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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努力，進而為生活處處用心。換個角度思

考，如果針對不熟悉客家文化的族群，從客家「

符號」元素切入引導，讓其以點為起點，進而帶

入個人生活經驗和轉移相關之能，是否能在某種

維度上引發對這塊土地、特定族群、多元的生活

經驗產生認同？

大至國家認同、小至個人認同都是流動的，

這不是意謂人們會輕易拋棄或馬上形成認同，不

同類別或性質的認同，其形成或變動的影響也不

盡相同。因此當族群認同被提出，它也應該被擴

大檢視。往內認識自己的歷史、往外和解跟共

榮，而這也是六堆300年紀念大會企圖將六堆自

身與周遭場域空間的族群牽動再一起，客家人看

見自己的歷史脈絡，其他族群也更了解客家人過

往，從相互競爭到相互合作，這都是我們希望能

在六堆300年中可以被發掘的，未來的六堆會是

與其他族群友善夥伴關係，看見他人優點，調整

自身缺點，讓我們六堆下一個百年更加輝煌，這

不正是我們族群共榮最大的期許。

因此，當我們提出族群共榮不啻意謂表徵上

的形式互動，更多是意圖深入場域進行互為主體

交流，讓在地居民了解客家文化，不讓他們因為

認為自己不是客家人所以不需要認識客家文化，

又或是讓年輕的客家青年可以認識生活中的客

家，而不是將其視為理所當然進而輕忽；也讓在

地人有機會分享他們眼中、熟知、印象中的客

家，讓彼此能有機會了解彼此，進而為共同生活

的社區、土地共同努力，為共好而願意在地參與

和參與在地。

如今雖然遠離起點—先民生活，但是讓處於

旅程中的我們—承接過去經驗與智慧，一起大步

邁向未來。

圖4    客委會楊長鎮主委及六堆各堆鄉區長分梯次植樹。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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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

客發中心）所轄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有「大獅兄

家族人偶劇團」，但大家一定不知道「大獅兄」

是如何產生的吧！現在就帶大家來認識大獅兄與

人偶劇團。

2012年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開園前，當時的行

政院客家委會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特別辦理

全國吉祥物徵選（吉祥物是在近代廣告設計中的

工具，意思是一個象徵性的幫忙促銷角色，也有

人稱之為卡通代言人）活動，最後「小石獅」從

上千份作品中脫穎而出，並命名為「大獅兄」，

這隻小石獅外型是取自右堆高樹鄉石獅公，可愛

的大獅兄總是笑口常開，代表著客家人的熱情及

好客，頭上的斗笠及抖擻的精神，是象徵客家勤

儉樸實文化，可愛的吉祥物大獅兄，從被選出後

就開始認真盡責的擔任南部六堆園區的活動代言

人，出席各項大大小小園區內的活動與民眾認識

互動拍照，但總是大獅兄1人獨撐全場，慢慢的

有喜愛大獅兄的民眾開始問六堆園區：「大獅兄

幾歲了？」、「大獅兄有家人嗎？」、「大獅兄

好孤單喔！」、「大獅兄的家人長得如何呢？」

等等的問題，加上報章雜誌針對許多閒置的館舍

大作文章之時，客發中心就已經開始啟動新的策

略。

在2014年暑假大獅兄終於多了幾位家人，有

阿公、阿婆、小獅妹、大獅姐、小獅弟等人偶

出現，並試著用大型人偶演出寓教於樂的故事劇

漫談「大獅兄家族人偶劇團」
文 / 吳紜忻（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藝文展示組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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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吉祥物徵選圖—大獅兄。（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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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分享給大家。劇場承辦人兼劇團編

導吳紜忻分享到，要完成一齣音樂舞蹈人偶

劇，一定要先有好的故事題材，但故事不是隨時

都有、人人都能寫，是需要豐富的閱歷及天馬行

空的想像力，才能跳脫一般公務人員那些制式的

文書寫作，編出一齣逗趣詼諧又寓教於樂的故事

出來。當完成了故事的編寫後，就要開始置入客

家文化相關的人、事、物、景點進到新故事中，

這也是大獅兄家族劇團與其他劇團演出的故事劇

本不同之處，以及寫劇的難度，因為每齣劇中一

定要有代表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的吉祥物大獅兄家

族人偶為主角之一，又要與客家文化及環境教育

等緊密相連。吳紜忻提到，其實，我們也嘗試請

委託單位找外面的編劇來寫，但每次寫出來的劇

本永遠偏離客家文化也抓不到重點，需要花更長

的時間修改及溝通，所以最後演變成承辦人自己

擔任編劇寫劇本囉！

一齣劇的產生，除了故事劇本外，還要有樂

譜、歌詞、腳本（對白的字句）等所謂的「文

本」，再開始繪製場景、製作道具、編舞、選角

色、配樂、錄音後製，再接著設計劇中人偶角

色、服裝、燈光及音效配置等非常繁雜的幕後工

作，當以上工作完成後，緊接著就要進行演員讀

本、排練、走位了，這樣的過程往往要花上一年

以上的時間準備，真是不容易。

圖3    劇團演出合照。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圖4    舞臺場景準備工作、彩排走位以及演員彩妝準備。（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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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小朋友欣賞，賦與了大獅兄新的使命，利用六

