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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偶戲於氣候變遷科普傳播應用 

楊憶婷
1
 

摘要 

2015年，聯合國宣布了「2030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發展。而其中的

目標 13 便是「完備減緩及調適的行動，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氣候變遷話

題受全球多國政府重視，但願意身體力行減緩及調適氣候行動的人卻有限。在

教育部推動「第一屆臺灣科學節」的機會，作者及團隊創作「氣候變遷科普偶

戲」，希望透過傳統藝術表演呈現氣候變遷話題，讓觀賞民眾感同身受，進而願

意身體力行。劇本創作及大型演出需要花費經費及人力，並非時常有機會可製

作科普戲劇，並且為大氣科學的話題，因此將規劃及辦理的相關經驗分享。 

一、 創作緣起 

2020 年迎來世界地球日 50 周年，教育部計畫以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國立科技教育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及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五個國內科學博物館館所為基地，著手

規劃「2020 年第一屆臺灣科學節活動」，主軸為「我的地球，我來

關懷」(The Earth, Ours to care)，希望透過全國性的科學嘉年華並結

合藝術提升全民科學素養，達到終身學習目標，另透過時間累積，

建立國際品牌。 

氣候變遷的影響下，全球劇烈天氣頻仍，而臺灣也有小雨的次

數變少，暴雨次數變多的現象。各種的氣候變化已經漸漸影響全球

環境及生物、農作物、公共衛生、交通運輸及經濟發展等，因應氣

候變遷的狀況，減緩與調適為兩大途徑，也是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重要學習內容。氣候變遷的話題雖逐漸受全球各國政府重

                                                 
1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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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普遍人類認同氣候變遷話題重要性，但感同身受且願意身體力

行卻為數不多。 

在這樣的機緣下，作者與團隊另向科技部、環保署、瑞儀教育

基金會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等單位洽談共同合作，規劃以偶戲的

方式演繹一齣氣候變遷主題的科普劇。並於高雄、臺南、嘉義及澎

湖等地演出。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以藝術表演的方式呈現

氣候變遷主題，讓氣候變遷主題可以觸動人心，進而以減緩與調適

行動降低氣候變遷造成的衝擊，並達到科普傳播及扶植傳統劇團目

的。 

二、 偶戲介紹： 

臺灣偶戲源自於中國大陸，因地理位置是一海島，逐漸發展出

自己的特色，不論是從音樂唱腔、題材、偶的造型等都顯示臺灣傳

統偶戲是中國偶戲的一分支。臺灣民間一般將偶戲分為「傀儡戲」、

「布袋戲」、「皮影戲」三類。 

皮影戲是一種用皮製或紙製的平展玩偶演出戲劇的形式。藉由

燈光把遊人操縱的玩偶影像投射在半透明的屏障上供觀眾欣賞(中

國大百科全書)。目前僅有高雄地區有三個劇團可做正式演出。 

布袋戲又稱為掌中木偶或手套木偶，腦殼中空但頸下縫合布

套，讓演員可以手掌做為偶的軀幹。臺灣偶戲中最蓬勃的一支，布

袋戲在臺灣總是隨著環境變遷調整，展現不同的形態吸引觀眾。從

最早的野台布袋戲，演變到觀眾需至戲院購票演出的金光布袋戲。

至電視布袋戲時代，甚至有以兒童為主要觀眾、並以國語配音具教

學意味的兒童布袋戲。黃俊雄時代的電影化電視布袋戲時期，布袋

戲題材不受限制、劇情可以任意展佈、音樂不分古今中西、人物造

型可以隨心塑造(徐，1970)。最後是「霹靂」系列的布袋戲，劇中

人物武打場面可以說是視覺享受，成功吸引年輕觀眾。甚至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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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平台 NETFLIX 都可以觀賞到霹靂布袋戲，成功走向商業化及

