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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名稱： 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 刊登報紙或刊物：聯合報 

三、刊登日期：100 年 9 月 22 日 

 

 

  



一、 活動名稱： 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 刊登報紙或刊物：自由時報 

三、 刊登日期：100 年 9 月 22 日 

 

 

一、 活動名稱： 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 刊登報紙或刊物：聯合報 



三、 刊登日期：100 年 10 月 05 日 

 

  



四、 活動名稱： 雲林國際偶戲節 

五、 刊登報紙或刊物：自由時報 

六、 刊登日期：100 年 10 月 05 日 

 

  



一、 活動名稱： 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 刊登報紙或刊物：聯合報 

三、 刊登日期：100 年 10 月 07 日 

 

 

一、 活動名稱： 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 刊登報紙或刊物：自由時報 



三、 刊登日期：100 年 10 月 07 日 

 

 

  



一、 活動名稱： 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 刊登報紙或刊物：聯合報 

三、 刊登日期：100 年 10 月 09 日 

 

 

一、 活動名稱： 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 刊登報紙或刊物：自由時報 



三、 刊登日期：100 年 10 月 09 日 

 

 

 



三、 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 

四、 刊登報紙或刊物：中國時報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5 日(五) 

 

 

一、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刊登報紙或刊物：中國時報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6 日(六) 



 

 

 

四、 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 

五、 刊登報紙或刊物：自由時報 

六、 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6 日(六) 



 

 

 

七、 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 

八、 刊登報紙或刊物：聯合報 

九、 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06 日(六) 



 

 

 

一、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刊登報紙或刊物：大紀元時報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08 日(一) 



 

 

 

一、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電子報：聯合新聞網-閱讀藝文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8/7419522.shtml#ixzz29Ra3QXju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9 日(二) 



雲林國際偶戲節／雨果，偶戲界的神人   【聯合新聞網╱採訪、攝影／特約作家賈亦珍 2012.10.09 06:31 pm】 

從頭部、嘴巴、下巴、肚子、膝蓋、腳掌到腳指，從肩膀、手肘、手

掌到手指，來自秘魯的操偶師雨果可以用 10幾個身體部位演偶戲，

可以說是偶戲界的神人。看他的表演，處處皆驚喜，而且，你永遠猜

不到驚喜在何時、何處出現。 

他出場了，手上牽了一隻偶，仔細看，偶頭是他的右手掌巧妙地扮成，

他只是「牽」了一件衣服出來，看起來卻像牽了一隻偶。過會兒，他

轉身弄了弄，轉回來時，上衣撩起，肚皮變成了一個偶，肚臍是活靈

活現的嘴巴，肚皮的伸縮像煞了擠眉弄眼，好玩。他坐了下來，撩起

左腳褲管，套上一個物件，膝蓋也變成了偶。更神奇的是他用嘴巴及

下巴，套上一個假鼻子，就可以組成一張臉，還有兩顆大眼睛，還會

流鼻涕，讓小朋友看得目瞪口呆。 

看著他神奇的表演，很難想像雨果是長大後才開始接觸偶戲，20歲之

前的他，充其量只看過幾場藝術表演，沒有任何藝術背景，當完兵後

是製鞋工廠的工人。 

「剛開始時我接觸的是默劇。」雨果說：「我在鞋廠的同事教我的。」他待的這個鞋廠常罷工，工人有

很多空閒時間，所以學過戲劇的人就會做戲給同事看，雨果就是在這種狀況下開始接觸戲劇。他選擇學

的是默劇，「他們聲音都很好，我的不行，所以我選擇不必發出聲音的默劇。」默劇的肢體訓練，讓他

能對自己的身體操控自如。 

學會了默劇後，他開始做街頭表演，他發現，街頭表演賺的錢竟然比鞋廠的薪水高很多，街頭演兩場，

賺的錢就比鞋廠的月薪高。既然這樣，他就乾脆辭了工作，專心做個街頭藝人，後來並且到巴黎及歐洲

其他地方做街頭表演。 

他喜歡模仿一些偶戲的動作，也喜歡跟自己的身體玩，玩著玩著，就

用身體玩出了偶，「我創作的第一個偶是蛇偶。」他用兩隻手掌交纏

而成，不但有嘴巴，連舌頭都有。 

從手偶到較高難度的偶戲，是在結識現任太太之後，她是鋼琴師，彈

了 14 年鋼琴，手指靈巧得很，「有些動作我太太做得比我好。」 

雨果很愛太太，他曾說：「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她像個詩人，我則

是小丑，合在一起就是會做詩的小丑。」他的作品就會讓人感受到兩

種截然不同的風味，饒富詩意，卻也讓人捧腹大笑。 

兩人的相處也很妙，日常生活兩人相安無事，但一碰到戲劇創作，兩

個人就吵成一團，「不是吵架，是對美學的歧見。」他說：「事後兩

人都會站在對方立場思考，然後雙方都退一步，把對方可用的想法納

入自己的創作中。」 

所以，雨果就常說：「唯有衝突，才能創造新的可能性。」 

他跟太太結識的經過也很浪漫，「那是在佛羅倫斯。」那時他大概 31歲左右，在做街頭表演，她先看了

他的表演，晚上又在一個聚會中碰到，兩人相談甚歡，就開始交往。 

會開始在身體其他部位尋找偶戲表演的可能，是因為手偶已演到沒梗了，必須找新素材，於是，他開始

跟身體的其他部位玩，「膝蓋偶就是我在 1989 年創造出來的。」他先在膝蓋套上小丑紅鼻子，再穿上一

件襯衫，兩隻手穿過袖子，一個偶就產生了。 

「最初我在膝蓋套上小丑鼻時，我自己都不能接受。」他說：「看不出來是個偶。」他慢慢試、慢慢琢

磨，加上些衣服、加上些表情，膝蓋偶就逐漸成形，「發展一個新偶都是這樣，要花時間耗。」通常至

少要半年到一年才能發展出一個新偶。 

 