堆園區演藝廳演出人偶劇，經過2年的人偶劇演

出試驗，發現大家更喜愛大獅兄跳舞演戲的樣

子，也很期待更多新的故事及人偶可以出現，於

是在2016年正式成立「大獅兄家族人偶劇團」，

開始於六堆園區演藝廳內演出客庄故事，讓豐富

多元的客家語言、文字、音樂、常民生活等，以

戲劇表演形式呈現，並透過音樂歌舞劇豐富活潑

表現形式，展現南部六堆客庄生活經驗故事，串

連臺灣人民不分族群之共同歷史記憶及情感，藉

由劇團成立，更活化了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的演藝

廳及創造了客家藝文新樣貌。

「大獅兄家族人偶劇團」是臺灣首創以大型

人偶演出客家常民生活故事的劇團，更是唯一一

個公立社教機構，成功將志工訓練擔任藝術展演

工作者的單位，劇團團員是一群熱愛客家文化藝

術的優秀志工，他們以傳

承、推廣及發

圖2    大獅兄家族人偶。（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揚豐富多元的客家藝術文化為使命，不畏辛勞，

努力展現最好的一面，他們平均年齡56歲，好幾

位都80歲了，但他們的展現卻如同年輕人般，熱

情動感充滿活力，劇團自成軍以來，共編創了「

有你真好」、「鴨寶尋親記」、「伯公您好神」、

「  等轉大人」、「花樹下」及「六堆桃花源」

等六齣全客語發音之劇作，演出至今（統計至

2021年6月1日）已演出137場次，其中57場次是

以六堆生態博物館文化列車方式至各地巡迴演

出，深受大家的喜愛，佳評如潮，更成為民眾假

日至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參訪必欣賞之人偶表演。

透過趣味的故事及生動的表演方式，把客語豐富

的語言節奏，配合口語化的音樂旋律，貼切地表

達客語字彙的美，讓小朋友透過寫實又有趣的故

事跟著人偶一起說、唱、跳，同時藉助輕快的客

家兒歌肢體律動，讓大家可以簡單輕鬆的跟著劇

情及音樂了解客家文化並學說客語，這是客發中

心推動客語生活化最實際有效的行動與作為。

成立劇團演戲在外人眼中看來簡單，但對一

個沒有劇場相關專業管理人才及科班出身演員的

公家機關來說實則不易，從劇場管理、編寫劇

本，一直到演員都是客發中心同仁及志工一手包

辦，他們一邊做一邊滾動式修正，他們不畏艱苦

勇於改變及創新，才會有一齣齣精彩好戲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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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偶、全身偶或稱為人偶（吉祥物），而我們大

獅兄家族人偶劇團的人偶就是全身偶，偶本身是

一個不會動的藝術作品，但經過人的操控，這些

偶就被賦予了生命，這些操控者一般統稱為「操

偶師」，我們大獅兄家族人偶劇團的演員也稱為

操偶師，當演員穿上偶裝後就代表已入戲了，比

如演員穿上吉祥物大獅兄人偶裝後，他就是那位

笑口常開、樂心助人、勇敢有活力的大獅兄本尊

了，不論操偶師本身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都必須努力揣摩扮演好身上人偶的特質，這才是

