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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影視觀光蔚為風行，電影或影集裡的場景常再現供人觀光體驗，延伸觀

眾在電影結束後與劇中人物的連結。英國倫敦，眾多電影取景城市之一，透過鏡頭

城市各種面貌傳至世界各地，藉由電影達到觀光宣傳效果。以倫敦為背景的福爾摩

斯，不論是電影《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或是 BBC 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

（Sherlock）都令影迷趨之若鶩。由於導演取材改編的手法不同，小說翻拍成的影

視作品迸出精彩的火花，許多觀光客欲造訪一處特別景點不再是因為想實現閱讀

時的想像，而是欲親眼見到、親自體驗影視中的場景。舉凡 1990 年於倫敦貝克街

成立的福爾摩斯博物館、因電影影集受歡迎而開辦的步行導覽、2014 年倫敦博物

館舉辦的福爾摩斯特展等，皆是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中的景點活動，觀光客得以在博

物館和展覽的重現、導覽人員的引領之下，親自探訪小說、影視作品中的景物，拉

近跟大偵探的距離，也藉由在城市中漫遊的機會了解倫敦。 

本研究將探討的，是透過《福爾摩斯》小說欣賞電影影集、展開旅行，亦或由

鏡頭誘發觀光、引領閱讀興趣、小說與影視作品交織出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影視

觀光裡延伸出的博物館參訪、特展、步行導覽等等的文化創意活動是本研究的重點，

探究博物館、特展如何藉由擬仿手法帶領參觀者回到十九世紀倫敦，以及導覽透過

對《福爾摩斯》小說、電影、影集的涉獵，如何將倫敦呈現在觀光客眼前。觀光客

的旅遊實踐是另一個重點，試圖剖析一個根據文學小說或電影建構出之觀光景點

的建構與永續性，再討論觀光客對於小說、電影、影集三者所衍生出的不同觀感和

體驗。 

 

關鍵字：影視觀光、文學觀光、福爾摩斯、倫敦、影視觀光客、旅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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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m tourism has been popular these years. Scenes in lots of films or TV series are 

reconstructed and presented in order to have tourists gain or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with characters. As backdrop of Sherlock Holmes’ adventures, London attracts fans of 

Warner movie Sherlock Holmes and BBC TV series Sherlock to see film locations in 

person. Different shooting and adapting techniques create intrigu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ovel itself and its adaptations, transferring Sherlock Holmes literary tourism into 

Sherlock Holmes film and televisual tourism. To make their imaginations actualized is 

not the primary aim for tourists. To see the actual locations of films and to experience 

what had happened in film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m to travel to.  

 With the help of documentary and observ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Sherlock Holmes film and televisual tourism enticed by films as well as novels. First, by 

analyzing how the Sherlock Holmes museum and exhibition reconstruct and represent the 

nineteen-century plots and various spaces of Sherlock Holmes, and how tour guides’ 

performativities introduce film and novel locations to tourist in Lond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 museum, the exhibition, walking and audio tours, and other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spots related to Sherlock Holmes will also be presented. Second, 

tourist practice will be an important part while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fans of 

book, film and TV series. To have a clear picture of how tourist interact and remember 

the film locations they have visited, blogs analysis provides insightful perspectiv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Sherlock Holmes film and televisual 

tourism.  

 

Keyword: film and televisual tourism, literary tourism, Sherlock Holmes, London, film 

tourist, touris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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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切開始於托斯卡尼的豔陽。高中時看了電影《托斯卡尼艷陽下》1，升學壓

力下的靈魂受到電影裡的陽光吸引，想著哪天一定要到異國走走看看。那時候大概

是少女的浪漫吧，長大後對義大利其實沒有特別嚮往，當時心動購入的原著小說翻

沒幾頁、電影情節也忘了差不多，可是一直記得所謂「畫面」的吸引力。爾後欣賞

電影時，常不經意將注意力停留在其中流露出的地方色彩，或文化或生活、或服飾

或飲食、或建築或風景、或深或淺，構成隱隱發光的清單，指引閱讀與旅遊的方向。

長大後的求學路繞著文學打轉，饒富文學資產的英國是主要關注對象。雖然喜愛徜

徉英國作家迷人的文字故事描述之中，單純閱讀文本有時仍稍嫌枯燥，英國廣播公

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推出的文學經典影集便成了紓解壓力的

管道，並因為影集呈現的多彩英國文化，讓欲透過自己雙眼雙腳朝聖的想望油然而

生。欣賞過的影集中，以 BBC 於 2010 年開播的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Sherlock）

中呈現的現代倫敦更令人深深著迷，顛覆過往改編自著名偵探系列小說《福爾摩斯》

的電影中「城市較為幽暗陳舊」的刻板印象；換句話說，BBC 影集不再以十九世

紀的「霧都」倫敦為背景，而是將鏡頭拉到二十一世紀，展現英國蘊含無限能量的

「創意」首都倫敦。因此，當看到 BBC 影集 Sherlock 帶來的創新科技與現代街景

天際線，偵探來到現代，整座城市，彷彿因為他的現身而活絡起來，這樣的新鮮感

讓人毫不猶豫決定要走一趟福爾摩斯的倫敦，享受置身影集中的參與感。 

                                                
1 電影《托斯卡尼艷陽下》（Under the Tuscan Sun），於 2003 年上映，改編自弗蘭西斯‧梅耶思（Frances 

Mayes）1996 年所出版的同名作品《托斯卡尼艷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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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 

從小說到文學觀光 

在影視觀光之前，盛行的是以作家為主軸的文學觀光，景象想像的媒介是文字，

小說故事可視為想像力的延伸、一種跳脫日常生活的方式。文學觀光所著重的，不

單單在於參觀作者故居、生平所待過的場所等等來親近文本與作家，文學觀光更進

一步探討當人們造訪文學相關觀光景點時，其將腦中閱讀所得的文學意象與眼前

文學景象連結之感知體驗（黃雅惠，2010）。從小說到電視電影等影視媒體，媒介

轉變，想像的地景被媒體科技形塑出來，虛擬與實像間，何謂真何謂假，真實性備

受討論。而一個景點的塑造也間接賦予書中／電視電影中的角色真實的存在，1990

年於倫敦貝克街成立的福爾摩斯博物館便為一例子。當小說中的一景一物再現眼

前，現實與虛構的界線已然模糊。想像建構的場景每個人不一，重建書中情節本來

就無法符合每一位讀者的腦中劇場，不過在福爾摩斯博物館裡，或多或少可以在館

中發現與福爾摩斯的連結，透過館中展示的偵探特色物品，使參觀者一入博物館便

有回到十九世紀、來到福爾摩斯地盤的擬真經驗，給予福爾摩斯迷一親偶像探案生

活細節的體驗，藉此跳脫現實生活，投入館內虛幻的十九世紀空間，誠如 Duncan

（1998）提到的識閾性（liminality），這種經驗乃是一種外在或穿透或介於正規、

日常生活中的取予過程中的文化與社會狀態。 

從影視作品到影視觀光 

近年來蔚為風行的各種創意觀光體驗中，影視觀光可謂最大宗，這樣的觀光型

態的旅遊動機多為「因為看了電影或電視影集等影視媒體中的劇情畫面或場景，心

生嚮往而至當地旅遊」（Smith, 2009），並藉由相關旅遊機構提供電影或電視場景的

再現、步行導覽的設計、主題活動的策劃等，讓參觀者（visitors）得以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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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出眾多在影片結束後與劇情或劇中人物的連結，進而形成以電影影集文本為

旅遊重點的觀光體驗。倫敦著名影視觀光首推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哈利波特》

透過小說與電影展現魔法，電影片廠及各式各樣相關旅遊行程攫住影迷的目光。而

談到藉由不同媒介施展魅力，自然有先前所提、歷久不衰的大偵探福爾摩斯。英國

十九世紀偵探小說家柯南‧道爾（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創造出聰敏絕世

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不論在當時甚或當代，皆頻頻擄獲男女

老少讀者的心，小說文本不斷再版，相關電影、影集亦推陳出新不停歇，其經典性

（canonicity）不容小覷。近幾年來，以電影《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2及 BBC

推出的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Sherlock）3（以下皆以 Sherlock 稱之）最具拉力，

觀賞之初即攫住目光。因為影集故事線跳脫窠臼、演員表現亮眼，使大偵探的地位

不斷水漲船高，與其有關的拍攝場景遂成為影迷朝聖之地。參觀者的視野透過電影

鏡頭的篩選，增強了對於前往當地旅遊的想像，期待能一賭曾在電影裡所見的媒體

化（mediatized）真實場景（Gibson, 2006）。透過影像媒體，不存在的小說人物福

爾摩斯彷彿走出書本、走出螢幕，栩栩出現在參觀者面前，帶著大家走過影片中的

種種探案地點，讓閱聽者／參觀者可以光明正大地「目睹」隱藏於螢幕後的機密與

案件（Tzanelli & Yar, 2014）。當然，這類的地景因為電影、影集的賣座被賦予光環，

成為新興的熱門旅遊朝聖景點；藉由拜訪這些地景，遊客更可以將虛擬的影像具體

化，不僅可以認識該地的歷史，也能為地景注入新的生命力（Lee, 2012）。 

從影視觀光到城市意象 

透過影視畫面讓人心生嚮往的地方，藉由鏡頭來形塑與賦予觀眾對地方的想

像與期待，但追根溯源，福爾摩斯早在影視媒體誕生前即以文字的力量征服了讀者

的想像。足不出戶便可辦案的諮詢偵探（consulting detective）福爾摩斯於 1887 年

                                                
2 2009 年由小勞勃‧道尼（Robert Downey Jr.）與裘德‧洛（Jude Law）主演的電影。續集《福爾

摩斯 2：詭影遊戲》（Sherlock Holmes: A Game of Shadows）於 2011 年推出。 
3 2010 年開播至今的 BBC 電視影集，由班奈狄克‧康柏拜區（Benedict Cumberbatch）以及馬丁‧

費里曼（Martin Freeman）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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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見於英國《河濱雜誌》（The Strand Magazine），其後陸續推出的長、短篇系列小

說將偵探的地位推至巔峰，讀者彷彿將福爾摩斯視為真實人物，心繫其歷險過程，

亦同時追隨他的腳步，出沒於倫敦處處。彼時的朝聖地點，是以柯南‧道爾的小說

為本，按圖索驥；當代的視野，則多視 BBC 的 Sherlock 為指南，影集在小說之外

添增了許多令人趨之若鶩的地點。也因為視覺畫面的凸顯，受影集驅動前往倫敦的

參觀者展現出與書迷朝聖之旅不一樣的參觀途徑與腳本，形成更為多樣的地景觀

光（Buchmann, 2014）。 

另一方面，影視作品呈現出的強烈映象，讓許多國家城鎮變成旅遊亮點，一個

地方因媒體而出名，帶來觀光熱潮，同時帶來大家對那裡的認識。有些國家城鎮本

身即充滿魅力，但經由影視這樣的拉力，仍讓人心生嚮往之，舉例來說，有《魔戒》

的紐西蘭、有《哈利波特》的英國，有《艾蜜莉異想世界》的巴黎，皆在原本的觀

光吸引力上錦上添花。《福爾摩斯》小說背景設定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倫敦，過去的

影視改編作品也依循原著的時間軸，因此，有夏洛克‧福爾摩斯這名絕世大偵探的

倫敦，給人的印象是有著曲折的小巷，絡繹不絕的四輪馬車的十九世紀霧都。當然，

現代倫敦作為英國的首都，一座繽紛精彩的城市，投射出的意象並非如此，然而霧

都的刻板印象似乎跟一直以來的小說主角緊緊相連。值得注意的是，BBC 影集

Sherlock 的編劇打從一開始便將這部影集視為「獻給倫敦的影像情書」（a visual love 

letter to London），讓翻新的影集為倫敦意象注入新的活水，使這座觀光歷史悠久的

城市，再度活絡起來。因此，受到影視帶來的新興印象進而誘發產生旅遊動機與朝

聖行為的遊客，根據 Lee（2014）的說法，同時也是在尋找與捕捉對他們有意義的

倫敦。 

從書迷影迷到觀光客 

福爾摩斯，無論小說或影視，所引發出的不僅是單純的觀光熱潮，這種「以福

爾摩斯為主體的追尋探討」的行為更可定調為「福爾摩斯文化現象」（Sherlock 

 



5 

Holmes Cultural Phenomenon），其中自然也包括「拜訪與福爾摩斯相關之地點」等

觀光現象（Lee, 2014）。一般而言，當討論文學作品帶起的觀光行為時，若將作者

本身的影響要素屏除在外，會讓人動身旅遊的，便是故事中的描述背景。不論是作

者知悉的真實地點，或是介於虛構或現實之間的場地，皆給予參觀者似假若真的特

別體驗（Herbert, 2001）。最初，福爾摩斯以小說人物之姿登場，追隨他腳步的人多

是書迷、偵探迷，地圖上標記的是大偵探出沒的地點、案發現場等，如 Herbert 所

言，虛擬角色與事件強化了讀者的想像空間（2001）。若將焦點轉向影迷，其旅遊

動機可粗略設定為欲與電影影集的演出有深刻連結，並希望能將自己置身於拍攝

現場（Macionis, 2004）、一窺其幕後花絮，或者僅是單純想與演員有共處同一空間

的想望。後者的參觀動機較不與影視直接相關，而是將目標投射在演員上。對於大

眾媒體來說，電影明星、演員、名人實質為其行銷的不可或缺元素，他們得以賦予

角色更多或全新且強烈的意義（Macionis, 2004）。以 BBC 的 Sherlock 為例，飾演

福爾摩斯的英國演員班奈狄克‧康柏拜區讓大偵探有著嶄新的、不可一世的帥勁與

聰穎，影集形塑出的福爾摩斯形象遂與演員相結合，吸引許多過去可能不會涉獵偵

探類型影視的閱聽者，尤以女性為多。這一類型的影迷，對影視的追求感相對較低，

是否真的能到劇中地點走一遭不至會構成旅遊的缺憾，目的較為隨興，因此，這樣

的參觀方式可解釋為「追星」，或單純觀光客的行為，形成新的「迷」群體。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福爾摩斯觀光囊括了經典文學觀光與新型態的電影影集觀光，這波影視觀光

熱潮在既有的小說或影視場景追尋、作者故居探訪等活動外，連帶衍生出不少文化

創意景點和活動，如 2014 年倫敦博物館舉辦的福爾摩斯特展、2015 年 BBC Proms

以福爾摩斯為主題的音樂會等等，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亦可說是文化創意觀光的一

種。小說《福爾摩斯》，在各個翻拍改編影視作品、各種景點活動的不斷創意翻新

下，激盪出新的體驗，經典英國偵探小說就此活化，而這些影視作品與活動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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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共同建構出倫敦的福爾摩斯地景？到倫敦「追星」一般追尋小說中、影集中

福爾摩斯的各地觀光客，又是如何在倫敦找出虛擬偵探的足跡、建構自己的體驗意

象？書迷在面對具象化的觀光體驗時，是否會有真實性的疑惑產生？螢幕上燃起

影集迷旅遊興致的倫敦景點有沒有足以滿足他們想像和期待的份量？倫敦地景與

觀光客之間的關係、各景點與活動之間的連結與競爭，能否在沒有所謂主題公園或

電影公司製片廠等規畫下，讓影視作品賦予經典小說新的面貌，並帶起倫敦內較為

一體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影視觀光客又是何以在倫敦內找出福爾摩斯相關地景

並進行自己的偵探觀光體驗？基於上述討論與疑問，筆者欲著眼於探究偵探小說

《福爾摩斯》在倫敦的影視觀光活動，了解其如何藉由影視作品的魅力，佐以博物

館、展覽或影像媒體等相關創意展演，來維持影視觀光與經典偵探小說的永續。 

研究提問如下： 

1. 福爾摩斯經典偵探小說如何透過新興影視作品由文學觀光轉譯為影視創意觀

光？福爾摩斯步行導覽與視聽導覽如何串連倫敦相關地景以提供城市觀光的創

意體驗？影視觀光客如何參與導覽或設計觀光路線？ 

2. 以小說為藍本的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因影視作品熱門而生的倫敦博物館福

爾摩斯特展以及倫敦內其他創意觀光活動與景點：福爾摩斯酒吧、BBC Proms 的

福爾摩斯音樂會等如何藉由倫敦的創意氛圍形塑並織造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及創

意體驗？影視觀光客的實踐與體驗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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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福爾摩斯》影視改編作品所引發的觀光現象為討論主軸。國內針對

福爾摩斯為題的研究共七筆，多著重在小說本身，討論其偵探敘事、推理手法、翻

譯內容及故事中的男性意識與特質，皆與本研究的目的不符，不予回顧。故此，本

章首先將爬梳國外以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現象為主的文獻；其次，綜觀文學與影視觀

光的研究，整理與福爾摩斯相關之影視觀光論述，並歸納出「偵探」觀光的地景想

像；第三，檢視在影視觀光範疇底下，倫敦的福爾摩斯文化創意活動；最後探討觀

光客的旅遊實踐，分析不同層次的觀光客凝視等各類觀光行為。 

第一節  國外相關文獻 

電影《福爾摩斯》及 BBC 影集 Sherlock 相繼登上螢幕後，國外以兩者為討論

對象的研究相繼發表，Sherlock and Transmedia Fandom: Essays on the BBC Series

（2012）、Sherlock Holmes for the 21st century: essays on new adaptations（2012）、

Sherlock Holmes and Conan Doyle: Multi-Media Afterlives（2012）即是三本新興的論

文集，分別著墨電影、影集帶起的跨媒體影迷文化、新類型改編作品之討論及小說

人物福爾摩斯何以在改編作品中展現其另類的經典現代性，但比較起來，「福爾摩

斯影視觀光現象」的討論仍為少數。其中，僅有 Lee（2014）、Porter（2012）與

Buchmann（2014）分別以福爾摩斯為中心的觀光旅遊現象展開田野調查與論述、

鎖定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客行為進行分析，以及討論福爾摩斯的文學和影視觀光間

之地景變化。 

在 Lee的〈‘Welcome to London’ Spectral Places in Sherlock Holmes’s Metropolis〉

中不僅僅將這樣的觀光現象定調為「福爾摩斯文化現象」，同時也藉著文章標題說

明城市—倫敦—與大偵探不可切割的關係，並進一步處理「福爾摩斯觀光」（或又

名 Sherlock tourism）如何與承載了龐大歷史、富含神話與充滿意象代表的倫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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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Lee, 2014）。《福爾摩斯》本是由文學而生，翻拍改編成電影影集後，不同文本

間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連結因為旅遊的中介而加深。即使是以小說為主的觀

光行程，導覽人員常會自發性或在參觀者的啟發下，引用媒體作品甚或早年的舞台

劇來強化導覽介紹（Lee, 2014），讓福爾摩斯旅遊更加完整，不偏頗於任何一種觀

看／認識福爾摩斯或城市的方式。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多重媒體（multi-

mediated nature）天性、彼此重疊的粉絲、電影或主題公園等各式各樣的改編作品

相互交融共生（Pearson, 2007），因此在全球化脈絡底下，我們很難將某一作品生

成旅遊現象界定純粹的「文學觀光」（literary tourism）。而福爾摩斯觀光正是這樣

多型態文化交織下的旅遊產物。 

Porter（2012）則將焦點集中福爾摩斯和城市的行銷關聯，同時也討論現代所

謂網路世代的旅遊行為。Porter 認為，不論電影或影集，皆透過影像的力量將倫敦

介紹給世界各地的旅客，尤其以拍攝場景為現代倫敦的 BBC 影集 Sherlock 為甚。

藉由熟悉的地標建築物，如大笨鐘（the Big Ben）、倫敦眼（the London Eye）等在

螢幕上不斷亮相，並在影集中展現城市乾淨、效率、現代的一面，倫敦不啻為一個

理想的旅遊目的地。他在〈Welcome to London: The Role of the Cinematic Tourist〉

一文中指出，不論作者柯南‧道爾在小說中提到的著名地景，或是影視媒體中的仿

維多利亞建物設計，在二十一世紀都仍是相當重要的旅遊景點；有趣的是，網路世

代的遊客在某種程度上協助了城市觀光，粉絲遊客架設了詳列有福爾摩斯景點的

網站，讓想要追隨大偵探腳步的人得以一償夙願；更因為這類資訊的取得極為便利，

英國政府及其他相關商業組織紛紛採用網站上的豐富資源，鼓勵大家前往英國、認

識英國，並同時加深旅遊與娛樂間的連結（Porter, 2012）。 

稍有別於 Lee 與 Porter，Buchmann（2014）關注的是福爾摩斯文學觀光與影視

觀光的地景變化。因為 BBC 影集的成功，新的福爾摩斯迷（或稱 Sherlock fans）

產生，原著小說的銷售量提高，除了影集中的景物成為影迷的朝聖目標，書中的地

景再次受到重視。Buchmann 比較了書和影集中福爾摩斯與莫里亞蒂教授（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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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arty）決鬥地點帶來的不同觀光體驗。在書中，他們於瑞士中部萊辛巴赫瀑布

（Reichenbach Falls）正面交鋒，在影集裡，皇家聖巴索洛繆醫院（the Royal Hospital 

of St Bartholomew）的屋頂則是他們最後衝突的現場。雖然新興的福爾摩斯迷仍與

先前的書迷、早年的影集迷有相同的文本參照，亦即福爾摩斯故事本身，但因為網

路社群興起，讓朝聖路線因為網路的曝光量而改變（Buchmann, 2014）。慕影集而

前往聖巴特醫院欲追隨偵探腳步的遊客與日俱增，福爾摩斯迷因為媒體改編文本，

重新形塑了他們對福爾摩斯地景之建構，讓醫院意外成為一具有觀光潛力的建物，

也讓福爾摩斯觀光更加集中於倫敦。 

縱然探討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現象的文獻不多，仍可從以上討論窺見目前的研

究方向。總的來說，Lee、Porter 與 Buchmann 三位學者多著墨於影集對於福爾摩斯

觀光的影響，並深入瞭解網路社群在觀光上面產生的新興行為與效應。然而，福爾

摩斯—不論小說、電影、影集—所涉及的觀光層面實質更為多元。當然，福爾摩斯

熱潮是因近年的電影、影集而生，除了早在電影影集前即誕生的福爾摩斯博物館，

相關展覽、步行導覽等都是新生的觀光活動，因此，本研究便以上述三位學者所提

之觀察與論述為立基，整理相關文化展演活動，以期對福爾摩斯影視觀光有更豐富

的探究。首先討論文學和影視觀光的關係與重疊性。 

第二節  文學與影視觀光 

在回顧文學與影視觀光文獻之前，先以 John Urry 與 Dean MacConnell 的凝視

與景點建構觀點來回溯旅遊、凝視與符號蒐集的構聯。 

根據 Urry，旅遊的「動機」不過是想要離家或是單純想出去看看不同的事物。

而觀光客的旅遊行為反映出人們日常生活的無趣與單調，以對應旅遊時的新奇與

樂趣。Urry 提出「凝視」一概念，認為從前的觀光旅遊是一受到社會系統化、組織

化、商業化下的觀看行為，但觀光客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有權力選擇觀看的對

象，對於眼前所見有主導性，而「觀光客的凝視」不單單只是個凝視，其中更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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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賦予景物獨特性（extraordinary）的能力，因此，觀光客遂不願在家體驗所謂特

殊歷程，認為唯有在家之外，才能享受到旅遊時帶來的非凡凝視，間接建構了地景

的特殊性—因觀看而有所意義。觀光行為本身便涉及到「偏離常軌」（departure）

一概念，Urry 認為觀光是「一種有限度擺脫日常生活那些習以為常的慣例與行事

作風，好讓我們的感官投入一連串與生活上的『平凡無奇』形成強烈對比的刺激。」

在偏離常軌的同時，一個凝視能形成仰賴它的對照事物（Urry, 2007），即那些被當

作「非觀光」（non-tourist）的經驗；而凝視對象的建構仰賴符號（signs），凝視行

為可說是「一個由具有社會意義的活動與符號組成的系統」。因為視覺體驗的性質

相當複雜，觀光客並非單純在「看」東西，其所見之物其實是象徵其他東西的「符

號」，他們就如同「符號學家」（semiotician），將地景當作心中預設的意符來解讀，

嘗試在眼前的景象中找出有意義的符號，這些符號說穿了都是「隱喻」，一種「喚

喻」（metonym），把一件事情的某個特點、效果或起因拿來充當事情本身。以福爾

摩斯影視觀光為例，倫敦貝克街地鐵站內的福爾摩斯叼著菸斗、戴獵鹿帽的剪影與

貝克街上的福爾摩斯博物館，都可以解讀成福爾摩斯這位虛擬小說人物在英國小

說中的重要性，以及人們對於其存在的真實與否仍有特殊的幻想，將他視為一位名

人，名人理當要有所謂的「故居」供後人參觀拜訪。  

然而，Urry 的凝視較相信眼見為憑，故 MacCannell 針對 Urry 的概念提出「二

次凝視」（the second gaze），他認為旅遊時的環境與相關機構會讓人沒有辦法給予

凝視景物第二次觀看的機會，而幾乎大部分的人在機會時間許可下，都願意跳脫旅

遊機構、中介等提供的訊息，甚或自身主體性強烈的干擾，選擇重新凝視被觀看的

對象。二次凝視強調對於掩藏在背後的事物之察覺，提供尋找意料之外的體驗而不

是所謂非凡的事物（MacCannell, 2001）。在影視觀光中，不論螢幕、眼前所見之地

景，都在人的觀看下有所意義與差別，凝視的對象經過符號的蒐集與建構形成觀光

客的認知與感受，進而構成景點，MacCannell（1976）曾說：「任何事物都有潛力

可以成為觀光凝視的對象，只消有人願意費力為別人指出某處值得注意，或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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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看。」因此，MacCannell 主張若要讓一個天然形成或人工製造的東西成為

觀光儀式中的聖物，需要一個「神聖化」（sacralization）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包含：

為景物命名、裱框、舉揚（elevation）、置入神龕保存、對聖物進行機械複製，最後

會有新的景物或景點以聞名來命名，產生社會複製。而觀光吸引力（a tourist 

attraction）則來自於觀光客（tourist）、景點（sight）與標示物（marker）之間的經

驗關係（MacCannell, 1976）。MacCannell 將標示物分成兩類： 

1. 現場標示物（on-site marker） 

指在景點當地的具體標示物，像是當地著名地標、建築、自然景觀、指示

牌、紀念品、特產、人物等。福爾摩斯、貝克街 221B（現為福爾摩斯博物館）

等便是倫敦或偵探的標示之一。 

2. 不在場標示物（off-site marker） 

則是提醒他人某個地方是景點的相關資訊，諸如特定典故、故事、電影、

當地人文資訊、旅遊資訊等。如福爾摩斯的偵探故事、相關地景背後與小說或

影視作品的關聯。 

MacCannell（1976）還認為成功的景點必須要能提供「有意義的體驗」（meaningful 

experience）以及「視覺參與」（sight involvement），前者決定了一處景點是否被認

可為真實物件或經驗，後者的攝入程度則取決於觀看者和所見事物、其標示物

（marker）的連結關係。隨著後現代觀光興起，文化成為觀光的重要核心，從強調

凝視者主體性的觀光凝視到修正凝視角度的二次凝視，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中地景

的建構又因以文學觀光中的文字描述為基礎，其提供的視覺參與有了更多的想像

及觀看空間，已非單純地解構凝視對象背後的意義。  

文學和影視本是兩個不同範疇中的想像力構築方式，前者的媒介是文字，後者

則用影像表達某一群人的想像。早在影視觀光盛行之前，文學觀光已甚為流行，不

論是致敬、朝聖、教育功能，文學裡外的空間場域，都是頗富盛名的拜訪景點

（Robinson & Andersen, 2004）。許多影視作品以小說為藍本，創造出許多觀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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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如英國的《哈利波特》、紐西蘭的《魔戒》等，吸引全球書迷、影迷朝聖，形

成影視觀光行為。同樣有小說為基底，福爾摩斯觀光現象亦包含文學與影視兩種，

即便近年影視作品的魅力漸漸超過小說，原著的力量仍持續影響、吸引小說迷，甚

或新興的影迷。廣義來說，影視觀光包含至一個與書本、作者、電視影集、電影相

關的地方參觀（Busby and Klug, 2001）。而在討論影視觀光之前，需先爬梳文學觀

光的脈絡，了解其底蘊，再延伸至影視觀光，探討此類觀光模式的地景建構，以充

分了解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現象。 

一、文學觀光 

 《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熱從十九世紀一直延燒至現代，即便在現今社會中，電

視電影網路等影視科技幾乎佔去人們大半的休閒時間，書籍閱讀變成較不主流的

活動，然而偵探小說中的懸疑推理、人物刻劃、城市描繪仍讓人印象深刻。形塑文

本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說服力與創造力始能引領讀者進入文字世界，然文學小說強

調的是我們本身的想像力，藉由想像力，方始信以為真，不再全然倚賴眼見為憑

（Robinson, 2004）。文學觀光不僅僅是主動追隨作家與他們的作品、探訪作家的寫

作空間、出生與長眠地、書中描寫的城市鄉鎮、故事發生之處等等旅遊行為（Busby 

& Klug, 2001；Herbert, 1995；Squire, 1996），亦是真實與想像世界互動的延伸，是

事實與虛擬、實際與隱喻的混合（Herbert, 1995），透過「觀光」這樣好比儀式的行

為，讀者得以穿越真實世界，將想像具體化。 

地方（place）在文學觀光中的角色不容忽視，特別在虛擬小說觀光中，作家透

過他們的作品定義與再定義一個真實地點，而參觀者同時也會對一地產生認同，成

為這個地方「文化神話」的一部份（Andersen & Robinson, 2004）。參觀者或書迷本

著對作家的崇敬、對文學作品的喜愛，前往身歷其境的想望油然而生，即便一地並

沒有想要刻意發展文學觀光，他們也會主動前往「消費」當地（Connell, 2005），使

之成為一旅遊景點。人們前往文學地景參觀的動機眾多，Herbert（2001）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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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下列四點：一、對作者生平居住、工作的場所深受吸引，形成一種懷舊感、激勵、

敬畏或尊敬；二、小說的場景常建構在作家熟悉的地方，結合想像與真實，形成故

事背景設定，故此被拿來當作模型的城鎮地域常被冠上特殊的涵意，以吸引人們造

訪；三、一般參觀者的動機或更為廣泛或更為深刻，不僅僅侷限於跟作家或跟文學

作品本身有關；四、作家曾在某地經歷過人生中重大事件，如曾經在此發跡、遭逢

變故或出版第一部作品等，引發書迷的想像。然而，文學地景常是為社會所建構、

創造、放大乃至行銷，用之吸引參觀者前往，隨後即變成一種觀光型態（Herbert, 

2001）。於此，Butler（1986, 轉引自 Busby & Klug, 2001）針對文學觀光的內涵，

歸納出四種觀光模式：一、對真實地點（作家故居、作品誕生處等）朝聖致敬；二、

參訪虛構故事中的重要場景；三、受到文學中描述或文學中的人物特質吸引而心生

嚮往；四、單純由文學作品或作家本身魅力引發的觀光熱潮。 

綜合 Herbert 和 Butler 的論點，文學觀光以作家和文學作品為圓心，向外擴張

相關或參觀或朝聖的行為，強調與作家的連結以及故事場景的重現。拜訪文學地景

讓所謂的文學狂熱者得以在看到或摸到作家（或小說中）的物品時感受更為真實與

親近（Busby & Klug, 2001）。倫敦的福爾摩斯博物館即有此喚起、拉近讀者與小說

人物的力量。藉由偵探起居室的重現，不論單純參觀者、小說迷，或是後來的影迷，

皆能在那裡找到想像中的熟悉感，宛若走進書中世界的神祕空間。 

Busby 和 Klug（2001）在上述 Butler 四種文學觀光模式外又加上「旅行書寫」，

強調藉由旅行前、中、後的文字紀錄來闡述其旅遊見聞與心得，著墨於紀錄者／旅

行者自身的體悟和感知，與文學作品本身並無直接關係。但因為網路便利，許多遊

客在出發旅行前，往往會在線上蒐集相關資訊，藉由閱讀他人旅行紀聞、部落格而

產生欲前往某處的念頭，亦可視為一種新興的文學觀光，且其影響力不容小覷，返

家後的後續思考行為，常也是某些文學作品的創發。 

此外，有學者隨後提出「由電影誘發的文學觀光」（film-induced literary tourism）

一型態，說明此觀光行為奠基在影視觀光上，參觀者是在看了改編自文學的影視作

 



14 

品後才回過頭去閱讀小說。即便小說文學作品才是影視的原型，在此特殊的文學觀

光子類別之下，書本似乎只是一種證明你有看過電影的提醒或紀念。影視作品可視

為讓文學作品或某地重回民眾擁抱的媒介之一（Hoppen, Brown & Fyall, 2014），《魔

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即是著名且成功的案例之一。電影熱潮帶起的不僅是

拍攝地點紐西蘭當地的觀光，也一併讓原著小說再次受到注目。然而，翻拍的影視

作品往往與作家或文本有一定程度的連結，或重述或致敬，文字和影像彼此賦予記

憶點，因此這種觀光形態下的參觀者不能斷然區分為文學觀光客或影視觀光客

（Busby & Klug, 2001），兩者間的界線端賴書本與電影對於個人的影響來界定。 

 綜合上述所言，《福爾摩斯》觀光涵蓋文學與影視這兩個不同卻又互為中介、

彼此共存的領域。然而，若將文學與影視置於軸線的兩端，由於近年電影影集熱門，

時下風行的觀光型態較偏影視觀光，因此，接下來將探討影視觀光的論述脈絡，將

其與文學觀光綜合比較。 

二、影視觀光 

文字或影像，若能吸引人們前往任何跟書籍、電視影集節目、電影等相關的地

方旅遊參訪，都可稱之「媒介觀光」（media-related tourism）（Busby & Klug, 2001），

是一種新興的文化觀光。影像與媒體在當今社會，已漸漸主宰現代人的注意力與思

維。電影工業可視為旅遊的一大推力，因為在創意文化產業的範疇中，電影工業與

地方的互動最為頻繁，導演在拍片時，除了將地景收錄在影片中，同時也透過影視

作品來呈現當地風景與想像，全球性的電影工業更是能形塑並且紀錄城市的發展，

提供有形或無形的文化資產給當地以做為觀光資源（Durmaz, Platt & Yigitcanlar, 

2010），進一步促成「電影觀光」（film tourism）（Beeton, 2005; Connell, 2012），或

者是將電影、影片、電視影集綜合在一個框架下的「影視觀光」（film and televisual 

tourism）。不過，除了特定節目或城市宣傳外，電影、影片的拍攝目的鮮少是為了

促進觀光旅遊，但是，透過了解影視作品如何吸引觀光客前往旅遊，能讓我們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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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和影集在文化觀光地景建構下的定位（Olsberg|SPI, 2007），並且知道影像與文

化、影像與觀光的互動。以下針對影視觀光的不同面相加以討論。 

首先，先了解影視觀光的類型。媒體無遠弗屆的力量，將世界上各種奇觀、新

的刺激體驗、遠方的自然風景帶到每個人的眼前（Tooke & Baker, 1996），進而興起

旅遊興致。旅遊動機因人而異，影視觀光進行的方式也各不相同。Beeton（2005）

和 Connell（2012）就影視觀光的性質、進行方式將其分成九至十六種不等，綜合

整理比較後，歸納出下列常見的幾種：一、以參觀影視場景（film-themed attraction）

為主的旅遊；二、影視相關導覽（film/movie tours）；三、影視名人觀光（celebrity 

film tourism）；四、參觀錯置或取代的影視場景；五、參觀電影製片廠；六、電影

首映會或電影節。本研究要討論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包含景點步行導覽、拍攝場

景、貝克街上的福爾摩斯博物館（性質與電影製片廠類似）；若將「跟隨影集中的

福爾摩斯／演員到各個出沒地點」的行為正當化，也能以上述第三點來解釋之，福

爾摩斯是位名人，即使他是虛擬的，仍有廣大追隨者，書迷變成觀光客，按圖索驥

尋找偵探的蹤跡；飾演福爾摩斯的演員，不管電影或影集，都因為本身的魅力或精

采演技，同樣使影迷有了觀光客的身分。不管是追星抑或是因為演員而愛上福爾摩

斯，觀光客不再只是單純的遊客，而是帶有影視視角的觀光客。影視觀光客自此連

結既有故事文本和新的改編影視作品，並將兩者納入旅遊行程中（Porter, 2012），

形成新的旅遊方式。而這樣的觀光模式究竟是屬於文學或影視範疇，需視觀光客本

身對於文學或影視的喜好，以及它們對觀光客的驅動力才能評斷，抑或者，我們可

通稱之為「由文學所致的影視引發的觀光」。 

其二，從上段可得知影視觀光和文學觀光在許多方面有所重疊，不論是人物故

事、地方色彩等，都是旅遊的拉力，而在影視觀光中，真實與想像地景的建構尤為

重要。影視觀光與文學觀光不同之處在於觀光客能夠真的前往影視作品中出現的

場景，換言之，透過拍攝畫面，觀光客得以知道或利用網路資料檢索，有機會親自

到現場看看，並憑藉身體的感知來與影視作品中的故事人物互動，因為影視觀光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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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親身體驗」、「親眼所見」外，到現場感受主角們的生活等也是其重要的特徵之

一（Porter, 2012）。媒體再現讓人們透過他們的想像力造訪真實場景，或是在虛擬

故事中的想像地景（imaginative geographies）（Urry & Larsen, 2011: 116）中重溫影

視情節，而影視場景的真實性（authenticity）一直都是文化觀光研究中重要的議題。

另外，社會戲劇學者 Goffman（MacCannell, 1973）針對社會展示提出了「前台」

（the front）、「後台」（the back）此二分法概念，說明人們至一地所見的景象不全

然是所謂真實的，其中包含兩個區塊，即前台與後台。就算有前、後台之分，

MacCannell 表示，其實大部分的觀光客都知道自己所見的非真實（2001），他認為

前台與後台之間存在一系列的觀光展示，即所謂的「舞台化的本真」（staged 

authenticity）（1973）。在此，觀光客得以看到當地為了刺激消費所編寫的「表演」，

對於觀光客來說，這就是他們所認知的、未經破壞的在地真實性；在 Goffman 的

後台中，是為觀光客所不見的真實混亂，是私密的文化空間，正是這種神祕感吸引

觀光客前往，進而使旅遊業者開始設置舞台化本真，不過，我們無法精準判斷前台、

後台在觀光客的眼中是否真的有差異性存在（Tzanelli, 2004）。在福爾摩斯影視觀

光裡，步行導覽、參觀博物館等活動都涉及景點真實性的討論，由小說、影視作品

等文本建構出來的想像空間和地景再現，皆是本研究欲討論的要點。 

此外，在真實性的討論中，影視中的錯置（displacement）亦是一個重要面向。

錯置指的是，一部電影在 A 地拍攝，但事實上全然代表 B 地（Bolan, Boy & Bell, 

2011）。如上段所述，影視中呈現出來的場景不見得都是真實的，片場或布景，或

多或少藉由其他相關或類似地景來表現特定地方。影視的拍攝手法已使我們無法

辨別所見真假，即便到達真實拍攝場景，也可能會因為不如在螢幕上所見或是不若

想像中真實，而來得大失所望。人們對世界地景的認知已開始受到各式各樣的媒介

諸如影視作品、科幻文學等影響，但那些描述往往是不正確的；再者，這類的想像

或不真實地景將會改寫某地或某個文化的特定歷史（Tzanelli, 2004）。另外，拍攝

場景與影視故事設定場景的不同，也會影響觀光客的旅遊感受。在 Bolan、Boy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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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2011）針對真實性與錯置的研究中指出，影視觀光客多半還是會希望可以看

到跟故事背景設定相關的場景（film setting），表示這樣才能加深和影視作品的連

接。因此，許多觀光現象，如電影地圖、步行導覽、在地遊覽，始以影視故事場景

為中心展開，基於該地的情感或懷舊氛圍，使其也成為一處觀光景點（Bolan et al., 

2011）。不論真實性或錯置，在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中，皆可見其影響。以倫敦為背

景的偵探故事，一般街道、大樓、公園都是取景所在，但仍有些場景將拍攝地拉至

英國威爾斯，不過因為皆在同一國境內，文化、城市硬體等差異不大，錯置的衝突

感不至於影響觀光客的體驗。即便如此，真實性與想像空間之間的連結仍待探討之。 

第三，電影或電視影集的觀光永續性是另一重要課題。通常提到所謂觀光的永

續性（sustainability），多指各個景點的維護、對環境生態的重視、當地居民的認同、

長久的觀光旅遊經營等，這幾點在影視觀光同樣受到重視，但這裡要討論的，是文

本上、質量上、文化上的永續。大部分影視觀光研究的學者多聚焦於影視作品本身

的有限的熱潮或其流行度永續，而其中部分研究指出，若觀光活動中包含狂熱的追

尋及死心塌地的影迷，此影視作品的流行度將可以持續好幾年。影視觀光也能替當

地創造旅遊傳統，或讓影視觀光成為一種朝聖（Beeton, 2005），而這類的文化朝聖，

能讓觀光客與一地用個人不同的意義與之連結，特別是前往觀光的動機與名人、大

眾媒體等有關（Benjamin, Schneider & Alderman, 2012），因此，觀光客的背景資料

在影視觀光永續性的評估中相當重要，透過了解目標族群並建立影視觀光客群像，

始能知道如何建立或改善相關旅遊方式與景點，或是尋找取代性的地景（Benjamin 

et al., 2012），以期在符合文本的敘述與永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因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多重文本的特性，永續方面的討論可從小說、影視作品分

別切入，前者的重點在於「經典」小說如何得以持續流傳、將能再以何種媒介引發

或維持其流行性，後者的討論則集中在電影影集流行性的維持、影視作品帶起的觀

光現象是否可以延續、相關活動的策劃能否與時俱進等等。觀光活動與城市的連結

也不可忽視，特別在於小說、影視都是以倫敦為背景，城市地景的想像、翻新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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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現狀，亦是影響其永續發展的因素。 

三、想像的建構與跨界 

除了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福爾摩斯》外，歐洲其他國家也有關於「偵探」系列

影集的導覽或活動，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的 Baantjer4、瑞典于斯塔德的 Wallander5、