雨果用肚皮可以擠出一張臉。 

 

這個小貝比是雨果的膝蓋。 



這次他在 2012 雲林國際偶戲節表演的是《偶的故事》，是觀眾看完後一直喊「安可」的一齣偶戲，很值

得看，相關資訊可在雲林國際偶戲節官網查詢，網址為：http//:www.ylccb.gov.tw/2012puppet/。  

 

 

 

 

 

 

 

 

 

 

 

 

 

 

 

 

 

 

 

 

 

 

 

 

 

 

 

 

 

 

 

 

 

 

http://www.ylccb.gov.tw/2012puppet/


一、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電子報：聯合新聞網-閱讀藝文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8/7423444.shtml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11 日(四) 

雲林國際偶戲節／葛瑞 邊演邊環遊世界  

【聯合新聞網╱採訪、攝影／特約作家賈亦珍】 2012.10.1104:08 pm 
 

23年前，美國偶師葛瑞戈做了人生最重要的決定，他辭掉了在劇團的

工作，開始到世界各地旅行，「我想看看這個世界，看看不同的文化，

看看不同的人。」他說：「當然還要嚐嚐各地的美食。」 那一年他

離開美國整整 1年，在幾個亞洲國家打轉，「我到了泰國、馬來西亞、

印尼、還有香港等地方。」其中他在香港參加了街頭藝術表演的活動，

在那個活動裡他聽到其他的藝師說：「你可以去台北，那裡很適合街

頭藝術家去。」 

他的第一趟世界之旅沒有包括台灣，但他聽到了台灣呼喚，所以在他

的第二趟雲遊中，安排了台灣，他到台北做街頭表演。 

這次是他第 4次來台灣，這麼多年間台灣變化不少。首度來台灣時，

看表演的觀眾安靜、沒反應、沒表情，「起初我以為他們不喜歡我的

表演。」但表演結束時，這些觀眾給他熱情的掌聲及大方的小費，他

才知道台灣觀眾的觀賞習慣是這樣。 

20幾年後的今天，他發現台灣觀眾變了，該笑時會笑，而且很自在地

狂笑，該有反應時也會有適時及熱烈的反應，這讓台上的他演得更起

勁。 

葛瑞戈的旅行是很深入的，他喜歡到一些觀光客不會到的地方，他喜

歡做各種新奇的嘗試，他喜歡跟任何陌生人打交道，所以到現在為止，他去的國家還不到 20 個，但，每

個國家都去了很多地方， 

每到一個地方，他會收集一塊當地的布，然後把這些布拚成一條褲子，現在他表演時穿的花褲就是這些

布拚成的。 

對當年的這個決定，「我並沒有考慮太久。」葛瑞戈說：「我決定了

就開始存錢，開始規畫。」第一趟的旅費當然是靠存錢，「我存了大

概 1 萬美元。」 

至於規畫，最重要的是他的戲偶跟道具，他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如何

把這些家當擺在一個行李箱裡，在他的計畫裡，他是要邊演邊玩，而

第一趟的行程就是研究這種方式的可行性。 

「我要長期在世界各地旅遊，就需要錢，街頭表演是賺取旅費的一種

方式。」他說：「問題在，街頭表演都一個人，道具就要可以隨身帶

著走。」全部東西裝在一卡皮箱裡，行動就方便了。 

第一趟旅遊結束回美國後，他開始發展街頭表演的內容，他做了一支

音樂魔杖，最上頭是小鈸，往下有提琴、鈴噹、音樂盒、一個煎鍋，

杖底鑲了顆棒球，「這支杖子有 20年歷史了。」 

開演時，他都會拄著這根魔杖出場，一步一敲，杖上的配件就發出不

同聲音，出場架勢十足。 

 

這是單人交響樂表演。 

 

