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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傷痛轉眼化成往事的年代裡，記住歷史已不是德國人道德義務的全部，傳承

和教育成為了與記憶緊密相關的另一個重要使命。論及德國集體記憶的形塑，不得

不提的現象即是猶太博物館數量的成長與發展。博物館作為遺產觀光吸引物最普遍

的一種形式，其教育功能日益得到重視，能夠開展形式多樣的非正式教育，與學校

的正式教育達到相輔相成之作用。涉及棘手遺產的博物館若想開展富有吸引力卻不

偏離其情感基調與深刻意涵的教育項目，便成了一場頗具意義的挑戰。 

筆者以德國柏林猶太博物館為例，透過文獻的分析和田野調查的觀察訪談等途

徑進行質性研究。在回溯博物館歷史沿革和空間拓展的過程中，發現了上世紀三十

年代由博物館前身的興衰而埋下的那顆責任種子，重點討論它為何在五十年後才破

土重生發展成今日之茁壯模樣。隨後反思以往學者區分黑暗觀光吸引物的方式，並

從供給面的角度分析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複雜性，建構個案所特有的黑暗性格模型。

在明暗有別的基礎之上，筆者引入冷熱交融的概念標示館方採用的各種詮釋手法。

最後討論擁有黑暗性格的博物館如何進行自我定位，運靈活運用各類教育項目滿足

不同觀眾的需求。 

 

關鍵字：德國 黑暗觀光 詮釋 教育項目 柏林猶太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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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trauma becomes the past, remembering the historical guilt is not the only 

moral obligation of Germen people. Inheritance and education are some other continued 

efforts linked with their memory. When it comes to German collective memory, the bloom 

and heterogeneity of Jewish Museums in Germany is the phenomenon which could not be 

ignored.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ttractions of heritage tourism, museum gradually 

focuses on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gains the ability to promote the informal education and 

supplements the formal education of schools. So it’s a meaningful challenge for those 

museums under the topic of the difficult heritage to launch some fascinating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programs.  

Taking Jewish Museum Berlin as the single case,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approach of documents analysis and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during the fieldwork. 

Along the course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Jewish Museum Berlin, the origin of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is going to be found. Then the emphasis will be laid on the reason 

why the museum had experienced fifty-year hibernation and how it becomes today’s like.  

After the reflection of the former differentiations of dark tourism attractions,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the complexity of Jewish Museum Berlin and build up a dark character model of 

this case. The notions of temperature such as cold and warm will be introduced into the 

model in order to mark different ways of interpretations in this museum. The museum’s 

positioning will finally be discussed so as to think about using proper educational programs 

to meet the needs of varied visitors. 

 

Keywords: Germany, dark tourism, interpretation, educational programs, Jewish Museum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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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大多數國家對德國、日本兩國的態度應該都跟二戰和二戰後的歷史有關。首相

屢次參拜靖國神社，內閣解禁集體自衛權，人們每次擔心右翼民族主義分子或將日

本引向戰爭而發起強烈抗議的時候，總會習慣性地將日本和德國進行比較。同為二

戰法西斯軸心國成員和戰敗國，德國以開闊的心態承認曾犯下的暴行，如今可以正

常參與國際軍事行動，不至於頻繁引發鄰國的抗議和擔憂，甚至在處理歐洲事務的

過程中時常扮演受歡迎的、積極調和的和事老角色。2015 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 70 週年，德國聯邦議院於 1 月 27 日舉行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 70 週年的紀念儀

式，德國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在儀式上發表演講，表示「對大屠殺遇難者的

紀念是德國每位公民的事情」，沒有對奧斯維辛的反思，就沒有德國的身份認同1。

從一度對棘手歷史的閉口不談，到時任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的「華沙之跪」；

從電視台頻頻播放二戰紀錄片，到博物館經常推出反思二戰的主題展覽；從大街小

巷添置刻有納粹政權受害者名字的「絆腳石」黃銅磚塊2，再到柏林市中心豎起佔地

兩萬平方米的大屠殺紀念碑群3，細細數來，這一切也不過是半個多世紀間發生的事

情。這種世代繼承而來的「集體罪責」並非只在戰後初期，或是所謂的紀念日時才

浮現在德國公民的眼前，反思和討論的舉措也從不止於政治、外交等國家範疇的大

舞台上，實則無時不刻滲透在個體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制定、媒體報道、語言文

字、教育系統等細枝末節，似乎無人可以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得以片刻喘息。 

                                                 
1 參考德國聯邦議院 2015 年 1 月 27 日發佈之演講視頻。Retrieved 13.02.2015 from 

http://www.bundestag.de/mediathek/?action=search&contentArea=details&instance=m187&mask=search&id=4494815&