英國牛津的 Inspector Morse 等，皆借用虛擬偵探的魅力來發展地方觀光，將地標

景物與影集地景結合，佐以偵探活動，加深參與者與地方、影集的連結，偵探的想

像地景於焉而生。對於景點與體驗，有時候一地的意象並非客觀形塑，而是透過影

視故事重新被塑造（Frost, 2010），於是，影視觀光的興起變成了可以為城市帶來

許多文化與經濟遺產的觀光活動。 

城市就像是如夢似幻的影像儲藏室，讓世界的漫遊者和遊客可以去檢視、消費，

並在其中重新創造個人敘述（Tzanelli & Yar, 2014）。城市中的地景，隱藏許多影視

作品中的片段與記憶，從觀光客開始實踐旅遊行為後，這些建物、城市風光便開始

有自己的故事。在觀光旅遊中，地景不僅僅是被凝視的對象，在文學與影視觀光中，

地點、場所，甚或建物同時也是朝聖的標的、想像的投射物。地景的建構，或公或

私、或媒體形塑或閱聽者的想像，都可視為真實世界與想像世界的界線，這些虛擬

的媒體世界已然成為觀光客重要的指標框架（Reijnders, 2009），標示著真實與想像

的跨界。 

影視觀光中地景的使用對於分析影視觀光的重要性甚大（Connell, 2012），不

論偵探小說或影視作品在真實世界中的投射地景亦是如此。Reijnders（2010b）提

出「想像場所」來討論影視觀光的地景想像。自法國學者 Nora 的 lieux de memoire

「記憶場所」（memory sites）一概念衍伸出 lieux d’imagination 「想像場所」（places 

of imagination），企圖梳理出場所（ locations）及當地事物在媒體朝聖（media 

pilgrimages）中的主動角色、媒體朝聖在這些場所物質化過程中的影響。Nora 於十

                                                
4 荷蘭電視影集 Baantjer（1996-2006）中的主角，是一名偵探警察。 
5 瑞典犯罪電視影集 Wallander（2005-2013）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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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紀提出 lieux de memoire，說明當代西方社會的人們亟欲抓住過去的渴望，地

點、場所等是身處動盪時期的人們一個象徵的定錨點（Reijnders, 2010b），舉凡地

景、建築、紀念碑、書籍、藝術品、人物代表等文化創造者（culture makers）在特

定的社會中刻意生成的代表性象徵，皆可以「記憶場所」稱之（Kelley, 2009）。Nora

強調人們普遍需要將一地神聖化，當作無形記憶的有形指標，以用來確立他們的記

憶，這樣的作法亦可將時間凍結，使記憶具體化。舉例來說，當導覽人員指認一地

為影視作品中的某個重要場所，那地方便被賦予意義與價值，特別是當這樣的地方

在一般熙來攘往的日常街道上實質平凡無奇時（Reijnders, 2010b），其特殊性便更

顯明確。「具體化記憶中的場所」有無必要仍備受討論，但想像場所具體化在觀光

旅遊，特別是文學及影視觀光中，值得注意思考。 

想像場所是一具體化標的物，它提供社會中特定團體機會，去建構進而跨越真

實與想像世界間的界線（Reijnders, 2010b）。在影視觀光中，透過將想像景物投射

在實際物件上，地景遂有了意義，而其本身在媒體內／外的特性也變得重要，社會

上的媒體再現讓一些特定的地方有不一樣的解釋方法和觀看角度，觀光活動發生

的當下將重新塑造那些地景；透過影視觀光，不僅媒體再現的意象重新植入參觀者

腦中，一個地方在媒體中的重要性也會被強化（Couldry, 2005），人們的想像無疑

與他們對一地的具體或感官經驗緊密連結（Malpas, 1999），遂產生「親地性」

（topophilia）（Tuan, 1974），強調對特定地方的追尋與喜愛，這正是影視觀光中對

媒體塑造出來的地景進行之朝聖活動。 

此外，Couldry 認為媒體朝聖（media pilgrimage）是一種暫時的違法、跨界，

同時這樣的跨界也暗指象徵邊界的存在（2005），影視觀光中的偵探觀光亦可服膺

於這樣的說法。在這類觀光活動中，參與者得以將對電影影集場景的想像投射在現

實日常生活的街道上，犯罪現場還原、蒐證過程等都可實際供參與者親身體驗

（Reijnders, 2010b），從真實跨越邊界至虛擬世界，完成一般所謂陽光下無法做的

儀式。在 Tzanelli 和 Yar〈Breaking Bad, Making Good: Notes on a Televisual Tou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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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一篇探究美國影集《絕命毒師》（Breaking Bad）影視觀光的文獻中指出，

在參與跟犯罪有關的影視觀光時，觀光客彷彿可以走入電視中的犯罪現場進行密

謀與不法行為（2014），例如窺看主角製造冰毒的過程、參觀他的實驗室，或淺嚐

做得像毒品的甜點，同時，男性觀光客也可以經由體驗所謂「打破常規」的主角生

活，來展現被社會價值壓抑以及想像中的男子氣概。無論個人或團體都可將自身故

事與地景連結以強化自己的社會文化身分（Tzanelli & Yar, 2014），或是透過揭開虛

擬景象的行為來重構他們的想像與日常生活。而想像場所則是在現實世界中，讓幻

想中的男子氣概具體化的重要地方（Reijnders, 2010a）。對於影集偵探來說，地景

如同藏有秘密的疆域，需要被檢閱以尋求真理與正義（Sparks,1992），現實世界中

的偵探地景對閱聽者來說同樣有等待被探究的誘惑。 

除了影集偵探的地景、場所塑造，筆者將進一步討論《福爾摩斯》延伸出來的

城市中的文化創意展演，並深入探究城市與影集的互動與合作，將於下一節爬梳之。 

第三節  影視觀光的文化創意展演 

一、文化與創意 

文化（culture），有多樣詮釋方式。Landry 將文化區分為文化與發展（culture 

and development）及文化發展（cultural development），說明文化反映出人們對於周

遭環境的吸收與應映而生的解決之道，並隨後尋找新生機會的方式。Landry （2005）

進一步討論，無論文化與發展或文化發展，一座城市欲發展其文化創意，皆須擁有

新穎思考、強烈企圖心等特質，同時提供機會、美感、敏銳感知集一身的都市設計，

藉此形塑自身的實體與社會環境。常與文化一同提及的創意（creativity）一直以來

亦難以定義與解釋，大抵跟藝術有關的創新思維、活動，都可稱作創意。而廣義來

說，舉凡大膽嘗試、實驗、跳脫傳統思維、有能力去重寫規則、能夠在渾沌中看出

事情的脈絡等，皆可稱作真摯的創意（genuine creativity）（Landry, 2005）。Zu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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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在《裸城》（Naked City）一書中也指出，創意不僅侷限於創意本身，不單

單只是個人尋求自我價值、強化生產消費能力的方式，或是創意課程體驗等曇花一

現的活動，創意實質上也是發展異同、經濟附加效果、真實性的工具。在這樣的論

述下，Richards（2011）談到創意資源（creative resources）現今已多運用在生產更

多元的特殊本體（distinctive identities）上，以期在漸趨飽和的消費市場上提供區域

與城市具有象徵條件的優勢。 

Landry（2008）提出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來詮釋城市的創意環境。創意

氛圍是種空間的概念，可能指的是建築群、城市某處、甚至整座城市或區域。它涵

蓋了必要的先決條件，足以激發源源不絕的創意點子與發明的一切「軟」、「硬」體

設施。教育機構、文化設施、集會場所等是城市中的硬體設施，而軟體在文化與創

意的範圍中，可以透過種種社交網路、社會關係、人際互動等，結合公、私資源與

創意人才，來使城市充滿創意。 

在全球科技不斷創發下，文化產業（如藝術、遺產和博物館），須開始使用新

的互動科技、新媒體以提升自身的價值與產品呈現（Smith, 2009），創意產業應運

而生。文化產業和創意藝術的結合，形成創意觀光，讓觀光客可以在過程中主動參

與，是謂一富含體驗的觀光活動（UNESCO, 2006:2-3；Smith, 2009）。而創意觀光

實質緊連著英國的文化、媒體與運動部（DCMS）所提出的創意產業分類（Smith, 

2009），透過參與跟創意產業相關的景點和活動，如電影電視、時尚、設計、建築，

得以在互動中得到特殊的觀光體驗，影視觀光即為創意觀光的一種。倫敦作為英國

首都，得天獨厚擁有眾多資源，其流行文化與次文化，特別在音樂、喜劇、另類劇

場、設計、時尚上，皆享譽國際，而倫敦的影視觀光，結合城市的文化與創意氛圍，

發展出有著厚植英國底蘊與嶄新創意的觀光面貌。Olsberg|SPI 在 2007 年的發展研

究報告中指出，英國的電影、影集或電視節目對於觀光旅遊有正面的影響，並且替

英國的人民、社會與文化建立了不錯的品牌形象，讓更多人有前往英國旅遊的想望

（Olsberg|SPI, 2007:4）。因此可推論，影視觀光是英國觀光旅遊的行銷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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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讓觀光客看見英國，也看見當地的社會文化。而文創的可能性在福爾摩斯影視

觀光中觸及多面向展演活動，除了電影影集拍攝地點的追尋外，不同形式的文化展

演方式使閱聽者或觀光客對於英國、倫敦能有較深入的認識，不同工作者或業者藉

由各種創意的發想，結合文化產業，推出與影視結合的文化體驗活動，例如倫敦的

福爾摩斯博物館、福爾摩斯特展、觀光步行導覽等與小說、影視作品結合度較高的

活動，或是倫敦的福爾摩斯酒吧、福爾摩斯酒店，分別以福爾摩斯相關藏品與位於

貝克街上著稱；BBC Prom 2015 今夏於皇家亞伯特音樂廳（Royal Albert Hall）推出

以福爾摩斯為主題的 Sherlock Holmes—A Musical Mind 音樂會，小說中所提及的

古典樂、影集中的配樂等都囊括在音樂會中，BBC 影集 Sherlock 的製作人亦會在

台上朗誦小說內容，企圖將古典與現代結合，並再一次透過兼具文化與創意的活動

來呈現福爾摩斯的多樣面貌。 

一座城市甚或一個國家文化的深度與廣度，藉由創意此媒介，讓文化的能見度

更為清晰，倫敦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即有這種吸引觀光客與推廣不論影視或城市

的特質。 

二、博物館與展覽 

本研究欲討論的福爾摩斯觀光現象中，除了影視拍攝場景，位於倫敦貝克街上

的福爾摩斯博物館是研究對象之一。此博物館非一般所知的收藏與展示的博物館，

但仍透過擬仿的手法與其內的維多利亞時代物品，吸引偵探迷前往參觀；電影影集

上映後，貝克街更是湧入大量人潮。同樣以福爾摩斯為主題的，另有在倫敦博物館

的特展，藉由博物館的豐富館藏，展現偵探的多面向以及與倫敦的關係。故此將接

著討論博物館和展覽的性質與論述，來分析以上的博物館和特展如何創意展演福

爾摩斯。 

每一間博物館都有它的特色、定位，各自有其傳遞與傳承的功能，文本記載是

一種歷史紀錄方式，博物館館藏也是歷史的儲藏室。但是要如何在展示歷史與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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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認識歷史間取得平衡和共識，需要謹慎思量。一般來說，以博物館內自身收藏

為內容的展覽可視為藝術合法化的一種特殊形態，傾向於鞏固歷史而非支持新型

藝術，換言之，即較為著眼歷史本身而非展示手法的創新（Graham & Cook, 2010）。

博物館可以調和人們的好奇心與學者的專業，將私有與公共兩個領域間的界線抹

去，並且成為天馬行空和中規中矩間的中介（Findlen, 1989, 轉引自 Lidchi, 1997）。

博物館的特質，根據 Lidchi（1997）所言，為再現（representation）、分類（classification）、

動機（motivation）、詮釋（interpretation），在博物館四個性質的互動下，一間博物

館得以賦予原本可能互不關聯的物件新的觀看樣貌，或是幫助他們找回原始的涵

義。同時，博物館除了處理物件，在思想的保存和延續上亦有助益。藉由物件本身

的陳列與展示，無形的觀點也形塑博物館的目的與價值。 

Duncan（1998）給予博物館的「功能」與存在意義另一層面的思考。他認為博

物館是由眾多藝術品和建築物本身構成的一個複雜集合，藉由其中呈現的特殊儀

式情節，可以激發參觀者從事某些表演的靈感。博物館作為一空間文本，參觀者與

不同藝術品、收藏品相遇的經驗宛若一齣戲或一首曲子，是謂一儀式化後的產品；

博物館內的佈景也不單單是一個結構的呈現，它亦是建構自身戲劇性的角色之一。

另外，由於博物館作為承載深奧文化符碼的物體、保有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工

具，本身的複雜性加上作為儀式場域的觀點，讓博物館十分具有吸引力（Duncan, 

1998），揉合權力與文化，為社會與歷史下了合適的註腳，提供參觀者在有順序的

空間和展品之間，做出符合博物館內儀式的表演。 

在英國博物館的論述脈絡中，Lidchi（1997）提出展覽詩學（the poetics of 

exhibiting），討論博物館與展覽如何藉由物件的呈現、重建與再現來展示文化。首

先討論展品。展覽的重點之一是展品，展品的涵意與價值透過展示讓人所知，但有

時候我們所接收感知到的，不一定是展品本身的意義，博物館中的展品更是如此。

博物館收藏的物件往往被認定為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最穩定持久的連結，如同過往

的證據或紀錄，是為一文化要義的具身化代表，超越了時間、地點、歷史偶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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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變遷。系統性的分類與保存，使得古老的時空可以流傳至今，物件所呈現的，

也是時間聚散、世事變幻中的穩定性（stability）。Lidchi（1997:163）更進一步說明，

物件的實體存在（physical presence）、它的意義（meaning）與穩定性相輔相成，博

物館的物件並非「悄然」進入博物館中，乃是一連串有目的性的活動讓他們被收藏、

被詮釋甚至被展示。展品本身的意義也將隨著時空差異有所區別，不論是本意

（denotation）或衍伸的含意（connotation），都讓物件的意義在使用上有更大的轉

換空間。展覽文本的運用同樣會影響物件的解讀方式。文本不單單指書面文字，口

頭、社會、學術的結構也能產生各種解釋，所有的文本同時加深某項詮釋與排除他

者，讓詮釋不帶有歧義（Lidchi, 1997:166）。展覽文本可說是展覽的脈絡、系統與

主題，乃是展品呈現的場域，透過解碼（decoding）、編碼（encoding）的過程，賦

予物件在某個特定展覽中的定位與意義。 

福爾摩斯博物館中的展品，因為福爾摩斯為虛擬人物，多是維多利亞時代社會

中的物件或擬仿物，那些物件的意義因存在於貝克街 221B、或與偵探有所連結而

變得不同。福爾摩斯博物館的空間營造超越時空的文本，博物館參觀者得以在其中

完成一趟時光倒流之旅，對每一項物件進行意義的重組與建構，使它們的本質、歷

史或文化特殊性能輕易被認識或吸收（Lidchi, 1997:167），讓博物館本身不再是收

藏高尚文化、將群眾拒於門外的文化體現。 

Lidchi 所說的展覽詩學，意指透過將展覽中物件、語言文字、視覺客體、聲音

再製等獨立但又彼此相連的個體，透過內部安排、並置所成的創作實踐（1997:168）。

藉由了解策展人、設計者與技師對於展品的選取呈現，來檢閱展覽的主題和主旨，

物件的文化表述與實體存在恰巧提供它們所處的文化現象一個重要的表徵，參觀

者因而得以拉近與那些原本不熟悉物件的距離，進入一個新且特別的世界

（1997:172）。關於展覽的敘事分析，另有 Bal（2008）提出的場面調度（mise en 

scène）。場面調度在劇場裡指的是文本公眾可及性的具體化呈現、是戲劇和個體間

的協調、是真實時空的有限與界定的安排。因此 Bal 認為，展覽的記憶、認同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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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觀看眼光、空間想像與戲院、故事、詩學、影片的敘事方式有關，戲劇中的場

面調度可以建立觀眾與作品間的情感連結，展覽剛好也有這樣的敘事特質，讓參觀

者有所感情攝入，所謂表演者不僅限於展品，參觀者亦是演員，展品和參觀者的互

動才是成就這一齣戲／一場展覽的要素（Bal, 2008:74）。參觀者在展覽中經驗一連

串的視覺體驗，恰巧形成戲劇中所謂的「場景」（plot），每一個展區都是一個景，

連接起來形成故事。展覽本身就有引導性，如福爾摩斯博物館和福爾摩斯特展中的

展品，原本是獨立、日常所見的維多利亞時代物品，因為置於偵探小說的文本中，

遂有了意義，更可以將每件事物連成完整的敘事，指引參觀者進入展覽想要營造的

時空。然而，Bal（2008）認為展覽本身即是一部電影，參觀者宛若在看電影，不

過福爾摩斯特展比較像是讓參觀者有置身影視作品中、身歷其境之感，十九世紀生

活一一呈現在眼前。 

三、影視與城市意象 

文化是過去的長期積累，而一座城市要如何記得自己的過去？其實城市本身

就是人們記憶與過去的寶庫，同時也收藏著眾多文化符號（Benjamin, 1979, 轉引

自 Urry, 1995）。倫敦的文化符號不勝枚舉，大致文學、戲劇、王室歷史、流行音

樂，小至日常生活、下午茶、紳士文化，都是普遍的倫敦印象，也是倫敦歷史積累

的現在。歷史該如何述說，Connerton（1989, 轉引自 Urry, 1995）認為，口耳相傳

到文字記載的文化紀錄轉變包含了體現與銘刻，以及各式文字上的創新紀錄。有別

於一般歷史記載、文本記錄的，是小說中的場景設定；以城市為背景，虛擬與真實

交織，歷史以輕鬆的姿態登場，轉化古老的沉重。 

另外，在 Molotch（2004）〈Place in Product〉一文中，談到將地方的特質注入

當地所出產的商品中，強調彼此間的互動，產品宛若加了許多當地食材、原料，烹

出獨一無二的味道。因此，每個地方跟他自己的產品都有與他人迥異的特色

（Molotch, 2004:161）。這樣的代表商品，除了美感、創意或實用性等概念（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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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ry & Urry, 1993），對於在地人亦會激起情感連結，進而使之引以為傲（Landry, 

2005）。全球均質化（homogenization）的現象愈來愈普及，地方特殊性逐漸消弭，

一個地方始難以脫穎而出。對詩人、填詞人、小說家等文字工作者來說，去感覺、

抓住地方歷史、特色再將其訴諸文字，不是件難事（Molotch, 2004:162），以城鎮為

背景的故事，在撰寫時若適當加入地方元素，實則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地方特色」

或「地方傳統」集結起來能夠讓城鎮多樣但有時有些互斥的特性變得和諧（Molotch, 

2002:163），且能共同傳達出足以代表地方的訊息與特殊性。 

福爾摩斯在《最後一案》（The Final Problem）故事中曾說：「因為有我，倫敦

的空氣才更新鮮。」 若將福爾摩斯比喻為一項產品，那產品則注入了許多倫敦元

素在裡頭。柯南‧道爾成功將小說主角夏洛克‧福爾摩斯、華生醫生的偵探冒險與

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緊密結合，福爾摩斯在小說中出沒的倫敦地景成為小說迷朝

聖的地方，倫敦也因為柯南‧道爾的描述，宛若小說裡的第三位重要角色。好的背

景可以讓角色演活自己，同時揭開小說主題（施懿芹，2008），因此筆者大膽假設，

假若福爾摩斯住在另一座城市，他的個性、書中故事的情節與氛圍，將會與身在倫

敦截然不同，反之亦然。 

由文學延伸出來的城市想像，與來自影視作品的意象呈現，不盡相同。文字的

影響力需要大量的堆疊、描述、形容等，始能將讀者拉進故事中，再生成想像，而

對一個地方的想像，需藉由地方精隨的呈現，才得以建構出讀者心中，所謂完整的

地景。施懿芹（2008）在〈《荒涼山莊》中的倫敦─都市地景與偵探的誕生〉一文

中，是這樣形容狄更斯小說中對於倫敦的描述：「正如透過『紙』，都市人才得以獲

得消息；透過『霧』，他們才知道倫敦，也才知道如何形容倫敦。」霧，在十九世

紀倫敦，是無法隱匿的象徵，在《福爾摩斯》小說中，霧的角色不可小覷。對之後

的讀者來說，當時的倫敦城市意象即建立在小說故事上，提到倫敦，腦中就會出現

霧氣繚繞的城市，這樣的意象在倫敦博物館的福爾摩斯特展中可見一斑，展覽中有

一展區即專門呈現十九世紀真實的倫敦景象，以及小說中的倫敦意象，巧妙將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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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一方面讓參觀者熟悉福爾摩斯小說，一方面讓大家看到倫敦當時的風貌。而

影視作品恰巧賦予城市新的面貌，特別是 BBC 影集以現代倫敦為背景，加入富有

科技感的拍攝手法呈現走在世界潮流上的倫敦。 

小說跟影視作品，兩者都是建構閱聽者城市想像的文本，再加上若親自走訪倫

敦、參加相關導覽或自由漫步，與小說、影視作品相較，是否又能激發不一樣的城

市空間想像？影視觀光客的旅遊視角與實踐，又能建構怎樣的旅遊論述？相關文

獻將在下一節綜合討論。 

第四節 影視觀光客及其旅遊實踐 

今日，旅遊已逐漸跳脫過往旅行團走馬看花的行程，愈來愈多人採取自助旅行

的方式，以創造自己獨一無二的旅遊軌跡。不論是哪一種形式的旅遊或觀光，將自

身的想望具體實踐的行為，多半都跟其旅遊動機相關。於本節中，將討論何謂影視

觀光客、影視觀光客的觀光特徵，簡單提及影視觀光裡的追星活動，並借用 Edensor

分析觀光客在泰姬瑪哈陵旅遊時提出的四項觀光行為展演，用之分析影視觀光客

的旅遊實踐。 

一般的觀光行為，大抵是一種「偏離常軌」（departure），一種在有限的範圍內

擺脫日常生活一貫的生活作息與行事風格，讓所遇到的人事物都與平時生活中的

平凡無奇有著強烈的對比與刺激（Urry, 2007）。影視觀光的旅遊經驗，也可以說是

一種全然跳脫現實的作法。此類至媒體再現的地點進行觀光活動，並用個人詮釋來

觀察所見之媒體影像的行為正是後現代體驗的方式之一（Macionis, 2004）。對大部

分觀光客來說，旅遊中所見的東西多是某些事物的再現，或觀光客自己本身便是某

個再現，並且在旅遊體驗中，透過接觸異地文化而成為他者（Beeton, 2005），而影

視觀光客（film tourist）所追求的，有一部份是透過影像媒介產生出來的虛擬幻境。

Feifer（1985, 轉引自 Beeton, 2005）提出「後觀光客」（post tourists），認為被歸至

此類的觀光客明白沒有所謂的「真實」的觀光經驗，但即使面對失真的旅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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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玩得盡興。凝視的事物實則是一種透過媒體、媒介再現的擬仿（simulation），

比真實還真實，但對於後觀光客來說，正是這樣的逼真令他們覺得驚奇，而他們也

為此尋找「真實」的過程感到開心（Urry, 2007），影視觀光客也可歸於這類的觀光

範疇。 

 Cohen（1979）主張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觀光客，其中「體驗型」（experiential）、

「試驗型」（experimental）以及「存在型」（existential）三類觀光客，無一需要仰

賴傳統旅遊業所製造出來的「環境隔離」；換言之，這幾類型的觀光客，其實在不

同程度上都拒絕接受觀光旅遊團或傳統旅遊景點所安排的景點路線。影視觀光客

絕大多數可歸類於這三種觀光客中，帶領他們的不是旅行團，而是以影視作品為地

圖，自行安排朝聖的路徑與體驗。除了參觀電影片廠、電影主題公園以外，其餘在

各地，或名人故居歷史遺跡或拍攝現場自然風光街景，大部分都屬較高的機動性，

相對而言不太受媒體中介提供凝視的事物所影響。當然，在影視觀光客的旅遊實踐

上，仍是被一連串的符號帶著走（Urry, 2007），而只有當觀光客消費影視所提供的

文化符號、意涵，觀光客的實踐才可能產生（Tzanelli, 2004）。接續 Urry 的概念，

Tzanelli（2004）提出符號工業（sign industry）一詞，說明符號工業是無止盡的詮

釋循環，其中包括影視製作者、閱聽者、旅遊假期供應者都有自己一套解釋的方法。

不過，閱聽者或未來可能從事影視觀光的遊客不見得會真的去消費別人所提供的

符號或景點建構。 

本章第二節曾提到，影視作品的目的不在於推銷一個地方，但往往由於其豐富

的影像與特別的敘事手法，吸引觀光客前往該地旅遊體驗，而那些影像在某種程度

上影響觀光客的目的地選取及旅遊決策，形成高度個人化、詮釋與消費影像的體驗

（Macionis, 2004）。影視觀光客對於影像的敏感度較高，但是，影視作品是不是他

們旅遊的唯一或最主要目的，就不一定成正相關。Macionis（2004）以對於影視作

品的喜愛、了解以及前往該地旅遊的動機多寡作為指標，將影視觀光客分成三類型：

一、意外發現型影視觀光客（serendipitous film tourist），顧名思義指的是不小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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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影視場景的觀光客；二、一般影視觀光客（general film tourist），在旅遊目的地從

事與影視相關的觀光活動，但並非刻意安排；三、專門影視觀光客（specific film 

tourist），即影視狂熱者，非到影視場景走一遭不可。三者之間的差別最重要在於動

機的深淺，Macionis（2004）接著說明在研究觀光客動機前，必須先了解影視作品

與觀光客體驗之間的關係。旅遊動機，根據Dann（1981: 205, 轉引自Macionis, 2004）

說法，是「能夠讓人出發去旅行的有意義的心靈狀態」，而動機又可分為推力（push 

factors）和拉力（pull factors），前者指的是觀光客為主體，那些將他推出去原本生

活世界的因素，後者則是那些吸引遊客前往的該地的魅力。旅遊動機動多，舉凡逃

離、探索自我、放鬆休閒、增進家庭關係、新奇、文化吸引等，都是個體會動身旅

遊的原因。將旅遊動機與前面所提的影視觀光客類型做對照，可以發現愈是靠近專

門影視觀光客那端的動機，愈是與自身的心靈層面、自我實現、浪漫想像有關

（Macionis, 2004），親自走訪代表著一種探索（Couldry, 2005），代表一種「到此一

遊」、勝過其他人的優越感。影視觀光客除了在現實世界中尋找虛擬幻象外，也親

近影視作品拍攝場景，去聽、去聞、去感受四周環境，讓影視主角的世界變得真實，

甚至讓主角「活」過來（Reijnders, 2010a），透過自己的親自走訪，使虛擬故事、

人物具體化。 

對於影視觀光客來說，所看到的事物真實與否其實並不重要，能讓他們產生旅

遊興致、在旅途中感到歡喜滿足的，是親眼所見與電影影集場景人物等有關的景點、

物品。誠如 Urry 在《觀光客的凝視》（2007: 22）一書中所說： 

一個地方之所以被選擇凝視，是因為人們對該處有所期盼，特別是來自白

日夢或幻想的那種期盼。而所期待的往往是強烈的愉悅，不論是因為規模

不同或者涉及慣常所經驗不到的感官知覺。這類期待是建立在種種與觀

光旅遊無關的事物之上，如電影、電視、文學、雜誌、錄音帶及錄影帶，

也是由這些東西來維持。它們挑起並且強化人們的觀光凝視。 

影像帶來的熟悉感會加深觀光客在當地旅遊的體驗與投入，而影視觀光客與本節

一開始所說的一般觀光客或後觀光客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很清楚自己想要看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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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知道此趟旅程的目的為何，以影視作品為他們的羅盤，逐一尋找似曾相似的景

象。所見所聞即便不真實，也不會影響到他們的興致，因為早知道是如此，不過愈

是接近真實的事物愈是能攫住他們的目光。Carl、Kindon 及 Smith（2007）在研究

紐西蘭魔戒影視觀光時發現，當觀光客在身為閱聽者時個人經驗的涉入程度愈高，

在他們看到相關拍攝景象時，愈能滿足於眼前所見景象與在該地的感受。 

另外，本章第二節「想像的建構與跨界」強調的是影視作品中的想像場所在現

實世界的投射地景，而這裡要談到的，是影視觀光客在影視場景建構自身的想像以

及其參觀表現。當在影視拍攝場景走一遭，便能使影視觀光客彷彿有機會成為電影

影集中的想像角色，或是與他們更加親近，例如影視觀光客進入 007 的拍攝場地

就好像有了變得更加有男性特質、得以展現雄風的機會（Reijnders, 2010a）。影視

觀光客走入拍攝場景，彷彿被賦予了可以從事想像世界中的任何不可能任務。特別

是當觀光客選擇的是如《哈利波特》、《魔戒》或《福爾摩斯》等這些奇幻或偵探犯

罪的影視作品，在該地能做的事，便不僅僅是參觀、攝影，更可以透過影視場景提

供出來的超現實（hyperreality），跨越真實與想像的界線，實行魔法或參與犯罪。 

除了拍攝片場、地景等吸引影視觀光客前往外，與文學觀光客旨在「追尋作家

腳步或體驗、與過去故事或虛擬現在有所連接」（Squire, 1996）的行動不同的是「追

星」這個新興的旅遊動機。名人或明星，是大眾媒體社會下建構的文化偶像（cultural 

icons）（Lee, Scott & Kim, 2008），而這裡指的追星，不一定是要真的追逐明星、親

眼相見，造訪影視作品中的明星（即劇中人物）所到之處，亦是個觀光體驗。在本

研究探討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現象中，明星佔了絕大多數的比例，小說人物福爾摩

斯本身即是位明星（或稱名人），他在貝克街上的「故居」門庭若市，儘管福爾摩

斯博物館早在電影影集前即開幕，乃是基於小說中描述所創造出來的景點，許多影

視粉絲還是會特地到那裡一窺大偵探的起居室，透過身體的旅行／屢行，藉此與福

爾摩斯有所連結，體驗小說或影集中的空間與敘事（Lee, 2012）。將電影影集中的

場景，或主角出沒的地點等串聯追尋，也是種追星，更是觀光客的旅遊實踐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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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外，影視觀光客的追星實踐行為也包含模仿影視主角在特定地點做特定姿勢、

進行特定活動，如在貝克街 221B 的起居室模仿福爾摩斯合掌於下巴思考，或是學

007 用手比出手槍的樣子在特務出沒地拍照留念，以重新定義影視主角在他們心中

的形象，並拉近距離；有趣的是，偵探和特務這兩個角色本身的特性，會間接影響

影視觀光客的行為，比如說，當他們發現某些影視場景較不輕易抵達或是有路障等，

影視觀光客會發揮偵探或特務的長才，或偽裝或潛伏，只為了要接近心中所謂「真

實」的影視場景（Reijnders, 2010a），形成獨特的偵探影視觀光行為。 

 多重文本間的互動也會影響影視觀光客在選擇旅遊目的與方式。書迷、影迷或

純粹觀光客對於影視地景的感受、在該地的觀光行為、凝視的對象甚或帶回家的紀

念品等皆不盡相同，許多影視作品都由文學小說改編而成，每一個文本都可以替想

像的真實性添加更多的可能（Lee, 2012）。而旅行當下的記憶會以各種方式記錄下

來，Edensor（1998）在談論旅遊實踐展演時，歸類出四項行為：漫步、凝視、攝

影、記憶，用以分析觀光客在泰姬瑪哈陵的旅遊實踐。筆者接著就 Edensor 提出的

四項行為，來討論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客的旅遊實踐方式。 

「漫步」（walking）是觀光活動中相當重要的行為，除卻套裝旅行團乘坐遊覽

車外，觀光客或多或少會採取步行的方式去認識當地。漫步讓觀光客有更多機會形

塑自己的參觀路線，亦是一種脫離既定觀光規劃敘述的一項具體作為，地景得以在

觀光客身體力行的觀光活動中有深刻的刻畫與體現（Edensor, 1998: 105），Alder 也

提到，現今的旅遊表現蘊含一種在空間中展現個人風格的移動方式（1989: 1366），

漫步即是其中一種。影視觀光中亦有許多漫步的活動，不論是步行導覽或是自行尋

找拍攝場景，都是在城鎮中步行移動。然而，步行導覽跟所謂套裝行程間的漫步成

分仍有待討論。在套裝行程中，觀光客被教導、規訓、指引在有限度的活動與觀看

範圍內，導遊領隊或解說人員的指示宛若唯一且必須遵循的教條；步行導覽同樣有

所謂的導覽人員，觀光客的目光多半隨著解說來尋找凝視的對象，行走路線亦被規

畫安排好。反觀自行在網路上蒐集資料、設計影視朝聖景點的觀光客，是否才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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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當地看到、走出自己的漫步路線？又，以「偵探」為主題的福爾摩斯步行導覽，

在觀光客凝視的視角建構上，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不一樣的觀察力與觀看方式？ 

Edensor 的第二項觀光行為是「凝視」（gazing）（1998: 119）。觀光旅遊包含對

於他者尋常文化符號的蒐集（Culler, 1981, 轉引自 Edensor, 1998），以及一趟凝視

非凡地方的旅程。Urry（1992: 184）提到，以觀光客的身分來凝視，是將自己置入

歷史的脈絡中、消費這特別歷史的符號或記號，而且，觀光旅遊本身就是一種視覺

經驗（Urry, 2007）。一地的平凡無奇，在影視作品中變成奇觀地景，進而形成旅程。

影視觀光客的凝視可粗略分為在螢幕上看、在當地跟著導覽看、在當地自己尋找並

觀看，而這些都涵蓋在「媒介化凝視」（mediatized gaze）內，在那些經媒體而聲名

遠揚的場景進行各種體驗（Urry, 2007: 258），不過因觀看建構的方式不同，被觀看

的對象亦有所差異，形成各種凝視的結果。影視觀光客在當地尋找影視作品中的熟

悉感，同時也運用觀察力將螢幕上擷取的畫面與眼前所見結合對照，以期有更為深

廣的凝視，而非驚鴻一瞥，在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中，影視觀光客更是發揮偵探的特

長，在虛擬與現實間找出蛛絲馬跡。 

 接續凝視而來的是「攝影」（photographing）。旅遊是一連串攝影的累積，攝影

能夠表現旅遊（Urry, 2007），而凝視又影響旅遊實踐與攝影（Edensor, 1998: 128）。

攝影是一種紀錄，凝視後的攝影紀錄代表著足以創造此時此刻此地的物質紀錄以

將自身銘刻在時、空中讓主體性延續，並且屬於某個身分、歷史、地景，加深對於

該地的連結與價值的策略（Edensor, 1998）。觀光客的攝影試圖捕捉流動的影像甚

至讓其具體化，透過攝影，眼前的景象除了留在記憶卡中，也一併銘刻在腦海，因

其乃是透過「凝視」的選擇而留下來的紀錄。與在前一段討論的相呼應，影視觀光

客的攝影行為會受到媒體、導覽人員的引導或影響，取景的方向與角度反映出對影

視作品的追尋，不僅如此導覽人員甚至會幫你找到最好的角度以符合期待。而之前

提到的後觀光客採取的攝影方式則較為嬉戲、詼諧，甚至有點嘲弄，與地景的角色

扮演也是常見的攝影方式（Edensor, 1998: 133）。影視觀光客與地景的合照正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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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趨勢，單純拍攝所謂電影影集中的景象似乎不能代表什麼，模仿劇中人物與景

點合影，反而有種與之互動的證明與記憶。 

 不論是漫步、凝視、攝影，最終都將是「記憶」（remembering）的一環。記憶

不僅只是單純的心理或腦袋運作，它其實是一種社會建構、溝通、制度宰制下的行

為（Edensor, 1998: 135）。透過不同的行為表現，記憶可以被促發、轉移、變得具

體，Edensor 認為，假期中挑選過的景與時因為被記錄下來，使得它們能夠附著、

進入個人的生命故事，在生活無聊或壓力時給予刺激與曾經旅行的心滿意足

（1998）。身體感知與物體提醒是記憶的方式，旅行的紀念品，如模型、明信片，

或是先前提及的攝影也是記憶的存證。不過，就影視觀光客的角度而言，有些地方

僅是平凡無奇的日常街景，除了攝影、親眼所見，並沒有太多可供「記憶」的點，

遑論相關紀念品，然特別的是，透過漫步、凝視、攝影，影視觀光客的身體力行足

以將視覺影像具像化留存於腦中，甚至在網路資源流通發達的時代，部落格的紀錄

也是種記憶方式，經由文章、圖片分享來展現自己對於某一個影視作品的熟悉與專

業，並跟同好分享、互通有無，形成另類的粉絲文化資本（fan cultural capital）（Fiske, 

1992）。綜合以上文獻，筆者將在之後的觀光客旅遊實踐分析章節，進一步分析討

論，找出屬於影視觀光客旅遊實踐方式的範式。 

小結 

 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並非大眾的影視觀光活動，實則須將城市空間、景點建構、

博物館展覽活動等面向囊括綜合討論。綜覽本章討論的文獻回顧，不論博物館、特

展、導覽、甚或新興的音樂會等，都可歸類於影視觀光下的創意文化活動。即使比

起其他英國的影視作品來說，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略顯小眾，但仍以小說的經典性持

續引發或大或小的文化創意活動。在接下來的章節裡，筆者將更進一步討論各種在

倫敦這座創意城市中的福爾摩斯文化創意活動，探討不同層次乃至國家的觀光客

如何與現代的福爾摩斯互動，形成獨特的影視觀光旅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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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綜合上一章的文獻探討後得知，筆者認為不能將福爾摩斯觀光內包含之近期

影視作品引發的影視觀光與早期的文學觀光一分為二全然切割。電影影集將福爾

摩斯推至流行高峰，相關社群、展覽、導覽等相繼而生，福爾摩斯觀光體驗從此更

顯多元，而文學觀光卻又是福爾摩斯觀光體驗的根基。因影視而再流行的福爾摩斯，

不論在哪一種文本上，皆相輔相成、環環相扣，本研究企圖將福爾摩斯影視所延伸

出的觀光現象置於中心，與文學本身、文學觀光相互比較，分析時下熱門的地景、

博物館與展覽，再討論不同目的之觀光客間的觀光行為。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資料分析法，深入了解、說明文獻資料的內容與分類方式，

再針對文獻資料蘊含的意義與特點進行分析。文獻囊括的範圍甚廣，舉凡圖書館、

博物館、檔案室等所收藏的一切文字、符號、圖像、聲音影像紀錄等都可以視為廣

義的、有歷史價值的知識載體（葉至誠、葉立誠，2011）。故此，鑒於本研究的研

究對象包含影視作品、網站部落格內容、博物館展覽等，採用文獻分析得以從文字

及非文字的資料中，梳理出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的展演脈絡。 

另外，筆者利用 2014 年暑假至歐洲上暑期實習課程的機會，於課程結束後參

觀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參加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of London，也約略訪

談了幾位參觀者與參與者。筆者將整理田野觀察（observation）的心得，輔以當時

的影像和音檔紀錄，也嘗試探究導覽人員的背景與介紹方式以及同行觀光客的參

與度與導覽反應，為本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主觀看法，期望讓研究的面向更為多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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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從 2009 年、2010 年福爾摩斯改編電影與影集上映後，福爾摩斯影視觀光此一

新興的觀光活動相繼而生，雖然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在 1990 年便成立，也因為影

視作品大受歡迎，觀光客從此倍增。本研究將研究的範圍定在 2009 年之後至筆者

撰寫本節時間（2015 年 7 月）之間的福爾摩斯觀光活動與觀光客旅遊實踐。欲分

析的對象有：福爾摩斯步行及視聽導覽、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倫敦博物館的福爾

摩斯特展、網路評論與部落格旅遊紀錄，並在第五章簡單討論上述對象以外的倫敦

福爾摩斯文化創意景點與活動。 

一、步行及視聽導覽 

倫敦不同機構、網站提供的步行導覽與旅遊規劃眾多，實際參與步行導覽可以

瞭解導覽人員如何藉由自身對《福爾摩斯》小說、電影、影集的涉獵，轉化為導覽

資訊，將偵探的倫敦、倫敦的歷史呈現在觀光客眼前。田野觀察包含：步行導覽的

景點選擇、實際導覽解說、遊客參與反應等，以筆者曾於2014年夏天參與的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of London 為主要分析對象，以瞭解根據文學小說或電影影集

建構出之觀光景點展演。另外，倫敦其他機構舉辦的福爾摩斯步行導覽的概略介紹

與規畫也將會是處理的對象，以期豐富導覽與景點建構的論述。挑選的標準有三：

網站有較為詳細的導覽行程介紹、導覽行程有至少 10 筆的參加者評論、導覽行程

囊括小說、電影、影集，三項條件須包含兩項方始納入分析對象。步行導覽詳細整

理列表如下： 

表三-1. 倫敦以福爾摩斯為主題的步行導覽 

編號 機構 步行導覽名稱 

W1 London England Tours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in London 

W2 Viator Sherlock Holmes Tours i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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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 Sherlock Holmes Film Location Tour in London 

W4 London Magical Tours Sherlock Holmes Tours 

W5 

Brit Movie Tours 

BBC Sherlock Locations Tour 

W6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of London* 

W7 Free Tours by Foot Sherlock Holmes in London Tour 

*註：此步行導覽為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 

其中，筆者曾參與過的 Brit Movie Tours 的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of 

London（W6）為 Brit Movie Tours 之旅遊產品，該公司創立於 2009 年，創辦人為

Lewis Swan。在知名旅遊網站 Trip Advisor 上，Brit Movie Tours 連續五年（從 2011

年至 2015 年）得到卓越獎6（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就倫敦擁有五花八門、精

采奪目的景點與活動而言，Brit Movie Tours 整體來說是相當不錯的旅遊導覽活動。

Brit Movie Tours 與倫敦官方旅遊網站合作推出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of 

London，標榜是福爾摩斯和華生迷絕不可錯過的旅程，故選此為田野觀察對象。為

時兩個鐘頭的步行導覽開始於華生第一次聽到福爾摩斯名字的地方，接著跟著導

覽人員的腳步，小說、電影、影集裡的知名場景一一展開在眼前，最後停在電影中

偵探囚禁於監牢裡時的拍攝地點。一次步行導覽要價 12 英鎊，若是 16 歲以下青

年或兒童則為 10 英鎊；活動報名、資料登記、付款皆為線上作業，收到確認信後，

於預定的旅遊時間在會面點集合，即有導覽人員按照報名名單詳加確認，一團約 20

人上下。欲參加這種 walking tour 不需要在好幾個月前預訂，更不用出示任何身分

證明，只要有網路，即可變身倫敦福爾摩斯追蹤大偵探的腳步，新科技的運用大大

減少了計畫旅程的時間（Elliott & Urry, 2010）。 

除了步行導覽，尚有由華納電影（Warner Bros）、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Soundmap 視聽導覽機構7合作製作的 Sherlock Holmes audiowalk 活動，藉由視聽導