各國拚布拚成的褲子。 



葛瑞戈的背包裡像百寶箱，隨便一掏就是個偶，他在這次演出最受歡

迎的是用雨傘做的「蜘蛛偶」，「起初是先有故事，再去找偶。」他

說：「這是我很喜歡的歐洲古老傳說。」 

大約 600年前，義大利有個小鎮出現一種專咬人的毒蜘蛛，被咬的人

無藥可醫，毒蜘蛛尤其喜歡咬青少年，後來有人提供了一個治蛛毒的

藥方，「跳舞。」葛瑞戈說：「日以繼夜地跳舞，直到不支倒地為止。」

而且，還得把衣服脫光了跳。 

於是被咬的人都湧到街頭、廣場跳舞狂歡，一直跳、一直跳，直到他

們累斃倒地為止，第二天醒過來時發現，毒散了，人好了。 

這個傳說流傳到現代，這個小鎮每年都要舉行這樣的全民跳舞狂歡，

成為一種節慶儀式。 

葛瑞戈很想演這個故事，所以開始發想蜘蛛偶，「一開始用一般的偶做，不會動，不好。」他說，找著

找著，突然看到雨傘，他發現傘架的結構很像蜘蛛的長腳，就開始研究，結果很理想，他做的蜘蛛偶不

但能動，而且很靈活，可走、可跳、可轉圈、可上下，可以做很多元的表演。 

「我做了各種不同蜘蛛。」他說：「搭配不同的音樂。」雨傘可以拆掉做成蜘蛛，也可以不拆，在傘面

上畫上蜘蛛網成為另類舞台。 

就這樣，葛瑞戈到世界各國表演，這次他應邀在 2012 雲林國際偶戲節表演，帶來的《偶戲嘉年華》把觀

眾逗得笑呵呵，有關偶戲節的資料可上官網查詢，網址為：http//:www.ylccb.gov.tw/2012puppet/。 

【2012/10/11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 

全文網址: 雲林國際偶戲節／葛瑞 邊演邊環遊世界 | 訊息藝開罐 | 閱讀藝文 | 聯合新聞

網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8/7423444.shtml#ixzz2BpqViSl8  

Power By udn.com  

 

雨傘做的蜘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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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dn.com/NEWS/READING/REA8/7423444.shtml#ixzz2BpqViSl8


一、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影音網址：雲林新聞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DTaoyLkugA&feature=related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5 日(五) 

發佈時間：2012-10-05 

只剩傘骨的雨傘，可以變成演戲的道具？只要一支手電筒，加上一本書，就能表演一齣故事？這些大家意

想不到的演出，將出現在雲林國際偶戲節，由雲林故事館邀請，來自美國等五個國家的表演團隊，將用他

們最獨特的方式，讓大家看到偶戲的各種可能性，故事館還為親子和國內的藝師，準備了工作坊和交流座

談會等活動，希望透過各種方式，讓國內外的表演者進行最深入的經驗分享。 

(以上新聞可從哈 TV APP收視) 

一、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 

二、影音網址：新唐人亞太台 

http://ap.ntdtv.com/news/20121008/video/101196.html?%E7%95%B0%E5%9C%8B%E5%81%B6%E5%

B8%AB%E9%A1%AF%E8%BA%AB%E6%89%8B%20%E5%89%B5%E6%84%8F%E5%B7%A7%E6%80%9D

%E8%AE%8A%E5%8C%96%E5%A4%9A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8 日(五) 

【新唐人亞太台 2012年 10 月 8日訊】 

    2012雲林國際偶戲節開鑼了，從上週末起，為期九天的活動，除了本土布袋戲團的展演外，還有來

自荷蘭、西班牙、秘魯、以色列及美國的 6個團隊，帶來豐富 多元的異國偶戲表演，讓觀眾大開眼界之

外，也一起來體驗偶戲的生動與創意。  

幾條尼龍線加上一把雨傘，就可以跳起曼妙的舞步。美國的偶師 Grego的戲偶取材簡單，卻充滿動感與表

情。 

    美國偶師 Grego：「你看看，從世界各地來的人這麼多人，而我也是走過這麼多國家來到這邊，我把

我想像的世界，透過雙手呈現給你。」舉手投足渾身是戲，秘魯偶師 Hugo只要利用簡單的道具就可以把

身體的各部位變成奇妙生動的戲偶。 

    秘魯偶師 Hugo：「希望我的表演，能夠把快樂帶給大家，帶出人性中善的情感。」擅長用光影說故事，

台灣女孩鄭淑芸與美國偶師 Margot合作，還突破皮影戲 2D的模式，以多光源和立體的場景，把 3D的視

覺效果表現的淋漓盡致。 

    台灣偶師 鄭淑芸：「希望給觀眾用很簡單的方式，就可以說很深刻的故事，去探索我們平常日常生活

的感情，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共同經驗這一場旅程。」 

    雲林故事館館長 唐麗芳：「我們希望能夠達到融合在地跟國際接軌，在國際偶戲文化交流做更深度的

一個實質上的一個交流、分享這個體驗。」 

偶師們個個身懷絕技，展現各國不同的偶戲文化與風格。觀眾可以打開心扉，一起來探索這奇妙的偶戲世

界。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月秀 台灣雲林採訪報導 

一、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幕後花絮 

二、影音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9wJNhcagxnI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15 日(日) 

 

2.其他報章媒體影音報導相關資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DTaoyLkugA&feature=related
http://ap.ntdtv.com/news/20121008/video/101196.html?%E7%95%B0%E5%9C%8B%E5%81%B6%E5%B8%AB%E9%A1%AF%E8%BA%AB%E6%89%8B%20%E5%89%B5%E6%84%8F%E5%B7%A7%E6%80%9D%E8%AE%8A%E5%8C%96%E5%A4%9A
http://ap.ntdtv.com/news/20121008/video/101196.html?%E7%95%B0%E5%9C%8B%E5%81%B6%E5%B8%AB%E9%A1%AF%E8%BA%AB%E6%89%8B%20%E5%89%B5%E6%84%8F%E5%B7%A7%E6%80%9D%E8%AE%8A%E5%8C%96%E5%A4%9A
http://ap.ntdtv.com/news/20121008/video/101196.html?%E7%95%B0%E5%9C%8B%E5%81%B6%E5%B8%AB%E9%A1%AF%E8%BA%AB%E6%89%8B%20%E5%89%B5%E6%84%8F%E5%B7%A7%E6%80%9D%E8%AE%8A%E5%8C%96%E5%A4%9A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9wJNhcagxnI


