，增加傳統

布袋戲的推廣與行銷。 

T2：商演，大家應該沒有耐心去看 2 個小時的戲，可以把它濃縮成

10-20 分鐘，根據各種情況（如學校、國際書展攤位）演出。 

四、 遭遇的困難 

（一） 著作權的盤點不易 

基於每筆資料的著作權都要非常清楚，資料擁有者提供的每張照片都

需取得授權，如原始拍攝者將著作權授權給擁有照片者，才能進行數位典

藏。通常攝影者不會在照片上署名，且有些照片年代久遠，無法確認原創

者與原創年代。計畫執行者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一件非常龐大

的工作，因為動輒數千張的照片，必須一一核對、篩選與刪除。對計畫執

行者來說，這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卻也是必要之事。 

T1：最大的問題就是著作權盤點，因為每筆資料的著作權都要非常清

晰，提供數千張照片，到底是誰拍攝的，都要經過拍攝者的 授權 ，

除非是公共場合。不管做什麼樣的典藏，都會牽涉到著作權問題。照

片如果沒經過拍攝者同意，即使是有表演者的照片，也不能夠因為是

劇團提供的就直接使用，這還是會有爭議的。……所以我們就踢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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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照片，就著作權沒有清楚的我們都拿掉，這是非常龐大的一件工

作，因為照片動輒數千張，要刪也是一張一張去核對去篩選去刪，所

以是非常困難的。 

T4：使用版權的取得最為困難，需仰賴公部門資源的挹注及跨年度的

計畫執行。 

N2：有些文物年代久遠，無法搞清楚原創者是誰或是原創者的年代。

我們這邊收集很多早年演出的影片、照片。有些不是我們自己拍的，

可能是某個記錄者拍完後送給我們的，可是一般照片或影片上不會寫

原著者的名字與日期。如果沒有商業用途就比較沒問題，但如果涉及

到商業利益就會有著作權的問題。 

（二） 播放機器取得不易 

因取得的資料中包括如 BETA 型態的錄影帶，而今 BETA 型態錄影帶

的放映機已非常少有。一旦沒有此類放映機，就無法數位化 BETA 型態錄

影帶的內容。因此，計畫執行者會利用各種方法，直至找到放映機為止。 

T2：如收到的錄影帶是 BETA 錄影帶（現在很少有此種錄影帶的放映

器），後來上網去找，還好有找到還可以播放 BETA 錄影帶的機器。 

（三） 資料擁有者的延宕 

部分資料擁有者本身經營劇團，因現今傳統布袋戲的演出機會越來越

少，許多藝師或學者專家為維持生計，必須從事其他工作來賺取生活費

用，因而延誤相關工作。對此，計畫執行者需利用各種方式來滿足資料擁

有者的需求，讓計畫得以順利執行。 

T2：藝師或學者專家本身也是蠻忙的，也為了生活需要，做一些其他

事情，因為現代專業演出越來越少，所以就會導致進度嚴重落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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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要幫忙撰寫逐字稿，但常常生不出東西來。後來就請研究助理買

一些食品到他家，等他回來，直到完成為止，也是蠻辛苦的。有些藝

師就是比較沒有時間觀念，有時候截止日快到了，就要用盡各種方

法，如生活過不下去，就會墊些錢給他之類的。 

（四） 資料著錄不完整或不符合 

當初有些文物的後設資料填寫不完整，事後要追查補全時，經常無法

追到源頭，因原始文物已經損壞或當時給予原始文物的資料者已經不在原

單位等。因此，若無法追到源頭，計畫執行者就必須尋找其他原始資料者

來完備資料。 

T2：有些東西當初在收集的時候，後設資料是不完整的。事後再去追

時，連結常常是斷掉的，如當初拿到資料的時候，裡面的偶頭五花八

門，可能有幾百個，但是後設資料只寫 2 個字"偶頭"，第一個會不知

道這是哪個戲偶的偶頭（生、旦、淨、末、丑），第二個會不知道是

哪齣劇出現的人物。有時候蒐集的人也不知道戲偶的來源是哪裡，所

以事後要去推導源頭的過程是蠻麻煩的。 

此外，數位典藏資料庫會依據某套標準著錄後設資料，但此標準不一

定完全適用於傳統布袋戲文物的特性，可能不符合資料擁有者的需求。因

此，資料擁有者可能不填寫任何資料或填寫時不確定資料是否符合欄位要

求，因而會造成著錄資料不完整或不符合的情形。 

N2：在詮釋資料部分，因為詮釋資料有欄位規定，基本上不太適用於

布袋戲這一塊，劇團推測是拿相似文物的相關欄位來填，這部分就會

出現問題，跟劇團的需求是不太一樣的。如果遇到無法填寫的欄位就

直接略過，不然就是照填，但不確定填的資料是否與欄位相符合。 

（五） 缺乏後續維護的經費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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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計畫為階段性計畫，在計畫結束後便無後續經