                                                
6 TripAdvisor 會頒發卓越獎給持續獲得旅客佳評的住宿、景點和餐廳。 
7 Soundmap: http://www.soundmap.co.uk/ 

 



37 

覽一邊走訪倫敦內福爾摩斯出沒之地，一邊紀錄所聽到的五個細節進行比賽，以獎

品為誘因來行銷電影。此活動包含一張地圖（見圖三-1）、四則視聽導覽及投影片。

參加者可以戴上耳機和地圖，親自走一趟倫敦，也可以在家邊聽視聽導覽邊觀賞倫

敦照片錦集，飽覽城市風光。雖然此活動為電影行銷的宣傳之一，但仍可藉由其所

提供的音訊、照片來進行福爾摩斯倫敦之旅。大約一個小時左右的視聽導覽從介紹

福爾摩斯的歷史開始，加入城市裡與福爾摩斯有關的重要景點如大笨鐘（Big Ben）、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等的介紹，並藉由導覽人員清楚的指示走過倫敦

街道、模擬並感受福爾摩斯所處時期或是現代倫敦的空氣、陽光、周遭環境。導覽

中亦有小說情節以及大量倫敦歷史的介紹，由此可推知倫敦這座城市在《福爾摩斯》

小說中的重要地位。電影與實際街景的不同也在導覽中提及，讓閱聽者可以相互比

較。有趣的是，導覽人員會用不少偵探相關字詞與敘述，如「運用你的觀察力」、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地方？」為視聽導覽增添不少懸疑感。 

 

 

圖 三-1. 視聽導覽地圖 

資料來源：取自 The Guardian: Sherlock Holmes audio walk. Retrieved July 

17, 2015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sherlock-holmes-the-

movie/audioslideshow/sherlock-holmes-audiowalk-part-one  

 

http://www.theguardian.com/sherlock-holmes-the-movie/audioslideshow/sherlock-holmes-audiowalk-part-one
http://www.theguardian.com/sherlock-holmes-the-movie/audioslideshow/sherlock-holmes-audiowalk-par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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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至現場由導覽人員親自帶領的步行導覽」與「聽視聽導覽說明的步

行導覽」兩種類型，筆者將就導覽的內容、同一景點不同的敘說介紹、電影影集小

說間的景點串連等幾點進行分析，試圖找出不同導覽的陳述目的與方式，以及城市

與福爾摩斯的關係。 

二、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London Sherlock Holmes Museum） 

倫敦貝克街 221 號 B 座（221B Baker Street）是福爾摩斯與華生醫生租賃的公

寓，1990 年貝克街成立福爾摩斯博物館（或稱福爾摩斯紀念館）吸引小說迷朝聖，

成為知名的虛擬人物博物館。貝克街其實沒有 221 號，博物館現址是由倫敦市政

府買下後改門牌而成。這棟 1815 年建造的四層建築物，由倫敦政府訂為「建築文

化遺產」加以保存，博物館裡的裝潢陳設不單單仿照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風格設

計，更重現小說裡福爾摩斯的住家擺設。福爾摩斯博物館充分利用四層樓空間，一

樓為福爾摩斯相關紀念品販賣與展示，二樓原汁原味還原小說中福爾摩斯起居室

與房間，三樓則分別是助手華生醫生與房東哈德森太太（Mrs. Hudson）的臥室，

華生的用具、筆記本當然也在他的房間中讓人一睹風采。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則在四

樓出現，活靈活現的蠟像道出一個個偵探故事，讓書迷走進福爾摩斯的世界，回味

他過人的智慧。 

在之後的章節中，筆者欲將自身的田野觀察與第二章所討論的博物館理論相

互對應比較，來看福爾摩斯博物館的虛幻與擬真，探究如何將小說裡的人物場景活

靈活現呈現，並使參觀者錯信看到的事物為真，接著討論「眼見為憑」之說法背後

的展演意涵、遊客與博物館展覽空間的互動，福爾摩斯博物館的創意景點建構也將

會是討論的重點。 

三、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舉辦的福爾摩斯特展  

2014 年秋天，以述說倫敦故事為任務的倫敦博物館以 Sherlock Holme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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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Who Never Lived And Will Never Die 為題，展開為期半年左右（2014 年 10 月

17 日至 2015 年 4 月 12 日）的特展。不同一般所知將與作者或小說有關的文物一

一陳列的傳統展覽，倫敦博物館的福爾摩斯特展囊括與偵探或倫敦相關的不同領

域素材，並加深兩者間的連結。除了針對展覽本身所拍攝的宣傳影片，展覽介紹亦

從波西米亞、花呢外套切入，擴大展覽的深度，更藉此引發民眾的好奇，強調福爾

摩斯不單單僅是個小說人物，更是富含文化與力量的倫敦標記。展覽之外，館方更

籌備了一系列活動，像是 Sleep with Sherlock、Who’s the best Holmes?等，豐富展覽

內容，吸引民眾參與。 

此展覽分為五個展區。第一個展區「福爾摩斯再現」將過往福爾摩斯影視作品

的畫面放在多媒體牆上，歷年電影劇照等也無缺席，使參觀者得以用「非小說」的

視角觀看福爾摩斯／演員的改變。第二展區「福爾摩斯探源」則將焦點拉回至小說

上，展出柯南‧道爾當初構想福爾摩斯偵探冒險故事的筆記本、手稿，以及種種角

色設定的選擇紀錄。第三個展區以「福爾摩斯的倫敦」為題，展區中以畫作為主要

展品，將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特色一一呈現。當時「霧都」之稱的街景、昏暗的煤

油燈、街上絡繹不絕的馬車，或現在的國會大廈等景點，都收錄在畫作中，參觀者

藉此機會能夠以福爾摩斯為稜鏡，去了解當時的倫敦是怎麼樣的現代大都市，以及

英倫文化如何展現在小說之中。「福爾摩斯的多稜面」一展區則是聚焦在偵探本身，

徹底呈現福爾摩斯的各項特質、才能、喜惡等，偵探的法醫知識、變裝長才、波西

米亞性格、英國紳士生活也是展覽重點。「福爾摩斯不朽」為展覽的最後，維多利

亞時代的各項用品是這個展區的特色。館方針對福爾摩斯的時代背景，找出與他所

用的器材相對應的物品，參觀者可以一窺當時的生活。另外，BBC 影集中演員班

奈狄克‧康柏拜區穿過的花呢外套亦在此展出，一方面吸引所謂 BBC 粉絲，一方

面讓人了解英國典型的大衣樣式。 

此外，倫敦博物館外牆搭配展覽貼設了許多亮粉紅色的小人剪影，其圖案取自

《福爾摩斯》偵探系列小說之一的《跳舞人的冒險》（The Adventure of the D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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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一故事，將文本創意呈現，妝點原本枯燥單調的博物館牆面，同是也可視為

特展的宣傳廣告之一。在博物館的門廳，亦設有名為 The Mind Maze 的互動裝置藝

術，以福爾摩斯的「心智迷宮」為設計原型，擺設 6 個如電話亭的箱子，上面繪有

福爾摩斯各件經手案子的細節，提供參觀者「參與辦案」的樂趣。 

礙於無法親自至現場參觀展覽，筆者只得以線上瀏覽的方式蒐集展覽資訊，來

源以倫敦博物館官方網站為主，網路相關報導為輔。利用博物館與展覽論述來探究

此特展的展覽詩學與觀光效應，對於媒體報導則採用敘事分析進行探究，希冀能抽

絲剝繭出此展覽的特質。 

四、部落格旅遊紀錄與網路評論 

1. 臺灣觀光客旅遊紀錄 

英國倫敦一直以來都是熱門的旅遊目的地。倫敦的魅力舉凡文化、歷史、建築

置藝術創新，皆吸引各地遊客前往。而有福爾摩斯在的倫敦，或是根據影集迷的說

法，有 Sherlock 和 John 的倫敦，更是具有極大的拉力；即便不論前述的福爾摩斯

博物館在倫敦並不是最為著名的觀光景點，對於福爾摩斯迷或影集迷來說都是必

要的朝聖地。福爾摩斯迷不是近年才有的新興身分或社群，不過，以往根據書中描

述按圖索驥的情況，在 BBC 影集推出後，逐漸轉變為「走訪拍攝場景、想像與劇

中人物處在同一空間」的追星體驗。為回應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欲從臺灣遊客的視

角來檢視影視觀光體驗的實踐。旅遊紀實往往在旅行之後，回憶反芻、去蕪存菁，

將旅程見聞、心得寫在部落格上與人分享。透過部落格的文字紀錄、圖片分享，有

助於了解遊客的旅遊動機、對福爾摩斯的認識，分析他們在那裡看了什麼、照了什

麼景象、與博物館或地景的互動、旅遊路線安排，再接著討論部落格內容的呈現，

以找出福爾摩斯給予觀光客的印象、代表與特徵。旅遊紀實的分析以目的區分之，

分別為福爾摩斯博物館，以及走訪影集場景。在此篩選出 22 個紀錄福爾摩斯博物

 



41 

館的部落格（見表三-2），前往時間由 2009 年至 2015 年，剛好可以看出在 2009 年、

2010 年電影與影集上映前後參觀博物館的觀光客動機的變化，並在部落格的字裡

行間與照片分享上窺見觀光客對福爾摩斯的認識與熱愛。影集場景朝聖部分的資

料相對較少，但部落格撰寫者多有詳盡的紀錄。筆者在 Google 搜尋引擎上鍵入

「BBC 福爾摩斯場景」、「BBC 夏洛克場景」、「BBC 影集倫敦」等與 BBC 和福爾

摩斯在劇中慣用的名字夏洛克有關的關鍵字後，整理出來 6 個符合分析目的的部

落格旅遊紀實（見表三-3），以細究觀光客的動機、景點選擇、綠線安排、到當地

的感受等。以上述兩類部落格紀錄，細究其參觀心得、景點凝視攝影選擇等，希望

能了解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的影響力以及觀光客旅遊參觀時的期待、凝視與實踐。 

表三-2. 臺灣遊客前往福爾摩斯博物館相關部落格紀錄 

編號 部落格名稱 篇名及連結 旅遊時間 

M 1 氣質工程師 [倫敦自助行] 福爾摩斯博物館 

http://wenchi1101.pixnet.net/blog/post/112108

34 

2009/05 

M 2 泰晤士河畔狂想

曲 

福爾摩斯的倫敦~ 221b 貝克街福爾摩斯博物

館之旅(中) 

http://sophieuk08.pixnet.net/blog/post/2740795

88 

2009/07 

M 3 老頑童們的筆記 英遊記(4)：福爾摩斯博物館 

http://oldlibrarian.blogspot.tw/2010/05/4.html?

view=timeslide 

2009/08 

M 4 紅茶與西洋棋 在貝克街拜訪福爾摩斯 

http://hsiangfu.pixnet.net/blog/post/29464246 
2009/09 

M 5 秋風起 鱸魚肥 貝克街 221b 

http://chyang313.blogspot.tw/2010/07/221b.ht

ml 

2010/07 

M 6 il Giardino 

Romantico 

【倫敦】221B Baker Street 

http://celestechien.pixnet.net/blog/post/283981

57 

2011/02 

M 7 雨中散步的貓 英國倫敦遊記(London)(五)--貝克街 221B！

福爾摩斯博物館！ 

http://vikihungblog.blogspot.tw/2012/08/londo

n-221bthe-sherlock-holmes-museum.html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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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8 白冬手札 ＜朝聖＞ 褔爾摩斯博物館 

http://whitewinter69.blogspot.tw/2012/07/blog-

post_14.html 

2012/04 

M 9 Angelina's No.5 

kitchen 旅食日

誌 

散步英國[London]貝克街 Sherlock Holmes

偵探迷必去的福爾摩斯博物館

http://angelina7555.blogspot.tw/2013/01/2012l

ondonsherlock-holmes.html 

2012/07 

M10 我的歐洲遊記 [英國] 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科芬園 

http://knight5.pixnet.net/blog/post/44531222 
2012/07 

M11 英倫狂想曲 [走逛英倫]拜訪倫敦貝克街 221b 的夏洛克福

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 @221b Baker Street 

http://christinetw.pixnet.net/blog/post/4461784

3 

2012/08 

M12 Bon voyage:) 【英國英格蘭】London 貝克街 221b 找尋

福爾摩斯 

http://virginiecat.pixnet.net/blog/post/37233616 

2012/09 

M13 快樂的物質女孩 [英國控的倫敦 2012 ] 貝克街 221B 號 

http://materialgl.blogspot.tw/2012/08/2012-

221b.html 

2012/10 

M14 Hyashih 的布拉

格 

復活節博物館之旅 (上)－ 福爾摩斯博物館 

http://hyashih.blogspot.tw/2013/04/SherlockHo

lmesMuseum.html 

2013/04 

M15 免驚！一個女孩

也可以由歐洲 

貝克街 221B 號。福爾摩斯迷的朝聖地

http://bethy.pixnet.net/blog/post/144528476 
2013/04 

M16 Sophie 視野的極

限 

80 天巴黎英國*倫敦。偵探推理迷的天堂。貝

克街 221 號 B 座。福爾摩斯博物館! 

http://flyfei.pixnet.net/blog/post/30589284 

2013/05 

M17 晏翎の旅行行腳

地圖 

【倫敦】2014 玩在倫敦(九)跟著柯南來找神

探學破案‧福爾摩斯博物館 

http://lingo1119.pixnet.net/blog/post/19494699

9 

2014/08 

M18 a baw 的生活雜

記 

【倫敦+布魯塞爾+巴黎】Day09. 偵探迷一定

要造訪的福爾摩斯博物館 

http://baw1031.pixnet.net/blog/post/42395377 

2014/09 

M19 7B01 倫敦迷妹行｜貝克街 221B 拜訪福爾摩斯 

http://room7b01.com/221b/ 
2014/09 

M20 Ms Sue's 生活裡 【英國-倫敦】迷妹朝聖地-福爾摩斯博物館及 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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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旅行 拍攝地點 

http://suhfang.pixnet.net/blog/post/264324868 

M21 琳琳夫人 

림림부인 

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Sherlock Holmes 

Museum）大朝聖 

http://lin150666.pixnet.net/blog/post/34584972

7 

2015/04 

M22 17 度 C 的黑夜 【倫敦。景點】貝克街找出真相，英國最偉大

推理偵探的家～福爾摩斯博物館 

http://louis5149.pixnet.net/blog/post/30856789 

2015/05 

 

表三-3. 臺灣遊客前往 BBC Sherlock 相關場景的部落格紀錄 

編號 部落格名稱 篇名及連結 旅遊時間 

B 1 白冬手札 ＜觀光＞ 與 Sherlock 倫敦散步 

http://whitewinter69.blogspot.tw/2012/08/sherl

ock.html 

2012/08 

B 2 魚缸裡的琳月 BBC Sherlock 倫敦場景朝聖之旅! Part 1、2、

3、4 

http://lynnmoon.pixnet.net/blog/post/37324164 

2012/10 

B 3 閑情賦 【灑花】A Study in Sherlock Part1、Part2 

http://anja0608.pixnet.net/blog/post/156457586 

http://anja0608.pixnet.net/blog/post/156501509 

2013/08 

B 4 Hikaru25 遊樂場 海兔宅記 51~221B 篇 X 英國 14 天自助遊

DAY10 上(記 BBC SHERLOCK~ 

http://hikaru25.pixnet.net/blog/post/312464189 

2013/11 

B 5 DON'T PANIC 踩點挑戰超越既視感的似曾相似  Sherlock 

BBC Locations 

http://anie327327.blogspot.tw/2014/12/blog-

post_23.html 

2014/12 

B 6 左撇子的電影博

物館 

[歐美影集] 福爾摩斯 BBC 連續劇版 第一季 

http://mike0123783.pixnet.net/blog/post/37108

053-

%E7%A6%8F%E7%88%BE%E6%91%A9%E

6%96%AFbbc%E9%80%A3%E7%BA%8C%

E5%8A%87%E7%89%88 

文章於

2012/09

撰寫，後

續的實踐

沒有清楚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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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ipAdvisor®  遊客評論 

TripAdvisor® 8為全球最大的旅遊網站，提供世界各地的旅客制定旅行計畫。在

此網站下設有旅遊社群，旅客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安排、查看，並參酌網站上的評

論，揀選出適合的飯店、景點、交通選項等。為彌補現場訪問不足或無法親自前往

現在深入觀察之不足，前述研究對象「步行導覽」能在 TripAdvisor® 找到旅客評論。

「步行導覽」旅客評論的時間範圍取最早一筆 2011 年 5 月，至筆者設定的期限

2015 年 9 月底止，總計 30 筆評論，其中 29 筆為英文、1 筆為西班牙文（舉例如

圖三-2）。筆者欲探討不同國家的觀光客對於同一主題的觀點評價，以及書迷、影

迷之間對於景點建構的感受差異，以期能更全面性地檢視福爾摩斯衍生的觀光活

動與效應。 

                                                
8 TripAdvisor® : http://www.tripadvisor.co.uk/ 

圖 三-2. 步行導覽參與者的評論 

資料來源：畫面擷取自 Brit Movie Tour 於 Visit London TripAdvisor® 。Retrived from May 2, 

2015 from http://visitlondon.tripadvisor.com/Attraction_Review-g186338-d1744985-Reviews-

Brit_Movie_Tours-London_England.html 

 

 

http://visitlondon.tripadvisor.com/Attraction_Review-g186338-d1744985-Reviews-Brit_Movie_Tours-London_England.html
http://visitlondon.tripadvisor.com/Attraction_Review-g186338-d1744985-Reviews-Brit_Movie_Tours-London_Engla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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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跟著福爾摩斯遊倫敦 

    倫敦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方式大致上可分為：1. 步行導覽；2. 視聽導覽；3. 

自行走訪，三大方向。步行導覽是跟著導覽人員參觀影視作品相關地景，因為必須

跟著導覽人員移動，景點範圍、活動時間等受到限制，類似一般大眾旅遊所謂的套

裝行程（package tour）。視聽導覽是較為新興的城市觀光方式，在科技的輔助之下，

參與者可以自行下載導覽音檔帶著走，自由度較步行導覽高。影迷自己規劃的朝聖

之旅是三種觀光方式中最為隨心所欲的。針對心目中喜愛的影集重要場景上網搜

尋確切拍攝位置，設計個人化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可歸類為現代背包客

（backpacker）的一種。 

 本章將討論上述三種福爾摩斯影視觀光方式的運作模式及觀光客參與感受，

探究供給者如何形塑倫敦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以及消費者如何觀看福爾摩斯的

倫敦。第一節從福爾摩斯步行導覽開始，挑選倫敦 7 個步行導覽機構，比較其福爾

摩斯導覽活動的宣傳與景點，加上筆者親自參與導覽的田野觀察、參與者訪問，以

及 TripAdvisor® 上的評價，來檢視這種類似套裝行程的觀光活動之裨益。第二節討

論的對象為福爾摩斯視聽導覽，藉由線上聆聽音檔同時參照活動單位提供的地圖，

模擬實際參與的感受。第三節聚焦臺灣觀光客因為 BBC 影集 Sherlock 而產生的英

倫狂熱，分析他們的部落格旅遊紀實，以期爬梳出自助型影視觀光客產生的旅遊實

踐。同時在本章三節裡一併討論影視作品對於城市意象的形塑。 

第一節  倫敦的福爾摩斯步行導覽 

在眾多影視觀光活動中，最能讓觀光客對於實際拍攝現場有所情感經驗鏈結

的方式，莫過於親自到拍攝現場走一遭。在造訪影視場景時，若能有導覽人員帶領，

方能在眾多景點或是不起眼的建築物、景色中找出屬於某部電影、某個影集裡的經

典場景；場景的受歡迎程度多取決於該地、相關影片橋段以及該畫面在影視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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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高低等因素間的連結，而導覽人員的任務在於要能成功說服觀光客「只要跟

著我們走一趟影視場景，一定會讓你身歷其境」（Roesch, 2009: 46-47），並且藉由

對於影視作品及導覽的地點透徹了解，反芻整理後點出觀光客或ㄧ般的影視觀光

客未能輕易察覺的地景，同時在對照實際地方與影視畫面時，帶入當地的歷史文化

資訊，讓觀光客除了享有影視觀光的體驗，亦能有機會認識該地。福爾摩斯相關影

視作品在倫敦掀起一股至拍攝地點朝聖的旋風，不論電影或影集的故事設定為十

九世紀還是現代，皆以倫敦為背景，絕大部分的場景也在倫敦拍攝，因而吸引眾多

影視場景的追隨者，姑且不論他們是否符合第二章討論的影視觀光客之定義，都對

於「能夠一窺影視畫面的真實樣貌」有所期待。 

倫敦以福爾摩斯為主題的步行導覽眾多，當中又可分為以影視作品為主或結

合小說與影視場景等不同主題的導覽活動。篩選之後以第三章所列的 7 個步行導

覽（詳見第三章表三-1）作為分析對象。 

一、連結擬像與現實的文案 

一場步行導覽若要引人入勝，首先要能讓觀光客腦海中的想像情境與現實結

合，賦予虛幻生命力（Roesch, 2009: 47），此重要責任落至導覽人員身上，文學、

影視場景與參觀者之前的界線將在導覽人員的帶領之下得以跨越或抹除。在親自

參與導覽之前，活動的介紹必須先攫住觀光客的目光，導覽活動才能在眾多觀光活

動與景點中脫穎而出。不論哪一種形式的導覽都有其選定的主題，如聚焦於文學、

影視作品等之中某個主角人物、情節、環境風情，或放大主角的特徵、習慣，或強

調在某一特定的地方可以感受主角在故事中的經歷等等，皆是廣告文案中的重點，

用熟悉或顯而易見的特徵以拉近觀光客與導覽主題的距離，彷彿一看到活動的敘

述腦中即有想像產生，比如說： 

「抓起你的獵鹿帽，參加這場倫敦福爾摩斯之旅，探索書中重要場景、激

發柯南‧道爾靈感的場所，當然還有影視改編作品中大偵探冒險辦案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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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9 & 10」 

「獵鹿帽偵探的冒險事蹟廣受大眾喜愛，以小說為本改編的影視作品相

繼推出，影片中的場景坐落在首都大大小小的角落。11」 

「獵鹿帽和放大鏡已經準備好囉！現在正是透過世界最受喜愛虛構偵探

的雙眼來重新發現英國首都的時候。12」 

一提到福爾摩斯，第一個閃過腦海的物件不外乎獵鹿帽（deerstalker）。大偵探頭戴

帽子探案的形象早已根植人心，要走在福爾摩斯「生活過」的街道上，當然不能少

了獵鹿帽。獵鹿帽彷彿進入福爾摩斯偵探世界的鑰匙，而唯有當戴上／持有那頂獨

特的帽子，才能在看似一派平和的城市中發掘犯罪的細節，或者了解柯南‧道爾描

繪故事情節的靈光乍現，遂使小說、作者、觀眾合而為一；有趣的是，柯南‧道爾

在小說中並沒有任何有關福爾摩斯衣著的詳細描述，大偵探頭戴獵鹿帽的模樣最

早出現於《河濱雜誌》（Strand Magazine），由插畫家悉尼．佩吉特（Sidney Paget）

所繪（將於第五章第二節說明），後來成為福爾摩斯的正字標記，只要提到「獵鹿

帽」，福爾摩斯的形象多能浮現於人們心中，因此，步行導覽的活動描述以獵鹿帽

為起頭，作為吸引觀光客參加的誘餌，讓他們能立刻與偵探有所連結，加深參加活

動的欲望與期待。 

 像步行導覽這樣的觀光體驗活動，必須要能讓參與者有如歷其境之感，體驗的

好壞會強化個人的記憶，使活動／消費結束後還可以讓畫面、情節甚或體驗的記憶

延續（Pine II & Gilmore, 2008）。導覽重點的設定也是決定是否能吸引觀光客參與

的關鍵之一。除了需要主題清楚且有吸引力，還要凸顯出導覽本身的獨特性，如： 

                                                
9 出自於 W1, London England Tours: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in London 

(http://www.londonenglandtours.net/offer/14411/Sherlock-Holmes-Walking-Tour-in-

London#.Vle_ffkrLIW)，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10 出自於 W6, Brit Movie Tours: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of London 

(http://britmovietours.com/bookings/sherlock-holmes-london-tour/ )，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11 出自於 W2, Viator: Sherlock Holmes Film Location Tour in London 

(http://www.viator.com/tours/London/Sherlock-Holmes-Film-Location-Tour-in-London/d737-

5936HOLMESWALK)，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12 出自於 W3, Viator: Sherlock Holmes Tours in London (http://www.viator.com/London-

tourism/Sherlock-Holmes-Tours-in-London/d737-t10656)，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http://www.londonenglandtours.net/offer/14411/Sherlock-Holmes-Walking-Tour-in-London#.Vle_ffkrLIW
http://www.londonenglandtours.net/offer/14411/Sherlock-Holmes-Walking-Tour-in-London#.Vle_ffkrLIW
http://britmovietours.com/bookings/sherlock-holmes-london-tour/
http://www.viator.com/tours/London/Sherlock-Holmes-Film-Location-Tour-in-London/d737-5936HOLMESWALK
http://www.viator.com/tours/London/Sherlock-Holmes-Film-Location-Tour-in-London/d737-5936HOLMESWALK
http://www.viator.com/London-tourism/Sherlock-Holmes-Tours-in-London/d737-t10656
http://www.viator.com/London-tourism/Sherlock-Holmes-Tours-in-London/d737-t1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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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趟福爾摩斯步行導覽是真正的福爾摩斯和華生迷絕不容錯過的活

動。13」 

或是引用小說中福爾摩斯的名言來強調步行導覽對偵探迷的必要性，： 

「如這個人（指福爾摩斯）自己所言：『這是基本的，親愛的華生。』。14」 

以及其與主題（福爾摩斯）、故事發生城市（倫敦）的關聯，例如： 

「福爾摩斯的冒險活動中持續出現且不變是地點，而且沒有一種方式會

比透過漫步在倫敦街道來得更能洞悉福爾摩斯的詭密世界。15」 

「夏洛克‧福爾摩斯是倫敦人！最近，我們的首都在全新演繹福爾摩斯與

華生故事的 BBC 影集《Sherlock》中擔綱要角。16」 

上述的活動描述中，不乏強調參加步行導覽能夠親眼見著、親自走訪作者、書中或

影視作品中角色所經歷的地點場所，並且以「倫敦」為探索的重點之一，不論是發

現或是重新認識，皆將城市本身融入導覽行程，同時也點出福爾摩斯系列小說與倫

敦的關係─以倫敦為故事背景─倫敦不啻為小說中的第三位主角，並藉由體驗來

拉近想像與現實間的共鳴。另外，小說的時代背景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為了營造當時的氛圍，有些導覽的描述也會提到時代與偵探的連結： 

「……一邊飽覽無盡的影視和文學場景，一邊認識這位維多利亞偵探。17」 

「你可以徜徉在福爾摩斯具代表性的維多利亞式書房中，坐在他最喜愛

的扶手椅上。18」 

                                                
13 出自於 W1, London England Tours: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in London，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14 出自於 W3, Viator: Sherlock Holmes Tours in London，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15 出自於 W3, Viator: Sherlock Holmes Tours in London，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16 出自於 W7, Free tours by foot: Sherlock Holmes in London Tour 

(http://www.freetoursbyfoot.com/sherlock-holmes-london-part/)，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17 出自於 W2, Viator: Sherlock Holmes Film Location Tour in London，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18 出自於 W3, Viator: Sherlock Holmes Tours in London，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http://www.freetoursbyfoot.com/sherlock-holmes-london-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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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紀末福爾摩斯和華生熟悉的維多利亞倫敦追蹤他們的足跡。19」 

時代造就城市，城市形塑小說家對書中人物、故事情節、場景等之刻畫，維多利亞

時代，尤指福爾摩斯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後期，是英國歷史中的黃金時期之一。在

導覽宣傳上提到此時代，或多或少能吸引對當時的城市歷史文化氛圍有所興趣與

期待的觀光客。另外，除了先前提及以獵鹿帽來吸引觀光客（如「抓起你的獵鹿

帽」），有的導覽還會邀請觀光客在步行導覽中利用手邊的道具等等嘗試角色扮演，

亦不失為一個讓大家更為投入的好點子： 

「……歡迎大家穿得像大偵探，或是故事中其他人物一樣來參加導覽。

（當然也要你想要。）20」 

綜觀以上討論的活動宣傳敘述，多將人物、時代、小說與影視作品、城市等等與福

爾摩斯有關的元素一一點出，用文字描繪對福爾摩斯或其步行導覽的想像，透過關

鍵字詞的提點來喚醒讀者／閱聽者／粉絲心中欲前往倫敦朝聖的想望和最初的動

機。同時，這些文案塑造出福爾摩斯在倫敦的「觀光吸引力」（MacCannell, 1976），

其中提到的跟偵探息息相關的現場標示物（on-site marker）如福爾摩斯博物館、福

爾摩斯本身，以及不在場標示物（off-site marker），像是獵鹿帽、偵探故事等，都

與倫敦各景點和觀光客一同串聯成觀光活動，提供參與者真實與想像間的跨界體

驗。 

二、步行導覽景點建構與背景  

 逐一檢視 7 個步行導覽，發現除了 London Magical Tours: Sherlock Holmes Tours

（W4）沒有特別在活動敘述中強調以小說或是任何影視改編作品為藍本以吸引觀

光客外，其餘皆標榜各自有參考對象，希望能招徠對於不同福爾摩斯故事或作品的

                                                
19 出自於 W4, London Magical Tours: Sherlock Holmes Tours 

(http://www.londonmagicaltours.com/london_sherlock_holmes_tours.html)，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20 出自於 W6, Brit Movie Tours: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of London，最後檢索時間 2015/10/29。 

 

http://www.londonmagicaltours.com/london_sherlock_holmes_tours.html


50 

各類型參觀者。筆者所分析的步行導覽大致上以 2009 年的電影《福爾摩斯》、BBC

影集 Sherlock 以及 1984 年起由傑瑞米‧布萊特（Jeremy Brett）領銜主演的《夏洛

克‧福爾摩斯偵探史》21電視影集三個改編影視作品為主；特別的是，有的步行導

覽還提到 1979 年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懸疑推理電影《午夜追殺》（Murder by 

Decree），採用其中的倫敦場景，試圖將整個導覽行程融入多面向的福爾摩斯色彩。 

7 個導覽之中，Brit Movie Tours 的 BBC Sherlock Locations Tour（W5）將焦點

全部放在 BBC 影集上，以小巴士（mini coach）為旅程的主要移動工具，載著影迷

／觀光客在倫敦裡蒐集 Sherlock 和 John（影集中都以「名」來稱呼）的足跡。而

不論步行加乘車，或是全以雙腳代步，由於各個影視相關作品取景或拍攝的地方不

同，使得導覽涵蓋的景點、在倫敦中的移動範圍不同，在首都中大小角落皆有福爾

摩斯的故事，因此，倫敦，可視為一座被各種想像、再現或真實的文化傳統包覆的

城市（Hall, 1997, 轉引自 Roesch, 2009），讓觀光客，特別是影迷，在參加步行導

覽時，能透過導覽人員的解說，指認出平常在電影、電視上所見的景象，享有「確

認它們（指地景建築等）跟在螢幕上看到的一樣」的樂趣與滿足（Couldry, 2005）。 

 倘若導覽主題設定較廣，即以小說、電影、影集三者的綜合地景為對象，實質

在景點的選擇上並沒有太大的出入或差異。在眾多的景點中，毫無疑問的，「倫敦

貝克街 221 號 B 室」是福爾摩斯迷最想造訪的地方。然而，礙於貝克街位置偏北，

且走路所能移動的範圍有限，除非導覽本身有提供交通工具，不然步行導覽大都省

去貝克街這個重要的地點；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在的貝克街 221B 為倫敦福爾摩

斯博物館，本身是熱門的觀光景點，其實不需要多加指引或介紹，就能吸引人潮（於

第五章第一節詳細說明），故步行導覽的重點多會放在一些較不容易察覺或非熱門、

但在小說情節發展中又有一定程度影響的地景，例如倫敦皮卡迪利圓環上的標準

餐廳（Criterion Restaurant）、薩默塞特府（Somerset House）、英國國家學術院（The 

British Academy）、皇家聖巴索洛繆醫院（the Royal Hospital of St Bartholomew）、

                                                
21 英國的電視劇，由 1984 年 4 月播至 199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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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酒吧等。 

標準餐廳是福爾摩斯和華生第一次有連接的地方，不論在哪個版本、是在哪裡

遇到對方或是第一次聽到彼此的名字，這個餐廳可說是福爾摩斯故事的起點，幾乎

各個步行導覽都會選擇帶參觀者到皮卡迪利圓環，在餐廳外面解說福爾摩斯的軼

事等等，標準餐廳在熙來攘往的圓環上藉由偵探故事給予的角色，有了特殊的意義。

薩默塞特府與英國國家學術院則是一般觀光客不會特地去，或是根本不會前往之

處，兩者都因為曾出現在福爾摩斯電影與影集中（薩默塞特府在電影中為監獄場景、

英國國家學術院則是影集中福爾摩斯哥哥常駐的第歐根尼俱樂部）遂變成福爾摩

斯迷的朝聖地點。皇家聖巴索洛繆醫院，或稱聖巴特醫院（St. Barts Hospital），在

小說中是福爾摩斯和華生初次見面的地方，在影集中則是 Sherlock 一躍而下假死

的地方，堪稱影集中最重要的場景之一。 

 MacCannell（1976）認為所謂成功的景點要能夠提供「有意義的體驗」及「視

覺參與」。由上述可知，媒體再現與步行導覽的觀光行為讓某些特定的地方變得重

要，在參觀行為發生時，地景將被重新塑造（Couldry, 2005），觀光客亦會開始以

新的眼光看待眼前景物，該地遂與觀光客的情感產生交流和連結，地方變得不只是

地方，而是被賦予靈光（aura）的有意義地景，同時強化觀光客對於偵探故事的感

受，在行走時運用感官去連結故事本身以及透過地景、影視作品的鏡頭、導覽人員

轉譯所帶出來的多重敘事線，將福爾摩斯百年來各式各樣的面貌濃縮在一場步行

導覽中。 

為深入了解步行導覽景點安排、運作狀況以及觀光客的實際感受，筆者於 2014

年夏天造訪倫敦時參與了 Brit Movie Tours 的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詳細

內容與體驗感受於下段起闡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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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rit Movie Tours 的福爾摩斯步行導覽  

1. 步行導覽概述 

以初級福爾摩斯迷的心態與角度，筆者跟著導覽人員以及來自不同地區的觀

光客一起在倫敦尋找福爾摩斯的蹤跡，企圖將這樣帶有影視觀光色彩的步行導覽

視為一種朝聖，一種加倍賦予倫敦意義的朝聖（Lee, 2014）。Brit Movie Tours22創辦

人 Lewis Swan 在網站介紹中提到「影集和電影迷不只是愛他們所看到的，更想知

道更多關於他們所愛的影集電影，以及飾演劇中人物的演員。 ……若能親眼一賭

影視中的場景，對影迷來說，其興奮更是無可比擬。」（Brit Movie Tours, 2012）23。

Brit Movie Tours 旨在提供不同於傳統觀光（sightseeing tours）的導覽之旅，藉由步

行、乘坐倫敦著名的黑頭車或小巴士，讓來自各個國家、不同年齡層的遊客皆可在

觀光活動裡與自己喜愛的影視節目更加親近，用不同的方式與眼光來了解所遊覽

的城市；即便不是影迷，當城市裡的著名地景在旅程中一一呈現提及時，導覽參與

者同樣可以在步行導覽中重新認識已知的景點建物。 

暑假的福爾摩斯步行導覽場次較多，筆者選擇的導覽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30

日，集合地點為倫敦皮卡迪利圓環上的標準餐廳前面。集合時間上午 11 點不到，

已有約莫 20 個人在引頸期盼（圖四-1），盼的不是華生在標準餐廳首次聽聞大名的

福爾摩斯，而是能帶他們抽絲剝繭、解開福爾摩斯相關電影影集場景密碼的導覽人

員。Brit Movie Tours 在同一時間內提供兩組步行導覽，筆者的觀察對象為導覽人

員之一 Caroline。Caroline 隨身攜帶 A4 資料夾（圖四-1），裝有從 1984 年起由傑瑞

米‧布萊特（Jeremy Brett）領銜主演的《夏洛克‧福爾摩斯偵探史》到最近的 Sherlock

                                                
22由 Brit Movie Tours 規劃的步行導覽琳瑯滿目，除了文中提及以倫敦為背景之電影或影集外，另

有在湖區、牛津、蘇格蘭等地取景的影視相關步行導覽，以及其他時下相當受歡迎電影影集如《哈

利波特》（Harry Potter）、《唐頓莊園》（Downtown Abbey）及《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等等的旅遊導覽。 
23 出自於 http://britmovietours.com/about-us/，最後檢索時間 2015/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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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電影和影集劇照，雖然準備的資料囊括 80 年代起至今著名的福爾摩斯改編影

視作品，不過整趟導覽還是以 2009 年的電影《福爾摩斯》與近年來火紅的 BBC 影

集 Sherlock 為主軸，這兩部作品的拍攝時空背景分別設於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

與現代英國倫敦，而前者的劇情為原創故事，後者以福爾摩斯小說進行改編，雖然

如此，它們在某些特殊、並非顯而易見的場景選擇上仍有為數不少的相同之處，由

此可推論電影影集的相關製作人多多少少有向柯南‧道爾原著小說致敬的意味，在

創新中藏設原著的片段線索，小說經典性可見一斑。專業導覽人員 Caroline 的工作

便是將這種透過影視翻轉過後的小說想像地景，一一呈現在遊客面前，Caroline 同

時也負責其他影視相關的徒步之旅，像是哈利波特、007 等知名影視，不過她表示

福爾摩斯是她的最愛；被問到為什麼會來當導覽人員時 Caroline 興奮地說道：「我

是狂熱的福爾摩斯迷！」接著說明 Brit Movie Tours 並沒有規定他們要怎麼導覽、

導覽些什麼、景點路線如何安排，所有資料都是她自己爬梳書籍檔案、網路，一一

將電影影集裡的倫敦地景揪出，再將自身的走訪經驗轉換為導覽內容。學者 Shields

（1991:7, 轉引自 Hui, 2008）認為，一個個體在與空間（space）的互動的同時會創

造出一套社會共享的空間意義與價值，透過各種空間標示物（spatial markers）作為

符號隱喻提供文化價值，以創造出能夠被記錄下來的想像地理空間（imgained 

geographies）。而導覽人員 Caroline 在導覽地景的選擇、小說、影視作品與景點的

連結、城市歷史的篩選上，都建構出了自己對於福爾摩斯故事整理的敘事線，再將

之傳達給導覽參與者，間接形成一套福爾摩斯想像地理空間。 

圖 四-1. 步行導覽的參與狀況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拍攝時間：2014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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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於哈利波特電影觀光強調的是「魔法世界並不存於互異宇宙，而是藏在

麻瓜世界裡，我們看不見的小角落」（Lee, 2012），柯南‧道爾在寫作時，多是以當

時倫敦建築地景為背景，或是被不同的建物景色觸發靈感，即使許多影視場景同樣

也是「藏在真實世界裡」，但是比起想像的世界，以倫敦為背景的福爾摩斯影視觀

光，在導覽的協助解說之下，觀光客更能踏入福爾摩斯的倫敦「真實」世界裡。 

2. 步行導覽囊括之景點 

福爾摩斯步行導覽從位於皮卡迪利圓環的標準餐廳開始，一行人在夏日的倫

敦鬧區穿梭，每到一個定點，導覽人員 Caroline 便會仔細解釋這個地方出現在電視

或影集的哪一幕，利用手上的劇照來佐證（見圖四-2），讓導覽參與者／觀眾腦中

的影像變得更為具體，小說及影集中都有出現的福爾摩斯哥哥參與的俱樂部第歐

根尼俱樂部（The Diogenes Club）便是一個隱藏在住宅區裡的建築，若非導覽人員

的提點及照片對照，很難認得出來。另外，除了介紹小說、影視相關地點，倫敦的

大小景點亦收入在導覽人員的敘述中。而後經過弗雷德里克王子（The Grand Old 

Duke of York）的雕像，此雕像不論在現實中或在 BBC 影集中恰巧都是個不甚起眼

的地標，但經由 Caroline 的介紹，反而對於雕像與倫敦的歷史有所了解。 

因為全程皆為步行，為避免疲累，導覽到一半時大家在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附近稍作停留，停歇點附近有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的塑像（見圖四

-3），Caroline 在大家歇歇腿時講述了王爾德與柯南‧道爾的友情，說明選擇此處為

歇腳處的原因。接著，在倫敦以演出音樂劇《獅子王》聞名的蘭心劇院（Lyceum 

Theatre）也收入在導覽的行程中，此處與電影、影集無關，而是由於在小說《四簽

名》（The Sign of the Four）中，福爾摩斯偕同瑪莉‧摩斯坦（Mary Morstan）小姐

與一名陌生男子約在此劇院外、自左數來第三根圓柱見面（見圖四-4）。Caroline 帶

出故事，喚醒某部分參觀者在影視作品外的小說熟悉度，順帶介紹倫敦的音樂劇，

也提及福爾摩斯曾改編成舞台劇，蘭心劇院正是首演的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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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所述幾處，位於查令十字地鐵站附近的福爾摩斯酒吧（Sherlock 

Holmes Pub）（將於第五章第三節詳加介紹）亦是一處與電影影集無直接相關的停

駐點（見圖四-5），但酒吧餐廳內外針對福爾摩斯的裝潢擺設，在在告訴觀光客們

福爾摩斯在倫敦的蹤跡無限；Caroline 在此處拉長參觀時間，鼓勵大家進去參觀並

主動幫忙拍照，讓原本不在電影影集裡但是顯而易見跟福爾摩斯有關的地景有更

多的曝光機會，也使得參觀者在整趟步行導覽中拍攝了「旅程結束後可能會想不起

來、較難以辨一眼看出的地方」外，能留下更為具象、明確的回憶。 

 

再者，景點介紹是步行導覽的核心，電影影集中的小道消息則為旅程增添不少

樂趣與風味，導覽參與者彷彿得到線索的偵探般，得以在步行途中咀嚼思考。綜合

以上可推知，整趟旅程主要繞著福爾摩斯和柯南‧道爾打轉，但並非執著於電影或

圖 四-2. 導覽人員 Caroline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時間：2014 年 7 月 30 日） 

圖 四-3. 王爾德塑像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時間：2014 年 7 月 30 日） 

圖 四-4. 蘭心劇院外聚精會神的參觀者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時間：2014 年 8 月 2 日） 