categorie=Sonderveranstaltungen.  
2 德國藝術家 Gunter Demnig 發起的名為「絆腳石」（Stolpersteine）的藝術項目，在納粹受害者生前最後居住

的房屋前，將鑲有黃銅片的石塊鋪設在人行道上，黃銅片上刻有受害者的姓名及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參考絆腳石

官方網站 。Retrieved 13.02. 2015 from http://www.stolpersteine.eu/start/.  
3 特指 The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in German: 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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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記住歷史還不是德國人道德義務的全部，傳承和教育是與記憶緊密相關的

另一個重要使命。之於一代又一代不曾親身經歷過去的年輕人，他們會在學習生涯

各個階段的歷史課、德語課或宗教倫理課上接觸到納粹和種族大屠殺的內容。例如

德國的十六個聯邦州都會使用「集中營」、「大屠殺」等關鍵字詞標示國高中學生

有關二戰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必修課程，且平均達到 20 個學時（Ehmann & Rathenow，

2000）。因此，沒有任何一名學生可以在畢業離校時不了解這段德國歷史。之於上

個世紀目睹或遭遇了什麼的過來人，也需要有場所或具體的遺產讓他們回顧往昔、

釋放情感、舔舐傷口，甚至去消費這種集體對過去的不安。世界上每時每刻依然還

有一些角落發生著戰亂和衝突，另有一些國家和地區有著相對較近的傷痛歷史，正

處在哀悼階段，承認已經不易，發展觀光就更難了，然而今日之德國卻不乏發展成

熟的熱門黑暗觀光景點。而博物館作為遺產觀光吸引物最普遍的一種形式（Timothy，

2014），其教育功能日益得到重視，從狹義的層面來看，博物館能夠開展形式多樣

的非正式教育，與學校的正式教育相輔相成，廣義上而言，也是全民終身教育的場

所，各地的訪客都能在參觀經歷中有所受益。 

在德國集體記憶形塑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現象當屬猶太博物館數量的成長，戰

後德國猶太博物館的蓬勃發展可謂是比較近期的一個現象（Bussenius，2014；Offe，

1997），比較知名的例如法蘭克福、柏林、艾森、奧古斯堡和烏爾姆斯的猶太博物

館，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猶太歷史文化相關的博物館和常設展散落在例如 Affaltrach，

Buttenhausen，Dornum 之類的城鎮和村落。要給德國當代的猶太博物館進行分類幾

乎是不可能的，Offe（1997）在逐一檢視個體的時候發現它們彼此之間差異巨大，

規模可大可小，有些是基於猶太會堂發展的空間，有些則完全是新建的博物館建築；

有些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應戰前生活在此的猶太社群的規模和社會意涵，有些則不盡

然如此；有些出於個人強烈動機建造了博物館，有些機構則因為既得政治利益，花

錢修復先前的猶太教堂，從項目中換取聲望。大屠殺摧毀了歐洲當時的猶太社區，

「結束了猶太史上『歐洲中心』的時期，使猶太文明的主要舞台轉移到美國和巴勒

斯坦」（潘光等，2002：94），因此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猶太博物館有所不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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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猶太博物館並非植根於當代的猶太人生活，大多是為了非猶太公眾而建立起來