一、活動名稱：2012 年雲林偶戲節 10 月 6~14 日登場 

二、電子報：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926/7945612.html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9 月 26 日(三) 

２０１２年雲林偶戲節１０月６～１４日登場 大成報 (2012-09-26 20:38) 

  

( 記者張立明／雲林報導) 

２０１２年雲林偶戲節即將於１０月６～１４日登場，雲林縣政府２６日在台北市華山文創園區舉辦記者

會，邀請到專業 cosplay進行開場表演，布袋戲大師鐘任璧當場露了一手真功夫「孫悟空大戰鯉魚精」，

展現熟練技巧，戲偶在空中翻滾、雙手交換，搏得滿堂喝采，看不出鐘任壁大師已經８１歲高齡。縣長蘇

治芬表示，１０月是旅遊的好季節，邀請大家一同來雲林參與偶戲節。 

一年一度的雲林國際偶戲節又即將登場囉！自１９９９年舉辦迄今，經過多年的淬鍊及能量累積，已讓雲

林偶戲這項在地傳統藝術成內外矚目的無形文化資產，更是國內布袋戲迷、cosplay者心中的年度盛典。 

雲林縣政府２６日在台北市華山文創園區舉辦的記者會，邀請國內外喜歡布袋戲的朋友，下個月到雲林縣

走一走，蘇治芬表示，此次偶戲節除邀請國外團隊表演，國內也有不少的傑出團體參與，其中國寶級的布

袋戲大師鐘任璧也會擔綱演出。 

鐘任璧當場就表演一段 

今年偶戲節在雲林縣虎尾鎮三處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布袋戲館」、「雲林故事館」、「合同廳舍」舉行，

延續歷年推動的優質演出，安排 cosplay 帶領大家進入「布袋戲時光隧道」，觀賞古冊戲、劍俠戲、日本

皇民化運動、金光布袋戲等時期的回憶。 

此次偶戲節活動結合了靜態展覽、動態演出與工訪體驗，而在匯演活動上則以本土布袋戲的演出、競技與

觀摩增進為主軸，並邀請國外團體到場進行表演交流，為偶戲節精彩加分，今年特地邀請到荷蘭、以色列、

秘魯、西班牙、美國等地的偶戲團體來台交流與演出。 

偶戲節期間國內外演出團體將在雲林縣各鄉鎮的社區中心、學校禮堂、廟前廣場…等地與觀眾近距離接

觸，期望能透過精彩多元的表演內容，讓民眾留下更多感動的偶戲時刻。 

布袋戲伴隨過許多人成長，是深刻記憶之一，對社會教化有正面意義，雲林為布袋戲的原鄉，戲偶透過偶

師專業的操弄，十指舞動乾坤、道盡多少天下事，精彩布袋戲，風靡全國，布袋戲歷經百事歷史的淬鍊，

代表本土文化藝術，大家不要錯過。 

 

(活動照片：雲林縣政府提供 ) 

詳全文 ２０１２年雲林偶戲節１０月６～１４日登場-娛樂新聞-新浪新聞中

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926/7945612.html 

 

 

一、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 cosplay 揭開序幕 傳承布袋戲藝術 偶戲表演超吸晴 

http://sites.sina.com.tw/%E8%A8%98%E8%80%85%E6%9C%83
http://sites.sina.com.tw/%E8%A8%98%E8%80%85%E6%9C%83
http://sites.sina.com.tw/%E8%A1%A8%E6%BC%94
http://sites.sina.com.tw/%E6%97%85%E9%81%8A
http://sites.sina.com.tw/%E8%83%BD%E9%87%8F
http://sites.sina.com.tw/%E5%BB%BA%E7%AF%89
http://sites.sina.com.tw/%E6%97%A5%E6%9C%AC
http://sites.sina.com.tw/%E6%97%A5%E6%9C%AC
http://sites.sina.com.tw/%E9%81%8B%E5%8B%95
http://sites.sina.com.tw/%E6%B4%BB%E5%8B%95
http://find.sina.com.tw/news/%E8%A5%BF%E7%8F%AD%E7%89%99
http://sites.sina.com.tw/%E7%BE%8E%E5%9C%8B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926/7945612.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926/7945612.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926/7945612.html


二、電子報：台視新聞 

    http://www.ttv.com.tw/101/09/1010927/101092790639042.htm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9 月 27 日(四) 

雲林國際偶戲節 cosplay 揭開序幕  傳承布袋戲藝術 偶戲表演超吸睛 

2012/9/27  

雲林縣是台灣布袋戲的故鄉，雲林國際偶戲節邁入第十屆了，這項在地傳承藝術成為國際矚目

的無形文化資產 今年的偶戲節將會在十月 6 號到 14 號登場，開幕後將由 cosplay 帶領進入

布袋戲時光隧道，掀開活動序幕，希望藉由專業的偶戲表演，傳承推廣布袋戲藝術，精緻的活

動精彩可期！ 

 

