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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 108 年七月三十日
第 1191 次例會，邀請霹

靂國際多媒體 ( 股 ) 公司郭宗霖
財務長做「傳承與創新 - 從傳統
布袋戲邁向東方迪士尼」專題演
講。

Rich林耀清社長報告，歡迎
今日的講師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
有限公司郭宗霖財務長、B-3分
區助理總監Hospi、B-3分區副
秘書長Jinhoy及各位夫人及社友
大家晚安！

剛剛秘書報告8月13日是總
監公訪的大日子，今日B-3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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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總監Hospi、B-3分區副秘
書長Jinhoy前來指導，請出席主
委及小組長全力動員，也懇請各
位社友在8月13日總監公訪日踴
躍出席。

Rich社長報告，國際主委
Herbs擔心大家晒傷送大家陽傘
，怕大家晚上無聊，還替大家準
備酒，非常謝我們Herbs。

Rich社長預告9月12日舉辦
中秋女賓夕，地點在「寨酌然野
奢庄園」（卓蘭），節目主委
Polo準備了3、4個月，有精采的
節目及佳餚與大家分享，寨酌然
景色怡人，當天搭遊覽車前往，
請大家不要錯過，熱情參加。

Doctor劉銖淇秘書報告，例
會結束後召開總監公訪行前會議
，請Hospi助理總監指導及參加
我們的八月份理事會。

Doctor秘書報告，8月6日
舉行八月份慶生會，下午4:30先
進行國際旅遊～萊茵河行前說明
會，接著進行RYE行前報告，

八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紀念

Vino伉儷喜獲金孫，特準備「
雞酒」，原本安排Vino談紅酒
知識，怕時間不夠，順延到12
月24日聖誕節當日。

8月13日總監公式訪問，請
社友及夫人務必踴躍出席。

8月16-26日國際旅遊，故8
月20日(二)休會乙次。8月27日(
二)休會乙次。

內輪會通知：8/10(六)內輪
會特別邀請「維也納頂級咖啡師
蕭瑋君Sugar夫人」分享「咖啡-
影響身體健康的來由」，時間：
下午2:15報到，2:30活動準時開
始。地點：宏銓入深林。

【18-19 年度 RYE 歸國報告】
江承筠 ( 丹麥 )、張珈瑄 ( 芬蘭 )

蘇暄捷 ( 德國 )、張庭瑜 ( 匈牙利 )

【19-20 年度 RYE 出國行前報告】
王琦文 ( 丹麥 )、李少棠 ( 日本 )、

王竣右 ( 美國 )



第1291次例會 演講人：郭宗霖 財務長

▲郭宗霖財務長演講：傳承與創新 - 從傳統布袋戲邁向東方迪士尼

上週民國 108 年七月三十日
第 1191 次例會，邀請霹

靂國際多媒體 ( 股 ) 公司郭宗霖
財務長做「傳承與創新 - 從傳統
布袋戲邁向東方迪士尼」專題演
講。

Innovation介紹講師，說自
己一向是運氣很好的人，好運讓
我碰到貴人邀請到郭財務長到本
社演講。

在一次受邀受邀參加嘉義文
化局辦的活動，來的有兩屆的前
文化局局長，剛好談到文化創意
產業，有人問道在台灣推動文化
產業這麼多年，有哪個行業是賺
錢的？哪個文化真的做出成績成

為台灣的表率？當時我的直覺讓
我回答說是霹靂布袋戲是我們台
灣最棒的文創。

小時候我的爺爺、爸爸都會
帶我到廟口看布袋戲，相信每個
人童年都有過這樣的日子，沒想
到日後這個公司竟然把它拍成電
影及電子化，也會噴煙、冒火、
騎腳踏車，甚至跑到外星球去，
實在是一個文化創意的表率。沒
隔多久，我聽到郭財務長的演講
，一個公司如果找到一個對的人
，那就成功一半了，郭財務長的
演講絕無冷場，國、台、英、法
、日，外加演＋講，邊演邊講，
相當精彩。