的，以期能夠彌補這些公眾所缺乏的猶太歷史、文化、宗教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同

時，那些參與設想、建立博物館的規劃者，以及最終參與日常營運的工作人員絕大

多數也是由非猶太裔的德國人構成。這一由加害者來詮釋受害者歷史的主客微妙關

係激發了筆者的研究興趣：在傷痛轉眼化成往事的年代裡，是誰在說誰的故事？如

何把說來話長的故事講明白？進而又怎樣才能讓聽故事的人念念不忘必有迴響？長

期伴隨德國人的集體記憶、歷史包袱雖然有其特殊性，但畢竟不是只有德國才有棘

手的歷史要面對，那麼看人講故事的旁觀者又能從中學到哪些門道？抱持著這一連

串的疑惑，筆者開始著手蒐集資料，並逐漸鎖定 2001 年開幕的柏林猶太博物館

（Jüdisches Museum Berlin）作為個案進行深入研究。 

身為目前歐洲最大的猶太博物館，它以德國猶太人兩千年來的歷史文物與生活

記錄為主要展出內容，在德國乃至歐洲範圍內有關民族史尤其是猶太歷史的博物館

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對教育功能的重視程度尚鮮有出其右者，不僅專門設立教育

活動部門，2009 年改版後的官方網站更是分立了以教育為主題的大塊獨立版面，

2007 年率先採用 on.tour 汽車巡展的外展活動讓博物館移動起來。諸如此類具有先鋒

性的舉措又引發出筆者更多的好奇，教育項目上體現出的諸多競爭優勢源自何處？

在博物館規模較大的前提之下，訪客和主人的構成情況是否具有更多元的可能性？

它又會如何應對來自不同需求群體的挑戰呢？ 

自新館建案提出至今，把柏林猶太博物館當作個案來研究的學術課題大多著眼

於富有內涵的建築物本身，甚少探討博物館的教育項目對德國國人身份認同的意涵，

或是對非猶太觀眾了解他者歷史文化宗教的助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筆者不禁提

出這樣的疑問，難道除卻這個奪人眼球的外殼，它就沒有其它具有競爭力和辨識度

的地方了嗎？難道只有懂得欣賞這類結構主義建築的朝聖者，才能在此收穫心滿意

足的參觀經驗嗎？雖說沒有嚴重到本末倒置的地步，建築本身也確實在館方詮釋猶

太民族歷史的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但若對那股主動介入到空間、物件以及參觀者

之間的媒介力量視而不見，實在有些可惜。另一方面，城市紛紛設立兒童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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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科技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內專門設立兒童教育區域，對博物館教育功能日漸重

視的趨勢儘管令人喜聞樂見，但若把大量學者研究博物館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教育的

新趨勢新發現直接演繹到柏林猶太博物館身上，即把它視為一間普通的博物館或是

科博館，那就又是另一種形式的浪費。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即是致力於填補上述兩方

面的學術空缺。具體而言，本文的問題意識包括以下兩點： 

第一，尋找柏林猶太博物館和一般的民族史博物館或黑暗觀光景點有何區別？

從時間、空間兩個維度立體特寫柏林猶太博物館，捕捉這一場域內特殊的自我定位，

從而解析博物館的特質及其競爭優勢究竟為何？從觀光供給面的角度出發，考量柏

林猶太博物館具備哪些詮釋不和諧的歷史遺產的方式？以及怎樣運用或結合各種詮

釋手法？ 

第二，對於被那段不和諧歷史吸引而來的國內外觀光客，對於一批又一批出身

即背負起罪責的本國年輕人，對於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後代等博物館觀眾而言，

柏林猶太博物館到底意味著什麼？館方能夠以怎樣的服務回應他們各自的需求？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及問題意識，本節欲探討目前國內外既存的專書、期刊以及

媒體報道中，已有哪些與本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並讓他們與個案進行對話。筆者

對相關文獻進行了統整並將其分為四大類型：一為柏林猶太博物館的相關研究，二

為黑暗觀光定義及分類之研究，三為博物館詮釋的相關研究，四為博物館觀眾的相

關研究。 

一、柏林猶太博物館的相關研究 

雖然柏林猶太博物館的經營之道和文化沉澱可能還遠遠不及歐美各國歷史悠久

的公立博物館，但這一後起之秀從始至今都不缺乏話題性和閃光點。學者對柏林猶

太博物館的研究興趣大多始於 1999 年新館建築落成的時間點前後，紛紛聚焦於博物

館項目的意義和建築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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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yssen（1997）從柏林的歷史文本談起，有感於這座城市的文本在二十世紀被