圖 四-5. 福爾摩斯酒吧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時間：2014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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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集本身，即便是不起眼的雕像、位於偏僻小巷內的餐廳，背後皆有大偵探的影子。

在探索「福爾摩斯的倫敦」的當下，挖掘城市的記憶與影像文本背後的線索與故事，

都讓人像一名偵探（Lee, 2014）。 

四、偵探迷／觀光客如何看步行導覽？ 

參加此趟導覽的觀光客，多半以家庭為單位，從青少年至中壯年不等，選擇步

行而非乘車能讓他們加深對於故事的情感連結，一步一腳印窺見影視中的畫面

（Reijnders, 2011）。行走時觀察到大部分的參與者皆對福爾摩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與喜愛，除了在聆聽解說時投以專注、興奮的神情，更會在提到自己所知的某個特

定場所時頻頻點頭。筆者即注意到一對來自美國的青少年兄妹對於福爾摩斯的喜

愛溢於言表，不論導覽人員說了什麼，介紹了那些出現在影集中的地景，他們都能

立刻反應是出現在哪一季哪一集的哪個片段。其他人也會在導覽人員解說時發現

有不解或是他口誤的地方立刻提出疑問或是善意指正。其中，導覽人員介紹弗雷德

里克王子的雕像時提到一首民謠，一對美國夫婦竟能跟著哼唱起來，步行導覽參與

者之間或是他們跟導覽人員的互動，比筆者未參加步行導覽前所預期的來得多。誠

如先前所述，導覽參與者除了自己沿路蒐集資訊外，反覆詢問、推敲導覽人員解說

的行為，亦像名正在辦案的偵探（Lee, 2014），彼此間的互動也意外迸出新的火花，

形成雖是暫時性的、卻在當下充滿共同追尋偵探腳步的新的迷團體。雖是素昧平生，

但因興趣使然參加同一個步行導覽，進而有了共同的話題，讓導覽參與者除了與導

覽人員有所接觸外，也開始和一旁的人對話，討論自己所見所知的福爾摩斯，彼此

交流訊息。又因為大家來自不同地方國家，對於福爾摩斯的瞭解本來就有面相、管

道、程度上的差異，好比說，在臺灣受到廣大歡迎的 Sherlock，不見得吸引法國青

少年，但對美國青少年來說，能到倫敦一睹福爾摩斯走過的街道，該是多麼令人興

奮的事。不過正是因為這樣的差別，讓大家齊聚可以在「福爾摩斯的倫敦」相互交

換自己國家的資訊，無形中形塑出專屬於這個步行導覽的微型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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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為這趟步行導覽的時間為上午 11 點至下午 1 點，時逢午餐時間，導

覽一結束大家立即原地解散，因此在邀請導覽參與者進行訪問時有一些困難度。幸

運地，在好運與勇氣的集結下，訪問到一個來自法國的一家四口小家庭，針對參加

動機、導覽內容、整趟旅程的評價等進行大約簡短五分鐘的面對面訪談。由於語言

溝通問題，僅有在中學擔任英文老師的媽媽得以接受訪問；當詢問到兩位青少年時

期的女兒（分別為 16 和 18 歲）對於福爾摩斯及徒步之旅有何看法時，媽媽必須充

當翻譯，在轉述的過程不免有些出入。又因為已是午餐時間，全家人的神情皆有些

倉促，在訪問上難免令人有些緊張與綁手綁腳。 

影視觀光客到拍攝場景朝聖的動機多半為「想親眼看看螢幕中的畫面」或是

「深受畫面吸引、一定要走一遭以證明其不同或相同」等等，而在詢問到參加動機

時，法國媽媽回答道，這一切都是她的點子，這次參加是為她之後的教學鋪路，她

想讓學校的中學生接觸多一些經典文學作品，因此挑選福爾摩斯及其步行導覽，看

看能不能在當中發現什麼新奇的點子，至於先生與女兒則是陪她參加的。在導覽內

容方面，首先，法國媽媽稱讚導覽人員的盡責與風趣，並很高興在福爾摩斯地景探

索之外還能知道許多倫敦的歷史，對他們家來說，也算是間接參加了一場倫敦景點

觀光。至於導覽的詳細內容，法國媽媽則沒有太多的表示。最後，對於導覽的整體

評價，法國媽媽詢問了兩位女兒後表示，女兒都比較喜愛前一晚參加的開膛手傑克

（Jack the Ripper）之旅，因為相較於福爾摩斯，開膛手的故事更為真實，你可以

真正地感受到他在歷史中的位置，再加上兩個小時的旅程略嫌過長，夏天在倫敦行

走不是件容易的事，參觀完還得趕快去吃午餐。 

由於研究成本以及實際情況的限制，沒辦法順利完成充足的田野訪問，只得再

綜合 TripAdvisor® 上針對筆者所參與的 Brit Movie Tours 福爾摩斯步行導覽之參與

者評價24來析論步行導覽。大致上來說，網路上給予福爾摩斯步行導覽的評價都相

當不錯，參與者回饋都有一定的讚賞。而在此分析中要著重的是參與者反饋的內容，

                                                
24 詳細選取方式請見本文第三章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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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分析之後，得出下列步行導覽的特點： 

1. 導覽人員重要性 

 一場步行導覽中，除了導覽主題相關的地景、人物、故事外，導覽人員可說是

整場導覽的靈魂人物。看似平常的街道巷弄一經導覽人員點出，便能立刻在導覽參

與者腦中自動與所看到的影視畫面相結合，虛擬與現實的影像於焉交疊；同時，若

透過導覽人員敘事般的解說，參佐其他小說或影視相關資訊，真實的描述將使得想

像地景漸趨模糊，參與者便會轉而將觀察重心投射在眼前所見之具體事物上，虛實

兩者間的斷層將弭平，並且一同在「中性」的景物上產生意義性的連結（Torchin, 

2002），參與者也得以滿足窺探後台的欲望。 

 此外，分析導覽參與者回饋後發現，絕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會在回饋中提及當天

的導覽人員，且都能明確地記得他們的名字，甚或有的回饋整篇旨在感謝導覽人員

的解說。對於參與者來說，導覽人員深諳福爾摩斯小說、影視作品種種細節讓他們

在旅程中如上了一堂豐富有趣的福爾摩斯課，「他精通解說」、「對福爾摩斯瞭若指

掌」是常出現的讚美詞；若導覽人員解說生動、幽默風趣也容易被提及，其表演性

愈高，愈能引起觀眾／參與者的共鳴，如此帶有娛樂性質的導覽呈現，一方面可以

消解步行的疲累，一方面能使小說、影視與城市地景更緊密結合，並且讓導覽中不

時穿插的歷史故事一轉枯燥的形象。除此之外，在熙來攘往、人聲車聲鼎沸的倫敦

街道上，導覽人員需要有良好的聲音傳達與表達，才能讓 20 位左右的導覽隊伍跟

上他的腳步，而且聽清楚他的解說。參與者的回饋中多有提到導覽人員皆擅長聲音

使用，使不至於讓精彩的解說導覽在戶外即成了四散的話語。 

2. 視覺素材之輔助 

 導覽人員在整趟步行導覽中的角色與重要性除了上述之外，利用劇照、歷史圖

片等視覺素材呈現真實地景與劇中畫面的對照，更能加深導覽人員解說時的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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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充分的解說與素材的準備不單單可以強化導覽人員的專業，也表示其事前籌

畫之充足以及對導覽的重視，得以輔助參與者腦中的畫面連結，或是使得眼前所見

的事物有更為「真實」的真實性。筆者參與那場步行導覽的導覽人員 Caroline 說她

對於步行導覽景點的規劃與實際地點確認都是 Sherlockology.com 這個網站來的

（將於本章第三節詳細說明），而後當筆者閱讀部落客紀錄他們自行規劃福爾摩斯

景點朝聖之旅時，亦發現此網站在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對 BBC

福爾摩斯影集十分著迷的人來說，Sherlockology.com 可說是追偵探／明星不可或

缺的指南。 

另外，若在導覽中能有視覺上的提點，除了輔助的功效，亦可以喚醒之前閱讀

或觀看福爾摩斯系列作品的印象與感觸，使之變得鮮明（to refresh memories），並

且，藉由圖片、照片跟實際場景的對照，讓導覽參與者在途中能發揮想像力以及觀

察力將影視作品中打造出來的景象對應到實際所見的街景，模仿偵探抓出虛實之

間的蛛絲馬跡，使步行導覽的主題與價值發揮至最大值。 

3. 親近偵探與作家 

 若說導覽人員是一趟步行導覽的靈魂人物，那麼導覽主題便是靈魂人物之所

以存在的意義與理由。導覽人員的詳盡解說有力地帶出福爾摩斯與倫敦的關係與

故事，更提供許多關於福爾摩斯故事本身，或是電影影集的小道消息（anecdotes），

為導覽增添亮點，並且給予導覽參與者資訊上的豐富與娛樂，同時滿足他們「吸收

到平常不知道的事」的學習抑或是八卦心態。 

 大致上來說，導覽人員所講述的，多與影視作品有關，乃因為地景在螢幕上的

呈現比從小說文字間的描述要來的深刻而明確，因此，即便影像仍有真實性或場景

錯置的問題，影像在導覽或影視觀光中的地位不容小覷；然而，故事、主角在導覽

當下仍都具有影響觀眾／參與者的力量（Bolan, Boy & Bell, 2011），看到景象的同

時，若能聽見小說主角的隱藏在書本、影片之外的小故事或訊息，將能讓參觀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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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導覽時感受到那些角色與他們同在（feeling the spirit of all the characters），牽

起不論書迷、影迷或其他遊客與福爾摩斯間的連結。 

 針對不同的導覽人員，書迷和影迷各有各的評論與解讀。小說與影視作品在步

行導覽中的比例拿捏考驗著導覽人員的功力。只不過其比例往往也跟導覽人員的

喜好有關，當然，導覽參與者的反饋亦反映出他們對小說或影視作品的重視。該考

量的是，小說、影視作品甚至是該地的歷史沿革等等都是構成導覽的重要素材，導

覽人員所要呈現的故事敘述、城市與地景關係以及表達的方式，孰輕孰重關乎到整

個導覽的重心及走向，是否能滿足所謂文學或影視觀光客的期待與好奇，端賴導覽

人員的取捨與詮釋；換言之，導覽人員有相當大的自由度來闡述和銜接地景與故事，

個人對福爾摩斯的瞭解程度將影響導覽內容和導覽參與者的期待。 

4. 倫敦的不同面向 

 在影視抑或是文學的步行導覽中，若非顯而易見的地標或場景，泰半需要導覽

人員的指引才能看得出現實與螢幕中畫面的對照，遂發現其實影像地景就隱藏在

日常生活中。對觀光客來說，特別是第一次到倫敦的觀光客，會參加步行導覽可稱

得上是相當特別的選擇。在琳瑯滿目的倫敦觀光活動中，步行導覽並不容易成為觀

光客的首選之一，而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活動，筆者初步推敲是因為想要從各個不同

的面相來看倫敦、多多認識這座城市。倫敦在福爾摩斯小說中即有自身濃烈的色彩，

當一個地方深深影響故事人物，那麼我們所見的地景便也在整個故事中，甚至是導

覽敘述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Roesch, 2009: 62），而如同前面所言，影視步行

導覽中所會去的地方不見得是知名的觀光景點。 

 一個景點若能提供「有意義的體驗」（meaningful experience）以及「視覺參與」

（sight involvement）便可稱之為成功；前者決定了一處景點是否被認可為真實物

件或經驗，後者的攝入程度則取決於觀看者和所見事物、其標示物（marker）的連

結關係（MacCannell, 1976）。然而，從福爾摩斯步行導覽中的地景來看，並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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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稱得上是景點的地方都包含那兩項特質，Leiper（1990, 轉引自 Roesch, 2009）

便提到有些景點不一定需要含有「觀光」成分，即 MacCannell 所說的「標示物」，

意為用之介紹、闡述某個地方、景點的資訊或介紹，如指示牌、標誌、旅遊書、或

口耳相傳的故事。沒有所謂標示物的景點其實本身即是標示物，並擁有連結在地的

能力（Roesch, 2009: 70），一如福爾摩斯步行導覽中那些未經旅遊書標註或任何觀

光客可取得資訊來源曾介紹過的地方，導覽參與者，或聚焦於影視觀光客，皆得以

在旅途中抽絲剝繭，走訪倫敦許多非熱門地區，參觀那些「非」景點。此外，標示

物同時也必須跟其媒介有所區隔，媒介僅是傳遞資訊的中性工具（Roesch, 2009: 70），

不包含任何情感，然而步行導覽人員雖然可以視為標示物的一種，但他們投入主題

對象的表現／表演，實質可視為成功的資訊傳導媒介。 

 步行導覽參與者所期待的，是在導覽中看見影視影像與現實街景的呈現異同，

若是同時能夠看見當地微小但特別的一面，亦是種意外的收穫。搭配導覽人員的敘

事方式與技巧、題材選擇，倫敦的多樣貌在導覽中現身，福爾摩斯故事形塑倫敦的

維多利亞風情，為其染上偵探色彩，大偵探的足跡不僅僅限於我們現在所知的知名

景點，因此，藉著導覽的帶領，在聆聽、觀看福爾摩斯故事及發生地時，參與者也

能夠欣賞「倫敦歷史和建築物的迷人之處」（fascinating history of London and its 

architecture）。 

再者，除了能透過此種主題性的導覽帶出不同觀看倫敦地景的眼光，不同影視

作品對於一座城市的意象形塑也能提供觀光客特別的觀看方式。先前提及步行導

覽的內容並非僅鎖定電影版或影視版福爾摩斯甚至小說，而是將三者融為一體，放

大共通的景點、強調各別獨特的建物景象，巧妙將小說、電影中的十九世紀倫敦跟

影集裡的現代倫敦合而為一，呈現百年來時間累積並淘選出的最有福爾摩斯味道

的符號（marker），一方面也展現倫敦城市演進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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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書迷影迷相見歡 

Lynnette Porter （2012）在〈Welcome to London: The Role of the Cinematic Tourist〉

一文中提到 Brit Movie Tours 的導覽人員之一 Val 將她在導覽期間接觸的導覽參與

者（或根據Val的說法稱為 fans）分為三類：一、福爾摩斯專家，原文可為 Sherlockians

或 Holmesians，前者多以影集迷統稱之，後者則為書迷，這些人早在參加步行導覽

前就已對於福爾摩斯的任何改編作品瞭若指掌，但僅占所有觀光客中的 1%。二、

大部分的觀光客均屬這一類，會參加步行導覽是想在倫敦找些不一樣的事情做。三、

有一部分的人在旅程中不小心發現步行導覽，引發他們興趣於是參加導覽；或是僅

僅被身旁為福爾摩斯迷的友人拉去參加。而就筆者參加步行導覽時的觀察，導覽參

與者雖然互不相識，但是因為有共同的興趣，即福爾摩斯，不管喜愛的是書還是影

視作品，話題都有一定程度的重疊。因此，短暫的微型「迷」社群即形成，其中的

銜接橋樑為導覽人員，藉由導覽人員的講述，參與者會給予回饋或反問，往往皆有

人願意提供資訊或一起討論、分享自己的心得。亦有參與者在回饋中提到，可以跟

導覽人員以及其他福爾摩斯同好一起「分享粉絲經驗」（share fan experience）是導

覽中一件很棒的事，亦如先前提到，這樣的暫時性的新的迷團體可以加深個人對於

福爾摩斯以及倫敦的認識，也能讓意外參加步行導覽的觀光客感受到群體的凝聚

力，遂對福爾摩斯產生興趣。 

若以 Edensor（1998）四項旅遊展演行為：漫步、凝視、攝影與記憶來分析導

覽參與者的觀光行為，可以發現由於步行導覽的時間有限，每個景點停留的時間皆

不長，導覽參與者多半只能匆匆拍攝景物而無法與之合影。因此，由於步行導覽重

點在「倚靠雙腳在城市中漫遊尋找福爾摩斯的蹤跡」，遂讓人錯以為自由度相當高，

然整體來說往往還是得受限於導覽的時間規劃。儘管如此，有了導覽人員提供的背

景故事，在導覽後，參與者仍有時間按照自己的步調走一回導覽路線，再次漫步在

有福爾摩斯的城市中、用不同的眼光凝視尋常的街景、拍攝類似影視場景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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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留存於記憶中。這點與所謂套裝行程十分不同，凸顯了步行導覽中影視觀光客

對於熱愛對象的喜愛程度—唯有真正為之瘋狂才會再三流連於偵探出沒的地方。 

6. 遺珠之憾貝克街 

 在本章第二節曾提到，由於貝克街的位置偏北，倫敦的福爾摩斯步行導覽幾乎

不會將其納入行程之一，再加上貝克街 221B 現在是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已是一處

相當熱門的觀光景點，故也沒有特別帶團過去的必要。缺少了貝克街的倫敦之旅，

似乎無法滿足福爾摩斯迷的心，即使書迷和影迷都知道現在的貝克街 221B 不是當

初大偵探的住所，也非電影或影集拍攝的場所，能夠親眼一窺究竟依然極具吸引力，

親自走一遭可以加深腦中印象，並給予無論觀光客或書迷影迷身體上的感知體驗。

步行導覽是一種體驗，將參觀者置於福爾摩斯的倫敦中，由故事帶領他們或回溯時

光或發覺不起眼的巷弄街景，而一種體驗若是充滿感覺，愈是值得人們記憶以及回

憶（Pine II & Gilmore, 2008），福爾摩斯步行導覽在路徑、成本等等之考量下，如

何在重要地景與其他相較於貝克街來說不那麼有名的地方之間取得平衡，有賴上

述幾點步行導覽的特質來彌補書迷、影迷心中的小小缺憾。 

第二節  倫敦的福爾摩斯視聽導覽 

一般大眾所熟悉的視聽導覽多出現在博物館、美術館或展覽場所如各式文化

遺產觀光景點等。或手持、或掛在脖子上、耳上的視聽導覽設備，讓參觀者在視聽

述說指令介紹下，一步步進入觀察事物所屬的時間空間。不論是聽取現場導覽人員

透過視聽設備傳來的解說，或是單純接收預錄的視聽資訊，參觀者的行動空間與路

徑多半會限於特定對象、範圍之內；若是採取「透過視聽設備聽導覽人員介紹」之

參觀方法，實質上與「沒有攜帶任何視聽設備、單純跟著導覽人員參觀」一途相去

不遠，唯獨前者因為視聽設備的移動性，讓參觀者即便沒有緊緊跟隨導覽人員，仍

可以清楚聽到他的介紹，再自行瀏覽觀賞導覽人員所解說的事物。進一步來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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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本質都可比喻為旅行團，由導覽人員帶領一群參觀者欣賞展品，或是如前一

節所述，跟著導覽人員一同找出藏匿在城市中的福爾摩斯影像線索，不僅觀看的視

野受到指示與限制，在停留時間上也必須依循他人的指令，空間情境受到規訓，連

時間序列的調度皆易受到侷限（賴嘉玲，2014），較無自主性與自由。 

本研究第三章研究設計中曾簡短介紹，在倫敦除了有專人導覽的福爾摩斯步

行之旅外，2009 年電影《福爾摩斯》上映之際，華納電影公司與英國衛報合作推

出「福爾摩斯視聽導覽」活動，主打「追蹤福爾摩斯的腳步」、「探索福爾摩斯的倫

敦」，活動網站上有導覽錄音檔及根據活動設計的倫敦地圖可供下載，邀請民眾聽

聲辨位、按圖索驥，自行安排一場倫敦福爾摩斯之旅；對於不想在外奔走或不住在

倫敦的人，主辦單位亦備有搭配視聽導覽的倫敦（投）影片，並宣稱「我們已經替

大家走過這些路程，也沿途拍了許多照片，你們不用再麻煩了」（Soundmap, 2009），

讓世界各地的人或福爾摩斯迷只要騰出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便能有機會藉著福

爾摩斯視聽導覽來飽覽與認識倫敦風光和歷史。即使福爾摩斯視聽導覽推出的目

的為電影宣傳，但是搭配偵探活動後，即聆聽福爾摩斯視聽導覽並在導覽人員給予

提示時，找出位於特定建築物上的五個關鍵數字，而後於網站上填答後即有機會獲

得手提攝影機或是福爾摩斯相關紀念品，整趟視聽導覽增添了「觀察周遭能力」之

元素，單純的市區語音導覽活動與偵探結合，遂有了想像的畫面與主題性。 

如果說步行導覽是經由導覽人員內化媒體素材後產生的新興故事文本，那麼

視聽導覽也可謂之一種有著獨特形式的說故事音（影）像文本（賴嘉玲，2014）。

福爾摩斯視聽導覽結合聽覺（語音紀錄）與視覺（親眼看見建物風景或觀賞投影

片），導覽簡介標榜其內含的「音樂、訪問與音效將喚起閱聽者的塵封記憶，讓腦

海中的倫敦影像鮮明活躍起來」，企圖在視聽導覽中營造福爾摩斯小說本身或電影

《福爾摩斯》中的維多利亞時代氛圍與偵探感。接下來將就視聽導覽的內容與特點

一一介紹並加以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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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爾摩斯與倫敦歷史 

福爾摩斯生於英國倫敦，在倫敦當私家偵探，倫敦「如同福爾摩斯的遊樂場，

是福爾摩斯最為瞭若指掌的地方」（Soundmap, 2009）25，而且「福爾摩斯比任何人

都還清楚倫敦的一景一物」（Soundmap, 2009），因此在福爾摩斯視聽導覽中，倫敦

重要的地景街道，如大笨鐘、國會大廈、唐寧街（Downing Street）、英國國防部

（Ministry of Defence）、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特法加廣場，或者相較之

下並不起眼卻富含歷史意義的塑像、建物，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紀念雕像、皇家學

會（Royal Society）甚或連倫敦居民都不會注意到的舊式路燈（lamp post）等總共

14 個大大小小的景點，皆與福爾摩斯的故事、真實歷史事件交織結合後由視聽導

覽人員清楚述說。福爾摩斯所處的時代，可謂英國強盛時期之一，倫敦的變化更是

瞬息萬變，當時的社會文化、時代變遷，在福爾摩斯的創造者柯南‧道爾的生花妙

筆描述下，不若史實記載般的沉重，得以輕鬆躍然紙上，予以後人機會去認識倫敦

這座當時享譽盛名的國際都市。 

 誠如導覽中所言：「柯南‧道爾十分擅長借用真實的地景讓倫敦市景歷歷在目，

給予讀者強烈的臨場感。」（Soundmap, 2009）正是因為作者採用真實地點並巧妙

置在故事中，又加上偵探所辦案件的背景等結合了或大或小的歷史事件（諸兄邦香，

2014），方使得讀者在閱讀時如身歷其境。視聽導覽亦有抓住這項特色，在倫敦地

景與建物間尋找福爾摩斯的身影，時而以歷史背景解說為主，時而以福爾摩斯故事

帶出景物的背景資訊，兩者相互搭配，讓聽者（即視聽導覽參與者）在行走途中，

或是僅僅觀賞投影片，都能汲取倫敦歷史，以及福爾摩斯虛擬但又在某種程度上讓

人感覺真實的故事。 

 除了將福爾摩斯與史實結合，此視聽導覽亦花了相當大的時間細說倫敦的歷

史。導覽起點位於西敏橋（Westminster Bridge）畔，西敏橋橫跨泰晤士河（River 

                                                
25 出自於 http://www.theguardian.com/sherlock-holmes-the-movie/audioslideshow/sherlock-holmes-

audiowalk-part-one，最後檢索時間：2015/11/24。 

 

http://www.theguardian.com/sherlock-holmes-the-movie/audioslideshow/sherlock-holmes-audiowalk-part-one
http://www.theguardian.com/sherlock-holmes-the-movie/audioslideshow/sherlock-holmes-audiowalk-par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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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mes），泰晤士河為英國第二長河流，其在英國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導覽一開始

先簡單介紹福爾摩斯，隨後導覽人員便邀請大家深吸一口氣，嗅聞倫敦的空氣。「泰

晤士河是倫敦的心臟，許多故事發生在泰晤士河旁。」（Soundmap, 2009）導覽人

員如是說，並在（大家）呼吸完倫敦的空氣後，娓娓道來維多利亞時代泰晤士河作

為倫敦重要飲用水來源以及傾倒眾多垃圾廢棄的矛盾角色。除了重要的河流，倫敦

街道上現在仍可見的舊式路燈也值得駐足觀察。十九世紀的倫敦，工業起飛，煤氣

路燈點亮了霧都的街道，時至今日，即便路燈已全面換上 LED 燈泡，當時的路燈

仍被保留下來，看到路燈彷彿能感受到「福爾摩斯和華生還與我們同在」（Soundmap, 

2009）。另外，在熙來攘往的街道上，導覽人員總是不時邀請大家想像自己身處維

多利亞時代的倫敦，想像當時的車水馬龍、繁華非凡，「倫敦市當時最繁盛的城市，

是當時最偉大的城市」（Soundmap, 2009），從導覽的聲音與描述中，聽得出驕傲，

也同時印證了導覽以及其他研究福爾摩斯與倫敦關係的學者所論，倫敦與福爾摩

斯密不可分，倫敦，是福爾摩斯系列故事中另一個重要的角色。 

二、饒富興味的解說內容 

福爾摩斯視聽導覽提供人們「帶著走」的私人導覽，不用付費參加步行導覽跟

著導覽人員團進團出，亦不用花時間做功課找出跟福爾摩斯有關的倫敦的景，只要

有隨身聽裝置得以存入音檔，再將活動導覽地圖印出，即可隨時展開旅程。由於此

導覽採取自行聆聽錄音片段、走踏倫敦的運作方式，必須給予聽者清楚的指令和方

向指引，才能使導覽流暢進行，是故音檔中的導覽人員於導覽一開始便給予相當明

確的集合位置確認、行進須知，還貼心提醒當聽到腳步聲（解說同時播放腳步聲的

音效）即代表持續行走中，以確保參與者能夠跟得上導覽且旅遊得盡興。此外，偵

探活動的進行方式亦詳細說明，參與者一旦聽到小提琴的聲音（一樣在解說同時播

放小提琴的音效），便表示該發揮你的觀察力（use your power of observation），睜

大眼晴細究周遭景物，找出藏匿的數字以參與抽獎活動。有趣的是，導覽人員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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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選用小提琴作為提示音乃是由於福爾摩斯總在思考時拉小提琴，這樣有助

於整理、釐清思緒，更煞有介事地告訴參與者：「福爾摩斯說：『最不起眼的小細節

往往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要睜大眼睛檢視觀察。」（Soundmap, 2009）這樣的

解說很容易挑起參與者躍躍欲試的心，身為福爾摩斯迷會希望自己變得跟偵探一

樣，或是模仿他的辦案行徑，而對一般觀光客或是所謂後現代觀光客而言，能在有

各色各樣觀光活動的倫敦進行一場獨特有趣的導覽活動，亦不失為一件有個性、個

人化、不大眾且隨波逐流的特別體驗。 

 由此可知，一般民眾所熟悉、博物館中的視聽導覽錄音有著較為平鋪直敘、純

粹解說展品的語調，而此導覽音檔中的導覽人員卻彷彿直接在跟參與者對話，從導

覽最一開始的歡迎詞「歡迎來到倫敦」、「今天，你將能追隨一直以來最傳奇的大偵

探的腳步」、「你將有機會知道更多關於這個人、他的偵探技巧、他的同伴、敵人等

的軼事」配上熱絡的語氣能讓福爾摩斯迷或是單純對這樣的城市導覽有興趣的人，

一起感受到導覽試圖將大家拉近福爾摩斯的世界裡。開場的背景音樂採用電影《福

爾摩斯》中的配樂，激昂壯闊，器樂彷彿吹奏擊打出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霸氣和優

越以及大偵探超群絕倫的偵探功力，給予人急欲想要聽下去的期待感。 

此導覽最為不同之處莫過於豐富的背景音樂、訪問紀錄以及電影片段的錄音。

導覽參與者在行走於倫敦、找尋線索（指定建築物上的號碼）、聽導覽解說景物的

歷史背景故事之際，還可以聽到電影製片人 Lionel Wigram 談論當初福爾摩斯電影

的發想、拍攝靈感等等，或是擔綱演出大偵探的小勞勃‧道尼（Robert Downey Jr.）

與詮釋艾琳·艾德勒（Irene Adler）的瑞秋·麥亞當斯（Rachel McAdams）分享研究

閱讀劇本及拍攝當下對於福爾摩斯的認識與喜愛云云，而歷年翻拍改編的福爾摩

斯影視作品也是導覽的音檔素材之一。除此之外，重要的歷史音檔片段也被收錄在

視聽導覽裡，如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談話，在

在都替福爾摩斯提供了「確實」的倫敦舞台。當然，此視聽導覽的主要目的行銷電

影，導覽中也選在與片中地景相對應的地方撥放電影片段音檔，藉此吸引參觀者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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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電影院；若是看過電影再回頭來進行這場視聽導覽的人，在聽到、看到某些橋段

或景物，其熟悉和興奮感將能夠比擬影視觀光客初到影片拍攝現場，也或者，正是

影視朝聖的魅力驅動他們選擇前往當地旅遊，藉視聽導覽回味觀賞影片時的悸動。 

三、視聽與步行導覽比較 

 福爾摩斯視聽導覽的運作方式對筆者來說，是一較為新穎的城市觀光。剛好筆

者參加過福爾摩斯步行導覽，故此得以將兩種導覽整理比較分析。 

福爾摩斯視聽導覽除了完整一個小時的導覽音檔外，另再將其切割為 14 個景

點獨立的音檔，供人隨意聽取。其主動性乍看之下好似被音檔與地圖侷限，實質上

能自由調度停留與行走時間，整趟導覽在空間、時間上較能不受到音檔中人員解說

長短的限制，參與者不一定要照著活動提供的地圖行走，可以自由選取想去的地方

以及想聽的介紹，也多了機會與城市空間互動。在資訊接收的掌握上，比起步行導

覽人員即時解說但無法再次聆聽的狀態，較能反覆咀嚼；但比較可惜的是，視聽導

覽因缺乏與導覽人員的互動，參觀時產生的疑惑只得事後自行檢索，不過換個角度

來看，如此在行走時「懸而未解」的困惑更為虛擬人物在城市中的足跡增添了想像

力，偵探的觀察力與抽絲剝繭的能力於焉發揮作用，小說或電影裡的想像空間在僅

有聽覺的輔助下，得以變得更為清楚與深刻。 

然而，此視聽導覽乃是自由下載音檔，即便有登錄答案以參加抽獎活動的機制，

由於中獎名單是採 email、簡訊、電話通知，故無法得知參加狀況。若單就筆者僅

純粹在家中聆聽音檔並搭配欣賞導覽活動的投影片來看，以聽者角度而言，導覽所

提供的路線、指令等等已相當明確，但仍無法確切得知是否真的能引領參與者前往

各個目的地，再加上路況以及其他突發狀況並非我們能掌握，即使可以一再反覆聽

取某一片段，或有活動提供的簡易地圖，對於地理相對位置的判別、方向感較差的

人，依然有跟丟的風險，迷失在倫敦複雜街衢中的可能性略高。比較之下步行導覽

因為有人員親自帶領，較能顧及到參與者的行蹤，相對來說較為安全，不過，從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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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角度看，後者被安置在舒適的環境氣泡（environmental bubble）中，跟著步行

導覽人員已知的路徑去探索未知的體驗，陌生感與風險都降低（McKercher, B. & 

Cros, H. du, 2010）。雖然在進行福爾摩斯視聽導覽時比較具有挑戰性，卻也能有更

多機會去挖掘導覽內容以外的資訊。 

儘管如此，無論步行導覽或視聽導覽都提供參觀者不同剖析福爾摩斯以及倫

敦的視角。導覽人員身為旅遊中介，將自身或是公司規劃設計的主題與目的呈現給

參與者，為倫敦增添故事性，同時也讓福爾摩斯的存在更趨向真實，藉由故事與城

市的連結創造出虛擬與現實交錯的想像空間，導覽參與者心中的小說或影視原型

碰上導覽內容、真實的城市景象，在身體實踐下得以變得更為完整。 

第三節  倫敦的臺灣影集迷朝聖之旅 

本章第二節曾提到，步行導覽人員參考 Sherlockology.com 這個網站來確認步

行導覽中 BBC 影集相關景點的確切位置。Sherlockology.com 為一個專為 BBC 福

爾摩斯影集迷打造的非營利私人網站，內容包含影集分析、演員訪談活動匯集，以

及提供每一集中某些特定場景在倫敦的確切位置。雖然這個網站並非在 BBC旗下，

也沒有任何接受它們任何贊助，但網站上許多訊息、道具以及地點都由 Sherlock 影

集的製作群合作提供，以確保資訊的正確性。Sherlockology.com 的四位創辦人因為

曾參與各類影視作品製作的經驗，深知資訊平台對於影迷的重要性，故結合各自的

專長開設此網站，希冀能嘉惠廣大 Sherlock 迷。Sherlockology.com 將 Sherlock 中

的倫敦地景按季按集一一羅列出，宛若替各地的影迷繪製地圖（mapping），讓他們

能夠按圖索驥，自行斟酌安排參觀路線，以規劃一趟到倫敦追尋大偵探腳步的自助

旅行。 

此節將分析臺灣福爾摩斯迷，特別是 BBC 影集迷透過 Sherlockology.com 此一

媒介至倫敦進行場景朝聖之旅時的旅遊實踐行為。根據第三章研究設計中的選取

方式篩選出 6 個旅遊部落格，分析其旅遊紀錄，以觀看臺灣觀光客為什麼在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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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旅遊方式中獨獨選擇追尋影視場景，及他們如何與場景互動和其朝聖經過之

紀錄。 

一、朝聖緣起與景點選擇 

 6 位旅遊紀錄撰寫者（後以「影集迷」稱之）都是 BBC 福爾摩斯影集的瘋狂

粉絲，現代版的福爾摩斯、華生，以及充滿科技和快速流動感的倫敦，在在皆是吸

引他們前往旅遊朝聖的拉力。有的影集迷是在原本的英國行外安排朝聖之旅（B1），

有的是因緣際會有機會去倫敦遊玩並把影集地景皆納入行程內（B2），有的則是整

趟旅程的中心即為福爾摩斯，以主題帶出旅遊的興致（B4）。從各個部落格文章的

標題與紀錄內容可以看出撰寫者如何定義該趟倫敦之旅。「與 Sherlock 倫敦散步」

（B1）強調這趟旅程是與 Sherlock26一同共遊，不若大眾觀光匆忙看景點，而是慢

慢循線找出影集中出現的場景；B2 則清楚將倫敦行定位為「BBC Sherlock 倫敦場

景朝聖之旅」，並就此行撰寫了 4 篇旅遊紀錄，詳細說明尋找拍攝場景的過程、到

每一個地方的感受、當下所看到的畫面與影集間的差異云云；也有撰寫者借用福爾

摩斯小說 A Study in Scarlet 或是影集第一季第一集 A Study in Pink 來當文章名稱「A 

Study in Sherlock」（B3）以示此行是要徹底研究 Sherlock，自己一躍而成一名偵探，

細究 Sherlock 在倫敦生活、辦案的點滴路線；B5 的「踩點挑戰超越既視感的似曾

相似 Sherlock BBC Locations」把焦點放在自己對於影集熟悉與否，看看到了現場

後是不是能立刻辨別看到的是哪一季哪一集中的哪個場景，同樣頗有偵探意味，考

驗自己的觀察力與記憶力，當然還有身為影視觀光客要有的想像力。 

6 位影集迷參考 Sherlockology.com 網站上的拍攝地點整理，加上當場的觀察

與判斷，眼前所見的景象遂與腦中的想像地景結合，虛實交錯之下產生影視的想像

場所，存在於影視觀光客前往當下。BBC 影集 Sherlock 中的主要場景在現實生活

中的倫敦，大部分也是平常觀光客熙來攘往的地方，當影視作品與觀光客之間有所

                                                
26 在提到影集中的人物時，本節以影集裡慣用的「Sherlock」與「John」分別來稱呼「福爾摩斯」

與「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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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連結，如熱愛影視作品、喜歡影集拍攝手法或演員等，便使看到拍攝場景的當

下有了不同一般觀光客所有的興奮。一個個地圖上的景點在影集迷的影視地圖中

不再是某一區域中的某一個地景，而是化作特定集數中的某個讓人可以一而再再

而三觀賞的畫面；或者每一個景點背後都蘊藏著跟福爾摩斯相關的小故事，只要一

想到或提到那個地方，影集中的畫面便隨之浮現，此地便有了新的意義。筆者從 6

個旅遊紀錄中挑出重複出現的 10 個地點：羅素廣場、聖巴特醫院、皮卡地里圓環、

中國城、特拉法加廣場、塔 42（Tower 42）、新蘇格蘭場（New Scotland Yard）、南

岸滑板公園（Southbank Skatepark）、滑鐵盧橋（Waterloo Bridge）、影集的 221B Baker 

Street，依其出現頻率多寡分組討論影集與實際地景的關係。 

1. 羅素廣場、聖巴特醫院、皮卡地理圓環 

綜合 6 位影集迷的紀錄後發現，羅素廣場、聖巴特醫院以及最為人所知的皮

卡地里圓環是三個大家都有去的景點。雖然在 2005 年震驚世人的倫敦爆炸案27發

生後羅素廣場意外成了熱門景點，但也非大眾必去之地，但因為影集的關係位於羅

素廣場（Russell Square）地鐵站附近的羅素廣場（或稱公園）（圖四-6）成了影迷

必去的地方之一。倫敦大小公園眾多，不時可以看到人們三五成群在公園野餐、看

書或慢跑，公園本是一般休憩的場所，羅素廣場也多是人們逛完附近的大英博物館

後散步休息的地方；但在影集迷眼中，此公園乃是整部影集的起點，是所謂幫

Sherlock 和 John 牽線的紅娘公園（B2、B3、B4）。雖然影集中的畫面僅是簡單的

公園一景，但影視觀光客能發揮最大的觀察力，「從照片的背景開始判斷取景的角

度」（B2），認出 John 遇到老同學，並第一次聽到 Sherlock 名字的地方。 

聖巴特醫院（圖四-7）比起羅素公園更不是觀光客會走訪的景點，然而，在小

說中及影集中聖巴特醫院都是相當重要之處。小說中福爾摩斯與華生在聖巴特醫

院一間化學實驗室裡相遇，在影集第二季末集，為影射原作《最後一案》中的萊辛

                                                
27 2005 年 7 月 7 日早上尖峰時間，倫敦獲得 2012 年奧運主辦權後不到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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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瀑布，Sherlock 改為於醫院頂樓一躍而下，此季便結束在 Sherlock 逝去的震

驚，讓影迷哀慟甚之，因此到聖巴特醫院致意便是福爾摩斯影集迷一定要做的事情，

不論是去揣想 Sherlock 假死的方式或是想像 Sherlock 跟 John 道別的心碎，聖巴特

醫院都是「令人開心又傷心」，因為，「從這邊，一段故事開始（指第三季有新的故

事軸出現），也是在這裡，約翰心碎了（指 John 認為 Sherlock 真的死了）....」（B3），

影集迷的心情隨著劇情起伏，也跟著到現場走一趟而再度想起看影集時的悲喜交

織。 

與羅素廣場及聖巴特醫院相較之下，皮卡地里圓環是觀光客常去的地方。皮卡

地里圓環，為五條主要購物街道的圓心，且位在倫敦劇院最多的西區，觀光客絡繹

不絕。影集迷在提到圓環時，都能指出是在第一季第三集一個被綁炸彈的男子逗留

的地方（B1、B2、B3），雖然僅是影集中匆匆的一個畫面，但因為每一集的片頭都

會出現縮時技法拍攝下的皮卡地里圓環，閱聽者很難不對有著繽紛大型廣告電視

牆的圓環感到熟悉。此外，令人意外的是，圓環附近一根不甚起眼的騎樓與圓柱（圖

四-8）也是影視觀光客尋找的對象。第一季第二集中 Sherlock 和 John 分別調查案

件時，兩人背對背相撞的圓柱（B2）隱藏在一般街景之中，但影集迷就是有辦法在

加以對比後看出，或是因為看了很多遍影集，對畫面相當熟悉，像 B5 便是： 

「在逛街的時候路過忽然覺得這個柱子怎麼好眼熟啊，當然你也可以由

此推測出我到底看了多少次，就算這種只出現過一次的場景也能完全出

於偶然認出，連我自己都蠻驚訝的。」 

或是如 B3： 

「這條皮卡地利圓環附近的路我幾天走了 n 遍，吃龍蝦也走、看音樂劇

也走，可是都沒發現（圓柱）就在身邊，最後還是靠著麥當勞這個線索找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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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對於影集的狂熱可以讓所經過的地方處處充滿偵探的影子，在觀看影集時的

用心與專注也連帶地讓朝聖時能看見更多的驚喜，而「靠著線索找到」這點更是符

合偵探的辦案精神。 

  

2. 中國城、特拉法加廣場、塔 42、新蘇格蘭場、南岸滑板公園 

倫敦的中國城、特拉法加廣場、Tower 42、新蘇格蘭場、南岸滑板公園也是影

集迷會納入朝聖之旅的地景。其中，中國城和特拉法加廣場本就是一般觀光行程中

會有的景點，後三者 Tower 42、新蘇格蘭場、南岸滑板公園也跟聖巴特醫院一樣，

都是在影集走紅後，影集迷朝聖的觀光活動始於焉而生，不然便是除非本身對滑板

有興趣，或是想一睹倫敦警察廳風采的人，才會前往參觀。其他在倫敦根本不是一

圖 四-7. 令影集迷傷心的聖巴特醫院 

資料來源：＜觀光＞ 與 Sherlock 倫敦散步。 

(Aug. 16, 2012) Retrieved Nov. 15, 2015 from 

http://whitewinter69.blogspot.tw/2012/08/sherlock.

html  

圖 四-6. 「紅娘公園」羅素廣場 

資料來源：＜觀光＞ 與 Sherlock 倫敦散步。 

(Aug. 16, 2012) Retrieved Nov. 15, 2015 from 

http://whitewinter69.blogspot.tw/2012/08/sherl

ock.html  

圖 四-8. 皮卡地利圓環附近不起眼的圓柱（左為影集迷的螢幕截圖，右為現場） 

資料來源：【灑花】A Study in Sherlock Part1。 (Aug. 23, 2015) Retrieved Nov. 15, 2015 from 

http://anja0608.pixnet.net/blog/post/156457586  

 

http://whitewinter69.blogspot.tw/2012/08/sherlock.html
http://whitewinter69.blogspot.tw/2012/08/sherlock.html
http://whitewinter69.blogspot.tw/2012/08/sherlock.html
http://whitewinter69.blogspot.tw/2012/08/sherlock.html
http://anja0608.pixnet.net/blog/post/15645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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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觀光景點，但在影集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覷的地方，尚有滑鐵盧橋（Waterloo Bridge）