費與人力對網站進行更新與維護。資料擁有者認為雖然網站會繼續存在，

提供外界使用，但若無法持續更新是比較可惜的事。 

T3：…現在再回過頭看那個網站，因為沒有經費，要維護也需要人力

跟經費，目前那些網站的維護就還是用圖書館的人力，沒有再另外聘

人，所以就只能偶爾上去看網站的連結有哪裡失效。 

N2：計畫時間結束之後，就無法繼續進行維護，與 XX 合作的好處

是，因為資料都丟在 XX 的伺服器上，如果學校不倒，資料就可以一

直存在，如果要繼續更新維護，就會出現問題，因為沒有經費與人

力。 

（六） 資料擁有者只願意提供少數資料 

因資料擁有者與先前的合作單位有不好的經驗，如對方將資料遺失或

損壞，使得計畫執行者向資料擁有者徵集資料時，資料擁有者只願意提供

少數資料，造成計畫執行者必須另外尋求其他相關劇團或學者專家來蒐集

更多的資料。 

N1：收集了很多錄音帶、唱片等等，但大部分的資料都沒有完善的處

理，雖然有文化部幫忙做數位化，但品質不是很好。後來有單位來向

我尋求資料時，我就不太願意提供他們珍貴的資料，怕會發生同樣的

事情。 

五、 未來可能的加值應用方式 

（一） 台語文教育線上教材 

現代傳統布袋戲的表演機會已經減少許多，但因其對話口白能夠顯現

閩南語即台語的優美，或許可在台語文教育方面發揮更大的功用，因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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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戲的口白對學習台語有所助益。若能夠將長時間的演出影片，配合有

趣主題重新剪輯編排，製成線上影片教材，藉此讓使用者欣賞台語腔調的

趣味性，進而引發學習台語文的興趣。如此，不僅能夠提升大眾的台語學

習，也能進一步保存台語文化。 

N1：在台語文教育有更大的功用，能做更多的發揮，台語必須透過聽

與說，傳統布袋戲的口白對台語的聽與說有很大的幫助作用，可以用

在語言學習方面，甚至是語文保存。 

（二） 數位學習網 

建立與設計內容適合中小學教學的布袋戲教材，亦即建立學習網站提

供教學，內容包括戲偶、頭盔與服飾的製作、操偶技巧、劇本撰寫或口白

設計等，讓中小學老師有適合的教案或教具來進行以布袋戲文化為主題的

教學，進而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啟發中小學學童對傳統文化的喜愛。 

T3：數位學習網教學，因那年九年一貫有推廣能力教學，所以想將網

站當做老師上課的教學素材。用淺顯易懂的文字做描寫，變成中小學

生能學習網站。 

（三） 以擴增實境重現演出情景 

計畫執行者認為可利用擴增實境的方式來呈現劇團當初的演出與場

景，讓 APP 使用者有機會接觸當時的情境，亦即在一些重要劇團的演出地

點設置感應物，使用者可利用行動載具內的 APP 感應。之後，APP會重現

當時的場景、圖片與文字說明，讓使用者體驗當初某劇團在此之演出情

景。另外，若要特別強調表演中的專有名詞或道具等，亦可透過 APP 來顯

示。在擴增實境技術的運用下，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的內容可藉由其聲光

與互動效果，創造一個文化與實地導覽的加值應用，讓使用者從實境遊戲

的學習與互動科技中認識傳統布袋戲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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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用擴增實境的方法，能夠在實境裡面，當初劇團早期在日據時代

剛剛結束的時候，它是在現在的重慶北路老師傅那邊，經常在那邊跟

一些其他的北部劇團做演出。那我們設計就是把場景帶回去，把我們

使用的對象帶到那個地方去，然後利用行動載具、平板電腦裡面設計

好的，可以去感應原來他演出的一些重要的點。我們有一些感應物，

感應到了之後它就會重現當時的這些場景、圖或者文字或者一些說

明，讓人家體驗到站在這個地方，原來是 6、70 年前劇團在這邊表演

的那個地方，表演的時候會產生一些特殊的專有名詞或是一些用的器

具，都在那個地方介紹出來。 

（四） APP 互動學習情境 

將既有的數位典藏內容設計於 APP 中，以較為輕鬆的方式，讓學生或

民眾透過行動載具，如手機或平板電腦與布袋戲文物進行多元的互動學

習，進而認識傳統布袋戲文化。另外，在實體演出時，亦可連線直播演出

情形，讓大家即時在網路上欣賞實地表演。 

N2：……之前做好的數位檔案運用在 APP 上面，形成一個比較簡單

的遊戲等等，用一種比較輕鬆娛樂的方式，讓學生或民眾來認識布袋

戲。……另外，使用 iBeacon （iphone 系統），在掌櫃上面放一些

iBeacon 的發射器，讓 iPad 跟展品做一些多元互動學習。甚至可以透

過網站，有線上播放演出時，在網路上就可以看到即時的實地演出。 

（五） 3D列印文物 

此外，亦可規劃 APP 結合 3D 列印，讓使用者將基本既有的戲偶模型

或自行設計的戲偶模型，透過電腦或手機傳送訊息到傳統布袋戲文物館

3D 列印戲偶模型。之後，館方再發訊息通知使用者，可自行到館拿取或

宅配到府，讓使用者感受到既方便又貼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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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規劃 APP 結合 3D 列印，讓民眾可透過基本傳統的戲偶模型或是