一位專業操偶演員必須具備的態度。

大獅兄家族人偶劇團的團員們，為了可以更

完美詮釋自己所扮演的人偶，各個都非常努力學

習，但這背後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辛酸，一起來聽

聽團員們怎麼說：

黃玉美：「戴偶頭真是個苦差

事，為了讓偶頭又正又穩所以就想盡

辦法往偶頭內塞頭盔、海綿、毛巾

等，這樣才能安心。」

邱玉輝：「跳舞是我的罩門，怎

麼練就是不上手，還因此閃到腰，但

我不放棄。」

曾佩珊：「我都利用許多時間練，不管是在

騎車、開車、走路，甚至在煮飯都在聽劇團的音

樂學習。」

邱金美：「加入劇團豐富了我的人生，所

以任何時候都不忘學習，記得有一次自己正在

大樹上工作，還在上面跳舞，所以就摔個四腳

朝天。」

李竹芳：「穿人偶裝上臺演戲，我是老娘上

花轎頭一遭，為了演好我還克服了內耳不平衡症

完成演出，就像潛力一下子被激發了。」

官楊秀清：「我80幾歲動作慢，所以很勤快

的練習，以為已經Ok了，但一戴上人偶頭腦子

又是一片空白，什麼都忘了。」

李淑卿：「每次排練及演出前都做好了充分

的練習及準備，但穿上人偶裝站在舞臺上時，就

會心跳加快節奏變亂，都需要給自己內心喊話，

說我可以。」

劉清娣：「若要說最苦的事，應該是要克服

視線不良看不到前方的人物，這讓我非常不安，

經過長久的練習終於抓到訣竅可以自在的戴偶頭

跳舞演戲，也滿足了我的表演慾望。」

博物客家－行 客庄

142

當所有的工作都就緒後，最關鍵及最困難的

地方是演員排戲的部分，因為大獅兄家族人偶劇

團的團員年齡偏長，又不是科班出來的，所以訓

練起來非常不容易，劇團編導還特別為這些團員

們量身編寫一些『舞蹈及走位口訣』，讓這群素

人演員更快抓到要領，並搭配密集式訓練、個別

指導及團員在家自學，經過長久的慢慢摸索練

習，一點一滴地累積實力與信心，最後這群年過

半百的團員們才可以站上舞臺演出，這個過程要

比一般的劇團演出還要艱辛，因為大獅兄家族人

偶劇團每位演員不僅要記臺詞及動作，身上還要

穿上厚重又不透氣的大型人偶裝及頂著5至10公

斤重的人偶頭站在臺上跳舞演戲，這對常人來說

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更何況是一群年長的素人

呢！還有一點，大家可能不清楚，就是套上

人偶頭套後視線不良、空氣稀薄，有

些幾乎看不到對手及前方動線，只能靠著團員間

長期排練磨合出來的默契及舞臺上的標記來分辨

方位，要順利的排完一齣劇真的是一大工程，

舞臺上團員們跌倒了爬起來再繼續，頭上的汗

水刺痛了眼睛也不覺辛苦，各個都正向積極甘之

如飴，這群不老鬥士的態度真是讓人敬佩，所

以別看一齣短短30分鐘至40分鐘的劇，這可能

是他們花了一年、兩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去研究學

習及揣摩出來的成果，因此，當大家有機會坐在

臺下看戲時一定要不吝嗇的獻上您熱情的掌聲

及笑聲，這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及回饋。

偶戲的起源與宗教祭祀、民情風俗有關，從

傳統酬神演變成為娛人，常見的偶有手套偶、懸

圖5    六堆桃花源演出花絮，演出時摔倒爬起。（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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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民眾互動，如：教摺紙、剪

紙、版畫拓印、種子或木片彩繪、

說故事、VR體驗及客發中心出版

之客家繪本及相關文創商品展售

等，將裝載滿滿客家多元文化成果

的列車，以更親民的方式呈現在大

家面前，猶如一輛會行走的客家博

物館。客發中心長期推動豐富多元

的客家文化藝術，以推展客家文化

為核心，連結地方文化及產業資

源，搭配文化宣導，打造文化藝

術、觀光與生活結合的意象，透過

走入客庄及聚落、走進校園結合學

校教育資源，讓民眾及學生可以用

更普及、更輕鬆的方式接觸客家文

化，未來大獅兄家族人偶劇團將會

持續創新努力前進。

圖7    客家剪紙教學與說故事互動。（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跳舞演戲人人都可以，但要像大獅兄家族劇

團這群千歲團員一樣，穿著厚重視線不佳的人偶

裝又跳又演的可是屈指可數呀！他們認真努力，

吃苦當吃補快樂其中，可說是客發中心大獅兄家

族人偶劇團喚醒了這群高齡者的「表演魂」，讓

他們在卸下職場、家庭的角色後，重新找到生活

的意義以及另一個舞臺持續享受著注目和掌聲。

大獅兄家族人偶劇團成立至今已經5年多

了，我們不僅在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內表演，也

會以生態博物館文化列車方式到全臺巡迴表演及

推廣客家文化，還受邀參加臺北義民祭、嘉義夏

至藝術節、臺南伯公文化活動、臺東好米收冬季

等外縣市的人偶劇演出，客發中心每次巡迴或受

邀演出，都會特別準備許多客家文化體驗活動與

跳舞演戲人人都可以，但要像大獅兄家族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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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滿：「記得剛要戴偶頭跳舞時，常常碰

撞到別人及道具，心理很是障礙，經過一次又一

次的矯正終於學會克服碰撞了。」

林汶錡：「進入劇團創造了我的新生命，細

胞死了又活過來的感覺很刺激，我很享受這種另

類的快樂。」

陳榮光：「加入劇團找到了我的興趣並開啟

了另一扇窗，我每天都會在家、公司任何空檔中

快樂跳舞唱歌，非常開心。」

鍾勝春：「以前不曾做過的事竟然在我這種

年紀實現了，想想，在我人生中還有自己的舞

臺，那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

馮秀菊：「我熱愛劇團，所以我

每場排練及演出都沒請過假。」

于莉萍：「我期許自己一定要努

力認真學習，要一天比一天的茁壯、

好還要更好。」

圖6    大家與人偶一起互動。（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