下的一處平台（圖四-9）。此處是 Sherlock 有求於流浪漢情報網協助搜尋線索的之

處，雖然即使是一般人平時路過也不會特別注意，但因為流浪漢情報網提供的資訊

在影集中甚為關鍵，故這裡對影集迷來說頗為重要，再加上離特拉法加廣場不遠，

可及性較高。 

 

3. 影集 221B Baker Street 

221B Baker Street 當然也是影集迷不會錯過的重要地方。即使倫敦現在真的有

貝克街，即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所在地，能夠到影集 Sherlock 的貝克街瞧瞧，更能

滿足影集迷的心。影集的 221B Baker Street 位於現實中的 187 North Gower Street，

離貝克街只有兩站地鐵站的距離，出了優仕頓廣場（Euston Square）地鐵站，只要

看到紅色的 Speedy’s Café 遮雨棚便可知道影迷們心心念念的貝克街 221B 到了。

由 BBC 劇組精心改裝而成的 221B Baker Street，貼上假的門牌號碼，即是新世紀

的 Sherlock 和 John 的家。從影集迷的紀錄中發現，曾前往影集 221B Baker Street

的人都知道只有那扇門和外面的街景是在該地拍攝，其內部空間皆是棚景，但這樣

仍無損他們朝聖的興致，甚至還是會自己幻想偵探和醫生共同生活的種種畫面，例

圖 四-9. 影集迷在平台的影集畫面重現（左為影集迷的重現影集現場，右為影集迷的螢幕截圖） 

資料來源：BBC Sherlock 倫敦場景朝聖之旅! Part 3。(Oct. 31, 2012) Retrieved Nov. 15, 2015 from 

http://lynnmoon.pixnet.net/blog/post/37327214  

 

http://lynnmoon.pixnet.net/blog/post/3732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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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往上看可以看到房間出租中~雖然知道室內是棚景，不過還是忍不住自

己腦補傷心的醫生不想待在太多回憶的地方所以暫時搬出去了。希望偵

探可以帶著醫生趕快再搬回來啊~~~~」（B2） 

或是對於 221B Baker Street 旁的 Speedy’s Café 心生嚮往： 

「就是這間咖啡店！！！讓全世界劇迷念念不忘的所在啊！！……221B

正門，內部是在威爾斯的攝影棚拍的。」（B1） 

以及「來到真正的 SPEEDY'S 真的很興奮，而且還遇到迷妹一起共餐~」（B3），愛

Sherlock 連帶也愛他家旁邊的咖啡廳。由此可推論，影集迷對於場景的錯置都不會

太過追究，虛擬的地址建構在同樣非真實的場所上，仍然不減其魅力；也因為福爾

摩斯本身即是虛構人物，只要形塑出來的景象符合福爾摩斯迷的想像，或是由於影

集畫面強化了其塑造出來的假象的真實，讓影集迷不會去質疑眼前所見事物的真

實性。他們「本來就知道是假的」，但假的也有假的吸引人的地方，參觀假的地方

不會削減對於影集的熱愛，同時也因為能夠親自造訪影集中出現的場景，讓影集迷

深覺與 Sherlock 更為親近，並且用鏡頭記錄到此朝聖，在將之與劇照並置，以宣示

對偵探的愛（圖-10）。 

 

 

 

圖 四-10. 影集迷製作的 BBC 的貝克街 221B 影集

畫面與實際地點對照圖 

資料來源：BBC Sherlock 倫敦場景朝聖之旅! Part 1。

(Oct. 31, 2012) Retrieved Nov. 15, 2015 from 

http://lynnmoon.pixnet.net/blog/post/37324164  

 

http://lynnmoon.pixnet.net/blog/post/3732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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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集迷在 Sherlock’s London 的旅遊實踐 

 相較於前兩節討論的步行導覽及視聽導覽中參與者的觀光行為多會受限於導

覽人員或是音檔的時間及路線安排，影集迷的旅遊方式因為自主性較高，故Edensor

（1998）的四項旅遊展演行為：漫步、凝視、攝影與記憶，可充分用來檢視福爾摩

斯影集迷在倫敦的旅遊實踐。 

1. 漫步 

由於影集迷皆是自行安排朝聖路線，拍攝場景分布在倫敦內不同地區，在城市

裡的移動便充滿大量的步行與尋找。倫敦各景點的可及性大多算高，即便是影集中

某個小場景，實質都與倫敦熱鬧地區相距不遠，且大眾運輸工具十分便利。又因為

全然為自行規劃，比起步行或視聽導覽，多了份自由與閒適，影集迷得以用自己的

方式與步調，在城市裡尋找偵探的身影。同時，在前往各個影集場景拍攝處時，倫

敦的街道巷弄、住宅空間、綠地公園等一併會收錄在影集迷的眼中、文字紀錄裡，

在福爾摩斯以外也能看到倫敦的不同風情，並用自己的雙腳與感官代替導覽人員

的解說，雖然未能在當下即知道某地與整座城市發展的歷史或關聯，但因為影集迷

在書寫時多假定有讀者，便會事後檢索、搜尋來補足整趟旅程的完整性（B2、B5、

B6），讓福爾摩斯朝聖之旅更顯得豐富而有深度，充分發揮偵探追根究柢的精神。 

2. 凝視 

影集迷對於景點的凝視亦與大眾觀光客或一般影視觀光客（general film tourist）

（Macionis, 2004）有所不同。屬於所謂專門影視觀光客（specific film tourist）的他

們，出發時便如帶著偵探的放大鏡，沿途將視野中所見的符號蒐集整合，再與影集

畫面交叉比對，找出螢幕上出現過的、他們喜愛劇情片段中的一景一物。凝視的深

度增加，在觀看時所感知的不僅是眼前事物呈現的景象，更是包含後製的媒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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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以及影集與現場的虛實異同。影集迷在現場時雖然仍要發揮記憶力與觀察力

找出影集拍攝的特定角度，但由於 BBC 影集的時空設定為現代倫敦，在走訪當地

時景象與實際地景的結合比起其他類型的影視作品，如奇幻、科幻等透過電影特效

技巧轉化地景的影視作品來得容易許多。有些影集迷因為對於影集畫面熟悉甚之，

在到達某個拍攝處時，發現眼前的景色明明跟劇中相當類似，都能立刻知曉現實與

影集間少了些什麼，像是「可以看出這邊其實是沒有椅子的~」、「店內擺設已經不

太一樣了，但窗前的燈有保留。」（B3）有的還會自行揣測 BBC 劇組的拍攝手法： 

「找找找之後好不容易發現了正確的角度，但！Mike 坐的那個地方根本

沒有椅子啊！！！我們認真懷疑那椅子是劇組搬來的！只能說劇組為了

美麗景致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B2） 

「先找到了相對應的燈柱，然後努力比對背景之後才發現，原來欄杆拆掉

了！！！不然就是劇組為了取笑 John 的身高故意弄上去的~ (應該沒這麼

壞吧？XD)」（B2） 

「實際上這邊是化學學院的停車場，而且也沒有兩棟樓，應該是後來視覺

特效修的圖。」（B3） 

B2、B3 是 6 位中較為認真研究影集與實際場景的兩位影集迷，對於他們所前往的

各個影集地景都能辨別出其與螢幕上之異同，審視的眼光不會拘泥在景點的真實

性（authenticity）之上，反而因為影集場景大抵保持景物原貌，劇組以不同拍攝手

法或道具來呈現適合劇情的畫面，多不妨礙影集迷判別真偽，得以在用盡線索找出

確切地點後，一邊開心於找到影集場景，一邊認真思考劇組做了哪些改變方有那些

讓人嚮往的畫面。除此之外，這些影集迷不單單用偵探辦案的銳利眼光發現影集中

的場景所在，影集中介也帶領他們看見了倫敦著名地標之外的一面，藉由媒介化的

凝視（mediatized gaze），來檢視倫敦的景物，將虛擬與真實融合在同一個時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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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攝影 

因為對影集的熱愛、對於影集內的場景之熟悉，讓影集迷在走訪各個景點時，

他們不光是「照下來」或與景點合照而已，還一定要拍到跟影集畫面愈相近愈好的

照片。更由於其造訪的目的、自己影集／影視觀光客的身分，讓影集迷會做出一般

觀光客不會做的事情與姿勢，以表示對影集的熟悉及熱愛，並且採取另類的拍照方

式，如與劇中人物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做一樣的姿勢等等，來重現影集畫面，這種

角色扮演的拍照方式，比起單單將眼前畫面照下來來得更令人印象深刻。採用這種

記憶方法的影集迷多有旅伴一同前往，一塊兒調整出與某個畫面最為相似的角度，

用盡各種方法，如墊腳尖、半蹲，模仿 Sherlock 和 John 在劇中的動作，或是乾脆

合成照片，只要跟劇中人物相同就好（圖四-11）： 

「沒真椅子我還是可以坐太空椅！(?) 於是在我顫抖的雙腿將自己弄成

坐著的高度，再將分開照的兩張照片簡單合成。」（B2） 

「然後約翰就轉過頭來，我也在這棵樹前自拍一張~」（B3） 

原本在大街上作起來頗難為情或是搞笑的姿勢，在影集迷眼中與心中，都不會是個

問題，只要能再現那些片段，為倫敦朝聖之旅留下紀念，都能讓凝視之後容易消逝

在記憶中的畫面，停格在照片中，以玆證明他們對於 Sherlock 的熱愛。 

當他們發現實際所見與影集畫面略有出入時，而且不是他們所能改變的時候，也難

掩失落之情： 

「......而是像吧檯一樣一整排的坐位讓我有點失望，因為這樣就沒有辦法

在裡面玩演劇情照出一樣的照片了......」（B2） 

若沒有辦法進去特定建築物內，只要照片中包含與影集同樣的元素，也算得到好照

片，例如，當影集迷在蘇黎世保險大樓外不得其門而入時，選擇與之合照，如果有

倫敦的雙層巴士入鏡更好： 

 



79 

「因為小黃瓜並無法進入照相，所以就遠遠地來一張照，跟片中一樣搭配

一輛紅色巴士就算大功告成了！」（B2） 

「黃瓜大樓在倫敦很容易看到，但我這次有特別跑到他樓下，進去裡面的

商店買早餐~〔影集〕一開始有公車和黃瓜大樓的畫面，我沒特地去找這

個街口，不過回來整理照片發現亂拍剛好有兩者一起入鏡。」（B3） 

在蘇黎世保險大樓附近的 Tower 42，因為與蘇黎世保險大樓一樣為商業辦公大樓，

門禁森嚴，不讓觀光客恣意進出拍照，但影集迷在熱愛影集的心的驅使之下，為了

其一定要完成「影集再現」的照片拍攝（圖四-12），暫時的違法、跨界、走入影集

中不法的行為世界等等，都不會阻止影集迷對於朝聖之追求（Couldry, 2005; Tzanelli 

& Yar, 2014）： 

「本來想要拍個旋轉門與電扶梯的畫面，但沒想到進去之後樓上馬上有

警衛對著我們說這裡不能照相。所以只好放棄照電扶梯了。於是我朋友便

說那她先出去，我走出來的時候她再幫我照一下旋轉門就好。照出來的成

果還蠻棒的！不能 NG 的壓力下出產的作品，哈哈~  於是就滿意地準備

離開了~」（B2） 

當然，並非所有的影集迷都樂於在大庭廣眾之下跟名不見經傳的地景拍照，遑論做

出奇怪的姿勢，如 B3 和 B5 有時就有點難為情： 

「瑞秋叫我要學夏洛克跑一圈~我才不要呢！」（B3） 

「是說跑這個真的有一種自嗨感，畢竟其他知名景點都遍佈著各國的觀

光客，在他們的環繞下要停留拍照什麼的完全就是理所當然，這裏就完全

只有我一個人站在路中間找角度拍照而已，幸好人很少不然有點不好意

思啊哈哈哈。」（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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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自己不好意思入鏡，影集迷在撰寫旅遊紀錄時，都會將影集畫面與他們當場拍

攝的景象並列放在文章中，讓讀者一眼就能看出影集是在倫敦的哪一處拍攝的，也

確定了福爾摩斯影集影像的真實性，影集迷自行選擇的凝視視角透過類似戲劇演

出的呈現方式來記憶與銘刻在回憶中。 

4. 記憶 

BBC 影集 Sherlock 的場景朝聖之旅在影集迷的倫敦假期中，不止於收集完拍

攝場景而已，由影視作品激起的旅遊嚮往，在旅程展開的同時，便將觀光客、城市

以及影集本身串聯起來，形成得以進入個人生命故事中的回味與滿足。自己找資料、

研究地圖而來的影集拍攝場景，加上影集中出現的原本就名聞遐邇的倫敦地標如

大笨鐘、摩天輪等，讓朝聖之旅除了有所謂漫遊者（Flâneur）的城市觀察，還有一

般觀光客的踩點觀光，像 B5 說的「Sherlock BBC 版算是我嚮往倫敦的主因吧……

有些拍攝點本來就算是知名景點，可以完全融入到一般觀光客行程裡面……」（B5）。

而旅程中身體所觀察、感知到的，在當下拍攝的角色扮演照片中，將不斷提醒影集

圖 四-12. 影集迷在蘇黎世保險大樓的「非
法」照片 

資料來源：BBC Sherlock 倫敦場景朝聖之旅! 

Part 1。(Oct. 31, 2012) Retrieved Nov. 15, 2015 

from 

http://lynnmoon.pixnet.net/blog/post/37324164 

圖 四-11. 影集迷自行合成的羅素公園照 

資料來源：BBC Sherlock 倫敦場景朝聖之
旅! Part 1。(Oct. 31, 2012) Retrieved Nov. 15, 

2015 from 

http://lynnmoon.pixnet.net/blog/post/37324164 

 

http://lynnmoon.pixnet.net/blog/post/37324164
http://lynnmoon.pixnet.net/blog/post/3732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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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朝聖的美好，從他們的字裡行間中得以窺見一斑，其中 B2、B3 分別寫了 4 篇與

2 篇旅遊紀錄，其他人也都詳盡說明在哪裡可以看到哪個景象、從哪個地鐵站出去

較為方便，或是要如何才會找到最正確的拍攝位置，有的還會提供景點資訊以及附

近的觀光景點，讓讀者在走福爾摩斯影集景點路線時，也能看看倫敦的各大旅遊勝

地。雖然這樣的順序跟大眾所習慣的旅遊方式，即先走大景點有空再去看小景點，

有所差異，但也說明了影視觀光對於觀光客的拉力作用以及後現代觀光客都會採

取的創意觀光模式之可行以及其衍伸的效應。即使為了要走遍影集的拍攝場景需

要大量的時間甚或金錢，對影集／影視觀光客來說，正是這樣的觀光方式拉近了影

集、偵探故事、故事人物和倫敦這座城市的距離，讓旅行變得有層次，有故事性。 

本研究分析的六位影集迷僅僅是影視觀光客中的冰山一角，喜愛福爾摩斯、迷

戀 Sherlock 的人各有各追尋偵探的方式，不過就像 B3 看到聖巴特醫院旁的紅色電

話亭上貼滿各地 Sherlock 迷的留言時的感覺：「來這些地方，就覺得"吾道不孤"啊

~」（B3）。在影集拍攝場景遇到跟自己有同樣目的的人，歸屬感油然而生，知道自

己所凝視的、攝影的、模仿的，都有人可以理解甚至一塊兒作樂。網站

Sherlockology.com 提供之地點資訊也讓影集迷在尋找地景之際，能減少一些挫折

感，因為「踩這種冷門點的時候有這種支援真的蠻溫馨的啊哈哈。」（B5）影集迷

也會在朝聖之旅過後，萌生對倫敦與英國特別的喜愛： 

「經過這將近 20 天的倫敦之旅，我愛上了這個城市~認識了許多新朋友，

看到從來未見過的景物與建築~真的希望有機會能夠再度造訪這個地方~

也許 Sherlock 第三季如果拍攝更多景點，說不定我又會失心瘋跑去了 

XDD」（B2） 

「我想，只要 Sherlock 一直拍下去，我對英國的熱忱就不會消失~」（B3） 

總的來說，「親臨影視作品拍攝當地」讓旅行回憶的重量加倍，在現場與地景的種

種互動都能賦予影視作品與地方一種新的意義與價值，影視觀光為旅遊目的地帶

來遊客，也篩出經由不同觀看方式認識當地的觀光客，讓一個地方跳出旅遊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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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螢幕，在現實中和影視觀光客一同寫下新的一頁。 

小結 

電影、影集在城市裡的取景變成導覽觀光的熱門地景，在虛構中尋找真實，本

是件永不止息的活動（Reijnders, 2011），影視相關步行導覽、旅行方式相應而生。

這一節所分析的 Sherlock Holmes Walking Tour of London、視聽導覽，以及自行規

劃 BBC 影集拍攝地點朝聖之旅的觀光客旅遊紀錄，佐以筆者自身參與、觀察和簡

單訪談，從中發現福爾摩斯文化現象（The Sherlock Holmes Cultural Phenomenon）

（Lee, 2014）正在萌芽。這種現象不同於過往以文學小說為旅遊主題的觀光行為，

福爾摩斯影視作品誘發的觀光活動帶來城市中時間、空間的變革，步行導覽、視聽

導覽與自發策畫朝聖之旅三種觀光模式依觀光客自主性程度低至高有所差異，同

時因為自主性連帶影響觀光參訪的深度與廣度。 

觀光客對步行導覽的喜好及參與度與他們對福爾摩斯了解程度多寡不一定成

正比；對於某些觀光客而言，福爾摩斯可說是觀光與文化間的媒介，透過一位虛擬

人物在倫敦的經歷來窺看城市的不同面向。而從世界各地遠到而至倫敦的影視觀

光客能否在步行、視聽導覽途中找到似曾相似（Déjà vu），端看對於電影或影集的

了解程度，甚或對於小說或柯南‧道爾的熟悉與否，因為出自於對於影視作品喜好

而參加導覽的遊客，便是希冀能在旅程中看到所謂、能讓引起他們共鳴的「真實

性」，進而使他們能跟當初所看的影視有進一步連結，甚至再次找回想要到某地旅

遊的初心（Bolan, Boy & Bell, 2011）。 

不同於第二章所提及荷蘭的 Baantjer 影集呈現城市較為黑暗的一面，福爾摩

斯電影、影集雖有犯罪、死亡，卻總能在影像科技、偵探歷久名聲等的塑造下呈現

正向、成功結案的一面。本章分析的步行導覽及視聽導覽則充分透過福爾摩斯展現

倫敦輝煌歷史，並在觀光客遊走於現實與虛擬之間時，用眼前的景物來強化他們對

城市的認識與喜愛。由此可知，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亦有助提升城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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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倫敦的創意福爾摩斯 

前一章討論不同類型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模式，本章則要進一步探究除了小

說、影視作品中的景點追尋外，倫敦裡以福爾摩斯為主題的博物館、展覽以及其他

相關的文化創意活動。第一節細究倫敦貝克街上的福爾摩斯博物館，第二節聚焦

2014 年倫敦博物館籌辦的福爾摩斯特展，第三節則列舉其他非博物館展覽的福爾

摩斯景點與活動，最後將分析福爾摩斯博物館的參觀者旅遊實踐，以期析論影視觀

光客在以文學為基底的福爾摩斯博物館中的觀光行為。 

第一節  倫敦的福爾摩斯博物館 

一、博物館成立背景 

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自 1990 年成立以來，無淡、旺季之分，天天吸引大批小

說迷與 2009 年福爾摩斯電影推出之後的影迷朝聖。位於倫敦貝克街 221 號 B 座的

福爾摩斯博物館，可說是一個因為虛擬小說人物高度受歡迎而讓大眾瘋狂認為此

虛構地址真實存在的陰錯陽差。根據小說中的描述，福爾摩斯跟華生從 1881 年至

1904 年曾合租位於貝克街 221 號 B 座的公寓，虛擬人物的住所引起廣大書迷與後

來影迷的追尋。追根究柢，在柯南‧道爾撰寫福爾摩斯小說時，貝克街並沒有那麼

長，他刻意選擇超過當時現有街道號碼的 221 號，好使大眾不會因好奇前往探究

虛實而干擾到鄰近住戶的生活。不過，一直到 1930 年代倫敦因城市擴展，街道號

碼重新配置，貝克街隨之延長，221 號便出現在貝克街街區中。當時這個充滿神秘

傳奇色彩地址坐落的街區屬於英國艾比國家建築資金融資協會（Abbey National 

Building Society），而位於 221 號上的艾比銀行（Abbey Bank）在打從貝克街有了

221 號之後，世界各地書迷寫給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信便如雪片般飛來，為此，

銀行甚至聘請一位全職秘書專門處理及回覆福爾摩斯書迷的來信。如同福爾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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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故事中的案件一樣令人費思難解，1990 年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在貝克街 239

號開放時，出現了「究竟該由誰來回信」的爭議問題。博物館認為理當由他們來回

覆大偵探福爾摩斯書迷的信，艾比銀行則是不願放掉這偶然得之並可以增加銀行

知名度的偵探秘書工作。長達十多年的信件回覆權爭議一直到 2002 年艾比銀行搬

離原址，福爾摩斯博物館才真正取得偵探信件的擁有與處理權，並且獲得相關政府

的許可，將位於 237 號至 241 號間、建於維多利亞時代（1815 年）的建築訂為貝

克街 221B，即為現今大眾所知的福爾摩斯博物館。 

儘管福爾摩斯博物館自開館以來偵探迷、遊客絡繹不絕，參觀者「可以坐在壁

爐邊、福爾摩斯的扶手椅上擺姿勢拍照留念，也可以去書房旁邊的的臥室」28一窺

大偵探的生活、滿足閱讀時的想像，柯南‧道爾的小女兒 Jean Conan Doyle 女士卻

對博物館十分嗤之以鼻（Foster, 2011）。根據紐約婦女福爾摩斯社群（Adventuresses 

of Sherlock Holmes, ASH）與 Jean Conan Doyle 的訪談得知，福爾摩斯博物館帶給

她「無止盡的煩擾」，特別是因為館方給予大眾許多關於柯南‧道爾錯誤資訊。她

跟友人低調前往博物館參觀時，除了友人有感於門票及紀念品收費頗高，Jean 還作

了以下評論：「針對福爾摩斯博物館某些事實上的謬誤我個人深表遺憾，尤其是當

他們提到我父親的一些事情時，更讓我痛心。而且我無法想像福爾摩斯和華生住在

如此狹小的地方。29」福爾摩斯博物館對於作者的角色塑造、情節安排，甚或故事

發生場景的選取（即貝克街 221B 這個地址選擇之用意），依照 Jean Conan Doyle 的

說法，自有一套詮釋，且充滿漏洞。然而這些都不會令偵探迷、小說迷、影迷卻步，

因為充滿懸疑的地方，正是身為福爾摩斯迷最想去的地方。 

關於貝克街 221B 的描述首次出現是在小說《血字的研究》第二章中：「我們

隔天便依照約定見面，到貝克街 221 號 B 座看看。那間公寓包含幾間舒適的臥房

和一間寬敞、通風良好的起居室，附有完善的家具和兩扇採光良好的窗戶。」後續

                                                
28 出自於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官方網站（http://www.sherlock-holmes.co.uk/home.htm），最後檢索時

間 2015/11/03。 
29 訪談內容記載於 Foster 的 Sherlock Holmes and Conan Doyle Locations: A Visitor’s Guide（2011）

一書。 

 

http://www.sherlock-holmes.co.uk/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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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鮮少再提到貝克街 221B 內的擺設種種，現今我們所見任何關於福爾摩斯與

華生起居室的介紹，多半可說是福爾摩斯迷對於小說中景象的延伸幻想。福爾摩斯

與華生的起居室到底應該如何呈現？怎麼呈現？包含哪些重要的家飾用品擺設？

帶有哪些那個時代的風格元素？或是有哪些配合偵探生活習性的用具？種種臆測

與推理在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開設之後，宛若得到解答，福爾摩斯博物館針對小說

內容所做的起居室複製，似乎成了福爾摩斯迷心中的想像雛型。即便本是虛擬的地

址與空間，貝克街 221B 的再現出現在「貝克街」，它的真實性便不容質疑，甚至

給人比真實還真實的確定感。在這樣再製的空間、時間下參觀，與書中或影視作品

中所見的物品互動（雖然影視作品都非在倫敦的福爾摩斯博物館中拍攝），或是從

中發現某些教育寓意，對參觀者來說，皆是一種參與虛擬的歡愉，一種探索與觀光

實踐的表現（Couldry, 2010）。故此，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之成立滿足了福爾摩斯

迷的想像，提供觀光客一個小而精巧、得以拍照留念英倫之行的景點；在倫敦取景

拍攝的福爾摩斯相關影視作品也為博物館確立其在地與正當性，無論前往參觀的

是鍾情於文字描述或是具體的影像呈現，都能在倫敦的福爾摩斯博物館找到與偵

探有關的蛛絲馬跡。 

二、博物館的展演空間 

倫敦的福爾摩斯博物館位於倫敦貝克街地鐵站附近，從地鐵站內的巧思開始，

福爾摩斯博物館與周邊環境連成一個共同體，以貝克街 221B 為中心，帶動周邊的

觀光人潮。即便不是福爾摩斯迷，都很難不注意到地鐵站內外牆上大大小小福爾摩

斯叼著菸斗的磁磚剪影（見圖五-1、五-2）。剪影如同線索，觀察力賦予它們意義，

而人的好奇心常被驚奇或微小的刺激挑起（Simmel, 1991），促使進出或經過貝克

街地鐵站的旅客欲進一步探知究竟是誰的剪影？為何出現在這裡？剪影的主人是

否有特別之處？地鐵站的圖案設計更彰顯地鐵站周遭的特色景點用以吸引觀光人

群，這些一點一點散佈在地鐵站內的圖樣也會讓欲前往福爾摩斯博物館的參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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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接近目的地而興奮，在尚未入館前便能感受到大偵探的魅力。此外，矗立在地鐵

站外的福爾摩斯雕像30宛若以主人的身分迎接遊客（見圖五-3），同樣也預示博物

館近在咫尺，一步步帶領參訪者走入福爾摩斯的「家」（見圖五-4）。 

                                                
30 根據 Foster 的 Sherlock Holmes and Conan Doyle Locations: A Visitor’s Guide（2011）一書，自從福

爾摩斯在 1893 年小說《最後一案》（The Final Problem）中被賜死後，英國一直有在倫敦設立福爾

摩斯紀念碑的打算。第一尊真人大小的福爾摩斯雕像樹立於 1988 年瑞士邁林根，而後相繼有設計

師於日本輕井澤、柯南‧道爾的出生地愛丁堡。直到 1990 年代中期，倫敦夏洛克福爾摩斯社群致

力爭取於福爾摩斯最為熟悉的倫敦設立雕像。雕像大部分的募款來自於當時擁有貝克街 215 至 229

號產權的艾比國家建築資金融資協會。1999 年 9 月 23 日，高九呎（約 274 公分）的福爾摩斯雕像

正式立於貝克街地鐵站外，成為倫敦的地標之一。 

圖 五-2. 福爾摩斯壁磚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圖 五-3. 地鐵站外的福爾摩斯雕像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圖 五-4. 福爾摩斯博物館外觀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圖 五-1. 地鐵站內的福爾摩斯剪影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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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大眾前往博物館時欲觀賞的，是館內豐富、多樣、具代表性的藝術

品或歷史物品等，建築物本身受到的重視較少。然而，「博物館建築」實則是一種

足以定義某一特定機構的象徵建築型態，它同時具有神聖與現代、幻想與教育等特

質，能夠代表其館藏（Giebelhausen, 2006）。福爾摩斯博物館建築本身即是棟指標

性建築物，牆外掛有倫敦名人故居解說藍牌（the Official Blue Heritage Plaque），可

將之視為一特徵建築（signature building）或一地標（landmark）（Smith & Strand, 

2011）；就倫敦政府給予博物館保護與維護這點來看，也可稱它為「有象徵意義或

藝術重要性的建築」（Sklair, 2006），換言之，虛擬的貝克街 221B 與福爾摩斯在某

種程度上被視作真實世界的一員。即使前往福爾摩斯博物館參觀的人，其實是在虛

擬地址上尋找虛擬人物，仍會在看見那棟四層樓建築時發生驚呼，並且產生「真的

要去拜訪一位名人」的興奮感。而標榜為「全世界最有名的地址／住所」，即便成

人門票要價 15 英鎊、16 歲以下的小偵探迷則要 10 英鎊，福爾摩斯博物館依舊吸

引絡繹不絕的排隊人潮；不論排隊時間動輒需要一個小時甚至更多，四面八方為了

大偵探而來的書迷、影迷或抱著純粹觀光心態的遊客，皆願意在烈日下或寒風中等

候，只為了進入福爾摩斯的「官方」住所。31 

福爾摩斯博物館展演虛擬角色的生活及其無遠弗屆的影響力與魅力。在進入

博物館之前，如同福爾摩斯的腦袋從不閒置，參觀者在等待時也有事可忙。參觀門

票須至博物館旁的紀念品店購買，門票設計不同一般票卡，而是以類似摺頁的方式

呈現，列有相關的參觀提點與叮嚀，並結合偵探的特性，在門票上邀請參觀者在進

入福爾摩斯的家前，「先想一想自己是屬於哪一類型的福爾摩斯訪客」。博物館將參

觀者概略分為三種：純粹出於好奇而來的訪客、大偵探的愛慕者、福爾摩斯學／迷

（Sherlockiana）裡的權威，分別可以對應到第二章所列舉的影視觀光客類型：意

外發現型影視觀光客、一般影視觀光客、專門影視觀光客。由對一特定對象的了解

程度來區分訪客，雖是概略的分法，仍可藉由簡單的題目來喚起參觀者的動機、回

                                                
31出自於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官方網站（http://www.sherlock-holmes.co.uk/home.htm），最後檢索時

間 201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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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己對小說或是影視作品的熟悉度，可以提升其參與感，讓參觀者在進入博物館

之前有更多的期待，以及與小說、影視作品或博物館更深的連結。由於福爾摩斯博

物館是以小說中的場景描述為佈置設計基準，此一觀光景點由文學而生，門票上提

到的參觀者類型的描述仍以小說為中心，因此，根據門票所言，若要成為權威、專

家，讀者要「可以和其他福爾摩斯領域中的專家討論或辯論書中內容，並且讀過 60

個福爾摩斯系列故事或是其他延伸作品，甚至著手撰寫自己的福爾摩斯探案記」，

而一張門票就像儀式啟動的開端，給予參觀者參訪的引領與理由，得以走入福爾摩

斯的偵探擬真空間。接下來將從進入福爾摩斯博物館開始，一一介紹館內的重要展

示空間與內容。 

1. 貝克街 221B 的門廊與玄關 

漫長排隊等待之後，愈接近貝克街 221 號 B 座門口愈能感受到維多利亞或英

國氛圍：打扮似英國警察的男性工作人員專責控管入館人數，還準備了獵鹿帽和菸

斗，供人拍照、幫人拍照、與人合照；身穿十九世紀侍女深色長裙、白色圍裙的女

性工作人員則親切招呼大家，猶如福爾摩斯任性認定的「管家」哈德森太太（Mrs. 

Hudson）（見圖五-5）。工作人員的角色扮演讓參觀者更容易進入福爾摩斯的世界，

他們只消準備好相機、對福爾摩斯的認識與熱愛，便能在這間名聞遐邇的公寓中翻

找出書中、螢幕上熟悉的種種細節。許多觀光客若沒有時間排隊進去參觀，單在貝

克街 221B 外捕捉傳奇地址的一景（可能還同時幻想走出大門的是福爾摩斯與華生

或是 BBC 的 Sherlock 和 John），亦能滿足「到此一遊、拍照留念」單純的觀光心

態。推開 221B 的門，狹小的玄關掛有偵探的大衣，亦有放滿世界各地委託書的信

報架（圖五-6），接著書中所提及的「十七級」階梯引領參觀者上樓，看似嶄新的

印花地毯蓋不住吱吱作響的老舊木頭聲音，很能說服參觀者相信這間博物館相當

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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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居室以及福爾摩斯的房間 

主要展示空間從二樓開始，福爾摩斯與華生的起居室是這層樓的重頭戲，是他

們的「私人空間」，亦是參觀者最想要一窺究竟、最可能產生戲劇效果的地方。二

樓主要分為起居室與福爾摩斯的臥房。大偵探的臥房擺滿了書，從養蜂指南到英格

蘭與威爾斯研究，福爾摩斯閱讀涉獵之廣泛，讓人讚嘆。整個房間帶有濃厚的維多

利亞時代風格與偵探性格：十九世紀後期的床架、床單、桌巾、窗簾、骨董，牆上

掛了許多舊照片、英國地圖、畫作，床頭的桌上有打開來的書、床上也置有偵探的

科學辦案工具與黑色禮帽，旁邊的透明木盒子裡則是他著名的獵鹿帽。由這些看似

一般卻在在能反映出偵探興趣、愛好以及時代感的物品擺設，方可窺見館方努力想

營造「福爾摩斯真的住過這裡」甚或「福爾摩斯現在還住在這裡」的擬仿空間。 

走入起居室（見圖五-7），如走入華生在小說中的描述：位於整個空間中央的

茶桌上放著福爾摩斯的獵鹿帽及辦案用的放大鏡（見圖五-8），他的煙斗掛在壁爐

上、思考時會拉上一兩曲的小提琴放在角落，壁爐裡的火正溫溫燒著，壁爐上放有

圖 五-5. 著十九世紀服裝的工作人員 

資料來源：[英國] 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科芬

園。(Sept. 11, 2012) Retrieved Oct 16, 2015 from 

http://knight5.pixnet.net/blog/post/44531222 

圖 五-6. 玄關的信報架 

資料來源：貝克街 221B 號。福

爾摩斯迷的朝聖地。(Apr. 14, 

2013) Retrieved Oct. 16, 2015 from 

http://bethy.pixnet.net/blog/post/144

528476  

 

http://knight5.pixnet.net/blog/post/44531222
http://bethy.pixnet.net/blog/post/144528476
http://bethy.pixnet.net/blog/post/14452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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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燭、相片、小雕像等各式各樣福爾摩斯的蒐藏，左側的書櫃則是偵探的辦公桌，

同樣放滿與研究興趣相關的書籍，另有福爾摩斯收集各大新聞報導的剪報冊；福爾

摩斯看起來像「進行到一半」的化學實驗器材陳列在壁爐另一邊（見圖五-9），瓶

瓶罐罐的化學藥劑和書放滿整個櫃子。起居室窗邊則是福爾摩斯與華生鋪著白色

桌巾的餐桌（見圖五-10），上面有裝在玻璃瓶裡的鮮花、白色蠟燭台、瓷盤和銀製

餐具等等，精緻的用餐擺設讓人忘記自己身在兩名男士的家，但隨即便能意會過來，

這就是英國維多利亞式的優雅。而正對壁爐的牆上掛著獵槍與刺刀，還有用彈孔拼

出來的 VR 字樣（見圖五-11），是 Victoria Regina（維多利亞女王）的縮寫，代表

向女王致敬，同時也服膺書中和影視作品中所呈現的「當福爾摩斯感到無聊、缺乏

『有趣』的案件時，總會朝著牆壁開槍」這一怪癖。起居室內不僅有福爾摩斯的東

西，華生的醫療包也放在那裡，裡頭的醫療用具如同博物館中其他任一隅一樣，注

重細節、再現完整。 

除了滿足書迷、影迷一睹為快的渴求，起居室也順勢成為書迷、影迷與大偵探

對話的「私人空間」，在每一個精心再現的陳設裡，參觀者得以尋找想像力中的真

實對照（Benjamin, 1969），試圖在擬仿故事情節佈置的空間裡，想像與參與福爾摩

斯的辦案經歷。這些福爾摩斯的慣用物品都可供參觀者拍照留念，間接提供了完整

的儀式情節，福爾摩斯系列小說宏觀縝密的敘事結構成為一個能夠給予個體參訪

的意義（Duncan, 1998），因此可以說，當戴上獵鹿帽、坐在福爾摩斯常坐的椅子

上，模仿他拿著菸斗思考，或是透過起居室的兩扇大窗戶眺望貝克街街景，假想自

己為偵探時，人們瞬間變為博物館展演儀式中的演員（見圖五-12），而因為福爾摩

斯博物館本身就是一個虛擬的場所，參訪者在其中的互動行為可視為在安排好的

場域中所進行的即興表演（Dunca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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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1. 起居室牆上的彈孔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圖 五-9. 福爾摩斯的化學實驗器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圖 五-8. 供博物館參觀者角色扮演的道具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圖 五-10. 英式餐桌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圖 五-7. 福爾摩斯與華生的起居室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圖 五-12. 參觀者模仿福爾摩斯思考 

資料來源：英遊記(4)：福爾摩斯博物館。(May 

25, 2010) Retrieved Oct. 16, 2015 from 

http://oldlibrarian.blogspot.tw/2010/05/4.html 

 

http://oldlibrarian.blogspot.tw/2010/0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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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華生的房間與哈德森太太的臥室 

位於博物館三樓的華生和房東哈德森太太臥室一樣五臟俱全。華生醫生的房

間相當符合他的職業，堆滿醫療相關的書籍（見圖五-13）、器具，甚至醫生的桌底

還有他的鞋子和包包，可見館方對於細節之重視。哈德森太太的房間相較之下，光

線柔和許多，窗台上種有花，不過房間裡面並沒有什麼家飾或房東太太的私人物品，

這個空間被用來展示福爾摩斯相關的畫作（見圖五-14）、照片、道具、書籍、福爾

摩斯收藏的蝴蝶標本、乾屍等等，也有許多刀器、左輪手槍，或是偵探辦案時會用

到的道具，如放大鏡、望遠鏡，一併展示在玻璃櫥櫃裡。窗邊的小桌子上更放有留

言本（見圖五-15）讓世界各地的偵探迷可以寫下自己來自哪裡，或跟大偵探交換

名片，福爾摩斯迷寫給大偵探的信也剪貼在旁邊的筆記本裡。在哈德森太太的房間

裡還擺了一尊福爾摩斯身穿睡袍、含著菸斗的半身像（見圖五-16），彷彿他就正在

這個房間裡思考案件。三樓其他空間裡陳列了各式各樣福爾摩斯案件中的重要證

物，那些看似平凡不起眼的物件，在福爾摩斯迷眼中，都是破案的關鍵—破解福爾

摩斯博物館裡種種隱藏其中的細節布置。 

圖 五-13. 華生的書桌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圖 五-14. 福爾摩斯畫像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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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還原小說情節的蠟像 

博物館四樓可說是書迷專屬的小說內容再現現場（如圖五-17）。這層樓總共有

二十四尊蠟像，福爾摩斯和華生（如圖五-18）以外，還有大偵探的宿敵莫里亞蒂

教授、福爾摩斯唯一動情的女士艾琳‧艾德勒（Irene Adler）小姐等出現在小說某

些重要情節中的角色。昏暗的燈光搭配真人大小的蠟像，熟習偵探故事的人能立刻

進入書中神祕詭譎的案件；不太認識福爾摩斯的人也可以在蠟像旁的文字說明中

明白是哪些故事雀屏中選作為展示。小說中的經典情節以蠟像形式還原，不同畫面

同置於一個空間中，雖然互不相聯，卻能形成更為強烈的偵探感—邀請參觀者回溯

閱讀時的記憶，找出相對應的畫面情節，使福爾摩斯在參觀者腦中的想像加深。而

福爾摩斯博物館內部場所因為展場佈置不同形成獨特的空間場域，現代時間與維

多利亞時代並存在博物館展覽中，對於偵探的了解與追尋是確認可否進入該空間

或在那裡能否獲得回饋的準則。維多利亞時代的服飾、小說中不同案件的場景模擬

的陳設等錯置的時空也將傳統時間延續打破，給人短暫的、時空交錯、來到十九世

紀的驚艷與歡愉。 

圖 五-15. 偵探迷留言簿 

資料來源：[倫敦自助行] 福爾摩斯博物館。

(May 26, 2009) Retrieved Oct. 16, 2015 from 

http://wenchi1101.pixnet.net/blog/post/11210834  

圖 五-16. 福爾摩斯半身像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http://wenchi1101.pixnet.net/blog/post/1121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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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紀念品店裡的福爾摩斯魅力 

無論是不是福爾摩斯迷，最讓觀光客留連忘返之處，便是紀念品店。福爾摩斯

博物館的一樓為紀念品店，也是販售門票的地方，讓參觀者在進入博物館之前就已

經踏入福爾摩斯的世界，被店裡各式各樣的驚奇包圍，即便觀光客沒有參觀博物館

的打算，紀念品店也能讓他們留步，在此帶些回憶返家。 

紀念品店內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紀念品舉凡鋼筆、紙鎮、煙斗、門牌，滿足參

觀者的收集慾望（如圖五-19）。明信片、鑰匙圈、胸章等雖為一般常見的紀念品，

在花樣種類上富有變化，仍舊十分誘人。偵探專屬的獵鹿帽、菸斗甚或代表英國紳

士慣用的枴杖，是足以帶回家好好炫耀的紀念品。許多精緻復古的小藝品，如皮製

書籤、偵探手指玩偶、音樂盒、紙鎮、銀盤擺飾、打火機，都帶有濃厚的英倫偵探

味道，以房東哈德森太太為名的洗衣皂也出現在店裡。除了偵探本身，貝克街 221B

也是值得「帶回家」的紀念品，像是偵探起居室圖片的拼圖，或是依貝克街 221B

外觀製成的迷你模型、貝克街 221B 的門牌，另外還有將福爾摩斯與倫敦兩大意象

圖 五-17. 再現小說情節的蠟像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圖 五-18. 福爾摩斯與華生的蠟像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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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的紀念品、身穿偵探格子呢毛外套頭戴獵鹿帽的泰迪熊與小黃鴨等等，皆富含

創意以及福爾摩斯元素，發揮紀念品最大的吸金效果。 

BBC 影集 Sherlock 推出並掀起福爾摩斯熱後，福爾摩斯紀念品店隨之推出

BBC 影集的 DVD、大幅海報，堪稱福爾摩斯影迷心目中最想帶回家珍藏的東西；

不過福爾摩斯本是書中人物，店裡當然少不了福爾摩斯小說全集，各種版本、平裝

或精裝皆有，其中擺在最顯眼處的是以 BBC 影集兩位主角作為封面的版本，另有

其他以福爾摩斯為主題的研究書籍，借助影視作品的可及性與改編的精采度，讓書

本能在這個閱讀人口漸減的世代，如福爾摩斯一般，起死回生。這些創意背後蘊藏

著不外乎強大的商機。倫敦普遍食衣住行的消費本來就偏高，連帶博物館門票、紀

念品的也同樣價格不斐，對於一般觀光客，即便再癡迷，也是一筆大開銷。即使如

此，足以讓福爾摩斯迷掏空口袋裡的錢的紀念品店仍是相當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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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9. 紀念品店裡的商品 