國際化。布袋戲在臺灣的演變歷史，讓我們對於偶戲作為教育目的

有信心，相信偶戲對於傳播知識及資訊是很好的手段及媒介。紀慧

玲(2003)提到霹靂在市場上成功主要是因為兩個面向：1.保留傳統基

本要素，讓年輕人很快與過去聯繫形塑「新認同」；2.改革與創新，

不拘傳統形式，大膽嘗試，選用年輕人熟悉的媒介，直接達到消費

者。雖然不再「傳統」但卻與當代文化、環境完全結合。 

傀儡戲在臺灣分為南北兩個系統，其相關研究是最少的，有的

名稱尚在但無法進行實地演出。傀儡戲主要是用提線抽動表演戲

偶，依據表演動作的複雜度，操控傀儡的線數便有不同。北部傀儡

戲的演出場合多數和「除煞儀式」有關，因此民間常有勿看傀儡戲

的禁忌。南部傀儡戲與皮影戲及布袋戲相似，屬於河洛文化的民間

戲劇，並分布在人口稠密、寺廟林立之處，戲偶大多要大陸戲偶，

並且有在做正式戲劇演出。由以上可知，除了布袋戲適應電視、電

影及新媒體興起的環境變化，皮影戲及傀儡戲都面臨存亡絕續的危

機。因此我們這次希望能以皮影戲或傀儡戲呈現。 

20 世紀初，偶戲出現了不同的演出形式，例如真人與木偶演出、

演出中演員從幕後變為出現到台前，至觀眾前面操偶、電影與木偶

一起演出等等。30 年代後也出現電視及電影木偶，主要的閱聽眾以

兒童為主，強調教育的功能。在許多國家，偶戲的傳播方式可以出

現在各式各樣場合，如：商店櫃台、圖書館出納口、醫院窗口等等。

這樣特色傳播形式現在臺灣也有機會見到，例如：位在中油大樓的

石油探索館利用紙偶及光，以類似皮影戲的方式表現出磺坑的故

事；東華皮影戲以改編西遊記故事協助衛福部做腦中風防治宣導，

以詼諧親切的閩南語說明如何防治腦中風，深植人心。兩者都是透

過偶戲的趣味性，成功達到傳播資訊。此外，從布袋戲曾被應用在

兒童節目中，以及皮影戲應用在各種宣導作品中，就可以知道偶戲

因具有娛樂的功能，透過偶戲的表演可以輕鬆詼諧的方式達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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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即便是動畫電影中也有利用偶戲穿插故事的手法，例如：

功夫熊貓第 2 集部分橋段以皮影戲及電腦動畫結合敘述故事呈現東

方特色，在 3D 動畫電影呈現 2D 戲劇，使電影具有更多層次呈現方

式(如圖 1)。 

   

  

圖 1：(a)為臺北市信義區中國石油展示館出磺坑的故事。(b) 東華皮影戲改編西遊記故事協助衛生

福利部腦中風防治宣導。(c)和(d)為動畫電影功夫熊貓第 2 集中應用皮影戲使電影更多層次。 

2019 臺灣科普環島列車在新北市板橋站，「陳錫煌傳統掌中劇

團」便曾演出經典戲劇「西遊記」，結合科學與傳統藝術。國台語穿

插的改編版西遊記成功吸引學生對科普實驗的興趣。同年泛科學也

製作 20 集的科普布袋戲於 Youtube 頻道傳播，結合 2D 動畫及布袋

戲達到科普傳播目的。同樣在 2019 年無獨有偶劇團與林業試驗所推

出「沒有人愛我」土壤科普偶戲，在全台售票演出。不論是臺灣傳

統的偶戲「布袋戲」或非傳統的偶戲近年都邁出科普傳播的第一步。

偶戲不如一般戲劇需要較多的演員，每場演出都需要妝髮服飾，偶

戲的演員多於幕後，且一人可演示多角，演出的偶已經具備華麗服

飾及造型，相對一般戲劇容易演出，以上顯示科普偶戲的傳播方式

結合科學及藝術，可以達到科普教育的目的，甚至可能扶植劇團與

科學單位合作創造新的商業機會。 

(a) 

(c)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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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傳統偶戲應用於科普傳播的困難 