 

 

 

 

 

 

 

 

 

 

 

 

 

 

 

 

 

 

 

 

 

 

 

 

 

 

 

 

 

 

一、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國際偶師拜會縣府 

二、電子報：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010/8021053.html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14 日(日) 

2012 雲林國際偶戲節 國際偶師拜會縣府 台灣新聞報 (2012-10-10 20:00) 

 

    2012雲林國際偶戲節受邀參演的 5個國家、6個國際偶戲團體，9日下午在文化處長洪仁聲陪同下拜

會雲林縣政府，由副縣長施克和代表接待，各戲團除向施副縣長簡介劇團精采演出戲碼，交流各國偶戲文

化外，並邀請縣府團隊前往觀賞國際偶師們精采的演出。 

雲林國際偶戲節自 10月 6 日至 14日，於虎尾的三處歷史建物熱鬧登場，縣府廣邀來自美國、以色列、祕

魯、荷蘭、西班牙等國家，具特色的國際專業偶戲團體，帶給大家耳目一新的偶戲文化饗宴，共計安排

37場不同國度偶戲親子互動表演（影子偶、紙戲偶、人偶、音樂偶戲）以及 8場專屬於各人獨一無二的

偶戲文化交流工作坊，讓民眾能進一步認識國際偶戲。 

    副縣長施克和表示，雲林是台灣的偶戲原鄉，縣府推廣布袋戲文化傳承不遺餘力，雲林國際偶戲節自

1999 年舉辦迄今已經邁入第十屆，國際偶戲節已經是雲林縣代表的重要文化活動之一，亦讓這項在地傳

藝成為國內外矚目的無形文化資產，每年偶戲節邀請各國團體來台與國內傳統偶戲激盪出美麗火花，藉以

促進國際偶戲文化交流，開闊縣民國際視野，歡迎鄉親踴躍前往參加國際偶戲節盛會。 

施副縣長也請參與雲林國際偶戲活動的國際友人，代為宣揚台灣的偶戲文化活動，將在台期間所體驗的文

化認同，返國後加以分享予喜愛偶戲藝術的同好，讓更多的偶戲團體與民眾知悉國際間的另一項「偶」藝

術節慶，以發揚台灣偶戲文化。 

圖說:來台參與 2012 雲林國際偶戲節的操偶師，由文化處長洪仁聲陪同下拜會雲林縣政府，向施副縣長簡

介劇團精采演出戲碼，並邀請縣府團隊前往觀賞精采的演出。(記者陳昭宗拍攝) 

詳全文 2012 雲林國際偶戲節 國際偶師拜會縣府-社會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一、活動名稱：雲林國際偶戲節-閉幕典禮 

二、電子報：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014/8048688.html 

http://sites.sina.com.tw/%E5%8A%87%E5%9C%98
http://sites.sina.com.tw/%E7%BE%8E%E5%9C%8B
http://sites.sina.com.tw/%E8%8D%B7%E8%98%AD
http://find.sina.com.tw/news/%E8%A5%BF%E7%8F%AD%E7%89%99
http://sites.sina.com.tw/%E8%A6%AA%E5%AD%90
http://sites.sina.com.tw/%E8%A1%A8%E6%BC%94
http://sites.sina.com.tw/%E6%B4%BB%E5%8B%95
http://sites.sina.com.tw/%E7%81%AB%E8%8A%B1
http://sites.sina.com.tw/%E9%AB%94%E9%A9%97
http://sites.sina.com.tw/%E8%97%9D%E8%A1%93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010/8021053.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014/8048688.html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14 日(日) 

2012 雲林國際偶戲節 14日晚上圓滿落幕 大成報 (2012-10-14 23:50) 

(記者張立明／雲林報導)  

    為期 9天的 2012雲林國際偶戲節於 14 日晚上精彩落幕，每日好戲連台滿檔－布袋戲翹楚雲林三寶─

人間國寶黃俊雄、薪傳獎得主鍾任壁、廖文和─「經典布袋戲」、「一起來 Cos 吧」、「偶的大展」、「偶

的音樂會」、「全國青年大匯演」、「老鼠娶親回娘家」、「異業創作演出」、「畫偶與神偶之遇‧畫展」、

宗教工藝之美─DIY 體驗等趣味精緻推廣活動，於虎尾鎮三處極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布袋戲館」、「雲

林故事館」及「合同廳舍」，打亮「全國唯一‧雲林品牌」。 

縣長蘇治芬也到場頒發「金掌獎」獎項，最佳創新劇本－黃僑偉、最佳口白技術－李國安、最佳操偶技術

－林智勝、最佳視覺技術－吳祥祺、最佳配樂音效－邱文科、最佳團隊演出－台北木偶劇團，「小金掌獎」

10座，土庫鎮立托兒所、林內鄉民生國小、二崙鄉三和國小、古坑國中、大埤鄉大德社區、西螺鎮埤頭

社區發展協會、西螺元帥殿、虎尾順天宮、西螺永興宮及大埤鄉舊庄國小，為偶戲盛事劃下圓滿句點。 

    台灣布袋戲走過百年風華，縣府堅持發展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打造獨有的文化品牌，自 1999年舉