左上：貝克街門牌，右上：偵探起居室的拼圖，左中：福爾摩斯棒棒糖 

右中：房東太太香皂，左下：影集 Sherlock 海報，右下：福爾摩斯小說與相關書籍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日期：2014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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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擬像與現實間的想像 

Duncan 認為博物館是一個能夠激發造訪者從事某些表演的場域（1998），將小

說人物真實化並視為主題的福爾摩斯博物館正有這樣的特質，能夠引領參觀者進

入真假難辨的空間，在博物館裡窺探小說中的畫面再現，或在其中上演自己與福爾

摩斯的故事。福爾摩斯博物館內提供了無論不經意造訪或特地朝聖的參觀者一個

跳脫日常生活的機會，得以在一成不變的工作、生活中尋求事物的多樣與豐富性，

即便經驗稍縱即逝，亦可為單調的例行公事增添火花（Simmel, 1991），藉此逃離平

庸的現實生活，投入館內似真似假的十九世紀偵探空間。識閾性（liminality）強調

真假之間的轉換與過度，在福爾摩斯博物館中一樣位居中間的虛實地帶，從入館前

那些身穿維多利亞時代服裝、熱情招呼參觀者的工作人員，到館中陳列的維多利亞

時代日常生活用品、書籍、擺設等，時間、空間的展現介於虛擬與真實之間，身在

其中時讓人可以從平凡生活中或一般社會關係抽離，忘卻自己存在的時空，徹底進

入館方營造的偵探空間，一如博物館門票上所言：「當你準備離開時，你會發現自

己希望能招來一輛馬車載你回家。」 由此推斷，十九世紀的生活經由博物館巧妙

的小說場景設計展示，提供豐富的想像空間，並讓參觀者有機會直接或間接吸收英

國文化、認識以前英國的生活形貌，藉由福爾摩斯博物館再現書中想像場景這樣的

創意展示，歷史教育藏於無形之中。 

參觀者在福爾摩斯博物館中所見的並不是所謂藝術作品，但仍可以說他們擁

有對於特殊物件的欣賞能力，雖然並非布爾迪厄（Bourdieu）在藝術場域中提到的

藝術能力，但根據許嘉猷解讀布爾迪厄對於藝術能力的定義，其乃是一種初步的知

識，針對再現世界的種種風格表徵加以分類，對它透徹瞭解，將它和與它歸類在同

一類別的其他作品連結起來，進而發現此再現世界的獨特性（許嘉猷，2004）。博

物館不全然是展示藝術作品的地方，博物館也是匯集特殊物件的場所。福爾摩斯博

物館的參觀者能夠辨別不同物品在各個時空中的角色與意義，接著建構自身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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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世界；博物館中的展品擺設本不具有所謂藝術品的特質或價值，它們僅是維多利

亞時代甚或現代生活中普遍的器具，如福爾摩斯的煙斗、獵鹿帽、放大鏡等，皆為

現在社會仍可見的物品；然而在參觀者眼中，它們不只是平凡的道具，而是被賦予

了特殊外在意義的物品展示。博物館將小說中的情節描述去蕪存菁，僅留下足以代

表大偵探的物品，並還原他當時的居家生活樣貌，普通的物件經由重組後有了獨特

性，得以讓想像中的情節或物品不用透過轉化或擬仿製作等其他展現手法，即可真

實呈現出來。 

而對於展示的物品來說，博物館呈現的擬真空間讓館內的物品有了意義，物品

的價值也因為被賦予了意義而彰顯（Lidchi, 1997）。空間賦予物品目的性，而參觀

者的情感投射也讓物品與展示空間有了互動。靠著人的解碼（decoding），解讀福爾

摩斯的文本編碼（encoding），物品在被賦予意義的過程中，同樣也融入了當時的文

化背景；又因為影視作品再現的方式與內容與博物館所展示出來的相去不遠，或者

說兩者對於書中的描述掌握度相當，且大眾對同一時期的裝潢擺設並沒有太大的

認知差異，故沒有出現奇幻小說等場景再現的大眾想像問題，博物館所展示的事物

形體、樣式和意涵皆能清楚傳達給參觀者，參觀者也能透過對於小說或影視作品的

瞭解，運用其藝術能力，讓整個參觀過程結合小說故事、主角，形成與參觀者更為

緊密的體驗，交織出參觀者、福爾摩斯博物館本身和裡面的種種陳設互動的新偵探

故事。 

近幾年來因為福爾摩斯小說改編成電影、影集，男主角帶動福爾摩斯熱潮，因

此會走進福爾摩斯博物館的，已經不再以書迷或偵探迷為大宗，世界各地的影迷同

樣趨之若鶩。除了以某特定演員為追隨對象外，福爾摩斯影迷跟一般影視追星的行

為相當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所追尋的不僅僅是真實存在的人物／明星，他們想更加

靠近的，是書中裡的角色，即便這個角色是由某個受人喜愛的演員飾演，影迷的狂

熱已轉為投注在虛擬人物身上，他們參觀的福爾摩斯起居室，也是想像的建構。儘

管影集逐漸比小說更受歡迎且接受度更為廣泛，。倘若沒有看過福爾摩斯相關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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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影視作品，一旦進入博物館，與館內物品擺設有所深刻連結的機會不大；換句話

說，通常會到福爾摩斯博物館的民眾，大部分讀過小說或看過電影、影集，對福爾

摩斯故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涉獵，因此在館中始能明瞭擺放之物的目的與用途，知

道它的獨特性，並且與建構出來的場所有所連接。這裡點出許嘉猷（2004）在《布

爾迪厄論西方純美學與藝術場域的自主化─藝術社會學之凝視》中提到布爾迪厄

對於美術館的論述，布爾迪厄說道：「美術館使有些人產生一種文化擁有和歸屬的

感覺，但卻讓另外一些人覺得自己是次等和被排除在外。」福爾摩斯博物館中雖然

沒有一般美術館、博物館中的藝術文化作品，不過整間博物館即是一件巨大繁複的

藝術品，參觀者有沒有接觸過福爾摩斯等同於有沒有足夠的文化資本，否則將會感

覺被排拒在外，無法盡情享受博物館內的一切，或者他們也可能僅僅視這樣的博物

館為一處特殊的觀光景點，不見得會想跨越文化門檻，進入福爾摩斯的文化場域。 

於此回應前面所描述入館門票上的福爾摩斯迷類型區別，即使在三種類型介

紹之後，門票上寫著：「不論你是屬於哪一類別，你都會發現這將是一個難忘的博

物館體驗。」 對於不諳福爾摩斯故事的參觀者來說，少了看了小說或影視作品後，

終於來到此博物館的親眼、親身經歷的興奮感，福爾摩斯博物館便可能將只成為一

趟旅程中的一個小小的觀光景點，與他處無異。 

先前筆者將福爾摩斯博物館本身視為一項藝術品，是文學作品意象的呈現，透

過實體建築、裝潢、物品擺設，精心雕琢出當時的生活環境與氛圍。若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舉凡小說、影視作品中的描述或畫面，如果在福爾摩斯博物館中重現，其

所產生的是由特殊儀式情節所組成的特殊環境（Duncan, 1998），因此，福爾摩斯博

物館同時也像是一部電影、一座劇場，供參觀者欣賞或透過攝影等影像紀錄，親自

參與其中的演出。 

    電影術語中的「場面調度」能夠用來說明福爾摩斯博物館如何建立觀眾／參觀

者與戲劇之間的情感連結，如何使觀眾／參觀者涉入情感，主動串起所見之事，並

投以感知，建立事物的意義（Bal, 2007）。場面調度（mise-en-scène），原意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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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的佈位」，泛指舞台上的視覺設計，是劇場與觀眾的中介，是真實時空的界線。

在福爾摩斯博物館裡，場面調度即是參觀者和物件間的互動，因此構成一場表演。

譬如說，「從窗戶望出去、俯視貝克街」這樣的動作，即令人有化身福爾摩斯的錯

覺，像他一樣窺視街景、路人，檢視一切跟案件有關的細節，進行一場偵查。在窗

簾後的偵探，更有著邊沁（Bentham）所提「環形劇場」（panopticon）的敵明我暗

之感（Foucault, 1986），高高在上的宰制地位，任何蛛絲馬跡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大偵探在屋內冷靜地看得清清楚楚，但沒人能夠看見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一

如傅柯提到的酷刑之觀看，俯視的同時，對於街上發生的事，常是冷漠看待。

Hirschkind（1991）亦曾提出類似的概念，其「觀點」（point of view），表達的是一

個將事物分隔的位置，位居在上，將自身與外在環境分離，用高處的眼光審視。當

參觀者站在窗邊，便宛若化身為倫敦甚或全世界最有智慧的偵探，不可一世地俾倪

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們。 

此外，傅柯（1986）也提到，我們的生活由一系列對組性概念串連而成，所有

的空間都是對組性的存在，每個空間與另一個空間都有關係，在公共與私人之間、

在家庭與社會之間、在工作與休閒之間，皆隱藏著神聖空間，一如異質空間虛實的

特性，知道它在那裡卻無法言說它的存在；福爾摩斯博物館傳達出的創造的虛實偶

像空間，亦含有對組性的關係。小說迷把福爾摩斯視為偶像，將其擬人現實化，他

所在的地方也跟著有不一樣的氛圍，似真似假，可以感知身處一個人為空間，但同

時又深深覺得當時的場景一定是如此，因而橫亙在虛實之間、在相信與懷疑之間，

更在公共的博物館中體驗福爾摩斯的私人空間中遊走，呈現難解的偵探謎題。 

福爾摩斯博物館透過再現小說場景，加上近年影視作品推波助瀾，已然成為倫

敦當地知名的觀光景點之一。博物館的助理策展人 John Riley 接受 CNN 訪問時曾

針對福爾摩斯電影做出回應，他表示：「好萊塢（Hollywood）明顯地對此傳奇施展

了魔法，提供我們放大鏡去了解這個角色。當然他們的手法有些誇大，但這是他們

讓電影票房長紅的方法。任何新的觀點或角度都能夠使我們更透徹瞭解福爾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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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電影帶來的觀光效益間接讓博物館受惠不少。32」不論華納電影或 BBC 影

集，影視作品帶起觀光熱潮使得原本主打小說人物生活空間的博物館受到更多遊

客注意，即使內容物沒有改變，卻在觀光上有了新的客源。 

在倫敦旅遊網站上，福爾摩斯博物館被歸類在觀光景點（London Attraction）

底下的博物館類別，有趣的是，另外還有一個專頁來介紹倫敦的古怪博物館（Quirky 

London Museums），福爾摩斯博物館即位於其中。33在這個專頁的介紹詞裡提到「倫

敦充滿古怪博物館與奇異的歷史蒐藏」、「這些博物館提供了絕佳的方式讓人去發

現那些鮮為人知的工藝品、去了解倫敦陌生的一面，進而去探究城市中獨特的角

落」，福爾摩斯博物館雖然已是一處知名的觀光旅遊景點，但其在整個倫敦觀光活

動中，其定義與地位仍屬獨特，會受這個博物館吸引特地前往參觀的，不外乎書迷、

影迷，或是如倫敦旅遊網站專業所提，「想要一窺倫敦不一樣的面貌」的觀光客。 

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旅遊專欄裡同樣整理出英國千奇百怪的博

物館，福爾摩斯博物館想當然耳是其中一間。34 撰文者 John O' Ceallaigh 認為，倫

敦雖然有許多舉世無雙的大型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但

是倫敦其實也有不少值得觀光客一探究竟的小型但精緻的博物館。為此，他蒐羅了

倫敦內五十間非比尋常的博物館，讓想要走非大眾觀光路線的旅客得以一償宿願。

依照專文中的描述，福爾摩斯博物館成功地塑造出一間「真實的」福爾摩斯住所，

屋內的工藝品、家飾等，都充滿「被福爾摩斯和他的助手華生醫生用過」之可能性。

對 O' Ceallaigh 來說，替整間博物館加分的地方，是會有一位博物館守門人穿著警

察制服幫參觀者拍照。 

從英國媒體及倫敦觀光網站上的分類與介紹來看，福爾摩斯博物館雖然主題

                                                
32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FH4X0u56wk，最後檢索時間：2015/11/29。 

33 資料來源：VisitLondon <Top 19 Unusual London Museums>（http://www.visitlondon.com/things-to-

do/sightseeing/london-attraction/museum/unusual-london-museums），最後檢索時間：2015/11/10。 
34 資料來源：The Telegraph <London's most unusual museums: 50 of the best - part one>

（http://www.telegraph.co.uk/travel/destinations/europe/uk/london/9312875/Londons-most-unusual-

museums-50-of-the-best-part-one.html），最後檢索時間：2015/11/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FH4X0u56wk
http://www.visitlondon.com/things-to-do/sightseeing/london-attraction/museum/unusual-london-museums
http://www.visitlondon.com/things-to-do/sightseeing/london-attraction/museum/unusual-london-museums
http://www.telegraph.co.uk/travel/destinations/europe/uk/london/9312875/Londons-most-unusual-museums-50-of-the-best-part-one.html
http://www.telegraph.co.uk/travel/destinations/europe/uk/london/9312875/Londons-most-unusual-museums-50-of-the-best-part-o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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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卻更能吸引形形色色、不甘走傳統大眾觀光路線的旅客。即便是非福爾摩斯

迷，同樣可以在博物館中挖掘英國文化和大偵探的秘密、體驗開放式博物館空間帶

來的互動樂趣。身為全球首座以虛擬人物為主題的博物館，福爾摩斯博物館成功將

小說中的場景描述再現，歡迎不論書迷或影迷前往一窺想像中的偵探故居。 

而除了倫敦貝克街外，瑞士邁林根（Meiringen）亦有一間福爾摩斯博物館。那

裡著名的萊辛巴赫瀑布（Reichenbach Falls）為福爾摩斯與其死對頭莫里亞蒂教授

（Professor Moriarty）最後對決並同歸於盡的地方，可想而知引起許多書迷、福爾

摩斯迷慕名前往朝聖，也因為這樣，帶起邁林根鎮的觀光熱潮，當地政府抓住觀光

行銷的機會，於 1991 年福爾摩斯「逝世」一百周年時，在倫敦夏洛克福爾摩斯社

群（The Sherlock Holmes Society of London）和 Jean Conan Doyle 的贊助之下，將

當地一間英國教堂改建成福爾摩斯博物館。這間瑞士福爾摩斯博物館同樣還原小

說中貝克街 221B 起居室的模樣，標榜他們呈現忠實且真實的貝克街 221B，強調

博物館乃由英國建築師操刀設計，館內的物件都是貨真價實的柯南‧道爾、「福爾

摩斯」及維多利亞時代之收藏。35加上開幕當天有柯南‧道爾的女兒出席剪綵，此

博物館彷彿得到「官方認可」。如果單討論貝克街 221B 起居室的裝潢擺設，不去

探究博物館內其他福爾摩斯相關展品，雖然倫敦與瑞士的福爾摩斯博物館各自有

對於福爾摩斯起居室的詮釋，但實際上兩者之陳設相去不遠，皆是按照前述所提書

中的描述來建構虛擬的偵探空間：兩扇偌大的窗戶、維多利亞式的壁爐與餐桌、福

爾摩斯沉思的扶手椅……並且有志一同在基本的傢俱裝潢外擺上福爾摩斯的代表

物品，如菸斗、獵鹿帽、放大鏡、僅有兩根弦的小提琴等等，為整個空間增添更多

專屬於大偵探的熟悉與辨識度，也讓參觀者在參觀這兩間博物館提供的貝克街

221B 再現時，不單單可以沉浸於福爾摩斯的世界，亦能發揮觀察力來尋找哪些東

西是偵探的代表物、哪些物品曾在小說中提及，讓想像空間的建構成為書迷現實世

界與福爾摩斯偵探世界的橋樑。 

                                                
35 資料來源：瑞士邁林根福爾摩斯博物館官方網站 http://www.sherlockholmes.ch/en/Welcome，最後

檢索時間：2015/11/12。 

 

http://www.sherlockholmes.ch/en/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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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間博物館相較之下，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提供互動性較高的空間，參觀者可

以隨意拿取館內的物品與之合影留念，或利用現場的偵探物件喬裝自己是福爾摩

斯，參觀自由度高，且整體來說使人有身歷其境之感；瑞士福爾摩斯博物館的起居

室則僅供隔著玻璃欣賞，如同觀看一幅畫作，參觀者無從仔細端詳所謂福爾摩斯的

物品或是檢視帶有維多利亞時代歷史印記的裝飾，只能單純欣賞、讚嘆，玻璃阻絕

了參觀者對於偵探私人空間更進一步的接觸與探究，無從像偵探般「拿著放大鏡」

端詳現場展示的每一樣福爾摩斯相關物品。再者，每個人對於文字的想像本來就有

無限形塑的空間，書中場景再現本來就會有所差異，然而，瑞士福爾摩斯博物館即

使有所謂名人或是有力人士背書（此指瑞士福爾摩斯博物館為柯南‧道爾之女 Jean 

Conan Doyle 支持），在一般書迷、影迷及觀光客眼中，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仍是一

提到福爾摩斯便會隨之聯想到的地方。正如上一章討論的，福爾摩斯與倫敦關係密

不可分，兩者相互形塑，建構出獨一無二的大偵探和英國首都。 

第二節  倫敦博物館的福爾摩斯特展 

倫敦博物館於 2014 年秋季，以近幾年超人氣的福爾摩斯為題籌辦福爾摩斯特

展，展覽囊括小說原稿、影視海報、十九世紀倫敦油畫、維多利亞時代物品等，企

圖帶給參觀者一趟古今交錯、虛幻真實的時空之旅。創意和文化在此特展中結合城

市歷史，不落傳統展覽的窠臼，饒富新意，兼具娛樂與教育意義。本節將從倫敦博

物館的定位來看福爾摩斯特展的目的，聚焦於其展覽內容與展覽詩學，分析「倫敦」

在福爾摩斯小說中的位置與重要性，再透過相關媒體報導討論特展的亮點與特色，

以及設展目的。 

一、福爾摩斯特展緣起 

倫敦作為英國首都，得天獨厚擁有眾多資源，其流行文化與次文化，尤其是音

樂、喜劇、另類劇場、設計及時尚方面皆享譽國際。倫敦的文化創意發展並不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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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謂市中心，市中心近郊如 Hackney、Camden Town、Brixton 等地區更有蓬勃發

展的文創產業（Landry, 2005）。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位於倫敦市（City 

of London），或稱西堤區，是大倫敦地區（Greater London）的中央城市。雖然位居

中央，西堤區乃屬單純的金融城，倫敦甚或整個英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早已西移至西

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內的西區（West End），西堤區則維持世界金融中心的

地位，再加上西堤區靠近倫敦東區（East End），境內除了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較為知名外，一般觀光客熟悉的大景點不多。然而倫敦博物館透過本身

善於訴說倫敦悠長歷史的長處，將歷史、文化結合現代影音等創意，讓參訪者透過

展覽、館方舉辦的各種文化創意活動來認識城市。2014 年博物館搭上近幾年的福

爾摩斯熱潮，利用豐富館藏籌辦標榜自 1951 年大不列顛節（Festival of Britain）後

首次舉辦的大型福爾摩斯展覽36並將「倫敦」視為展覽中的重要元素之一，一方面

展示經典文學，一方面藉著小說人物的力量，跳出傳統展覽模式，呈現為偵探故事

背景的十九世紀倫敦。城市的創意由博物館和文學相輔相成誘發，博物館本身及其

附近的城市空間也成了創意活動的基地。倫敦博物館本有著承載歷史的特殊氛圍

與基底，倫敦的文化底蘊也在多元的外來文化注入下，產生新興的創意活水，成就

倫敦的特色精神（謝哲青，2012），讓各種文化受到重視，也使經典有了新的面貌。

福爾摩斯特展恰巧提供機會讓城市與所謂「現今」、「當下」接軌，發展出新的層面

的創意，將陳舊文物賦予新生命，跳出過往灰樸、迷霧的形象，歷史跟著生動起來。

創意，讓眾人經由偵探福爾摩斯的雙眼，注意到倫敦博物館，更進一步了解倫敦的

過去與現在。 

題名為 Sherlock Holmes: The Man Who Never Lived and Will Never Die（筆者譯

為「夏洛克‧福爾摩斯：從未生又永不死的人」）此一以福爾摩斯為主題的展覽，

將虛擬人物與城市的關係透過不同物件、活動一一呈現，文化創意集於一身。倫敦

                                                
36 1951 年 5 月大不列顛節中的一項展覽的主題為福爾摩斯，展覽位於貝克街上的 Abby House。福

爾摩斯的起居室第一次被實際創造出來，展覽中的相關物品在展覽之後皆被移至福爾摩斯酒吧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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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不單以虛擬人物為展覽主題，還要藉由福爾摩斯本身的「現代感」來回溯倫

敦的風情。抓住自從電影《福爾摩斯》開始一路延燒至 BBC 影集 Sherlock 的福爾

摩斯熱，主要策展人、倫敦博物館歷史部主管 Alex Werner 表示特展的開展時間適

逢其時，正是大偵探人氣最旺之時，最適合抽絲剝繭研究福爾摩斯。37展覽的專案

負責人 Annette Day 進一步說明「欲舉辦福爾摩斯特展其實並非一時興起，早在幾

年之前倫敦博物館的『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與『狄更生』（Charles Dickens）

特展便讓館方領略以所謂『倫敦象徵』為展覽主題帶來的吸引力，不過，這是他們

第一次嘗試以『虛擬人物』為主題。38」另外，福爾摩斯特展的靈感在 2012 年左右

萌芽，狄更生特展的成功讓館方開始思索如何能更進一步藉文學來幫助大家認識

倫敦這座城市。綜合上述可推知，福爾摩斯特展乃是結合了文學、影視與城市歷史

的特殊展覽。 

不僅如此，Werner 與共同籌畫此特展的畫作策展人 Dr. Pat Hardy 皆視福爾摩

斯為倫敦的象徵（an icon of London），是不曾存在但千古流傳、極富盛名的「倫敦

人」。39福爾摩斯的虛擬存在雖然沒有能夠相對應、屬於他的展覽物件，但藉由展

示小說背景或小說出版當時（同樣指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物品，亦能營造福爾摩

斯的特殊時空；而展品或許陳舊，但藉由特展的主題策畫得以讓歷史富有新意、傳

統重組，一如第二章談論文化創意時所提及 Landry 的「真摯的創意」（2005），不

拘泥於既往的展覽主題、人物，館方也「攫住這樣的時機與挑戰，在物品的陳列與

如何賦予其新的觀賞方式上加以琢磨、創新」40，同時促使以城市為背景的代表性

文學作品與城市歷史本身結合，期許福爾摩斯特展成為一值得深入參與的文化創

意活動。 

                                                
37  資料來源： http://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4/may/20/museum-of-london-sherlock-holmes-

exhibition，最後檢索日期：2015/11/09。 
38 資料來源：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london-27487080，最後檢索日期：

2015/11/09。 
39  資料來源： http://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4/may/20/museum-of-london-sherlock-holmes-

exhibition，最後檢索時間：2015/11/09。 
40 資料來源：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london-27487080，最後檢索時間：2015/11/09。 

 

http://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4/may/20/museum-of-london-sherlock-holmes-exhibition
http://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4/may/20/museum-of-london-sherlock-holmes-exhibition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london-27487080
http://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4/may/20/museum-of-london-sherlock-holmes-exhibition
http://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4/may/20/museum-of-london-sherlock-holmes-exhibition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london-27487080


 

106 

此外，福爾摩斯特展是 2014 年倫敦秋季藝文饗宴中首推的活動之一。為了維

持倫敦「最多遊客造訪城市」的地位，倫敦市長為推銷英國首都所設立的官方行銷

網站「倫敦發展促進署」（London & Partners）與英國中央政府向全球展現英國魅

力的推廣活動「非凡英國」（GREAT Britain campaign）合作推出一支短片，預告 2014

年倫敦秋日藝文季（London’s Autumn Season）的重點活動內容，倫敦博物館的福

爾摩斯特展正是其中一項。基於文化仍是促使觀光客造訪倫敦的最主要力量，倫敦

秋日藝文季短片的引言人英國演員 David Harewoo 深許倫敦這座生氣蓬勃的城市

在數世紀歷史之奠基上，以重新打造的新穎展覽、表演和活動帶給觀光客真正的啟

發與刺激，吸引他們前往倫敦，接受精彩可期的城市文化洗禮。倫敦市長 Boris 

Johnson 也認為該年秋季精彩的展覽、戲劇和表演計畫是吸引大家將倫敦列為旅遊

首要目的地的絕佳理由之一。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總監 Nicholas Penny 博

士更是表示，倫敦該次的秋季活動乃屬世界級，預計前往倫敦的遊客會比往常更多。 

倫敦的秋日藝文季賦予各著名文化機構傳遞倫敦文化歷史的使命，並希冀藉

由他們的創意來活化甚至轉化以往枯燥的歷史，或那些被視為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如古典音樂會、歌劇、芭蕾舞蹈等）的藝文表演，使大眾能與之更為親

近，同時對於倫敦有更深入或不同的瞭解。在藝文季的影片中，當引言人口白描述

「古老的名作皆甦醒」、「所有不論真實或虛擬的象徵都將在這座城市會合」時，再

與影片中的畫面對照，可看出正好是福爾摩斯特展中的倫敦畫作與福爾摩斯相關

用品（見圖五-20），片尾則依序出現每一個重點文化機構在秋季舉辦的活動與地點，

如 SHERLOCK HOLMES at MUSUEM OF LONDON，以達活動宣傳的效果，而這

一點更可說明此特展在藝文季中的推廣定位，以及倫敦相關文化當局對於福爾摩

斯特展的重視─不單是博物館中的不定期特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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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展的懷舊與創新 

福爾摩斯特展開展一個多月前，倫敦博物館即於 YouTube 上發布了一支展覽

宣傳影片，網站上的影片描述說道：「透過博物館新展覽中的早期影片、攝影、畫

作與原始的工藝品，我們得以深入探究福爾摩斯─最偉大的虛構倫敦客─的思想

心智」，點出整個特展的重點與主題，以「福爾摩斯」這個虛擬角色為中心，向外

發散諸多與當時時代背景有關的展覽子題。影片節奏緊湊，短短 41 秒裡以「探索

這座城市」（Discover the City）、「進入他的心智」（Enter the Mind）、「這位科學家」

（the Scientist）、「這位紳士」（the Gentleman）、「這位波西米亞人」（the Bohemian）、

「這位偽裝術大師」（the Master of Disguise）六項描述替福爾摩斯與特展的特色下

註腳。根據主要策展人 Werner 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中所言，福

爾摩斯特展的焦點不在於偵探故事本身或是作者柯南‧道爾，此乃是一場以「角色」

為重點的展覽，雖然以虛擬人物為主題使人忐忑，但他們希望能嘗試讓真實存在的

圖 五-20. 倫敦秋日藝文季短片中宣傳福爾摩斯特展之片段 

資料來源：London's Autumn Season 2014. (Aug. 14, 2014). YouTube. Retrieved Sept. 16, 2015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LN5XqkS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LN5Xqk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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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發生地「倫敦」襯托出福爾摩斯，使之愈趨真實。不時出現在影片中的福爾摩

斯相關物品與倫敦城市剪影（見圖五-21），正是強調偵探與時代、城市關係的重要

元素，同時也說明展覽文本的處理不僅限於文字，社會背景亦是能讓人解讀展覽的

要素之一（Lidchi, 1997）。 

再者，如剪影、色調、畫面選取與轉換、文字安排等影像處理，讓觀賞者眼睛

為之一亮，福爾摩斯過往較為嚴肅的形象似乎有所改變，與二十一世紀更為靠近。

在畫面快速轉換中，我們也宛若偵探般睜大雙眼，欲抓住每一個與福爾摩斯有關的

小細節，好比窺見他的菸斗與針筒、代表福爾摩斯為解碼能手（code-breaker）的跳

舞小人（dancing men）；又或是影片將 HOLMES 拆開，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穿插在

畫面中依序跳出，讓觀賞者─特別是不甚了解福爾摩斯的人─能感受到拼湊線索

（字母）的解謎樂趣。如 Simmel（1991）所言「微小的事物可激起人們的好奇與

興趣」，對於觀看對象的好奇心及興趣被誘發後，接著便是進一步的認識與觀察，

遂進入偵探的世界裡。 

 

福爾摩斯特展的五個展區：福爾摩斯再現（Sherlock Holmes Reinvented）、福

爾摩斯探源（The Genesis of Sherlock Holmes）、福爾摩斯的倫敦（The London of 

Sherlock Holmes）、福爾摩斯的多稜面（The Many Sides of Sherlock Holmes）與福

爾摩斯不朽（The Immortal Sherlock Holmes），乍看之下彼此並無連貫、相關，但

仔細瞭解後會發現它們實皆以福爾摩斯為圓心，延伸出不同程度與面向的展覽內

容，且相互有重疊或是以其他展區為基底。由於開展時間筆者不克前往參觀，故將

圖 五-21. 特展宣傳影片的分鏡 

資料來源：Sherlock Holmes trailer: You saw, but 

did you observe? (Oct. 10, 2014) Museum of 

London. Retrieved Sept. 16, 2015 from 

http://blog.museumoflondon.org.uk/sherlock-

holmes-trailer-saw-observe/  

 

http://blog.museumoflondon.org.uk/sherlock-holmes-trailer-saw-observe/
http://blog.museumoflondon.org.uk/sherlock-holmes-trailer-saw-ob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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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特展官方網站、線上媒體報導提供的資訊與評論以統整出展覽的呈現方式與

內容；再佐以網路上所能蒐集到之部落格紀錄，以中、英文為主，不分國籍，藉此

了解參觀者對於福爾摩斯特展的感想以及特展對於福爾摩斯的解構是否對於其經

典性有所助益。 

展區一：福爾摩斯再現 

這個特展以偵探為主，這位偵探又是大名鼎鼎的福爾摩斯，欲進入他的世界，

當然得符合他「源自於辦案帶給他動腦樂趣的」驚喜之要求。因此，展覽的入口便

設計成一面書牆（圖五-22），參觀者在看展覽之前即得先當起偵探，自行摸索出機

關，找出隱藏在書本後面的門。進入福爾摩斯特展後，第一個展區便給人時空交錯

的超現實感。此特展將福爾摩斯視為不死的存在，大偵探之所以能夠永垂不朽，除

了柯南‧道爾賦予他過人魅力，也要歸功於每個世代重新演繹、改編、翻拍他的故

事，多媒體牆集合歷年來福爾摩斯相關改編作品，播映各個著名福爾摩斯影視作品

（圖五-23），如 1984 年由傑瑞米‧布萊特（Jeremy Brett）主演的《夏洛克‧福爾

摩斯偵探史》，到近年 BBC 康柏拜區版的夏洛克，佐以電影、舞台劇、音樂劇等宣

傳海報，讓福爾摩斯在保有偵探特質之下，富含不同時代對於他的致敬與想像。 

影視作品或其他表演藝術的呈現，讓文字裡的福爾摩斯更為立體。早先插畫家

悉尼．佩吉特（Sidney Paget）即將福爾摩斯「視覺化」，其模樣開始有一定的特徵，

獵鹿帽和菸斗也成為福爾摩斯的正字標記；接著再經由影視媒體重複曝光加以強

化，使書迷、影迷、偵探迷，甚或柯南41迷，有各自一套對於福爾摩斯的想像與認

同。也正是因為時代科技文化日新月異，讓影像漸漸凌駕文字之上，種種影視表演

讓福爾摩斯的聲名更加遠播，遂引起各地、各類型福爾摩斯迷前往倫敦或尋找螢幕

上偵探出現的地方或僅僅待在福爾摩斯住過的城市即足夠，一改從前慕文學作品

                                                
41 柯南（Conan），本名為江戶川柯南，日本偵探漫畫卡通《名偵探柯南》的主角。柯南原本為名叫

工藤新一的高中生，意外目睹黑暗組織地下交易，被下藥縮小為小學一年級時的模樣，情急之下，

從此他化名為江戶川柯南，同時表達對柯南‧道爾以及福爾摩斯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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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者而前往旅遊的觀光方式。特展一開始以多媒體牆抓住參觀者的眼睛，即可說

明影像的力量比起單純文字，能給予現代人更多的明確感與豐富的視覺刺激。 

 

展區二：福爾摩斯探源 

即便影視作品漸受青睞，福爾摩斯起源的探究對偵探迷來說，猶如偵辦一件案

件般抽絲剝繭，很是吸引人，因此特展的第二個展區即把放大鏡置於福爾摩斯的起

源之上，一一回溯大偵探的誕生。第一本小說 A Study in Scarlet（臺灣譯《血字的

研究》或《暗紅色的研究》）的雛型、偵探雜誌連載的初版、之後的短篇集等等（圖

五-24），包括柯南‧道爾當初構思福爾摩斯時的手稿紀錄（圖五-25）皆在這個展區

中展出。倫敦博物館在特展新聞稿中特別指出，柯南‧道爾的三本速記筆記本之中

的一本會在展覽中現身，當中紀錄的不只是福爾摩斯，還有 Sherrinford Holmes 以

及Ormond Sacker兩位福爾摩斯與華生的前身人物。當看到柯南‧道爾的兒子Adrian 

Conan Doyle 在出借相關文件時特地寫的註記：「（那些）我父親發想出福爾摩斯這

圖 五-22. 偽裝成書櫃的特展入口 

資料來源：The Original Book Works at Sherlock 

Holmes Exhibition, Museum of London. Faux Books. 

Retrieved Sept. 20, 2015 from 

http://www.fauxbooks.co.uk/dummy-books-case-

studies/sherlock-holmes-exhibition-museum-of-

london  

圖 五-23. 多媒體牆 

資料來源：Sherlock Holmes 福爾摩斯展 / 

Museum of London 倫敦博物館。 (March, 

2015) Retrieved Sept. 20, 2015 from 

http://justabouthelena.blogspot.tw/2015/03/sher

lock-holmes-museum-of-london.html 

 

http://www.fauxbooks.co.uk/dummy-books-case-studies/sherlock-holmes-exhibition-museum-of-london
http://www.fauxbooks.co.uk/dummy-books-case-studies/sherlock-holmes-exhibition-museum-of-london
http://www.fauxbooks.co.uk/dummy-books-case-studies/sherlock-holmes-exhibition-museum-of-london
http://justabouthelena.blogspot.tw/2015/03/sherlock-holmes-museum-of-london.html
http://justabouthelena.blogspot.tw/2015/03/sherlock-holmes-museum-of-lond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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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字，以及血字的研究的第一幕（的手稿）非常、非常珍貴。43」更能了解那些

手稿不單單呈現了胚胎樣貌的福爾摩斯，也揭示一部作品誕生之不易與彌足珍貴。 

 

由插畫家佩吉特於雜誌《河濱雜誌》所繪的最初的福爾摩斯之原稿也在第二展

區中招喚偵探迷駐足、欣賞與觀察。佩吉特的畫作雖以福爾摩斯為主題，實質上亦

可謂一幅幅藝術創作，如前往參觀的台灣遊客於部落格之紀錄：「Sidney Paget 的原

版插畫稿件，很值得一看。細節與光影還有筆觸都非常的精緻，深色區塊在不同角

度看還會呈現不同的顏色。44」（見圖五-26、圖五-27）另外，若非所謂對福爾摩斯

高度有興趣、會在看小說之外尋找相關資料來使虛構人物更完整化的福爾摩斯迷，

佩吉特賦予福爾摩斯形象一事不會在他的心中激起漣漪，而這正是特展獨特之處，

讓參觀者在展覽中獲得更多福爾摩斯的「小道消息」，以完整虛構的福爾摩斯之真

實存在，讓展覽的主題加倍凸顯。 

                                                
43 資料來源：http://www.museumoflondon.org.uk/corporate/press-media/press-releases/first-ever-lines-

on-sherlock-holmes-among-rarities-assembled-in-the-capital-as-the-museum-of-london-opens-the-

largest-uk-exhibit/，最後檢索時間 2015/11/17。 
44 摘錄自：http://justabouthelena.blogspot.tw/2015/03/sherlock-holmes-museum-of-london.html，最後

檢索時間 2015/11/17。 

圖 五-24. 小說初版 

資料來源：This new Sherlock Holmes exhibition 

will have Cumberbitches salivating. (Oct. 23, 2014) 

The Spectator. Retrieved Sept. 21, 2015 from 

http://blogs.new.spectator.co.uk/2014/10/this-new-

sherlock-holmes-exhibition-will-have-

cumberbitches-salivating/  

圖 五-25.  A Study in Scarlet 的手稿 

Arthur Conan Doyle's original Sherlock Holmes notes 

go on display. (Oct. 16, 2014) Independent. Retrieved 

Sept. 21, 2015 from http://www.independent.co.uk/arts-

entertainment/books/news/arthur-conan-doyles-

original-sherlock-holmes-notes-go-on-display-

9799522.html  

 

http://www.museumoflondon.org.uk/corporate/press-media/press-releases/first-ever-lines-on-sherlock-holmes-among-rarities-assembled-in-the-capital-as-the-museum-of-london-opens-the-largest-uk-exhibit/
http://www.museumoflondon.org.uk/corporate/press-media/press-releases/first-ever-lines-on-sherlock-holmes-among-rarities-assembled-in-the-capital-as-the-museum-of-london-opens-the-largest-uk-exhibit/
http://www.museumoflondon.org.uk/corporate/press-media/press-releases/first-ever-lines-on-sherlock-holmes-among-rarities-assembled-in-the-capital-as-the-museum-of-london-opens-the-largest-uk-exhibit/
http://justabouthelena.blogspot.tw/2015/03/sherlock-holmes-museum-of-london.html
http://blogs.new.spectator.co.uk/2014/10/this-new-sherlock-holmes-exhibition-will-have-cumberbitches-salivating/
http://blogs.new.spectator.co.uk/2014/10/this-new-sherlock-holmes-exhibition-will-have-cumberbitches-salivating/
http://blogs.new.spectator.co.uk/2014/10/this-new-sherlock-holmes-exhibition-will-have-cumberbitches-salivating/
http://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books/news/arthur-conan-doyles-original-sherlock-holmes-notes-go-on-display-9799522.html
http://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books/news/arthur-conan-doyles-original-sherlock-holmes-notes-go-on-display-9799522.html
http://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books/news/arthur-conan-doyles-original-sherlock-holmes-notes-go-on-display-9799522.html
http://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books/news/arthur-conan-doyles-original-sherlock-holmes-notes-go-on-display-9799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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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功捕捉小說中福爾摩斯的神態與特徵、為偵探加上故事裡不曾出現的

獵鹿帽塑造出後世家喻戶曉的偵探裝備，插畫家佩吉特也為三十八歲時的柯南‧道

爾畫了一副畫像（圖五-28），展覽現場還可以看見柯南‧道爾送給佩吉特的禮物—

一個銀製的香菸盒—上面刻著「夏洛克‧福爾摩斯贈 1893」（圖五-29），在在說明

佩吉特既為福爾摩斯視覺化上的始祖，亦與柯南‧道爾有不錯的私交。於此關係下

創造出來的福爾摩斯，更能「說服」讀者，福爾摩斯「確有其人」。 

圖 五-26. 福爾摩斯與華生的插畫 

資料來源：Museum of London. Retrieved Sept. 22, 

2015 from 

http://www.museumoflondon.org.uk/archives/sherlo

ck-holmes/  

圖 五-27. 佩吉特為福爾摩斯小說畫的插圖 

資料來源：A Visit to The Museum of London’s 

Sherlock Holmes Exhibit. (Oct. 22, 2014) The 

Baker Street Babes. Retrieved Sept. 22, 2015 from 

http://bakerstreetbabes.com/a-visit-to-the-

museum-of-londons-sherlock-holmes-exhibit/  

圖 五-28. 佩吉特所繪的柯南‧道爾畫像 

資料來源：Sherlock Holmes: Museum of London 

Exhibition. The Telegraph. Retrieved Oct. 01, 2015 

from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culturepicturega

lleries/11161985/Sherlock-Holmes-Museum-of-

London-Exhibition.html?frame=3072497  

圖 五-29. 柯南‧道爾送給佩吉特的香菸盒 

資料來源： Sherlock Holmes Artwork & 

Rarities: The Museum of London 2014 

Exhibition. (Oct. 18, 2014) The Best of Sherlock 

Holmes. Retrieved Sept. 23, 2015 from 

http://www.bestofsherlock.com/ref/museum-

london-2014-art.htm  

 

http://www.museumoflondon.org.uk/archives/sherlock-holmes/
http://www.museumoflondon.org.uk/archives/sherlock-holmes/
http://bakerstreetbabes.com/a-visit-to-the-museum-of-londons-sherlock-holmes-exhibit/
http://bakerstreetbabes.com/a-visit-to-the-museum-of-londons-sherlock-holmes-exhibit/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culturepicturegalleries/11161985/Sherlock-Holmes-Museum-of-London-Exhibition.html?frame=3072497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culturepicturegalleries/11161985/Sherlock-Holmes-Museum-of-London-Exhibition.html?frame=3072497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culturepicturegalleries/11161985/Sherlock-Holmes-Museum-of-London-Exhibition.html?frame=3072497
http://www.bestofsherlock.com/ref/museum-london-2014-art.htm
http://www.bestofsherlock.com/ref/museum-london-2014-a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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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三：福爾摩斯的倫敦 

    一提到福爾摩斯，他們一同居住的城市倫敦不僅是偵探故事的背景，更在許多

方面因為柯南‧道爾的描述成為主角之一。福爾摩斯與倫敦間的鏈結，亦是倫敦博

物館決議開設此特展的原因之一。畫作策展人 Pat Hardy（2014）曾說：「福爾摩斯

是這座城市可見又不可見的存在…他有助於倫敦成為現在的樣子。45」因此福爾摩

斯的倫敦便在第三展區中，以畫作、舊照片、地圖、明信片以及其他歷史圖件（圖

五-30、圖五-31）一一呈現在參觀者面前，給予大眾十九世紀末倫敦的完整樣貌，

其中當然少不了福爾摩斯辦案時出沒的重要倫敦地景。煙霧迷漫、街上行人熙來攘

往、先進的交通運輸系統、眾多著名的地標等等，皆是成就倫敦這座偉大都市的特

色。這一展區展出博物館本身的蒐藏以及從其他博物館、畫廊商借來與倫敦有關的

畫作、照片等，提供視覺上關於維多利亞時代大都會的饗宴，以期讓參觀者對於當

時的倫敦，或者說「福爾摩斯的倫敦」有更深刻的認識與了解。 

 