書寫、擦拭又重寫而後烙下的印記和虛空，並對當時正在施工的柏林猶太博物館建

案予以了厚望，進一步解析了這棟建築的虛空感，認為大多建築籠罩在過去的陰影

中，惟有丹尼爾．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的這棟建築試圖串聯起記憶和人們

的關係，間接地喚起人們對德國認同和柏林地方認同的討論。類似的，Stead（2000）

也從美學和哲學的角度肯定了這一富有自省性的博物館項目，聲稱柏林猶太博物館

為當代歷史博物館往批判性機構發展提供了範本。Young（2000）也注意到了博物館

建築空間開放式的論述方式，但在討論里伯斯金的設計之前，他還花了相當大的篇

幅提及博物館建案遇到的阻力，這剛好提示筆者，要進一步關注博物館長達十二年

的施工期間容易被人忽視的各種蟄伏及其背後的原因，包括競標階段來自評審的擔

憂、設計師與政府預算的抗爭，以及德國再統一前後的一度停擺等等。 

博物館在 2001 年正式開幕之後迎來了更多走入其中的近距離檢視，國內外學者

都將目光轉向了建築為參觀者營造的強烈感受，既有把柏林猶太博物館當作個案將

建築表現和戲劇表現作類比的研究（張蓉，2008），也有強調它和大屠殺記憶的高

度關聯性，拿它和其他奧斯維辛之後興建的結構主義作品作比較的研究（Rosenfeld，

2011）。然而針對柏林猶太博物館實務層面的文獻簡直屈指可數，即使略有涉及，

也多從展覽面向切入，例如 Broder（2001）在《明鏡週刊》上發表文章，對博物館

常設展中的展品提出強烈質疑，諸多重要的猶太名人例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雅各布．沃瑟曼（Jakob Wassermann）

等等都未被提及；Chametzky（2008）則對時空旅行般的常設展覽以及過去年度的特

展進行了詳細分析，總結了展覽部門側重家族歷史以及猶太融合的策展傾向，也透

過瀏覽博物館圖書室內的大量媒體報道以及參觀統計數據之分析，對這一博物館給

予了高度的認可。 

經由上述對柏林猶太博物館過往研究的整理，越發明確了筆者在實務層面進行

研究的意義，試圖聯繫黑暗觀光的相關概念檢視博物館的詮釋手法以及各類教育推

廣活動，是以往學者不曾觸碰的研究角度。透過博物館每兩年出版一期的年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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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電子季刊以及博物館網站等官方途徑，不難梳理出博物館從戰前前身的猶太會堂

到興建結構主義新館建築的長期演進過程，這也是過往研究或多或少會涉及的部分。

然而筆者欲從集體歷史責任的角度重新看待博物館的發展過程，更為在意的部分也

會是後期服膺於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的空間拓展過程。 

二、黑暗觀光的定義及分類 

儘管柏林猶太博物館不是一間大屠殺紀念館，也沒有把應該記憶的歷史外化在

碑銘之上，但從建築到展覽再到各類教育推廣活動，多少都會涉及大屠殺的歷史和

意義，換言之，這樣的場所就是有意識地被建造出來讓人們去紀念，這樣的機構有

義務去呈現民族的集體記憶。就這一角度考量，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觀光議題與所謂

的「黑暗觀光」（dark tourism）概念確有很多重疊的部分。 

西方學者對於黑暗觀光的關注可以回溯到 1996 年蘇格蘭大學 Lennon 和 Foley

（1996）首次提出用「黑暗觀光」這一概念來定義那些與災難、死亡等悲傷事件有

關的旅行活動。隨後兩人在《黑暗觀光：死亡與災難的吸引力》一書中透過奧斯維

辛集中營、一戰和二戰遺址、肯尼迪遇刺等諸多案例介紹了黑暗觀光是如何漸入遊

客視野以及產生的深遠社會政治等影響力（Lennon & Foley，2000）。雖然兩人創造

了這一術語，但卻不是最早研究黑暗觀光相關現象的學者。對這種現象最初的研究

是以戰爭和暴力觀光的形式在寬泛的遺產觀光的背景下進行的，研究角度大多為歷

史的真實性與詮釋。此類觀光目的地之界定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越發廣泛，從早期觀