辦迄今已邁入第十屆，歷屆聚集的能量已讓雲林偶戲在地傳藝成為國內外矚目的無形文化資產，更是國內

布袋戲團、戲迷與 cosplay 者心中的年度盛典。並自 99 年起以「啟發」、「培育」、「傳承」、「跨領

域思維」完臻達成「圓夢尖兵布袋戲植根推廣計畫」，今年傳藝有成 66所「校園、社區布袋戲團」，以

不同創意方式（在地故事、改編寓言故事、自編題材故事以台語、英語、客語、原民語等不同語言呈現）

成果演出。 

    今年國際偶戲交流演出邀請來自美國、以色列、祕魯、荷蘭、西班牙等專業特色偶戲團，帶給大家場

場令人耳目一新的偶戲文化饗宴，計安排 37場不同國度偶戲親子互動表演（影子偶、紙戲偶、人偶、音

樂偶戲）以及 8場專屬於各人獨一無二的偶戲文化交流工作坊，也令大小朋友驚笑聲不斷，期待下次再次

相遇。 

    蘇縣長表示，本次偶戲節藝文盛事在各演出、策展團隊以及工作人員的努力之下順利圓滿落幕，成功

展現布袋戲的發展榮耀，以及達到傳統藝術推廣深耕與國際文化交流目的。透過異國、各項文化藝術的交

流，為傳統戲劇創造不同的活力；國內外偶戲迥然不同表演方式，也令縣民耳目一新，深得大家的喜愛；

藉由此活動，再次證明雲林是幸福的藝文重鎮，並持續讓台灣偶戲文化在國際光揚。 

    蘇縣長也頒發感謝狀給國外偶戲團隊，並請團員們廣為宣揚台灣偶戲節活動，將在台期間所交流激盪

以及文化的認同分享愛好偶戲藝術學人、專家代為宣傳公知，讓更多的偶戲團體知悉國際間的另一項「偶」

藝術節慶，也期待來年再共襄盛舉。 

( 照片：雲林縣政府提供 ) 

詳全文 2012 雲林國際偶戲節 14日晚上圓滿落幕-娛樂新聞-新浪新聞中

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014/8048688.html 

 

一、活動名稱：20120926 雲林國際偶戲節-台北記者會 

二、影音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gSNIFLm4f9s&feature=relmfu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9 月 26 日 

http://sites.sina.com.tw/%E9%9F%B3%E6%A8%82%E6%9C%83
http://sites.sina.com.tw/%E8%80%81%E9%BC%A0
http://sites.sina.com.tw/%E6%B4%BB%E5%8B%95
http://sites.sina.com.tw/%E5%BB%BA%E7%AF%89
http://sites.sina.com.tw/%E5%93%81%E7%89%8C
http://sites.sina.com.tw/%E8%83%BD%E9%87%8F
http://sites.sina.com.tw/%E8%8B%B1%E8%AA%9E
http://sites.sina.com.tw/%E7%BE%8E%E5%9C%8B
http://find.sina.com.tw/news/%E8%A5%BF%E7%8F%AD%E7%89%99
http://sites.sina.com.tw/%E8%A1%A8%E6%BC%94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014/8048688.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014/8048688.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014/8048688.html


文字內容如下: 

發佈時間：2012-09-26 

百年風華 ‧ 好戲開鑼 

    2012年雲林偶戲節即將於 10/6 至 10/14 登場，雲林縣政府 26 日在台北市華山文創園區舉辦記者會，

邀請到專業 cosplay 進行開場表演，布袋戲大師鐘任璧當場露了一手真功夫，搏得滿堂采；縣長蘇治芬表

示，十月是旅遊的好季節，邀請大家一同來雲林參與偶戲節。 

一年一度的雲林國際偶戲節又即將登場囉！自 1999 年舉辦迄今，經過多年的淬鍊及能量累積，已讓雲林偶

戲這項在地傳統藝術成內外矚目的無形文化資產，更是國內布袋戲迷、cosplay 者心中的年度盛典。 

    雲林縣政府 26日在台北市華山文創園區舉辦的記者會，邀請國內外喜歡布袋戲的朋友，下個月到雲林

縣走一走，蘇治芬表示，此次偶戲節除邀請國外團隊表演，國內也有不少的傑出團體參與，其中國寶級的

布袋戲大師鐘任璧也會擔綱演出。 

    鐘任璧當場就表演一段孫悟空大戰鯉魚精，展現熟練技巧，戲偶在空中翻滾、雙手交換，搏得滿堂喝

采，看不出鐘任壁大師已經八十一歲高齡。 

    今年偶戲節在雲林縣虎尾鎮三處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布袋戲館」、「雲林故事館」、「合同廳舍」

舉行，延續歷年推動的優質演出，安排 cosplay 帶領大家進入「布袋戲時光隧道」，觀賞古冊戲、劍俠戲、

日本皇民化運動、金光布袋戲等時期的回憶。 

    此次偶戲節活動結合了靜態展覽、動態演出與工訪體驗，而在匯演活動上則以本土布袋戲的演出、競

技與觀摩增進為主軸，並邀請國外團體到場進行表演交流，為偶戲節精彩加分，今年特地邀請到荷蘭、以

色列、秘魯、西班牙、美國等地的偶戲團體來台交流與演出。 

    偶戲節期間國內外演出團體將在雲林縣各鄉鎮的社區中心、學校禮堂、廟前廣場...等地與觀眾近距離

接觸，期望能透過精彩多元的表演內容，讓民眾留下更多感動的偶戲時刻。 

    布袋戲伴隨過許多人成長，是深刻記憶之一，對社會教化有正面意義，雲林為布袋戲的原鄉，戲偶透

過偶師專業的操弄，十指舞動乾坤、道盡多少天下事，精彩布袋戲，風靡全國，布袋戲歷經百事歷史的淬

鍊，代表本土文化藝術，大家不要錯過。 

 