                                                
45 摘錄自：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london-27487080，最後檢索時間 2015/11/17。  

圖 五-31. 十九世紀倫敦圖像資料 

資料來源：The endless fascination with Sherlock 

Holmes at the Museum of London. (Oct. 16, 2014) 

IanVisits. Retrieved Sept. 23, 2015 from 

http://www.ianvisits.co.uk/blog/2014/10/16/the-

endless-fascination-with-sherlock-holmes-at-the-

museum-of-london/  

圖 五-30. 十九世紀倫敦介紹 

資料來源：Label? What? (Mar. 29, 2015) The 

Uncataloged Museum. Retrieved Sept, 23, 2015 

from 

http://uncatalogedmuseum.blogspot.tw/2015_03

_01_archive.html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london-27487080
http://www.ianvisits.co.uk/blog/2014/10/16/the-endless-fascination-with-sherlock-holmes-at-the-museum-of-london/
http://www.ianvisits.co.uk/blog/2014/10/16/the-endless-fascination-with-sherlock-holmes-at-the-museum-of-london/
http://www.ianvisits.co.uk/blog/2014/10/16/the-endless-fascination-with-sherlock-holmes-at-the-museum-of-london/
http://uncatalogedmuseum.blogspot.tw/2015_03_01_archive.html
http://uncatalogedmuseum.blogspot.tw/2015_03_01_arch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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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畫作出自當時的藝術家，如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內（Claude Monet）、英

國城市風景畫家約翰‧阿肯生‧格林沙46（John Atkinson Grimshaw）、油畫大師約

翰‧麥克維卡‧安德森47（John MacVicar Anderson）、風景畫家斯賓賽‧弗雷德里

克·戈爾48（Spencer Frederick Gore），倫敦的新、舊萬種風情促使他們的畫筆分別

彩繪出十九世紀的查令十字橋（Charing Cross Bridge）、北倫敦最高地 Hampstead 

Hill、西敏寺及國會大廈、優斯頓車站（Euston Station）等倫敦景色（見圖五-32、

圖五-33）。不論是從河上眺望、從高處俯瞰、走在大街小巷裡，一幅幅的畫將參觀

者拉至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大都會倫敦，告訴大家福爾摩斯探案遊走的街道

巷弄是怎麼樣的面貌。倫敦博物館善用主題人物與歷史的結合，由福爾摩斯引出倫

敦的過去，再透過藝術家對於倫敦不同景象的捕捉和詮釋，讓參觀者能一窺倫敦當

時的風貌；正因為有福爾摩斯為引子，那些作品被賦予了新的意義與重要性，已經

不純然為十九世紀不同畫派對於倫敦的描繪，而是代表著福爾摩斯住過的城市之

紀錄，欣賞畫作之餘，彷彿能想像大偵探在某個街角細心蒐證，或在哪個街區與線

民交換情報。雖然福爾摩斯的倫敦僅存在於大眾的想像中，但是經由這個展覽的呈

現，讓這座當時深深影響偵探與故事情節發展的城市，得以出現在眾人面前，並且

使參觀者對於背景—無論是虛擬的故事背景或是如柯南‧道爾將真實城市當作小

說背景—如何給予作家的靈感與創意，有更深入的了解與認同。49 

 

                                                
46 約翰‧阿肯生‧格林沙（1836-1893），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畫家，以夜晚街景畫見長，知名作品有

Golden Autumn、Broomielaw, Glasgow，以及福爾摩斯特展中展出的 Hampstead Hill, looking down 

Heath Street。 
47 約翰‧麥克維卡‧安德森（1835-1915），英國蘇格蘭建築師，年輕時由格拉斯哥到倫敦深造建築

技術，始開始記錄倫敦景色。作品中流露出對於城市都會發展的敬畏，紀錄倫敦後工業時代的城市

變遷，關於倫敦的知名作品有 A London Panorama: a view of Somerset House, Saint Paul's and the 

Waterloo Bridge、Westminster Bridge, Houses of Parliament and Westminster Abbey, London seen from 

the river，後者於特展出可見，並倫敦博物館館藏。 
48 斯賓賽‧弗雷德里克·戈爾（1878-1914），為英國後印象派畫家組織 Camden Town Group 的一員，

嘗試用鮮艷活力的色調、簡化的形狀、遮罩繪畫等技巧來描繪所見之物。戈爾的 Nearing Euston 

Station 即展現了他欲轉變的繪畫方式與風格。 
49 摘錄自：http://scskillman.com/2014/12/15/opening-up-the-genius-of-sir-arthur-conan-doyle-evocative-

and-imaginative-sherlock-holmes-exhibition-at-the-museum-of-london/，最後檢索時間：2015/11/21。 

 

http://scskillman.com/2014/12/15/opening-up-the-genius-of-sir-arthur-conan-doyle-evocative-and-imaginative-sherlock-holmes-exhibition-at-the-museum-of-london/
http://scskillman.com/2014/12/15/opening-up-the-genius-of-sir-arthur-conan-doyle-evocative-and-imaginative-sherlock-holmes-exhibition-at-the-museum-of-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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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展區中最讓人驚豔的，便是將書中描述福爾摩斯和華生為了查案在倫

敦奔走的三條路線在倫敦古地圖上一一用毛線標示出來，並在每張地圖下搭配攝

影機帶領參觀者一起跟著他們在現代倫敦辦案（圖五-34），運用多媒體科技來展現

偵探探網之龐大，讓參觀者如親臨現場。如此講究細節、今昔對照、實際田野調查

的展覽方式，體現了福爾摩斯實事求是的考究精神，也將參觀者「帶進」福爾摩斯

的倫敦，而不僅僅是欣賞單純的照片錦集，給與福爾摩斯迷一種「溫故知新，在眼

前影像的帶領下印證了福爾摩斯的足跡」50的臨場感。同時也讓福爾摩斯再一次跨

越時空來到現代，由新興科技讓十九世紀的偵探活過來，現代與以前、虛擬與真實，

十九世紀的故事藉由這樣的空間展示得以跟當代的影視作品結合，並且毫不相悖，

反有和諧統一之感，宛若看到一個人物或城市的演變史。 

                                                
50 摘錄自：http://swaniyip.blogspot.tw/2015/03/blog-post.html，最後檢索時間：2015/11/18。 

圖 五-32. 十九世紀畫家筆下的倫敦 

資料來源：Exhibition Review : Sherlock Holmes, 

The Man Who Never Lived and Will Never Die at the 

Museum of London. (Oct. 16, 2015) London Visitors. 

Retrieved Sept. 28, 2015 from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

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

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

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圖 五-33. Westminster Bridge, Houses of 

Parliament and Westminster Abbey seen from the 

River, 1872 by John Anderson.  

資料來源：alh1’s Flickr. (Feb. 7, 2015) Retrieved 

Sept. 28, 2015 from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llan_harris/1651584

9021 

 

http://swaniyip.blogspot.tw/2015/03/blog-post.html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llan_harris/16515849021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llan_harris/1651584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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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四：福爾摩斯的多稜面 

穿越象徵貝克街 221B 的門（圖五-36），「走過這扇門後，偵探就不再只是鮮活

於紙上的故事，這扇門帶著觀眾走進一個 Sherlock Holmes 活過來的現實」51，此

以「福爾摩斯的多稜面」為題的第四個展區，探析了福爾摩斯這個「人」的各個面

相。福爾摩斯是擁有智囊腦袋的法醫專家、是藏有波西米亞不羈靈魂的端莊英國人、

是小提琴、劍術、搏擊也是偽裝高手，精通科學又嗜嗎啡，而本身是個似真若假的

矛盾存在，又在不同影像媒介上有各式各樣的化身，在此展區中倫敦博物館善用自

身館藏，針對小說中福爾摩斯的特質、習慣等，將館內其他博物館無可匹敵的維多

利亞、愛德華時代蒐藏品重新組織排列，尋出各個福爾摩斯面向相關的實物、道具、

                                                
51 摘錄自：http://justabouthelena.blogspot.tw/2015/03/sherlock-holmes-museum-of-london.html，最後

檢索時間：2015/11/18。 

圖 五-34. 古地圖與科技的結合 

資料來源：Exhibition Review : Sherlock Holmes, 

The Man Who Never Lived and Will Never Die at 

the Museum of London. (Oct. 16, 2015) London 

Visitors. Retrieved Sept. 28, 2015 from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

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

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

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圖 五-35. 以毛線繪製出福爾摩斯的探案路線 

資料來源：Londontopia Exclusive: Laura Porter 

Explores the New Sherlock Holmes Exhibition at 

the Museum of London “The man who lived and 

will never die”. (Oct. 17, 2015) Londontopia. 

Retrieved Sept. 28, 2015 from 

http://londontopia.net/culture/museums/londontop

ia-exclusive-laura-porter-explores-new-sherlock-

holmes-exhibition-museum-london-man-lived-

will-never-die/  

 

http://justabouthelena.blogspot.tw/2015/03/sherlock-holmes-museum-of-london.html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londontopia.net/culture/museums/londontopia-exclusive-laura-porter-explores-new-sherlock-holmes-exhibition-museum-london-man-lived-will-never-die/
http://londontopia.net/culture/museums/londontopia-exclusive-laura-porter-explores-new-sherlock-holmes-exhibition-museum-london-man-lived-will-never-die/
http://londontopia.net/culture/museums/londontopia-exclusive-laura-porter-explores-new-sherlock-holmes-exhibition-museum-london-man-lived-will-never-die/
http://londontopia.net/culture/museums/londontopia-exclusive-laura-porter-explores-new-sherlock-holmes-exhibition-museum-london-man-lived-will-never-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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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服，策劃一個好似名人回顧史的主題性展中展，讓參觀者、福爾摩斯迷，能夠從

每件尋常的用品中推演出屬於福爾摩斯的鏈結（The Museum of London, 2014）。 

為了要解構福爾摩斯的心智、還原他的推理細節，策展人員在展示物的挑選時，

大量查閱福爾摩斯小說，仔細推敲他所描述每一個物件的特徵（如圖五-37），並讓

福爾摩斯帶領展覽的走向（Long, 2014）。於此，福爾摩斯迷才得以在這個展區中看

見偵探的科學、法醫研究器具、記錄犯罪的資料冊、各個案件中的關鍵證物，或是

他慣用的菸斗、放大鏡、小提琴、晨袍，以及不同影視作品中的服裝與配件。而在

與影視公司商調來的戲服之中，就屬 BBC 影集裡 Sherlock 穿的大衣和圍巾最令福

爾摩斯迷為之瘋狂，這也正是特展宣傳主打的項目之一，鎖定影視作品掀起的新福

爾摩斯熱，展出目前最令大眾為之瘋狂的 Sherlock 在劇中之服裝，讓不少女性影

迷慕名前往，間接說明了影視作品加諸在福爾摩斯身上的經典性與明星特質。 

 

 

圖 五-36. 象徵貝克街 221B 的門及福爾摩斯
的裝備 

資料來源：Exhibition Review : Sherlock Holmes, 

The Man Who Never Lived and Will Never Die at 

the Museum of London. (Oct. 16, 2015) London 

Visitors. Retrieved Sept. 28, 2015 from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

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

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

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

2015/ 

圖 五-37. 仿偵探探案方式解析鞋子 

資料來源：Label? What? (Mar. 29, 2015) The 

Uncataloged Museum. Retrieved Sept, 23, 2015 

from 

http://uncatalogedmuseum.blogspot.tw/2015_0

3_01_archive.html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s://londonvisitors.wordpress.com/2014/10/16/exhibition-review-sherlock-holmes-the-man-who-never-lived-and-will-never-die-at-the-museum-of-london-17-oct-2014-to-12-april-2015/
http://uncatalogedmuseum.blogspot.tw/2015_03_01_archive.html
http://uncatalogedmuseum.blogspot.tw/2015_03_01_arch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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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五：福爾摩斯不朽 

展覽尾聲以柯南‧道爾企圖結束大偵探生命的《最後一案》，以及抵不過輿論

壓力而使偵探復活的《福爾摩斯歸來記》中的〈空屋〉（The Adventure of the Empty 

House）之初版稿件，來總結福爾摩斯永垂不朽，並在出口不遠處撥放萊辛巴赫瀑

布湍急的水聲，搭配展示於一旁、插畫家佩吉特所繪福爾摩斯與宿敵在懸崖邊纏鬥

之圖，不論偵探虛實與否，都不免讓人傷感，為偵探之死不捨。但是，福爾摩斯就

像隻浴火鳳凰，在百年間不斷以各種不同的媒介、詮釋、化身、展演不斷存活於世

人心，如特展名稱所言，福爾摩斯從未存在，卻也未曾逝去。 

三、展廳之外的展示與活動 

福爾摩斯特展的主要策展人 Werner、畫作策展人 Hardy、時尚與裝飾藝術策展

人 Tim Long 皆為倫敦博物館內的策展人，但其呈現出的展覽利用網路資源展開宣

傳與活動籌辦，並且不囿於一般歷史性博物館的陳列與主題，而在現有館藏中搜尋

新的元素，讓創意的活動與展示，以及其他與倫敦歷史有關的教育課程，來使藝術

歷史永流傳（Graham & Cook, 2010）。為了增加更多新興的文化形式或者如遊樂場

般的創意新生，以期吸引更多參觀者（Richards, 2011），如博物館大廳設置了福爾

摩斯的心智迷宮（Mind Maze）（圖五-38）。 

由英國建築公司 Seán & Stephen 與 Neu Architects 共同為福爾摩斯特展推出由

6 個移動式門廳（vestibule）組成的 Mind Maze，係由設計師根據柯南‧道爾自己

列出來的「12 個最喜愛的福爾摩斯故事」52中選取福爾摩斯 6 個故事為核心，參酌

其中的情節安排、道具使用，設計出半透明、帶有流動科技感的貝克街 221B 門廳

互動裝置展覽。每一個門廳上頭都有各個故事包含的隱密符號、晦澀隱喻和藏匿在

細節中的線索，讓參觀者可以盡情觸碰、移動、端詳、解謎，找出自己站在哪一個

                                                
52 資料來源：http://www.sherlock-holmes.co.uk/library/doyle.html，最後檢索日期：2015/11/30。 

 

http://www.sherlock-holmes.co.uk/library/doy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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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代表門廳中。然而，這項互動裝置展覽雖為特展的一部份，和展內的氛圍卻截

然不同。6 個門廳鮮豔的色彩、透光的材質，流露出科技、簡潔、瞬息的現代感，

與展覽中濃厚的十九世紀氣息，形成強烈的對比，不過儘管如此，卻毫不違和，門

廳上的符號一樣代表偵探的觀察功力及探案熱忱，如同 BBC 影集將福爾摩斯帶到

現代，仍有其銳不可檔的魅力，替福爾摩斯百年不衰的經典性再下一註腳。 

 

圖 五-38.  Mind Maze，亦屬於福爾摩斯特展一部份 

資料來源：Bringing Sherlock Holmes Mysteries To Life, One Doorway At A Time (Feb. 20, 2015)  

Co.Design Retrieved Sept. 29, 2015 from http://www.fastcodesign.com/3042637/bringing-sherlock-

holmes-mysteries-to-life-one-doorway-at-a-time#1  

 

http://www.fastcodesign.com/3042637/bringing-sherlock-holmes-mysteries-to-life-one-doorway-at-a-time#1
http://www.fastcodesign.com/3042637/bringing-sherlock-holmes-mysteries-to-life-one-doorway-at-a-ti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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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門廳，倫敦博物館圓弧形的外牆上亮粉紅色的跳舞小人也是集創意與宣

傳於一身的展覽裝置（圖五-39）。來自故事《跳舞人的冒險》（The Adventure of the 

Dancing Men）中的跳舞小人，一躍而上博物館圍牆，在黑夜中熠熠發光，誘使路

人駐足觀看，福爾摩斯迷甚至會試圖拆解跳舞小人組成的含意，欲了解福爾摩斯是

否透過倫敦博物館對他們發出了什麼新的訊息。這個由小說中延伸出來的創意裝

飾，將小說與城市角落（即博物館外牆）結合，讓福爾摩斯從書中走出，來到現代。

在博物館尚未進入建築物裡的圓弧型牆面上，亦有滿面的福爾摩斯小說內容與插

畫。倫敦博物館利用本身空間，將福爾摩斯小說的節錄內容、摘錄佳句、佩吉特所

繪之插畫輸出成大型海報，佈滿整個牆面，讓人如進入故事裡、文字中，被福爾摩

斯環繞（圖五-40）；城市中原本不起眼的空間也被點亮，因為福爾摩斯的到來賦予

其新的面貌，福爾摩斯與倫敦的對話再次由十九世紀延續至今。 

 

 在福爾摩斯特展與相關創意裝置展覽之外，倫敦博物館另推出許多福爾摩斯

活動，如 Sleeping with Sherlock—adult museum sleepover、Who’s the best Holmes? 

Who’s the best Watson?、Sleep With Sherlock Holmes On Valentine's Day、Sherlock 

film night，以及專為小朋友設計的 Young Sherlock Holmes—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with author Andrew Lane。透過博物館過夜活動、寫作工作坊、歷年福爾

圖 五-39. 夜晚的跳舞小人 

資料來源：Sherlock Holmes At The Museum 

Of London. (Oct. 17, 2015) Londonist. 

Retrieved Sept. 29, 2015 from 

http://londonist.com/2014/10/sherlock-holmes-

at-the-museum-of-london  

圖 五-40. 城市中的福爾摩斯海報 

資料來源：Move in Day: From Start to Finish. 

(Dec. 13, 2014) Felix NG. Retrieved Sept. 29, 

2015 from http://felix.ng/move-day-start-finish/  

 

http://londonist.com/2014/10/sherlock-holmes-at-the-museum-of-london
http://londonist.com/2014/10/sherlock-holmes-at-the-museum-of-london
http://felix.ng/move-day-start-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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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影視作品欣賞等等，讓福爾摩斯特展不只是個單一的展覽，還能讓參觀者在看

完展覽後，仍可以感受到福爾摩斯的魅力，發掘他與現代生活的關聯。在特展官方

網站上，亦有名為 The Two Pipe Problem 的偵探互動遊戲，取名自福爾摩斯在《紅

髮會》（The Red-Headed League）中所說：「這是個三支菸斗的難題。53」邀請福爾

摩斯迷與福爾摩斯一起解決「需要抽兩支菸斗幫助思考才能解決」的案件。 

第三節  倫敦其他福爾摩斯相關創意景點與活動 

概括來說，現代的觀光客愈來愈能意識到旅遊時的自主性與創意，他們想要獲

得的往往是那些能夠豐富其生活或旅行經驗的活動，而非被動地跟隨旅行團團進

團出、欣賞一樣的景點，創意觀光便相應而生。根據 Richards 和 Wilson（2006）

所言，在提供創意素材之際，創意觀光（creative tourism）賦予各個觀光客創造自

己經驗敘述的能力。觀光客得以將在旅程中感官所觸及的事物轉化成個人的創意

體驗；或是參與當地發想的創意活動，添加旅行的豐富度。而採用創意以及文化做

為觀光的核心，順勢成為為增加某地知名度、其行銷宣傳的手法之一（Evans, 2007）。

不僅如此，若將討論的範圍擴大到城鎮本身，探究創意城鎮的成功要素，則可以發

現那些城鎮多囊括創意空間的建構與設計、文化創意的展示，以及遊客經驗的品質

（Evans, 2007）。舉凡第四章探討的福爾摩斯步行、視聽導覽，以及本章分析的福

爾摩斯博物館和倫敦博物館的福爾摩斯特展，可以算是一種「文化在倫敦各個空間

裡的呈現」，或者說，是福爾摩斯文化在倫敦的創意展現。 

Evans（2007）曾評論「去參觀貝克街上福爾摩斯的家」這個旅遊活動跟創意

或是當代文創空間並沒有太大的連結，原因之一乃是其虛擬性質與文化無法擴及

到整個城市。然而在爬梳倫敦的福爾摩斯相關活動後，筆者發現福爾摩斯的創意文

化不能單單限於貝克街上。從先前的討論可以得知倫敦在福爾摩斯系列小說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反之，倫敦也因為福爾摩斯有了不一樣的面貌與想像，因此，即便

                                                
53 在《紅髮會》中，福爾摩斯對華生說：「這是個三支菸斗的難題，請你在十五分鐘內不要打擾我

（讓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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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文化屬於小眾，其衍伸出的觀光活動仍試圖將倫敦這座城市含括其中，雖

然範圍還是有一定限制，卻能經由不同的創意方式讓福爾摩斯出現在城市中的不

同角落。 

一、福爾摩斯酒吧（Sherlock Holmes Pub） 

福爾摩斯酒吧位於諾森伯蘭街（Northumberland Street）上，離熱鬧的特拉法

加廣場、皮卡地里圓環不遠，也是多數步行導覽必經之處。福爾摩斯酒吧不是間借

用福爾摩斯之名的酒吧餐廳，酒吧二樓確實有一間還原福爾摩斯與華生起居室的

展示空間，裡頭跟福爾摩斯博物館一樣擺滿了象徵福爾摩斯與其所處時代的物品、

照片、書籍等，這些蒐藏都曾在 1951 年的大不列顛節中展出，而後於 1957 年由原

本就有許多福爾摩斯相關蒐藏的馬里波恩圖書館（Marylebone Public Library）與提

供贊助的艾比銀行商討後，決定將蒐藏品搬至諾森伯蘭街上的一間旅社持續展出，

後來旅社成了福爾摩斯酒吧，並以其內的福爾摩斯相關展品聞名。此處的 221B 起

居室與先前曾提及的瑞士福爾摩斯博物館較為類似，皆僅能隔著玻璃欣賞；儘管如

此，整間餐廳的裝潢都帶有福爾摩斯色彩，他的剪影、剪報、畫像等等，都伴著用

餐者，因此慕名前往酒吧的人不勝枚舉，除了不用特地跑到貝克街即可以一窺大偵

探的家，也能享受如在福爾摩斯家中用餐的特殊氛圍。此外，福爾摩斯餐廳的菜單

亦相當具有巧思，曾飾演福爾摩斯的演員傑瑞米‧布萊特、小勞勃‧道尼、班奈狄

克‧康柏拜區，偵探故事中的主要角色華生醫生、哈德森太太、艾琳·艾德勒、偵

探宿敵莫里亞蒂教授等，甚或柯南‧道爾的名字都出現在菜單上，用餐者可以選擇

來一份 Sherlock’s Own Favourite Sirloin Steak，或是嚐嚐福爾摩斯哥哥 Mycrof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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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sted Lemon & Herb Chicken，即使只是餐廳的噱頭仍然可以讓小說與影迷跨越

想像的邊界，進入偵探的世界中。 

二、BBC Proms: Sherlock Holmes—A Musical Mind 

2015 年夏天前往倫敦的福爾摩斯迷如果剛好喜愛古典音樂，則多了一項在倫

敦絕對不可錯過的一次性活動（one-off event）：BBC Prom 2015—Prom 41: Sherlock 

Holmes—A Musical Mind。2015 年 BBC Proms54推出以福爾摩斯為主題的音樂會，

取名為 A Musical Mind 源自小說中「福爾摩斯拉小提琴、喜歡歌劇，尤以華格納

                                                
54 BBC Proms 在臺灣稱作逍遙音樂節，Proms 一字來自 Promenade，意為「漫步」、「散步」指觀眾

雖然得要一直站著欣賞表演，但可以隨意走動，氣氛輕鬆愉快。BBC Proms 可說是世界上最為盛大

的古典音樂節慶，每年七月中至九月中之間在倫敦皇家亞伯特廳（Royal Albert Hall）舉辦，為期兩

個月，演出節目逾七十場，是倫敦夏季最受歡迎的重頭戲。音樂會以古典音樂為主，大眾熟悉、較

為冷僻、流行的音樂作品都會在 Proms 中出現，符合其讓古典音樂走入大眾生活的目的。 

圖 五-41. 福爾摩斯酒吧外、內部 

資 料 來 源 ： Sherlock Holmes Pub Official Website. Retrieved Sept. 29, 2015 from  

http://www.sherlockholmes-stjames.co.uk/ 

 

http://www.sherlockholmes-stjame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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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agner）為甚」這般對古典音樂的愛好，表達大偵探亦有一個含有音樂

文化底蘊的心。歷時二個小時多的音樂會，揀選歷年福爾摩斯影視作品中的配樂，

作為音樂會的主軸，無論是 1970 年的電影 The Private Life of Sherlock Holmes（臺

灣譯作《福爾摩斯私生活》）、1984 年傑瑞米‧布萊特的福爾摩斯影集、近年來廣

受歡迎的華納電影和 BBC 影集之配樂，甚或小說中曾提及福爾摩斯所喜愛、曾拉

奏過的小提琴古典樂都在這場音樂會中一一流瀉而出；BBC 影集的製作人兼演員

Mark Gatiss 更在樂團的伴奏下朗誦小說摘錄片段，將文字與音樂結合，福爾摩斯

亦在古典樂與現代影視作品配樂中，透過音符的串聯再現於大眾面前（圖五-42）。 

 儘管一些樂評與報導55評論這場音樂會的定位不明、主體性有待確認、古典流

行交雜的比例失衡…但從觀光的角度而言，這場以福爾摩斯為主的音樂會在構思

上仍是一項具有創意的活動。萃取福爾摩斯小說中與一般偵探故事不同的地方—

福爾摩斯對古典音樂的喜好—完成一場看似異想天開、卻又能引人入勝的表演。不

若其他以影視作品為主題的音樂會，福爾摩斯 Proms 不單單呈現一部典影或影集

中的配樂，而是如前面所提，將歷年福爾摩斯的螢幕化身出現時的樂音，接囊括其

中，更將福爾摩斯對於古典樂的素養無疑表露在音樂會中。對古典樂迷來說，音樂

會中經典與流行之呈現或許不符期待，每個人心中都有其對於 Proms 的想像藍圖；

福爾摩斯迷來說，這是一場福爾摩斯的回顧，在音樂中探索每一時期、每一種詮釋

下誕生的福爾摩斯，或在聆聽所謂「福爾摩斯喜愛歌劇、音樂」的當下，腦中迸出：

「對，這首曲子在書中有提到。」「原來這是福爾摩斯平常在聽的曲子。」進而與

之更為親近，或是對偵探有了新的認識，如一位福爾摩斯迷所記述：「就算是專業

的福爾摩斯迷也能在這場音樂會中發現大偵探新的一面。56」 

再者，BBC Proms 這一音樂藝術節慶本身即有高度的吸引力，是古典音樂迷

                                                
55 資料來源：http://www.telegraph.co.uk/music/classical-music/proms-2015-sherlock-holmes-a-musical-

mind-review/、http://www.radiotimes.com/news/2015-08-17/sherlock-holmes--a-musical-mind-review-a-

prom-suffering-an-identity-crisis，最後檢索時間：2015/11/23。 
56 資料來源：http://scskillman.com/2015/08/17/great-time-at-the-sherlock-holmes-prom/，最後檢索時間：

2015/11/23。 

 

http://www.telegraph.co.uk/music/classical-music/proms-2015-sherlock-holmes-a-musical-mind-review/http:/www.radiotimes.com/news/2015-08-17/sherlock-holmes--a-musical-mind-review-a-prom-suffering-an-identity-crisis
http://www.telegraph.co.uk/music/classical-music/proms-2015-sherlock-holmes-a-musical-mind-review/http:/www.radiotimes.com/news/2015-08-17/sherlock-holmes--a-musical-mind-review-a-prom-suffering-an-identity-crisis
http://www.telegraph.co.uk/music/classical-music/proms-2015-sherlock-holmes-a-musical-mind-review/http:/www.radiotimes.com/news/2015-08-17/sherlock-holmes--a-musical-mind-review-a-prom-suffering-an-identity-crisis
http://scskillman.com/2015/08/17/great-time-at-the-sherlock-holmes-p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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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聖地，透過跨界的結合，加上福爾摩斯近年非凡人氣，兩者相輔相成，姑且不

論專業度與否，在偵探迷的講究精神中添加古典樂的雋永氣度，吸引的不僅是古典

樂迷，福爾摩斯迷也會心生嚮往，甚至發掘出兩種身分皆有的閱聽者，形成新的福

爾摩斯觀光。 

三、倫敦的發聲雕像（talking statues） 

 一直以來佇立在路旁的雕像突然開口說話，你想他們會說什麼？2014 年夏天

開始，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倫敦和曼徹斯特市裡的 30 多座雕像開始說話，一改

往常無趣、乏人問津的存在。藝術製作公司 Sing London57與英國知名的作家、演

員、喜劇演員合作，為雕像撰寫獨白、錄製配音，給予他們活過來、跟世人說話的

機會。只要在雕像底座看到仿英國遺產標示的藍牌（heritage plaque），便能透過手

機利用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輸入指定網址、掃描 QR

碼，三種方式來聽取雕像的內心話。新科技為舊雕像帶來新生命，Sing London 的

藝術總監 Colette Hiller 表示：「這項活動不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所有事情都是

一瞬間完成，只要一連結上你的手機便會響起，接著你會聽到『福爾摩斯正在線

上…』，獨白就開始了。58」收到來自雕像打的電話，並真的開始娓娓道來，給人無

                                                
57 Sing London (http://www.singlondon.org/)為倫敦一非營利的藝術組織，旨在舉辦各種關注性、參

與度高的活動，試圖讓集體參與這件事變得美妙，讓城市裡的人快樂。  
58 資料來源：http://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14/aug/17/london-statues-find-their-voice，

圖 五-42. The Musical Mind 現場。左圖為 BBC Sherlock 製作人兼演員 Mark Gatiss（左）朗

誦小說片段的畫面 

資料來源：BBC Proms 2015. Retrieved Sept. 30, 2015 from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b065wxfg  

 

http://www.singlondon.org/
http://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14/aug/17/london-statues-find-their-voice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b065wx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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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驚喜，也見證了科技與創意的無遠弗屆（圖五-43、五-44）。 

 

這項名為 Talking Statues Speak Their Minds 的計畫由 Sing London 在倫敦眾多

雕像中挑選出 22 座雕像，歷史或虛幻，人物或動物皆有，並繪製「發聲雕像」（筆

者自譯）地圖（圖五-45），福爾摩斯正是其中一尊開金口的雕像。在新科技的幫助

下，英國小說家Anthony Horowitz59替福爾摩斯寫出心聲，再讓英國演員 Ed Stoppard

替福爾摩斯發聲，寫得恰到好處的劇本加上演員活靈活現的聲音表情，一直以來在

貝克街地鐵站前的大偵探福爾摩斯終於能說出自己長期對於人群的觀察和推理。

                                                
最後檢索時間：2015/11/30。 
59 Anthony Horowitz（1955-）為英國懸疑偵探小說作家，同時也是一名編劇。獲得柯南‧道爾遺產

管理人的批准，曾轉寫過兩部關於福爾摩斯的小說，《絲之屋》（The House of Silk）（2011）與《莫

里亞蒂》（Moriarty）（2014）。 

圖 五-43. Talking Statues 網站首頁 

資料來源：Talking Statues London. Retrieved 

Nov. 22, 2015 from 

http://www.talkingstatueslondon.co.uk/index.php  

圖 五-44. 發聲雕像於手機上的操作畫面 

資料來源：QR Code And NFC Talking Statues. 

(Aug. 19, 2014) 2d code. Retrieved Nov. 19, 2015 

from http://2d-code.co.uk/qr-code-and-nfc-talking-

statues/  

圖 五-45. 發聲雕像地圖 

資料來源：Talking Statues London. 

Retrieved Nov. 22, 2015 from 

http://www.talkingstatueslondon.co.uk/i

mg/london-map.pdf  

 

http://www.talkingstatueslondon.co.uk/index.php
http://2d-code.co.uk/qr-code-and-nfc-talking-statues/
http://2d-code.co.uk/qr-code-and-nfc-talking-statues/
http://www.talkingstatueslondon.co.uk/img/london-map.pdf
http://www.talkingstatueslondon.co.uk/img/london-m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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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福爾摩斯只是「發聲雕像」中的一員，仍舊可以將此項將文化與科技結合的創

意活動視為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中的一環，乃是基於現今的影視作品可說是觀光客

在倫敦進行相關觀光行為的誘因之一；並且，在偵探本人之外，也可以聽到柯南‧

道爾的聲音，聽他講述…….。藉由城市間的創意氛圍，讓當地民眾與觀光客在極

具新意、寓教於樂的活動之下，能對於倫敦的歷史及文化底蘊有更多的認識。 

第四節  觀光客的福爾摩斯博物館體驗 

筆者在 2014 年暑假前往福爾摩斯博物館參觀時，隨機挑選了 10 組來自不同

國家的觀光客進行簡短訪談，以了解他們參觀博物館的理由動機、參觀前後之感受，

以及在紀念品內的消費行為等。另外，由於訪問取樣的人數較少，筆者進一步整理

網路上關於福爾摩斯博物館的部落格旅遊紀錄，鎖定臺灣觀光客，從他們在返國後

於部落格上的旅遊記錄內容來析論臺灣觀光客對於英國偵探故事、電影影集的接

觸程度，以及他們在倫敦的福爾摩斯旅遊實踐。博物館前的訪談聚焦於瞭解觀光客

對於博物館整體感受的立即性回應；旅遊部落格分析旨在探究其旅遊紀錄、他們至

福爾摩斯博物館以及自行安排景點朝聖路線的旅遊動機、行程規劃、心得感想、凝

視對象等觀光行為，討論觀光客的影視觀光行為展演，並聚焦於「偵探」與影視作

品對於他們觀光活動的影響，以下分兩部分探討之。 

1. 福爾摩斯博物館前的訪問 

筆者幸運在福爾摩斯博物館前找到 10 組願意進行五至十分鐘簡單訪問的觀光

客，即使其中不乏趕時間的人，但也能藉此機會瞭解他們在倫敦的行程安排，以及

福爾摩斯博物館在其倫敦行程中的地位或重要性。 

訪談進行的地點在福爾摩斯博物館前，博物館前的觀光客大致上可分為三類

型：等待入場的、逛完紀念品店出來的、純粹路過的。「先訪問等待入場的觀光客，

等他們出來再訪問一次」是較為理想、能夠深入捕捉參觀前後感想的方式，但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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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控管及人員掌握，筆者起初僅在紀念品店門口外隨機選取受訪者，而後發現這

樣十分容易只遇到「僅去紀念品店」的觀光客，但無論移動至貝克街地鐵站附近，

甚或在整條貝克街上尋找目標，最後整理 10 組受訪者訪談內容得到的結果，不偏

不倚「有進去博物館」與「只去紀念品店」，剛好各一半 5 組 5 組。沒進去的原因

多是「等待時間過久」，僅有一組兩位皆為 17 歲的女生表示「門票太貴」。至於有

參觀博物館的受訪者都至少排了一個半小時的隊才得以進去，除了兩位 20 歲出頭

的女生表示「排隊時間長、門票太貴」不會再去一次外，其餘 4 組都給予中上的評

價。 

10 組隨機取樣的受訪者多來自歐洲各地，其他則有日本、北美洲和中東地區

的觀光客各一組；除了一對中年夫婦外，其餘為獨自或與朋友、家人一同前往的 10

歲至 26 歲的孩童青年。特別的是，參觀博物館的 5 組受訪者皆有看過小說與影視

作品，對於小說與新、舊電影影集間畫面呈現的差異都相當能接受，且可以說出各

自的優點。其中僅有來自克羅埃西亞的中年夫婦自稱是福爾摩斯迷，特別喜歡老電

影，其他參觀者則都為「被電影或影集吸引的影視觀光客」。10 組受訪者大抵都有

在紀念品店消費，購買的商品為貝克街 221B 的門牌、福爾摩斯獵鹿帽、徽章、磁

鐵、馬克杯、T-shirt、筆以及明信片，其中門牌、獵鹿帽和印有福爾摩斯圖案的衣

服是福爾摩斯博物館的獨家商品，受訪者表示雖然價錢偏高但別的地方買不到，因

此是值得拿來回憶此行的紀念品。福爾摩斯系列小說也搭上影集的熱潮，以影集明

星為封面再版重新推出。筆者觀察到年輕人較少會去買書，而在 10 組受訪者中，

只有身為福爾摩斯小說迷的中年夫婦買了小說打算回去給兒女閱讀。 

2. 文字紀錄下的博物館 

 旅遊返國之後的沉澱與回想，比起旅遊當下的悸動，雖然沒有臨場的震撼，但

以文字、相片或其他方式記錄下來的旅遊心得，經過細細反覆咀嚼回憶，佐以額外

資料的補助說明，不失為一種讓旅遊體驗更為鮮明與完整的方式，同時也可以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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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旅遊的實踐剖析文字撰寫、圖片選取、文章整體呈現的樣式，找出觀光客對於參

觀目的地的期待與感想，深入明白觀光客的期待及凝視目標跟觀光景點提供的視

角與真實性是否有想像的差異。因此，筆者在 Google 搜尋引擎上鍵入「福爾摩斯

博物館」，選取其中 22 筆文字篇幅較長的文章作為分析對象。 

a. 福爾摩斯知多少 

本是小說主角的福爾摩斯，早已在 1940 年代60初登上螢幕，陸陸續續擄獲各

地偵探迷的心。近年來，他的魅力在小勞勃‧道尼（福爾摩斯電影男主角）以及班

奈狄克‧康柏拜區（福爾摩斯影集男主角）兩位演員賦予大偵探活靈活現的聰敏與

孤傲後大放異彩，吸引更多原本對偵探故事興致缺缺的人，其中以女性居多。22 位

部落客撰寫者中，女性居多，有的表示為小勞勃‧道尼或班奈狄克‧康柏拜區飾演

的福爾摩斯或夏洛克所吸引而前往參觀博物館（M8、M13、M15、M20），可以到

貝克街彷彿能讓他們與心中的偶像更為接近： 

「身為 BBC 迷你影集 Sherlock 的影迷，到了倫敦當然一定要去貝克街 

221B 號。」（M13） 

「在門口我內心相當激動，差點就要擁抱門口的工作人員說：我終於來到

Baker Street 221B 了！！！！！……走上狹窄的樓梯，腦中就浮現福爾摩

斯影集，多希望一個轉身就可以看見 Benedict Cumberbatch！（最好還是

一個 move 就倒在他懷裡—>越想越誇張了我）……裡面也有蠟像重現幾

個著名場景，但我看的是 BBC 影集版的福爾摩斯，所以對於這些場景也

不是很了解，就單純是個 Benedict Cumberbatch 的迷妹這樣。」（M20） 

「…嗯！我想像中的福爾摩斯是小勞勃道尼拉！」（M15） 

在 M13 與 M20 的敘述中，他們對於演員詮釋的夏洛克‧福爾摩斯或演員本身的愛

與迷戀，遠遠大過小說中推理能力過人的偵探，福爾摩斯博物館的場景與氛圍得以

實現她們心中的幻想，實則為受到影視作品吸引前往倫敦朝聖；M15 則是在看到

                                                
60 1939 年起，英國演員 Basil Rathbone 擔當演出福爾摩斯系列電影總計十五部，紅極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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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品的偵探娃娃後，心生感嘆，覺得自己愛的還是演員詮釋的福爾摩斯。不過即

使是所謂迷妹，也有本來就醉心於英國文化，才前往參觀博物館的，像是： 

「其實褔爾摩斯原作我並沒有看很多，而是是受到夏洛克及 RDJ 版影響

才去找來看的，本身又喜歡維多利亞風格的東西，所以還是把 221B 列入

倫敦必遊景點之一囉～」（M8） 

M8 對於電影、影集的熟悉程度大過於小說，但因為自身對英倫風情的嚮往，讓還

原維多利亞時期裝潢的福爾摩斯博物館順理成章成為行程之一，在此點出福爾摩

斯與英倫文化緊密的關係。特殊的符號、象徵、意象，都會是傳遞文化意涵的媒介，

而經由不同媒介，如文字、影像的形塑與行銷，大眾對於其他國家的文化等等，能

有更多元管道之認識（Iwashita, 2006）。 

對於福爾摩斯的書迷來說，福爾摩斯故事裡的場景能夠出現在眼前，對他們來

說猶如美夢成真，福爾摩斯博物館不僅滿足偵探迷，還餵飽了英國迷的眼睛與心靈： 

「這間 Sherlock Holmes Museum 是於 1990 年開幕，不但可以看小說中的

場景，也可以再次觀察許多維多利亞時期的裝飾，對很愛英國文化的我，

滿足至極啊！」（M16） 

有的參觀者對於英國的喜愛便是來自福爾摩斯，並且非常高興福爾摩斯有許多改

編的文學影視作品，使她不再感到孤單： 

「我從小就熱愛福爾摩斯，也愛屋及烏地喜歡上英國 XD 這次可以親眼

見到小說場景重現在眼前，當下的感動真的非筆墨能夠形容。近幾年來，

這位英國大偵探的魅力藉由電影、影集等方式再度席捲全球……身在台

灣的我可以明確感覺到，身邊對他有興趣的人增加了不少，也不會像以前

一樣，常常一講到福爾摩斯，對方就說"呃可是我比較喜歡(ry ……能夠在

偵探誕生百餘年後繼續喜歡他，並享受更多與他相關的影劇與文學作品，

實為我莫大的榮幸。」（M10） 

種種改編影視作品推波助瀾，大偵探藉由不同詮釋重新出現在大家面前，經典不斷

翻新，並且有超越過去的可能性，讓偵探與英國的文化氛圍一起被世界看見。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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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摩斯影視作品將觀光客帶至英國倫敦，一併提供不同觀看倫敦的視角： 