郭宗霖財務長說，很榮幸受
邀到南門社做分享「傳承與創新
-從傳統布袋戲邁向東方迪士尼
」。首先，郭財務長從二個切入
點談起，一、布袋戲的演進，到
底布袋戲為什麼可以變成一個產
業，不僅僅是有價值，更是有產
值。二、如何從不被期待的產業
行業，做出讓人充滿期待的成果
。霹靂這家公司怎樣從傳統戲曲
邁向國際，它的過程有公司化、
資本化，到最後的國際化，這是
怎樣的一個過程。

郭財務長說自己是霹靂國際
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本
身是會計師，從小就是布袋戲戲
迷，興趣是用臺語背誦戲裡的唐
詩宋詞約150首，其實文化的傳
承教育絕對不是最快的方式，最
後的方式是興趣，當興趣變成生
活一部份的時候，這個文化才能
夠傳承。

道友問說，我們現在說的台
語(俗稱閩南語，也是河洛話)，
大家知道怎麼來的嗎？為什麼唐
詩宋詞用台語唸會特別凹韻，唐
朝的首都在河南洛陽，河南洛陽
一帶講的官話就是河洛話，這是
「河洛話」的由來，後來到五代
十國的戰亂，一些讀書人、有錢
人捲著家當逃到福建閩江以南定
居，後來在閩江以南講的話就叫
「閩南話」，再後來唐山過台灣
，閩江以南的人遷移到台灣，在
台灣定居後，共同說的話就叫「
台語」，所以追根溯源，台語、
閩南語、河洛話是同一條脈絡。

在去年霹靂得了一個難得的
獎項--總統創新獎，是台灣最高
的企業獎項，是從272家企業評
選出來的。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長）

傳承與創新
-- 從傳統布袋戲邁向東方迪士尼



席間，郭財務長現場邀請有
沒有社友能用台語唸誦虞美人？
Kneader社友立馬唸出「春花秋
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
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在Kneader順口溜
的用台語念完虞美人詩詞時，郭
財務長驚嘆江湖中的高手在南門
社，他第一次碰到道友能唸完整
首詩詞的，令他驚嘆連連。

郭財務長也現場背誦了一段
三國演義的詩詞，他說背古詩詞
是他的興趣，人生不一定要為經
濟條件去追求，有時能為自己所
愛的興趣去貢獻一份心力，是郭
財務長最大的追求。

接著郭財務長介紹布袋戲早
期及中期到近期的變化。布袋戲
又稱為掌中戲，起源於17世紀中
國大陸的福建一帶，小小戲台後
方藏身的操偶師，成為布袋戲精

故溫新知 談扶輪

采與否的關鍵。
早期的台灣社會，在農閒之

餘或民間宗教慶典時，通常會請
戲班搭棚，布袋戲演出成了滿足
心靈享受的休閒娛樂。

布袋戲更深入地走進庶民生
活，可能要從1970年代說起，當
年，布袋戲文化成為台灣的電視
節目，讓掌中戲得以更深入民間
；其中，「雲州大儒俠」還曾創
下高達90%的收視率，連演超過
500集。郭執行長並分享黃海岱
先生一小段的布袋戲演出。

布袋戲曾經是很具代表性的
台灣庶民文化，不過，近年來，
隨著西方電影文化入侵以及資訊
科技發展，布袋戲慢慢退出戲院
、野台戲等市場，就連要找到合
適的人才都相當不簡單。傳統產
業面臨轉型，布袋戲想要重回市
場主流地位，不只要靠創意寫劇
本，其他軟、硬體投資也從未少
過，就連配音人才也得要下重本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召開總監公訪行前會議暨 8 月份理事會

培訓。
現在的布袋戲有偶手、偶腳

，所有的畫面還是以偶為主，偶
可以做到屈膝、跪地、流淚，手
指可以做各種變化，我們要求偶
要做到非常的擬真，所有的武打
除了燈光特效外，都要靠操偶師
的操作。現場撥放影片欣賞，燈
光音效視覺效果相當令人驚艷。

很多人對於霹靂國際多媒體
打造的布袋戲偶像：史艷文、素
還真，留有深刻印象。霹靂布袋
戲近年致力於創新，以傳統文化
為底蘊，結合聲光音效和3D攝影
及動畫，希望藉此找回流失已久
的觀眾群。目前霹靂偶動畫產業
已開始利用產學合作找尋適合的
配音人才，包括普通話、閩南語
或是英語，每年更產製8千分鐘
的節目，霹靂布袋戲甚至瞄準國
際市場，期盼立足台灣，打造出
東方迪士尼偶動畫產業。