賞古羅馬角鬥士的表演、中世紀的朝聖以及公眾觀看死刑，到近代造訪各國的戰役

之地、災難發生地、監獄、墓園、大屠殺場所等等，自人類有能力旅行以來，人們

就會受到死亡痛苦與浩劫災難等地點或事件的召喚，甘之如飴地前往拜訪（Beech，

2009；Seaton，2002；Sharpley，2009）。 

因為對時間、範圍的界定不同，學者們相繼使用了不同的術語指代類似觀光現

象：Rojek（1993）較早提出了「黑暗景點」（black-spot）的概念，具體指商業化的、

大規模的、或者名人的突發死亡地及墓地；Seaton 也在 1996 年提出了較為寬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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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觀光」（thanatourism）概念，用以描述完全或部分的、被現實或象征性的、

面對死亡的動機所驅使的觀光行為；Tunbridge 和 Ashworth（1996）認為在對大規模

暴力景點的正式認知中，不同的群體認知存在不一致，他們對景點管理和建設會產

生不同的影響，所以這些遺產又被稱為「不和諧遺產」（dissonant heritage）。這些

概念與黑暗觀光密切相關，既有重疊的部分，也有各自不同的邊界。正因為相關概

念的界定並不清晰，研究黑暗觀光的內容和主題才顯得十分廣泛和深入，尤其在黑

暗觀光類型研究方面，學者對其分類的標準也不盡相同。 

Miles（2002）認為那些「與死亡或痛苦有關的地點」（sites associated with 

death and suffering）以及「死亡或痛苦實際發生的地點」（sites that are of death and 

suffering）這兩者是有明顯差異的，他指出黑暗與更黑暗觀光之間應有更多可能性，

因為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帶給人們的恐懼程度可能截然不同。Sharpley（2009）則綜合

了供給與需求兩個面向，他在闡述黑暗觀光景點設定的屬性與觀光客目的性強烈程

度之間的關係時，運用十字坐標的模型區分出純黑觀光（black tourism）、蒼白觀光

（pale tourism）、灰色觀光需求（grey tourism demand）以及灰色觀光供給（grey 

tourism supply）這四種類型，例如下頁圖 1-1 左下象限的灰色觀光需求是指帶有強烈

黑暗觀光需求的遊客，進入到某些並非有意識要把景點定位為黑暗觀光景點的場所。

Stone（2006）在此基礎上按照政治影響力或意識形態、觀光開發之導向、商業化程

度、產品詮釋之真實性、地點真實性、距離事件發生的時間遠近、供給的目的性以

及觀光配套的基礎設施等八大因素畫出了一張黑暗觀光的光譜圖，如下頁圖 1-2 所示，

由深及淺標定了六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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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供給面的黑

暗觀光光譜圖 

資料來源：筆者改

繪，參考 Stone

（2006：151）A 

dark tourism 

spectrum: Perceived 

product features of 

dark tourism within 

a “darkest-lightest” 

framework of supply 

 

學者在試圖總結黑暗觀光吸引物類型，強調黑暗觀光種類多元性的同時，卻忽

略了一個景點、一間博物館它同時具有多種形態的複雜可能性。例如把柏林猶太博

物館單純設想成是大屠殺紀念場所的諸多遊客，他們的觀光行為就比較傾向於供需

十字模型左下象限黑暗需求大於黑暗供給的這一類型；又比如參加夏日文化派對的

在地居民可能就只是抱持著週末放鬆休閒的心態前往猶太博物館，於是就又符合模

 

圖 1-1 黑暗觀光的需求與供

給模型 

資料來源：筆者改繪，參考

Sharpley（2009：19）Matrix 

of dark tourism demand and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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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左上角蒼白觀光的這一象限；同時 Stone 的光譜圖本身也不是量化研究的結果，在