「開場的倫敦市區畫面跟音樂我好喜歡…先看過影集在來倫敦，到了很

多地方你一定會很有熟悉感~而且會喊者對這裡就是....哪一幕……」（M9） 

M9 因為看了 BBC 影集再去倫敦參觀福爾摩斯博物館，影集加深了她對倫敦的印

象。影集開頭的畫面為快速流轉的皮卡地里圓環、倫敦眼等著名景點，因為特殊的

拍攝剪接手法，讓倫敦更加富有現代感。另外，先前已提及 BBC 影集的故事背景

與拍攝場景皆為現今倫敦，閱聽者在畫面上所見的景象，大部分都可以在倫敦中找

到。當前往倫敦旅遊時，便能於一般的地景中找到影集裡的畫面。當然，也要細心

觀察身邊的景物，才不枉福爾摩斯的告誡：「你看見了，但你卻不觀察。」（You see, 

but you do not observe.） 

22 位部落格撰寫者中僅有四位是男性（M3、M4、M5、M22），男性對於演員

並沒有多大的熱愛，即使推薦福爾摩斯電影，也不會出現瘋狂追星的文字敘述，除

此之外，在福爾摩斯、博物館的歷史，或是小說、電影、影集之間的對照上，跟部

分女性一樣有考究的精神（M2、M13、M15、M16、M17、M18、M21），在部落格

介紹福爾摩斯的起源、博物館地址的爭議等等，也會拿獵鹿帽、菸斗跟門口的警察

合照，或是在偵探的起居室中假裝沉思，所謂偵探感—戴獵鹿帽和叼煙斗—在性別

之間並無差異。 

b. 博物館的真實性體驗 

哈利波特的魔法觀光，帶領參觀者進入真實的虛擬想像世界，電影中描述的地

方不是現實中存在的地方，這兩者同時存在於哈利波特觀光中，觀光客在實際存在

之處可以藉由當場的展演，將虛擬與真實串聯起來，「使虛擬的情節變身成為一個

真實的感官體驗」（駱彥伶，2014）。貝克街 221B 和福爾摩斯雖然是虛構的，但因

為故事的時代背景與發生地點皆有所得以指涉，虛擬與真實間的界線，很容易消失

在博物館精心配置的裝潢裡，孰真孰假已難以辨別，許多參觀者亦有同感，如下面

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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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我脫離了現實、脫離了二十一世紀初的倫敦，來到 1890 年代……

真實及虛幻間的界線，也越來越模糊。」（M4） 

「一走進樓梯間，瞧見門旁牆壁上的壁鉤掛著華生醫生常戴的帽子，已開

始讓人感受到小說裏描述的景物。」（M3） 

「餐桌上的蠟燭和壁爐的火都點著，像是福爾摩斯和華生也在這個屋子

裡似的。」（M10） 

「…仿舊的程度，讓我還真的覺得這房子真的曾被他們住過呢~……若不

說福爾摩斯是杜撰人物，我真的覺得這是他的“故居遺址”~」（M11） 

「走進去 221b，真的好像走進小說故事裡，看到福爾摩斯跟華生在客廳

討論案情，看到一排排的書、凌亂的房間擺設，就像它們才剛離開。」（M12） 

推開貝克街 221B 的大門，時光彷彿立刻倒轉，將參觀者帶到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的

時代。從上面的部落格摘錄可以窺得，福爾摩斯博物館成功將十九世紀末的居家擺

設風格如實還原在眾人面前，並且利用符合那時代的許多用具、挑出福爾摩斯小說

中提及的物品、正在燃燒的火、東西非中規中矩的布置，再加上每一個細節的仿舊

處理，讓參觀者信以為真自己真的進入福爾摩斯的家，忘記福爾摩斯根本不是真實

存在的人，博物館的真實性在此時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處在一個精心佈置的時

間、空間中，被逼真的擺設騙了也心甘情願。其中有參觀者提到： 

「福爾摩斯用過的馬桶耶...（又被騙了...XDXD）」（M7） 

「雖然，福爾摩斯這個人根本是虛構的...所以當然這些道具也都是擺擺樣

子而已，但是看到還是會覺得"啊...!! 這就是福爾摩斯的道具啊...XD"」

（M9） 

也有參觀者的字裡行間無形中透漏本身對於虛實的難以區別： 

「倫敦貝克街 221b 號，是全英國最有名的地址，裡頭住著一個虛擬的

人。」（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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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名的地址，住著虛擬的人」，虛擬的人住那裡，虛擬的人應該不會有住的行

為產生的，由此可推知福爾摩斯是真是假一事，儼然透過小說建構、影視作品重塑

之再三強調，讓人在無意中信以為真卻渾然不知。再者，對台灣觀光客，甚至英國

以外的民眾來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種種多是書中或電影影集裡才可窺知一二，

那時的時代氛圍、文化風格等，變成一種英國代表性的想像。若是將英國不同時期

的住家裝潢並排列出，除非是相關領域的專家，否則一般人應該無法立即辨別出其

中差異。但是，福爾摩斯跟維多利亞時代幾乎畫上等號，知道福爾摩斯彷彿就知道

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裝潢、人物的衣著該是如何： 

「博物館外觀，典型的維多利亞式建築在倫敦滿常見的。夏洛克的房子也

是跟這個一模一樣。」（M8） 

「幾乎是只有一個人可以通過的大小，隨即門立即被關了上去，內部呈現

是維多利亞時期的裝潢，建材跟現在完全不同，踩著印花地毯雖然是新的

但是腳底下老舊木頭地板所發出的吱吱聲響，讓我真的相信博物館的年

紀!」（M9） 

「店員都會穿著維多利亞時期的服裝，也就是福爾摩斯那個年代的衣服，

虛擬的人物活在真實的世界，一切相關的裝潢設計都得講究。」（M15） 

或所謂英國人的家是怎麼樣的： 

「裡面的擺設裝潢都是英國人住家的風格，我最喜歡這個放書桌的角落，

古樸的書桌倚著窗，窗外還看得見美麗的房舍屋頂，灑進來的陽光，剛好

落在書本上，多美！」（M20） 

誠如 M9 所寫，正因為博物館內裝潢呈現的維多利亞時代風格，完整復古的再現使

博物館更有力量去「說服」大眾「這是福爾摩斯那個年代的建築」，同時在館內感

受到英國住家的樣貌，讓一般居住旅館的觀光客彷彿有了走入當地住家的機會，宛

若走入學者口中所謂的「後台」，得以一窺尋常人家的生活。 

c. 紀念品店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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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討論到福爾摩斯博物館紀念品店之琳瑯滿目讓人流連忘返，恨不得能

把所有福爾摩斯周邊商品都帶回家。紀念品店內的裝潢亦相當具有巧思： 

「店內的裝潢非常有氣氛、華麗的水晶吊燈、溫馨的燭台、梁柱間的彩色

壁畫、斑駁頗具歷史感的木製地板……和博物館內部的佈置，有著同一時

期的整體一致協調感，而加了圓拱型玻璃屋頂蓋的設計，似乎有著將傳統

走入現代的延續感，不但沒有突兀的感覺，還讓原本的空間更顯氣度，更

為寬敞、明亮。」（M2） 

如同博物館，紀念品店也帶有濃厚的維多利亞時代氛圍，精心設計的裝潢與擺飾，

明亮寬敞的拱形廳堂，給予入內觀光客舒適的購物環境，看著精巧特殊的商品，也

彷彿在欣賞一件件藝術品，從博物館內古樸的裝飾到紀念品店裡新穎的商品，偵探

福爾摩斯似乎也跟著影集來到現代。 

 然而，面對各式各樣的福爾摩斯創意商品，觀光客還是得惦惦自己的荷包，在

慾望和現實中取得平衡。雖然研究中分析的部落客多為福爾摩斯迷，但如同先前筆

者在博物館前隨機訪談的各國觀光客一樣，倫敦的高物價讓人卻步，支付不甚便宜

的門票已是一筆支出，在 22 個部落格紀錄中，大都數的參觀者認為紀念品店是拍

照（紀念品裡賣的獵鹿帽和菸斗順理成章成為觀光客喬裝成偵探的道具）、參觀的

好地方，因為店內的商品製作別緻、仿古，「就算沒買回家也要拍下來」（M15），

雖然在旅遊紀錄中不少人寫到「是敗家時間啦」（M8）、「來紀念品店 shopping囉！」

（M9），但真正大手筆將偵探相關紀念品帶回家的人實在少數，僅有 6 位參觀者寫

出他們購買的紀念品，多為價格低於 10 鎊的鑰匙圈、明信片、書籤、門牌、磁鐵

以及書，其中有兩位分別買了著偵探服裝的泰迪熊和銀盤擺飾，算是筆者在隨機訪

問以及部落格分析中較為特別的兩項紀念品。由此可推論，福爾摩斯博物館的紀念

品店已展現古典細膩、創意別緻等種種誘人氣息，參觀者得以在此看見更多福爾摩

斯的可能，也能藉由少量的採買或盡情拍照記錄，將參觀體驗的興奮感轉換為與物

品的合照打包回家，用影像留下福爾摩斯的身影。而也如紀念品店的招牌上所寫

Souvenirs, Books, Antiques, and Curios，福爾摩斯紀念品店中的紀念品只是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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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的小說、當時的古董、美術珍品也是紀念品中的重點，於此，紀念品店不

僅是販售產品、賺觀光財的場所，亦是將古典與現代、傳統與創意同聚一堂的展示

空間。 

d. 偵探迷還是觀光客？ 

會去參觀福爾摩斯博物館的觀光客，不見得都是偵探迷、福爾摩斯迷或是柯

南‧道爾迷。倫敦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創意底蘊深厚的城市，其景點之多吸引觀

光客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旅遊，福爾摩斯博物館雖排不上是倫敦非去不可的景點

之一，卻也是旅遊書上推薦的主題景點之一，遂讓博物館成為一個「打卡」的地方

（M12）。而影視作品也的的確確提高了福爾摩斯的知名度，一些從小讀《亞森羅

蘋》61的怪盜迷在看了 BBC 的影集後，發現福爾摩斯有趣的一面，便趁在倫敦旅

遊或留學時前往參觀： 

「我是讀亞森羅蘋長大的……看過亞森羅蘋會覺得福爾摩斯好像沒那麼

精采。……一直到看了 BBC 現代版的福爾摩斯影集才覺得福爾摩斯也有

些趣味。」（M14） 

「……小時候我對神探沒有好感，倒是把怪盜（亞森羅蘋）系列書全看完

了。……BBC 的《SHERLOCK》終於把我拉向正義的一方，讓我徹底變

成這個性格古怪卻極富魅力的偵探粉絲。」（M19） 

有趣的是，日本漫畫卡通《名偵探柯南》推出劇場版電影《貝克街的亡靈》後，開

啟了柯南迷對福爾摩斯的認識，到福爾摩斯博物館算是一種跟柯南同在的精神，如

M17 的文章標題「跟著柯南來找神探學破案」以及文章中的描述清楚點出她們之

所以會去福爾摩斯博物館，是要追隨柯南的偶像學習之路： 

「與其說我們是福爾摩斯迷，還不如說我們是日本偵探卡通的柯南

迷。……但是福爾摩斯是柯南的偶像啊，而柯南又是我們的偶像。所以來

到倫敦，是一定要循著『貝克街的亡靈』這齣長篇卡通電影，來拜訪福爾

                                                
61 亞森‧羅蘋是法國作家莫理斯·盧布朗筆下的一個俠盜。《亞森羅蘋》為犯罪推理小說。 

 



 

136 

摩斯博物館。」（M17） 

雖然柯南系列卡通漫畫並非以福爾摩斯為主角，但是由於他名字的來源、對大偵探

的崇敬在其故事中表露無遺，便讓喜愛柯南的人愛屋及烏，跟著對福爾摩斯產生興

趣，可以算是一種間接的影視觀光。 

 即使參觀者各自有前往福爾摩斯博物館的動機，對於其打造出來的虛實場景，

卻有類似的看法，認為博物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對福爾摩斯迷—不論是小說迷還

是影視迷—都是非常值得朝聖的地方： 

「這博物館其實非常迷你，但因為我對它有愛，所以逛很慢，每個房間都

讓我流連忘返。」（M20） 

「因為這博物館真的很小，排了一個小時的隊，我大概二十分鐘就出來了，

不過覺得還滿值八磅門票的，完全是因為福爾摩斯住的那層樓很有魅力

啊!」（M14） 

「其實門票不貴。雖然整個博物館逛起來佔去的時間不多，但若你是福爾

摩斯迷，絕對會覺得很值得！」（M6） 

也有些參觀者雖然自己本身並非狂熱的偵探迷，但在博物館種的體驗，尤其是能在

維多利亞式的英國居家裝潢裡拍照，或是走入傳聞中大偵探的家、更接近作者一點，

亦是同樣的興奮與值回票價，甚至萌生讀小說的想法： 

「福爾摩斯博物館整體來說有點小，東西不多，門票偏貴，如果沒有看過

小說，沒有著迷書中的細節的話，買票參觀，可能會覺得不值得，可以到

門口去拍照 and 紀念品採購，不過對於福爾摩斯的書迷來說，只要可以接

近作者柯南道爾多一點，這是值得的！」（M16） 

「博物館並不大，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逛完。一個人參觀費用 10 英鎊，

值不值得？就看自己怎麼想囉。當然，對真正的福爾摩斯迷惑是偵探迷而

言，這是一個可以朝聖的地方。我們雖然只是偵探卡通的柯南迷，也參觀

得不亦樂乎呢。」（M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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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參觀起來有滿腦子的問號???? 但能來親自走訪小說中的場景還是

讓人很感到很興奮。博物館裡面真的超好拍的愛拍照的人一定要來玩玩

真該找個機會好好拜讀一下小說，才能體會博物館的精髓啊~」（M18） 

「如同哈利波特迷，會追隨劇中場景，或是深入哈利波特樂園盡情玩樂。

推理偵探迷對於最偉大的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博物館，也是非常熱在其

中的。因此排隊近二小時，對於書迷來說，是非常滿 OK 的。」（M22） 

M22 在討論福爾摩斯對於偵探迷的意義時，提到哈利波特迷的影視觀光行為，不

論所前往的地方大小與否、真實與否，值不值得不能建立於到達彼地的成本來衡量，

端賴其對於某個作家或電影製作團隊創造出來的角色是否有愛。而福爾摩斯博物

館雖為虛擬人物的虛擬住所，但正是因為其原本乃是透過文字來建構讀者的想像，

即便和影視作品或自己腦海中的畫面有所出入，卻也都不會影響到所謂的真實性，

如 M13 旅遊紀實中的結論： 

「不管怎樣，貝克街還是貝克街啊！……所有的書迷都想做出自己心目

中的貝克街 221B 號，但是真正的福爾摩斯與貝克街 221B 號存在的地

點還是在書迷充滿想像力的腦海裡，在腦海裡成為不朽。」（M13） 

福爾摩斯此傳奇人物同時也為倫敦添加了一些耐人尋味、探索的面向，因為「 

雖然小說並非真實，但也因為這些故事，讓倫敦，更多了許多故事性~」（M11），

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可以說不僅回復了福爾摩斯的家，也替倫敦的觀光帶來不一

樣的賣點。 

小結 

本章綜覽倫敦內與福爾摩斯有關的創意景點與活動，其中聚焦於熱門的福爾

摩斯博物館以及 2015 年上半年甫結束的福爾摩斯特展。福爾摩斯博物館為一永久

性的展覽空間，以再現福爾摩斯的家為重心，強調其還原小說的擬真，重視參觀者

與物件的互動。福爾摩斯博物館內部空間的展示亦讓因不同動機而前往參觀的書

迷、影迷、觀光客得以在瀰漫十九世紀氛圍的博物館中，跨越時、空的界線，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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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的維多利亞時代居家。從參觀者的旅遊紀錄來看，福爾摩斯博物館雖因為主題

的關係，參觀對象有所侷限，倘若把它當作一般景點來參觀，一樣可以得到特別的

回憶，當然，對福爾摩斯迷來說，福爾摩斯博物館可算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而且

能拜訪貝克街 221B，是再榮幸不過的事。 

倫敦博物館的福爾摩斯特展則是以福爾摩斯這號人物為軸心，將福爾摩斯的

小說本身、相關影視作品，乃至偵探故事所在地「倫敦」當時的模樣，皆囊括在展

覽之中，涵蓋面相較福爾摩斯博物館來得廣，並且在影視作品的展示上著墨較多

（如展示影視作品中的道具），與電影、影集的連結較強。不過，展覽內容在小說

讀者、影視劇迷、純粹博物館參觀者三種類型的人中較無平衡，又或者，因為現今

福爾摩斯已不是單純的小說人物，陸續衍伸的作品、景點、活動皆相互交疊重組再

生，故難以主題之下各個子題的關聯性。而若與現代許多以科技創意為主軸的展覽

比較，倫敦博物館的福爾摩斯特展雖有許多主題活動，但多為純粹欣賞參觀，對於

不同年齡層的參觀者吸引有限，在門廳的心智迷宮以外若能增添更多互動裝置，相

信能讓更多人來認識福爾摩斯或了解倫敦歷史。 

 即使倫敦博物館的福爾摩斯特展、BBC Proms 音樂會與發聲雕像三者的活動

內容不見得與福爾摩斯直接相關，卻因為電影影集帶來的熱潮，讓不同年齡層的人

都可以有機會進入福爾摩斯的世界，更可以間接由音樂、作家演員、科技等跨領域

的嘗試，讓福爾摩斯不僅在書中、在螢幕上，更永續散發他的偵探精神。最後再回

到觀光客對於書中、影視作品中的畫面想像，讓福爾摩斯博物館雖然不是新興景點，

卻能一再吸引眾多福爾摩斯前往參觀，其中的創意蘊藏在紀念品店中，藉由各式各

樣的紀念品，以及與影視作品結合的商品，讓電影、影集迷回味流連再三，影視作

品的誘發力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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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展望 

《福爾摩斯》本是經典偵探系列小說，經過歷年來媒體形塑、影視作品改編，

大偵探一躍而成影視人物，接著帶起影視觀光活動。本研究討論倫敦中大大小小福

爾摩斯相關觀光活動，在既有的文化現象上添加創意元素，誠如 Porter（2012）所

言，在影像的加持下讓世界看到倫敦，將福爾摩斯視為倫敦的觀光大使，並構築福

爾摩斯的倫敦。大抵來說，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的內容在旅遊方式上可分為移動與定

點兩種，這兩種方式可定調為研究的結構分野：第四章依自主性高低分別探討倫敦

裡的福爾摩斯導覽及景點朝聖，是為城市內移動式的觀光；第五章著重倫敦裡福爾

摩斯相關文化創意景點與活動，皆在某一特定地方進行，故為非移動的影視觀光。

而在兩章之內，一併討論影視觀光客在不同觀光方式與活動中的旅遊實踐。 

第一節  總結 

在電影《福爾摩斯》及 BBC 影集 Sherlock 上映前，即有許多翻拍的電影與影

集，《福爾摩斯》由經典小說轉變成經典影視作品，但這些影視作品多半忠於原著、

儘量原汁原味呈現小說中的畫面場景。而本研究討論的影視作品乃是翻新的經典

影視，其結合科技及傳播媒體的力量，造成新的福爾摩斯旋風，也讓影視觀光有了

不同的面貌。除了固有的追尋影視作品中出現的場景，翻新的影視經典例如 BBC 

Sherlock，由於在原著故事線外加入新的劇情，更增添了現代元素、現實街景，讓

影視作品更加貼近影迷，減縮劇中影像、現實地景、影視觀光客的理解想像三者間

的落差。世代間的不同取向也是翻新影視作品的觀光活動的新興課題。新的影視作

品帶來新的閱聽者，接觸大偵探的方式不單單是文字或是帶有十九世紀工業城市

風情的倫敦景色，年輕世代即便不閱讀小說也能夠在翻新的影視作品中領略福爾

摩斯辦案的聰穎與偉大，因此相關影視觀光活動不再只是單純的朝聖與追隨，如福

爾摩斯步行與視聽導覽、福爾摩斯特展、發聲雕像等，都以過往沒有的「科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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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新的福爾摩斯影迷，或是以《福爾摩斯》為主題擴展出不同類型的觀光活動，

如 BBC Proms，讓影視觀光不再侷限於影視作品本身，而是與文化創意活動相結

合，構聯成更為豐富的系列觀光活動。因此可以說本研究中討論的倫敦福爾摩斯文

化創意活動各自獨立，卻都緊扣著福爾摩斯小說與影視作品間的連結，小說乃是基

底，影視為後起的觀光拉力，不同活動提供不同層級的福爾摩斯迷觀光方式，加上

現代觀光客的行動力比過往傳統觀光客來得高，能夠自行規劃親近偶像的行程，讓

福爾摩斯影視觀光有了較為客製化且富含創意的一面。 

基於創意觀光是文化觀光的延伸（Richards, 2011）此概念，福爾摩斯影視觀光

亦可說是創意觀光的一種，以文學作品為底蘊，加上影視作品加添創意的層面，並

在倫敦中以各種景點與活動招徠觀光客。英國貿易與投資（UK Trade and Investment, 

UKTI）（2014）以及創意產業部門諮詢團體也在《英國創意產業：國際策略》報告

書中提到 BBC Sherlock 因其本身的拍攝手法與令人耳目一新的改編故事線，在英

國倫敦觀光旅遊上形成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偵探小說人物在百年後仍受到熱烈的

歡迎；也因為這樣，參與影視觀光的旅客日漸增加，影視作品與觀光結合，讓單純

的觀光旅遊有了主題，旅遊一旦設定了主題，觀光體驗便有了故事性，始能引人入

勝，或進一步改變觀光客對現實的感知與感受（Pine II & Gilmore, 2008: 46; 99-100），

或參加由當地機構籌畫的導覽之旅，或以個人個性化的方式安排旅遊參觀路線、景

點、活動，使自身參與其中，諸如此類的旅行方式能讓觀光客更接近影視作品以及

與之相關的地方地景。創意觀光強調的是給予觀光客創造自己經驗敘述的能力，將

旅程中的經歷轉化為創意體驗，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在傳統影視觀光地景的追尋外

還囊括了以福爾摩斯為主題延伸出來的各類型文化活動，如福爾摩斯特展、BBC 

Proms 以及倫敦街頭的發聲雕像，這些都可說是福爾摩斯觀光中的創意迸發，經由

不同中介或手法來詮釋或再詮釋經典偵探小說或經典的虛擬偵探。 

而倫敦眾多福爾摩斯影視觀光活動中與影視觀光最直接相關的是步行導覽。

倫敦的福爾摩斯導覽提供一個能夠滿足各個種類福爾摩斯迷，讓彼此得以相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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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機會。福爾摩斯雖是小說人物，不斷推陳出新的影視作品不單強化也增添了倫

敦內許多福爾摩斯迷必去的地方，使得福爾摩斯在倫敦的觀光活動中多了針對影

視地景的追尋。不同的影視作品、故事腳本、擔綱演員皆造就影視觀光客各自對於

地方的想像，即便是參加同一種影視導覽活動，都會建立自己一套在城市中與心目

中偵探形象的特殊連結。導覽人員提供的小說、電影、影集相關資訊形塑出多面向

的福爾摩斯，導覽參與者在汲取自己想知道的偵探訊息時，也更認識偵探以及其所

居住的城市倫敦。倫敦在福爾摩斯步行導覽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是倫敦的福爾

摩斯影視觀光在地景的追尋上與其他影視觀光最為不同的地方。倫敦跟福爾摩斯

相關的地景立基在小說之上，柯南‧道爾在撰寫《福爾摩斯》偵探系列小說時即以

當時倫敦為背景，許多地方時至今日仍是城市裡重要的地標建物。是故，不論是在

有導覽人員抑或是音檔內的導覽，都將福爾摩斯與倫敦的過去與現在綁在一起，提

升了導覽的歷史深度，讓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不會是單純對於螢幕中景點之追尋，無

形中寓教於樂。在導覽的協助之下，福爾摩斯小說或影視作品的虛擬想像世界也得

以跟現實景物結合。導覽人員的指點打破了虛實之間的界線，觀光客透過身體實踐

將福爾摩斯的故事用現代的眼光重新述說；想像空間獲得指涉後，又因為觀光客跟

福爾摩斯的相遇（小說、電影或影集）與了解（迷或非迷）因人而異，地景的意義

也會有所不同。 

本研究討論的 Brit Movie Tours 步行導覽在電影上映後開辦，但在景點的挑選

上仍有小說中的經典地景，而在 2010 年 BBC 影集開播後，更是加入了影集裡的

拍攝景點，整趟步行導覽囊括小說、電影、影集，不侷限於特定的文本，能夠吸引

的多元福爾摩斯迷類型。雖然本文中提到的其他福爾摩斯步行導覽有的是以 BBC 

Sherlock 為主，有的僅聚焦電影與影集，各自專屬或是三者共通的景點在導覽人員

的引領下轉譯成福爾摩斯迷的倫敦觀光景點，並非透過官方—英國倫敦觀光機構

或特定某個福爾摩斯影視作品製作公司—建構，沒有所謂攝影棚內的影視場景參

觀，僅是在影視相關導覽（film/movie tours）（Beeton, 2005; Connell, 2012）這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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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任由導覽人員自由發揮，規劃出最能代表福爾摩斯以及他的倫敦的種種地景

追尋路線，同時加深跟福爾摩斯的關係，帶領觀光客親自揪出藏在倫敦街弄裡的福

爾摩斯地景。導覽也為單一的地景提供了表演性，添加了福爾摩斯故事與符號的景

象，比起平凡的街道風景更有值得記憶的地方。再者，各個影視作品裡的演員亦可

以視為導覽人員，經由他們的詮釋演出，福爾摩斯以演員賦予的獨特姿態現身眼前，

倫敦也在跟偵探的互動下產生新的面貌，地景始有故事可以述說。同一故事在不同

影視作品中展演出自己一套對福爾摩斯的演繹，小說的地景在影視作品中各自有

其重要性，如聖巴特醫院在小說及 BBC 影集中的角色便截然不同，前者代表福爾

摩斯與華生的相遇，後者象徵 Sherlock 和 John 的離別。影視觀光強調影像與地景

的建構關聯，而影視作品重新定義、排序了倫敦的福爾摩斯地景，值得探究的是，

不同世代對於福爾摩斯景點的認同可能會因為小說與影視作品間著墨的重點不一

樣而有所差異，不同影視作品的迷也會在針對其在螢幕上所見的景象而在倫敦產

生各自獨特著眼光投射與追尋。 

 若跟同樣有偵探色彩的《007》或其他類型的影視作品導覽如奇幻的《哈利波

特》比起來，不論福爾摩斯的步行導覽或視聽導覽皆包含眾多倫敦歷史資訊，導覽

活動的文案亦會強調倫敦與偵探關聯。筆者認為，因為其故事內容的背景以及作者

對於城市的強調，歷史從附屬品變成主要介紹項目，福爾摩斯導覽的導覽性也從單

純的小說文字或影視影像的真實化，增添了歷史詮釋和闡述。故此，參加福爾摩斯

步行導覽或視聽導覽的觀光客，在跟著導覽找出藏在文字、影像中的地景外，也彷

彿上了一堂倫敦歷史課，在知識的層面上更接近福爾摩斯，不愧對於自詡為聰穎過

人的福爾摩斯迷。如第四章所討論，會參加步行導覽的觀光客對福爾摩斯有興趣或

想看看不一樣的倫敦，這類型的觀光客對應到 Macionis（2004）整理的影視觀光客

類型，屬於一般影視觀光客，即會在旅遊當利從事影視相關活動，但不會強制執行；

然而，福爾摩斯迷與非迷之間的分野即在「想要跟隨大偵探腳步的決心」，臺灣影

集迷自行規劃的朝聖之旅便展現了他們對福爾摩斯，或更精準地說，對 BBC 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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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lock 的熱愛，故稱他們為專門影視觀光客（Macionis, 2004）。此外，研究中發

現，對於 BBC 影集 Sherlock 的熱愛促使影視觀光客踏上朝聖之旅，即使 Sherlock

亦有不少在倫敦以外城鎮拍攝的場景，但倫敦內的地景對影集迷來說都相當重要，

有的地方距離市中心相對遙遠，或沒有明確的地址、需要自己推敲指認，影集迷仍

會費心前往、對照，只為找出螢幕中嚮往的畫面，並當場重現。這類的觀光客雖然

將重點放在尋找影集中的景物，但在回國後撰寫旅遊紀錄時，或多或少會一併搜尋

地景的歷史或現代用途，亦會關注周邊的景點，讓其朝聖之旅更有附加價值，形成

獨特的個人福爾摩斯影視體驗，而非一般大眾走馬看花式的觀光。 

另一個福爾摩斯影視觀光裡的重要觀光方式是參觀福爾摩斯博物館。福爾摩

斯博物館雖以小說為主，但其座落的地點恰是福爾摩斯迷最為知悉、嚮往的地址

「貝克街 221B」，因此不論館內呈現出來的是不是影視作品中的景象，大家的興趣

與想要凝視的慾望已被博物館挑起（Urry, 2007: 22），小說或影視迷早在參觀前對

於該地有強烈的想像與盼望。倫敦福爾摩斯博物館在近年影視作品盛行前即成立，

以再現小說場景為主，除了紀念品店中開始販賣當紅的 BBC 影集 DVD 外，館內

最重要的場景—福爾摩斯與華生的起居室—並沒有針對影視作品做出任何場景上

的變更，即便如此，福爾摩斯博物館仍然吸引許多影迷參觀，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影

視作品在畫面的呈現上除了細究小說中的描述，也會參酌現有的、已設計出的偵探

起居室樣貌，就算故事情節有所改編，仍會在最根本的場景上極力忠實呈現。從部

落格的旅遊紀錄及現場幾位參觀者的訪談中發現，影視觀光客較少去注意福爾摩

斯博物館內的真實性，亦即不會去討論是不是跟影視作品的畫面一樣，因為他們本

來就知道電影或影集的拍攝地點不在福爾摩斯博物館，錯置時空對他們不會造成

任何參觀上的遺憾，反而在博物館內同樣可以找到親臨現場的興奮。 

當影視觀光客進入福爾摩斯博物館時，類似影集迷在特定地景再現劇中人物

動作的模仿行為也自然而然產生。偵探的精神，不論是利用線索指認出場景，或是

不顧旁人眼光逕自做自己（小說福爾摩斯或影集中的 Sherlock 皆有不可一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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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在影視觀光客與影集迷的身上皆可嗅出端倪。親眼看到現場對影視觀光客來

說是最為基本的追「星」方式，一旦在現場親自擬仿偵探種種行徑這種類似儀式的

行為產生，透過具象的標的物，能讓影視觀光客有機會跨越小說和影視作品，進而

連結虛擬與真實，將心中的福爾摩斯敘事與博物館提供的敘事場景結合。而福爾摩

斯博物館從 1990 年開館至今的展示空間，就算沒有「與時俱進」，也由於福爾摩斯

故事本身帶來的時代雋永性，讓各種影視作品紛紛推出，不單單替福爾摩斯帶來新

意與創意，一方面也讓不同世代的讀者／閱聽者都有機會可以接觸福爾摩斯，讓經

典得以永續。 

雖然本研究定調為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但在彙整分析資料、訪談以及部落

格紀錄後發現，小說對於現場觀光客來說，仍是一大觀光推力，而年齡的大小也會

影響對於小說或影視作品的熟悉程度，筆者參與的步行導覽及呈現出中年人對於

小說較為認識，年輕人則偏愛電影或影集，不過也要視環境、教育等方面而定，好

比筆者訪問到的唯一一組步行導覽參與者一個法國家庭，當中身為老師的法國媽

媽秉著自己對福爾摩斯的認識，打算帶學生閱讀《福爾摩斯》，此步行導覽即是探

路及蒐集教學資料的一部份。這樣的作法也是藉由影視作品帶起經典小說閱讀風

潮的一種，讓習慣影象刺激的年輕人可以回過頭來欣賞文字中的福爾摩斯。而筆者

認為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建立在文學觀光上，而現代的觀光活動又以影視觀光為主，

反過來帶動文學朝聖，各種版本的影視作品帶起福爾摩斯熱潮，各有各不同年齡層

的影迷，福爾摩斯再次「復生」，電影、影集的閱聽者始有機會回過頭來閱讀小說，

福爾摩斯的偵探世界結合影視與文字，讓經典偵探小說長久流傳。福爾摩斯博物館

或福爾摩斯步行導覽不論在內容、方式上皆適合全家大小一同參與，因為《福爾摩

斯》本來即是老少咸宜的偵探小說。從筆者博物館前的訪談、步行導覽的觀察、台

灣部落客旅遊紀錄的分析可得知觀光客中有不少小朋友或青少年，或者在言談與

旅遊紀錄中能發現他們小時候就開始讀《福爾摩斯》小說，即便長大了，對於大偵

探精闢敏銳的推理方式仍深深著迷，而後更是因為影視作品一方面喚醒他們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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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摩斯的愛，一方面為其建構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福爾摩斯倫敦，讓福爾摩斯從文

學觀光轉變為影視觀光，一如 Hoppen、Brown 和 Fyall（2014）所言，影視作品讓

文學作品或某個地方重回民眾的懷抱，並且成為旅遊的動機之一，亦可以將福爾摩

斯影視觀光定調為影視觀光下的經典文學觀光。 

倫敦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除了透過導覽或自行在城市中漫步尋找福爾摩斯蹤

跡以及參觀名聞遐邇的福爾摩斯博物館之外，倫敦博物館的福爾摩斯特展和 BBC 

Proms 的音樂會也是近年這股福爾摩斯影視作品熱潮之下的創意產出。福爾摩斯特

展結合福爾摩斯小說、影視作品與背景城市倫敦，呈現一個「一主軸多主題」的展

覽，算是將福爾摩斯做一次全盤性的調查與展示，不管書迷、影迷、歷史迷，各自

有進入福爾摩斯世界的管道。只不過這樣多主題的設定雖然提供參觀者不同欣賞

福爾摩斯和倫敦的視角，卻也容易使展覽失焦，倫敦博物館擅長處理的歷史題材或

是有許多法醫、辦案、推理、小說創作等博物館舉辦的衍伸活動在此特展中亦流於

獨立、與福爾摩斯或是福爾摩斯影視作品較無直接關聯的展出。不過這樣的情形卻

也難以避免，因為福爾摩斯包含的面相日漸增多，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小說人物，舉

凡小說、偵探、城市，都可以跟福爾摩斯有所關連，此乃因為策展人定位此特展為

近幾十年來的福爾摩斯大型回顧展，用文學影視城市意象來包裝，福爾摩斯就像一

位活生生的、曾存於歷史中的人物，若以「歷史人物展」這樣的觀點來檢視特展，

便較能接受多面向的主題、物件與展示方式。 

然而，福爾摩斯特展不是常設展，僅是一期一會的展覽活動，無法評估其長時

間之下影視觀光效益的多寡。一般觀光客在有限的旅遊天數下，多半會選擇去參觀

倫敦的大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泰德現代美術館，或是其它著名

的觀光景點，而不會特地去地理位置相對來說較為偏遠與不熱鬧的倫敦博物館參

觀福爾摩斯特展；反觀福爾摩斯博物館因為位在世界知名的地址貝克街 221B 上，

自然而然成為一熱門景點，並且能夠全年無休（聖誕節除外）迎接各地的觀光客，

沒有所謂展期的限制。當然，福爾摩斯特展與福爾摩斯博物館兩者展示的內容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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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開展覽時間不談，對於大多數的福爾摩斯迷—不論是書迷還是影迷—而言，能走

進福爾摩斯的家或許已經是最為滿足的事情，至於要了解、更進一步認識大偵探到

什麼程度，端賴個人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小說、影視作品或是改編漫畫等等）接

觸福爾摩斯，又其對故事背景掌握多少，不然，福爾摩斯特展中的小說創作細節、

城市風景圖像對他們來說，都是多餘的資訊。 

BBC Prom 2015—Prom 41: Sherlock Holmes—A Musical Mind 此音樂會對福爾

摩斯影視觀光永續發展的助益更為短暫，即使兩個小時中的音樂表現皆從歷年福

爾摩斯影視作品中選出，音樂本身也有一定的魅力，但是音樂性活動對於影視觀光

客而言缺少了視覺上的刺激與連結，並非影視觀光客或影迷的首選之一，反之吸引

的仍舊會是古典音樂迷。話說如此，因為音樂會並無年齡的限制，有樂評指出整場

音樂會幾乎充斥小朋友的嘻鬧聲，古典樂迷或福爾摩斯迷都無法好好靜心聆聽，這

裡反映出先前討論過的福爾摩斯迷年齡層，雖然《福爾摩斯》小說迷（影視作品則

是要看其視聽年齡規範）老少皆有，但不是每個跟福爾摩斯有關的活動都適合各個

年齡層的人參加，如同有些小朋友認為福爾摩斯特展太過無聊，因為沒有互動類的

展設，福爾摩斯的音樂會也不見得適合小朋友，除去「福爾摩斯」這個名稱，實則

是一場集合各個福爾摩斯原聲帶的音樂會罷了。福爾摩斯特展和 BBC Proms 之外，

發聲雕像、福爾摩斯酒吧同樣也是福爾摩斯觀光中的創意一環，唯發聲雕像的活動

不是以福爾摩斯為中心，偵探只是倫敦內眾多雕像的代表，不過這項活動結合科技

與文化創意，也讓城市不同裝置或空間、角落有新的氣象。相較於前述三項活動，

福爾摩斯酒吧在此影視觀光中的角色與福爾摩斯博物館較為類似，餐廳二樓闢有

一個空間再現貝克街 221B 起居室，純粹供人觀賞，而且只要餐廳持續營業，這個

景點就不會結束。再者，福爾摩斯酒吧為大多數步行導覽會去的地方，易達性高，

觀光客也常會在福爾摩斯酒吧消費，算是倫敦內除了福爾摩斯博物館外，另一個常

駐型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景點。 

可惜的是，不論是哪一種福爾摩斯相關的活動，筆者並沒有機會現場訪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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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觀光客，甚至是最主要的研究對象「步行導覽」、「福爾摩斯博物館」等，都僅

能從部落格紀錄、旅遊網站的回應中推敲得知他們是因為影視作品或是小說才喜

歡福爾摩斯。不過，採取「部落格紀錄分析」、「旅遊網站評論」、「田野觀察」雖在

資料上顯得單薄，但文字紀錄多半是沉澱之後的產物，就分析的層面來說，可以看

到更為細緻的心情、見聞描述，減少現場訪談因為倉促導致發言草率或一時語塞的

情形發生。而且願意將寫旅遊紀錄的福爾摩斯迷可推斷他們對所造訪的景點印象

深刻，才會在回國後撰寫文章以茲紀念；那些願意上網評論的觀光客，不論好壞，

都可說是對於這類觀光活動或福爾摩斯本人有所熱愛與期待，也才撥冗寫評論，讚

美導覽及導覽人員，或是給予建言，讓福爾摩斯影視觀光活動能更完善。 

《福爾摩斯》此一系列偵探小說在二十一世紀影視科技蓬勃發展之下，再次展

現其歷久不衰的經典性。經典小說的影像化謂之成功，倫敦相關觀光組織、博物館

也紛紛抓住機會推銷福爾摩斯與倫敦的鏈結，利用城市空間與博物館的蒐藏來活

化偵案十九世紀的身影，再加上現今只要一提到偵探或是菸斗、獵鹿帽、貝克街等

關鍵字，福爾摩斯絕對是最快浮出腦海的人物，即使他從未生，卻因為福爾摩斯博

物館的設立，使偵探迷的想像有了定錨的地方；也由於步行導覽、特展、音樂會等

活動，將福爾摩斯百年來的面貌一再刷新，讓福爾摩斯影視作品帶來的影視觀光創

意可能性在城市、文化、創意共築的景點活動之中沒有設限。 

總的來說，即便礙於各景點、活動較為獨立，且沒有一個統籌的組織，福爾摩

斯影視觀光於倫敦的創意發展上容易流於四散且單薄之狀況，而且一提到福爾摩

斯影視觀光，步行導覽似乎代表了全部，福爾摩斯博物館之參觀彷彿僅是一個偵探

迷、影集迷等朝聖的地點，但是因為影視作品是這些參觀者背後旅遊觀光的動機，

影視觀光乃是「因為看了電影或電視影集等影視媒體中的劇情畫面或場景，而心生

嚮往至當地旅遊」（Smith, 2009），在這樣的定義大傘之下，現代絕大多數跟福爾摩

斯有關的觀光景點活動都能說是影視觀光中的一環，影視觀光中多會著墨討論的

「真實性」、「前台後台」等概念因為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結合科技與各類型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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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而變得不受影像與真實落差的影響。受影像驅使前往旅遊得影視觀光客不再

僅是將重點擺在找出對應影像的真實場景，而是強調自身與影視作品或演員明星

的連結，形成新型態的影視觀光客，並且因為翻新經典的影視作品帶來的新的追星

熱，讓福爾摩斯影視觀光不再是單純的「影視追尋之旅」，而是偵探福爾摩斯或飾

演福爾摩斯的演員「明星化」、「神聖化」展現的一種，因此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的永

續性的評估除了需考量相關觀光活動如步行導覽、文化創意展覽等是否完善規畫

以符合書迷、影迷的期待外，亦可說乃是取決於影視作品受歡迎與否，若影視作品

能持續與倫敦或者其他英國城市有所連結，且劇情不落窠臼繼續吸引閱聽者觀賞，

定能織造出想像虛擬與真實地景交融，同時又富含倫敦文學、歷史、科技、創意深

度的福爾摩斯影視觀光。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將影視觀光置於核心，討論經典偵探小說《福爾摩斯》在影視作品的催

化下如何再次擄獲大眾的心。以討論福爾摩斯影視觀光內的各種觀光景點、活動為

主，然而因其涵蓋內容較廣且散，並且因為時間與經費的限制，筆者未能在倫敦進

行長時間的田野調查，或逐一造訪各的影集中的景點；又，因為福爾摩斯特展、BBC 

Proms，以及發聲雕像三個活動開始的時間皆在筆者返國之後，故無法親自到現場

參與及觀察，僅能大量仰賴文獻報導及觀光客的部落格旅遊紀錄來補足田野的不

足，對於倫敦福爾摩斯影視觀光的剖析因而少了主要的消費者反饋層面以及親自

走訪的深刻體驗，在在皆是本研究的遺憾。 

相反的，在步行導覽方面由於僅從倫敦不同機構中挑選出一個來參加，在景點

挑選、路線安排、導覽體現尚無從加以比較、逐一討論，無法實際得到福爾摩斯步

行導覽更為全面的設定與規劃。至於視聽導覽則是礙於只能在家欣賞投影片，如果

可以親自走一遭，方更能了解電影跟影集間對於小說文本的場景挑選與詮釋有何

異同。若能再進一步了解不同國家、年齡層的觀光客對於福爾摩斯景點的想像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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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動機、其背後對於福爾摩斯的認識，以及倫敦不同機構對於步行、視聽導覽中導

覽場景、路線等之選擇與規劃，相信能完整景點、活動之間的構聯。 

此外，無論《福爾摩斯》小說或是影視作品，受到吸引的書迷、影迷在偵探故

事的想像中與地景的凝視上，是不是有跟其他類型的故事有所差異（例如奇幻小說

的讀者、閱聽者與偵探小說的便有所不同）？或是同一位影視觀光客是否有參與各

式各樣福爾摩斯活動，或單單鎖定其中一項參與，便覺得有與福爾摩斯更為親近？

而這些福爾摩斯追尋者會如何定義自己的觀光／追星行為？不同年齡層的書迷、

影迷或身兼兩種身分的偵探迷又是怎麼樣彼此對話，並不至於讓福爾摩斯影視觀

光產生世代差距？筆者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料尚未能處理上述提問，若後續研究者

能蒐集到更為廣且深的資料，相信定能讓此影視觀光研究更臻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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