 

 

 

一、活動名稱：20121006 雲林國際偶戲節開幕式 

二、影音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3fgLaDpau9s&feature=relmfu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6 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fgLaDpau9s&feature=relmfu


文字內容如下: 

發佈日期：2012-10-06，發佈者： Government Yunlin 

    2012雲林國際偶戲節開幕式於今(6）日上午在虎尾布袋戲館前舉行，由副縣長施克和主持，一連 9 天

的精彩節目將在虎尾鎮三處極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布袋戲館」、「雲林故事館」及「合同廳舍」登場，

延續歷年推動優質演出、競技、展覽、創意等活動。繼開幕式後，由 cosplay 同人誌引領進入「那些年我

們一起玩的布袋戲」的回憶，接續由今年所植根推廣高中大專學校布袋戲團 8 據點，以古冊戲、劍俠戲、

皇民化、金光布袋戲、電視布袋戲等各時期場景來呈現「布袋戲時光隧道」。 副縣長施克和致詞時表示，

布袋戲走過百年風華，多年來本縣堅持發展屬於自己的文化品牌，自 1999年舉辦偶戲節迄今已邁入第十屆，

歷經洗禮聚集的能量已讓偶戲這項在地傳藝成為國內外矚目的無形文化資產，更是戲團、戲迷與 cosplay

者心中的年度盛典。 有感於傳習技藝、養成布袋戲藝術欣賞人口為延續傳統技藝最重要的一環，本縣自 99

年起以「啟發」、「培育」、「傳承」、「跨領域思維」完臻達成「圓夢尖兵布袋戲植根推廣計畫」，今

年傳藝有成 66 個「校園、社區布袋戲團」已屆完成技藝傳承使命，將以不同創意方式（在地故事、改編寓

言故事、自編題材故事以台語、英語、客語、原民語等不同語言呈現）成果演出，還有 44班幼稚園要演「老

鼠娶親」的戲給大家看。 今年國際交流演出邀請來自美國、以色列、祕魯、荷蘭、西班牙等各具特色專業

偶戲團，計 37場異國偶戲親子互動表演（影子偶、紙戲偶、人偶、音樂偶戲）及 8場專屬於各人的偶戲文

化交流工作坊，帶給大家場場令人耳目一新的偶戲文化饗宴。  

購票請洽：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會05-6311436/0911-101338或 http://puppetry.ylstoryhouse.org.tw/。  

    本縣亦啟動藝文關懷服務，縣府統籌將 180 張國際偶師演出的票卷，分送如縣境虎尾地區國中小等 13

校的弱勢學生，使藝文較為匱乏的地區學童，也能同來參與年度偶戲盛事！  

另於活動期間 9天的好戲連台系列－布袋戲翹楚雲林三寶（人間國寶黃俊雄、薪傳獎得主鍾任壁、廖文和）

「經典布袋戲」、「一起來 Cos 吧」、「偶的大展」、「偶的音樂會」、「全國青年偶師大匯演」、「老

鼠娶親回娘家」、「異業創作演出」、「【畫偶與神偶之遇】畫展」、宗教工藝之美─DIY 體驗活動以及全

國唯一「金掌獎競演」、等趣味精緻推廣活動，場場精采可期，雲林縣政府邀請全國民眾一同來雲林作客

「看好戲」!!  

    有感於國家資產─布袋戲是農業社會最重要的常民藝術，尤其以「農業首都」作為產業與文化號召的

雲林，布袋戲演藝文化可謂是本縣多元農業文化的重要特色，基此，本縣積極規劃在歷年偶戲節極欲催生

的產物「布袋戲傳習中心」的設置計畫，共築一布袋戲傳承推廣常駐之地，也期望它將成為本縣爾後辦理

偶戲節的固定且永遠的園區，明年也將在這個基地辦理「2013 全國農業博覽會」，歡迎屆時共同參加盛會。 

 

 

 

 

一、活動名稱：20121009 雲林國際偶戲節-國際偶師拜會縣府 

二、影音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9Yd5e1GhgVY&feature=relmfu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9 日 

http://www.youtube.com/user/YunlinNewsChannel
http://puppetry.ylstoryhouse.org.tw/


文字內容如下: 