自行設計的模型，在家裡或手機按下列印即可，那模型就會傳到博物

館，博物館就會幫你列印出來，之後就可以自行來拿取或宅配都可。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保存傳承與方便使用是傳統布袋戲數位典藏的主因 

保存與傳承是目前傳統布袋戲面臨的最大挑戰，而數位典藏的方式能

讓這些即將凋零、容易損壞及儲存不易的珍貴資料，以另一種形式被保

存，進而達到傳承的目的。此外，這些資料經整理，讓資料的取得更容

易，也更方便轉化成各種形式的內容來傳播與推廣傳統布袋戲之美。 

(二) 資料擁有者與計畫執行者各自有清楚的定位 

在數位典藏計畫中，資料擁有者和計畫執行者兩者相互合作，而其角

色定位非常清楚。通常，由資料擁有者負責決定和提供數位典藏的內容、

類型與數量，並由資料擁有者負責描述藏品內容，著錄藏品的後設資料。

而計畫執行者則大都提供相關技術來支援數位典藏的進行。例如，網站的

建置涉及較多技術，因此網站的內容呈現則以計畫執行者的意見為主，資

料擁有者依據其需求提供相關資料。 

(三) 對延續傳統布袋戲文化有所助益 

數位典藏傳統布袋戲，讓此項技藝得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延續其保

存時間，進而延續其藝術文化價值；而建置的網站亦可作為推廣與行銷傳

統布袋戲的管道，讓社會學習其知識及獲取相關資源。數位化之後的各項

傳統布袋戲藏品讓資料擁有者的後續利用更方便，如利用這些數位內容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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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創意，激發創新的表演方式，更能將傳統布袋戲的行銷推廣擴展到

更多社群。 

(四) 缺乏後續維護的經費與人力為最大困難 

在執行數位典藏過程中，主要遭遇到的問題有著作權、機器、資料擁

有者本身、經費與人力資源，以及資料著錄等方面的問題。然而，著作

權、機器和資料擁有者本身等問題涉及到計畫是否能夠順利完成，因此這

些問題均能在執行過程中順利解決。然而，因數位典藏計畫屬於階段性計

畫，計畫結束後，無論是計畫執行者或資料擁有者都無法提供後續的經費

與人力資源來支應網站的持續更新和維護，因而也使得著錄資料不完整或

不符合的問題無法有所改善。 

(五) 善用現今科技創造多元的加值應用 

除了目前各傳統布袋戲網站的加值應用方式外，傳統布袋戲亦可善用

現今發展的新科技，如擴增實境、APP 和 3D 列印等來擴展傳統布袋戲加

值應用的可能性，藉此增加年輕族群接觸傳統布袋戲的機會。此外，亦可

將傳統布袋戲的特色，如優美的閩南語對白與唱腔，開發適合台語文教學

與學習的教材，建立其在台語文教育的核心地位，強化其存在之價值。而

傳統布袋戲學習網的建立讓既有數位內容轉化為實際教材，融入中小學鄉

土教學，亦是值得發展的加值應用方式。 

二、 建議 

(一) 延續具有發展潛力的網站 

上述數位典藏計畫結束後，若無後續的計畫，便無多餘的經費與人力

繼續維持網站內容的更新。因此，建議相關單位能針對已經執行完畢的傳

統布袋戲數位典藏網站進行盤點，從中挖掘其典藏內容具有加值應用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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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站，給予持續的的經費補助，讓該網站得以持續發展，除讓其內容更

加完整與豐富外，亦可提供更具價值的加值應用產品或服務。 

(二) 結合學校課程 

雖然建置網站能夠達到推廣和行銷傳統布袋戲文化的目的，但網站是

屬於靜態推廣方式，較無法吸引潛在的使用者。此外，在上述未來可能的

加值應用中，傳統布袋戲在教育或教學上的應用是常被提及的，因此，若

網站建置者或資料擁有者能夠針對中小學的課程需求，設計相關的教材或

教案，主動提供給教師使用，將可讓傳統布袋戲透過學校老師的課堂授

課，培養學生對此項技藝的興趣。如此一來，將可擴大傳統布袋戲的能見

度，讓更多人願意投入這項優美傳統技藝的傳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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