郭財務長不虧是最佳霹靂發

邀請 Hospi 助理總監蒞臨指導

▲社務交接



下週 例會
108 年 8 月 13 日（二）   【總監公式訪問】

108 年 8 月 17 日（六）～ 8 月 26 日（一） 【萊茵河之旅】

言人，他為霹靂公司做詳盡的簡
介：1.經典傳統布袋戲：臺灣布
袋戲史上最重要的國寶級藝師－
祖父黃海岱。

2.金光電視布袋戲：臺灣電
視布袋戲創始人－父親黃俊雄。 

3.霹靂電影派布袋戲：華人
數位原創奇幻偶動漫傳奇－兄弟
黃強華、黃文擇。

接著介紹霹靂公司的核心價
值、節目製程、事業多角化經營
（衛星電視台、平面出版品、周
邊商品及授權開發、網際網路、
直營精品店）…等。

核心價值：四大創作方針，
將傳統藝術變成一種獨步全球的
「偶動畫」創作。

在國際發展方面，2000年鉅
資拍攝數位武俠布袋戲電影『聖
石傳說』，於2001年起陸續在中
國大陸、日本、韓國、東南亞上
映。2006年電視作品『霹靂英雄
榜之爭王記』於美國卡通頻道播
出，為首部登上北美電視連播網
之臺灣電視節目。2016中日合作
奇幻武俠布袋戲「Thunderbolt 
Fantasy 東離劍遊紀」，全球震
撼發行。

霹靂布袋戲更受邀前往西雅
圖，參加一年一度的櫻花動漫展
，是現場最轟動的內容！2019
《霹靂英雄戰紀之刀說異數》成
功躍上全球最大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以國、台語雙聲道
及多國語言字幕 在 NETFLIX 
超過190個國家同步上映。 

霹靂三大市場發展策略：台
灣市場穩健成長、日本市場強勢
發展、大陸市場全面佈局。

最後，郭執行長分享以霹靂
來說，不僅是個文化而已，它還
能創造價值，更有產值，文化必
需向下紮根，技術必需向上發展
，將台灣的文化真正發揚及發展
。郭財務長更透露，霹靂將在中
部水湳園區打造霹靂文創園區，
已與台中等縣市政府洽談，預計
圈地4千-8千坪，建坪至少2萬多
坪，將發展定展、定演、觀光片
場作為園區核心，加上文創賣場
、主題酒店、青創基地等，將創
造成為台灣第一個未來台中的城
市名片，將邀請策略投資人共襄
盛舉，粗估總投資額逾18億元，
預計明年購地或購買地上權，逐
步打造「東方迪士尼」！

柯富揚報告國際旅遊
國際主委Herbs報告下週二

4:30舉行萊茵河河輪說明會，並
贈送大家自家做的911專屬陽傘
一支，以防晒傷。先到的人可以
可挑，預祝萊茵河之旅一切順利
圓滿。

邱啟成報告長.短期RYE交換
Faith主委報告長期和短期

RYE學生交換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截止日期為9月20日，大家如
果有需要，請到執秘那裡拿申請
表。

吳騰彥報告高爾夫月例賽
T o n y總幹事報告 8月份

GOLF月例賽暨與新店碧潭社聯
誼賽日期，8月8日(四)在南峰球
場舉行，用餐地點：球場餐廳，
另外，11月的高爾夫球國外賽已
開始刷付訂金，旅行社會與參加
的社友聯繫，請大家踴躍參加及
配合。

何志修報告出席率
Sugar報告上週出席率，社

友69人，請假14人，免計出席4
人，實際出席人數52人，上週出
席率80%，達到抽出席獎門檻，
恭喜David、Catia抽中咖啡。

糾察時間
Poster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B-3助理總監Hospi紅箱一筆B-3
分區副秘書長Jinhoy紅箱一筆及
卸任秘書Poster、Alumi、Faith
分享並投入紅箱。

點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