(一) 科學顧問介入腳本撰寫，須顧及劇情有趣及科學正確性 

科普偶戲登台演出，從一開始規劃、腳本設計、道具舞台及偶

的製作、音樂設計到演出，不單單只有編劇、導演及劇團的付出，

因涉及科學知識傳遞，不同於神話故事或政令宣導的腳本，科普劇

需有科學顧問付出努力。對於劇團而言，科學顧問介入劇本建議及

修改，又顧及劇情本身生動有趣及道具製作，劇團要磨合兩者便有

一定難度。 

(二) 偶戲製作成本高，需能觸及更多觀眾 

當劇本確定後，戲偶、道具、音樂都須製作費用，演員需彩排

練習，也就是說戲劇演出前已付出許多成本，因此製作團隊希望戲

劇演出能觸及較多的觀眾，才能提高效益。除了現場演出以外，作

者與團隊也曾考量其他選擇，例如：錄製演出影片供學校團體授課

使用或在新媒體管道撥放，但在臨場感受上仍有很大的差異，因此

在規劃時，仍決定以現場演出為主，但現場演出的人數參與、人流

控制、安全管制及防疫措施都是比較大的挑戰。 

(三) 傳統劇團不具有大型舞台及設備認知 

雖然傳統戲劇，如京劇、歌仔戲甚至布袋戲等劇團都有在大型

表演中演出的經驗，而傀儡戲和皮影戲劇團沒有大型舞台演出經

驗。在舞台設備、劇團及樂團間溝通和磨合有相當難度。不單是表

演劇團對大型舞臺設備不夠了解，承辦大型舞臺設備廠商對劇團需

求也不甚了解，作者及團隊須做好中間溝通橋樑。 

四、 氣候變遷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氣候變遷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然科學領域學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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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 

學習階段 氣候變遷主題對應學習內容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 5-6 年級) 

人類行為的改變可以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與影

響。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 7-9 年級)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全球暖化對生物的影響。 

 氣候變遷產生的衝擊有海平面上升、全球暖

化、異常降水等現象。 

 氣候變遷產生的衝擊是全球性的。 

 因應氣候變遷的方法，主要有減緩與調適兩種

途徑。 

第五學習階段

(高中 10-12 年

級)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氣候變化有多重時間尺度的特性。 

 冰期與間冰期的氣溫變化及海平面的升降，對

全球生物與自然環境會造成影響。 

 過去主導地球長期的自然氣候變化的原理並

無法完全用來解釋近幾十年來快速的氣候變

遷情形。 

 根據目前科學證據了解人類活動是主要因素。 

 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有許多面向與方法。 

因為本次規劃創作戲劇長度約為 1 小時，在與課程綱要比對

後，我們希望藉由科普偶戲讓觀眾了解氣候變遷對自然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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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物影響、因應氣候變遷以減緩與調適為主要途徑。 

五、 創作時期 

(一) 媒合劇團 

設定為傀儡戲或皮影戲劇團後，因兩種類偶戲目前可在外商業

演出(不單只有推廣教學)的劇團在臺灣均為數不多，所以我們邀請

劇團負責人參加說明會，並請有興趣的劇團在期限內提供經歷及劇

本想法等資料，透過五位委員正式徵選，委員專業包含表演、傳統

戲劇、觀眾研究等，最後由高雄皮影戲劇團獲得演出機會，而這樣

的過程對傳統偶戲劇團會有競爭機制且相當陌生，也需要作者及團

隊向劇團解釋及說明。 

(二) 劇本創作 

經過多次討論，由於演出僅有 1 小時，最後以西遊記中的孫悟

空作為本齣戲的主角、以火魔神代表氣候變遷、火魔神手下的風、

雨、雷、電四怪為人類活動造成氣候變化創作故事。透過民眾熟悉

的角色來演出，節省塑造主角形象及個性的劇本空間。發展初版劇

本後，經過中央氣象局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兩位專家針對科學

內容確認、提供專業意見、初審及複審，最終完成創作「極速•逆

轉」氣候變遷科普戲劇。在這個階段，因氣候變遷涉及許多科學，

專家在內容上用字遣詞都講求精準，但在劇團對於劇本方面，除了

依專家意見修改外，最大幅度或多次修改的部分多是轉場，各個主

角再出場所念的四字一對台詞，劇團講究以台語敘述時，除了押韻，

必須民眾聽得懂、覺得逗趣並可銜接接下來劇情的台詞，以確保戲

劇的連續性與趣味性。 

(三) 音樂及動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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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同時觀賞戲劇人數可以達到 1,000 人次以上，而皮影戲受