發佈時間：2012-10-09 

    2012雲林國際偶戲節受邀參演的 5個國家、6個國際偶戲團體，9日下午在文化處代理處長洪仁聲陪同

下拜會縣府，副縣長施克和代表蘇縣長接待，各戲團除向施副縣長簡介各團精采演出戲碼，交流各國偶戲

文化外，並邀請縣長、副縣長前往觀賞國際偶師們精采的演出。 

  2012雲林國際偶戲節 10月 6日至 14日於虎尾等各場地熱鬧登場，縣府廣邀來自美國、以色列、祕魯、

荷蘭、西班牙等國家，具特色的國際專業偶戲團體，帶給大家場場耳目一新的府偶戲文化饗宴，共計安排

37 場不同國度偶戲親子互動表演（影子偶、紙戲偶、人偶、音樂偶戲）以及 8 場專屬於各人獨一無二的偶

戲文化交流工作坊，讓民眾能進一步認識國際偶戲。 

  施副縣長表示，雲林是台灣的偶戲原鄉，縣府推廣布袋戲文化傳承不遺餘力，雲林國際偶戲節自 1999

年舉辦迄今已經邁入第十屆，國際偶戲節已經是雲林縣代表的重要文化活動之一，歷經洗禮所聚集的能量

讓這項在地傳藝成為國內外矚目的無形文化資產，每年偶戲節邀請各國團體來台與台灣傳統偶戲激盪出美

麗火花，藉以促進國際偶戲文化交流，開闊縣民國際偶戲視野，歡迎鄉親踴躍前往參加國際偶戲節盛會。 

  施副縣長也請參與雲林國際偶戲活動的國際友人，代為宣揚台灣的偶戲文化活動，將在台期間所體驗

的文化認同，返國後加以分享予喜愛偶戲藝術的同好，讓更多的偶戲團體與民眾知悉國際間的另一項「偶」

藝術節慶，以發揚台灣偶戲文化。 

 

 

一、活動名稱：20121011 雲林國際偶戲節-國際偶戲文化交流座談會 

二、影音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KJL6UHMjJ8U#!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xAw3kp8dbJ0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11 日 

 

 

 

 

 

 

 

 

 

 

 

 

 

 

一、活動名稱：20121014 雲林國際偶戲節閉幕式 

二、影音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t4MfegCenw0 

三、刊登日期：2012 年 10 月 14 日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KJL6UHMjJ8U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xAw3kp8dbJ0


文字內容如下: 

發佈時間：2012-10-14 

    雲林縣政府新聞參考資料 101.10.14 為期 9天的 2012雲林國際偶戲節於 14日晚上精彩落幕，每日好

戲連台滿檔－布袋戲翹楚雲林三寶（人間國寶黃俊雄、薪傳獎得主鍾任壁、廖文和）「經典布袋戲」、「一

起來 Cos吧」、「偶的大展」、「偶的音樂會」、「全國青年大匯演」、「老鼠娶親回娘家」、「異業創

作演出」、「【畫偶與神偶之遇】畫展」、宗教工藝之美─DIY 體驗等趣味精緻推廣活動，於虎尾鎮三處極

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布袋戲館」、「雲林故事館」及「合同廳舍」，打亮「全國唯一‧雲林品牌」。 

    縣長蘇治芬也到場頒發「金掌獎」獎項，最佳創新劇本－黃僑偉、最佳口白技術－李國安、最佳操偶

技術－林智勝、最佳視覺技術－吳祥祺、最佳配樂音效－邱文科、最佳團隊演出－台北木偶劇團，「小金

掌獎」10座，土庫鎮立托兒所、林內鄉民生國小、二崙鄉三和國小、古坑國中、大埤鄉大德社區、西螺鎮

埤頭社區發展協會、西螺元帥殿、虎尾順天宮、西螺永興宮及大埤鄉舊庄國小，為偶戲盛事劃下圓滿句點。 

台灣布袋戲走過百年風華，縣府堅持發展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打造獨有的文化品牌，自 1999 年舉辦迄今

已邁入第十屆，歷屆聚集的能量已讓雲林偶戲在地傳藝成為國內外矚目的無形文化資產，更是國內布袋戲

團、戲迷與 cosplay 者心中的年度盛典。並自 99年起以「啟發」、「培育」、「傳承」、「跨領域思維」

完臻達成「圓夢尖兵布袋戲植根推廣計畫」，今年傳藝有成 66所「校園、社區布袋戲團」，以不同創意方

式（在地故事、改編寓言故事、自編題材故事以台語、英語、客語、原民語等不同語言呈現）成果演出。 今

年國際偶戲交流演出邀請來自美國、以色列、祕魯、荷蘭、西班牙等專業特色偶戲團，帶給大家場場令人

耳目一新的偶戲文化饗宴，計安排 37場不同國度偶戲親子互動表演（影子偶、紙戲偶、人偶、音樂偶戲）

以及 8場專屬於各人獨一無二的偶戲文化交流工作坊，也令大小朋友驚笑聲不斷，期待下次再次相遇。 

     蘇縣長表示，本次偶戲節藝文盛事在各演出、策展團隊以及工作人員的努力之下順利圓滿落幕，成

功展現布袋戲的發展榮耀，以及達到傳統藝術推廣深耕與國際文化交流目的。透過異國、各項文化藝術的

交流，為傳統戲劇創造不同的活力；國內外偶戲迥然不同表演方式，也令縣民耳目一新，深得大家的喜愛；

藉由此活動，再次證明雲林是幸福的藝文重鎮，並持續讓台灣偶戲文化在國際光揚。 

    蘇縣長也頒發感謝狀給國外偶戲團隊，並請團員們廣為宣揚台灣偶戲節活動，將在台期間所交流激盪

以及文化的認同分享愛好偶戲藝術學人、專家代為宣傳公知，讓更多的偶戲團體知悉國際間的另一項「偶」

藝術節慶，也期待來年再共襄盛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