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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霹靂布袋戲以異軍突起之勢攻進青少年消費市場，這個看似新興的

布袋戲劇團，其淵源卻得上溯四代，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董事長黃強華及

總經理黃文擇是金光電視布袋戲宗師黃俊雄的兒子，更是史豔文創始人黃



海岱之孫，而黃海岱之父黃馬亦是清末布袋戲名師施阿俊之徒。 霹靂布

袋戲雖師承傳統，但秉持創新的理念，使得「霹靂」系列布袋戲不同於以

往傳統布袋戲教忠教孝的戲碼，而是以敘述劇中人物如何善用智謀在處處

陷阱的武林中生存為劇情發展之主軸，劇中「英雄人物」灑脫、重情重義

的性格，總是令青少年崇拜莫名。黃氏兄弟抓住商機，於民國八十四年籌

組霹靂電視台並針對熱門英雄人物相繼推出週邊產品。再利用「霹靂」系

列所屬的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透過霹靂衛星電視台、霹靂網及各種行

銷、公關策略推出有關「熱門英雄人物」之衍生商品，使得布袋戲與消費

市場呈現出另類的空間。 本研究試圖探究「霹靂」布袋戲之會刊會員購

買商品的狀況、滿意度、忠誠度及會刊會員的生活型態，以期使霹靂國際

多媒體公司能更了解消費者型態，創造出最佳的行銷策略，進而讓本土傳

統文化發揚於國外。 本研究問卷之發放由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刊載於會

刊中，並寄發予會員，有效樣本共計 983 份，茲將所得之結論逐一敘述於

下： 一、有 97.76%的會員曾購買霹靂商品，會員對於戲劇構面的滿意度

最高，而且當市面上有許多布袋戲商品時，會傾向購買霹靂商品。 二、

會員對於霹靂商品價格的滿意度，沒有明顯差異。 三、會員希望建立轉

屬霹靂精品連鎖店。 四、理性需求群及熱衷群在購買行為、滿意度及忠

誠度上有差異。  

摘要

(英) 

Taiwanese puppet art Budaixi is a traditional cultural art and remain as popular 

today as it was hundre years ago. According to folklore, the skill came from in the 

town of Quan Zhou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ies. Through the initial emigration 

from Fujian to Taiwan, it was presented here and took on its own style becoming 

what we refer to today as Budaixi. Here Budaixi has developd and charmed 

generations of audiences. Why Taiwanese puppet art Budaixi remain as popular? 

There are two reasons. One Iis that Budaixi has managed to keep its following by 

adapting to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Another is that introduced by television. 

Television not only gave Budaixi a new way to perform on, but it also exposed the 

art to a much larger audience.   Pili Budaixi is a new force suddenly coming to the 

fore and capture young boys and girls’ consumption market. This looks like new 

and developing opera troupe’s source comes from before four generations.The 

company is famous for attracting an avid audience with its innovative performances. 

However, their goal is to have the film shown 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in hopes of creating a market in other countries.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pili Budaixi members’ consumption behavior, satisfactory condition, loyal 

condition and members’ life style and hope to find some marketing strategies that 

provide Taiwanese portrait seller some ways. Those ways let Taiwanese portrait 

could enhance and glorify and keep pace with foreign portrait. . The questionnaire is 

printed in the journal of an association and send to members. That retrieve 983 

effective questionary. There are some results and statement： 1. Most of the 

Members have bought products(about 97.76%). When there are many Budaixi 

products,members still will tend to purchase pili Budaixi products. 2. Pili Budaixi 

products price have no differencre to members. 3.Members want to build up 

multiple store that just display pili Budaixi products. 4.In life style, members 

separate into two parts. One part purchase products rationality and accord to their 



needs. Anothers part purchasing products have no reason, just like pili Buda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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