限於戲偶尺寸，不利於大型演出，經過測試及討論後，本齣戲劇不

僅用傳統皮影戲呈現，而是透過皮影戲、真人、動畫、黑光劇方式

與觀眾互動演出，以國台語交錯的方式呈現新傳統戲劇，在臺灣是

首次利用皮影戲與動畫結合演出，所有參與的工作人員無不戰戰兢

兢。因此這齣戲劇有動畫師參與，動畫須與戲偶在舞台上互動順暢，

動畫色彩在夜間演出必須鮮明並能傳達劇本氛圍，動畫師及劇團作

非常多的彩排及嘗試。在動畫及戲偶演出互動順暢後，樂師便會進

行音樂配樂，因這齣戲劇為大型演出，音樂均由樂師現場演奏，樂

師也必須隨時注意演出狀況配樂，使得演出可以更多臨場應變的可

能性。在各個劇本的段落中，透過多次彩排溝通，在音樂配樂上呈

現緊張、輕鬆、難過、高潮迭起的音樂，讓民眾更容易投入劇情，

增加戲劇豐富度及層次。 

(四) 舞台設播及操作專業人員媒合 

由於傳統偶戲劇團均沒有大型戶外舞台演出的經驗，作者與團

隊向有相關經驗廠商洽談合作，戲劇演出需有偶戲與動畫結合，因

此舞台規劃架設一大型無縫紗作為投影動畫使用，創造氣候變化驚

心動魄場景(如圖 3)。因此，樂師與動畫師座位、投影機架設位置、

轉播點設置及方向、無縫紗架設與拆除、燈光與劇情的搭配等均需

多次開會及磨合後的成果。而各項細節均會因場地不同而需更動，

在戲劇創作期間，此項磨合最花費心力及耐心。 

六、 活動辦理前期 

(一) 行銷宣傳 

如前所述，現場表演的成本較高，在場地及環境許可的情況下，

會希望將演出訊息廣泛讓民眾知道並安排時間來現場觀賞，提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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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成效及增加觸及人數。在這期間，考量參與民眾以親子居多且行

銷經費有限，以新媒體方式行銷居多，並有部分新聞報導。期間共

發布 12 則新聞報導，並有 23 篇臉書貼文，達到觸及人數 240,663

人及互動次數達 13,839 次。行銷素材除了圖或照片外，也拍攝剪輯

長度約 20 秒短片在新媒體行銷，除了以科學節管道(網站、APP、

Facebook 及手冊等)並透過地方縣市政府局處及文化局處管道行

銷，在多方幫助的情況下，即便宣傳經費有限，仍獲得不錯的廣告

觸及人數。 

 

 

 

 
 

 

 

 

 

 
圖 2：行銷宣傳新聞及 Facebook 範例。(a) 20201112 鮮週報報導「高雄皮影戲館氣候變遷科普皮影戲

11 月 14 日科工館南館首演」；(b) 20201101 聯合報報導台灣科學節科工館場首創氣候變遷科普皮影戲

劇；(c)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Facebook 於 20201109 發布，觸及人數 27336 人、互動人數 3584 次；(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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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Facebook 於 20201105 發布，觸及人數 15614 人、互動人數 1332 次。 

(二) 場地規劃 

辦理演出恰是 COVID-19 防疫期間，雖然當時臺灣的疫情狀況

穩定，但團隊仍考量疫情決定在高雄、嘉義及澎湖仍以戶外演出規

劃，而台南演出考量贊助及補助經費有限，且演出場地可以做好防

疫措施，故在室內演出。各演出地點列表如下： 

場次 演出時間 演出地點 

1. 109 年 11 月 14 日(六)  

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度量衡

廣場 

2. 109 年 11 月 28 日(六) 臺南市新營文化中心 

3. 109 年 11 月 29 日(日) 嘉義市博愛國小操場 

4. 110 年 4月 24 日(六)  

澎湖縣觀音亭舞台(國際海上花火節期

間) 

除了高雄演出為作者所在地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外，其餘演出

地點均由教育局處協尋及媒合，澎湖縣觀音亭則是透過澎湖縣政府

觀光旅遊處協助。在地點找尋及場地勘查上，則是要考量觀賞民眾

動線、防疫措施、民眾是否容易抵達及停車方便性、民眾用餐便利

性、洗手間與舞台間動線、劇團進場動線與室內舞台已有設備等。 

七、 演出成效 

高雄場演出恰為用餐時間，而本齣戲劇也鎖定親子客群，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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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民眾飲食需求，及可能會有民眾提早前往演出場地佔位置，我們

安排文青特色飲食攤位及大型科學教具體驗。當時未曾想到此作為

反而為演出加分許多，團隊將飲食攤位特色在演出前數日曝光，本

意是希望民眾不用擔心用餐可安心前往觀賞，反而民眾早在演出前

聚集現場逐一在各攤位拍照留念或戶外科學教具體驗，也因為過去

博物館活動較少邀請飲食攤位至現場，在開演後 30 分鐘內幾乎現場

攤位均售完，買氣超乎預期。 

在開放入場前，排隊準備進場觀賞戲劇的民眾已大排長龍，而

這幾場演出共累積 4,000 人次觀賞。演出及現場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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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a)舞蹈演出；(b)傳統偶戲結合真人演出；(c)操偶師於舞台後演出；(d)

火舞特技表演；(e)真人結合無縫紗投影演出；(f)無縫紗投影；(g)、(h)觀眾於

科工南館前廣場欣賞演出；(i)演出後合影；(j)演員謝幕；(k)、(l)觀眾與演員

合影。 

八、 結論 

在 2020 年作者及團隊利用教育部辦理「第一屆臺灣科學節」的

機緣，透過傳統皮影戲與真人、動畫、特技結合方式，創作「極速•

逆轉」氣候變遷科普戲劇。並跨政府單位及民間資源，辦理 4 場次

的大型演出，締造了 4000 觀賞的佳績。對大氣相關學術單位或氣象

業務單位來說，沒有以藝術表演做大氣科學科普推廣的經驗，對藝

術表演團體而言，科普劇不同於一般政府機關的政令宣導，大氣科

學又是一門非常不容易跨越的學門。所以對多方合作單位而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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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執行及學習同時進行，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如未來大氣科學的學

術單位或業務單位也有相同的需求，以戲劇詮釋大氣科學，相關建

議如下： 

(一) 需媒合肯跨出專業學習的劇團 

本次合作的單位是高雄皮影戲劇團，該劇團雖然是傳統皮影戲

劇團，但十分願意嘗試及突破舊有的框架。也在作者及團隊提出同

時超過 1,000 人次觀賞的要求下，提出加大戲偶、現場樂師演奏、

動畫結合、無縫紗投影及真人特技互動等想法，大大提升戲劇豐富

度。 

(二) 找尋合作夥伴 

這次創作科普戲劇及辦理大型演出活動，除了因為教育部支持

外，最重要的是還有跨政府單位的協助及民間基金會的經費挹注。

特別在跨出高雄的外地演出，當地縣市政府對當地可演出的場地最

為了解，所有的演出場次場地均靠當地縣市政府媒合，除了省下場

地租借費用外，更有其當地的行銷管道或以函文方式，將訊息廣為

周知，或通知所屬單位參與，無形中也節省許多成本。 

(三) 動線及民生需求考量 

由於本次演出恰逢 COVID-19 防疫期間，演出需考量防疫措

施，因此會增加成本，例如需要較多現場服務人員量測體溫、動線

安排所需要的紅絨柱等。比較困難的是戶外演出較難控管單一出入

口，另外民眾用餐、演出中途使用洗手間、地點是否容易抵達及停

車都是要考量的主要項目，在場地勘查中都要仔細考量。 

(四) 戶外演出的天氣狀況 

因為這次演出的地點多在冬季的南部地區，除了高雄場在演出

前略有毛毛細雨，其餘天氣狀況都十分良好。但在 4 月底花火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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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澎湖觀音亭演出，因大面積的無縫紗須加掛舞台，仍不敵海風

吹拂，所幸花火節舞台本具有一電視牆可代替，動畫師立即現場微

調動畫，以符合電視牆的比例，並測試電視牆上動畫與互動都可以

結合。建議未來有大型戶外演出時，演出道具能不受天候導致無法

演出，或是需有備案，避免影響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