實際使用時很難定量地在光譜上找到柏林猶太博物館應該在的確切位置，博物館既

提供極度深黑的感官體驗，也設有黑得恰到好處或者點到即止的互動環節。甚至不

應該用「寓教於樂」去一言蔽之那些意涵深刻、形式百變的教育推廣活動。何況還

有學者認為透過黑暗觀光建構的集體記憶，很可能是在加快個體對於棘手歷史的遺

忘，博物館或許同時扮演著兩個相互矛盾的角色：「一方面要收藏保護一個社會的

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又盡量在模糊社會過去的罪責歷史」（Offe，1997：79）。如

何處理和運用好集體罪責相關記憶的強大力量，其實是一個可以透過教育推廣活動

來深入檢視的課題，筆者希望可以跳脫黑暗觀光目前既有的線性劃分思維，活用學

者們設定的各項參數，來建立柏林猶太博物館所特有的黑暗性格模型。 

三、博物館詮釋相關研究 

在觀光吸引物背景下對「詮釋」（interpretation）進行研究和實踐的先驅出現在

北美洲。20 世紀初 Enos Mills 和 Freeman Tilden 是兩個在詮釋理論界最具影響力的學

者，後者出版的《解說我們的襲產》（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一書更是被各國從

事導覽解說的工作人員奉為圭臬，不同學科領域的後人不斷測試、挑戰、補充他所

提出的詮釋六大原則。在 Tilden（2006）眼中，詮釋並非簡單的信息傳遞，而是一

項透過原物的使用、直接的體驗以及輔助說明之媒介來揭示事物內在意義與相互聯

繫的教育活動。詮釋和教育活動的關聯正是筆者在建構柏林猶太博物館黑暗性格模

型之後的第二大關注點。 

首先，就博物館中原物使用的層面，學者們抱持著不同的看法：Simpson（2001）

表示想要發展博物館，就必須將焦點從藏品轉到人身上，兼容並包且跳脫原本的

「倉庫意象」，博物館即使以學術和教育為目的，仍能讓人覺得有趣、充滿活力、

兼具娛樂功能；Ross（2004）也認為博物館必須與大眾對話，只有自身變得更多元，

才能開拓出利基市場；然而也有人對這樣的轉變持悲觀態度，認為如果博物館著重

在人們的感知需求而不是藏品本身，那麼藏品就會失去它們的價值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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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ton，2006）。Hooper-Greenhill（2000）對於後現代博物館的定義倒是能對

分歧的觀點進行一定的調和，也剛好印證了柏林猶太博物館等文化機構正在實踐的

方式，在他看來，後現代博物館依然十分在意藏品，但是對於藏品使用的關注程度

要遠大於藏品的簡單積累。其次，直接的體驗是較少被學者在博物館個案研究中拿

來討論的環節，不過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建築特色確實讓它具備了直接體驗的條件，

觀眾跟隨參觀動線會經歷上上下下的行進過程，在霍夫曼花園中能切實體會視覺與

大腦抗衡的暈眩感覺。第三，隨著時代不斷變遷，學者們始終就不同的輔助媒介在

博物館中的使用進行著研究，從資訊單項傳遞的傳統印刷材料、指示牌、戶外展板，

到現代多媒體技術輔助下強調互動參與的語音、動畫、手機應用程序之導覽無所不

包。而作為另一大類非物化的詮釋媒介，博物館教育工作人員在教育活動的實際開

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Hooper-Greenhill（1994：230）總結出色的博物館工作人員

「應當能夠拿捏博物館的雙重功能，在保存與展示中取得平衡」；類似的，Talboys

（2004）將教育推廣活動分為直接服務和延伸服務，在耗費更多時間的直接服務中，

教育推廣人員又可以採用從靜態到動態的多種處理手法。 

John Falk 曾把參觀博物館比喻成「櫥窗購物」（window shopping），「當某些

東西抓住參觀者眼球時，他們駐足、注視、然後購買，亦即帶走想法和信息」（轉

引自 Bicknell & Mann，1994：197）。換言之，詮釋就是特別針對博物館觀眾「駐足．

購買」這一環節而使用的，他們停下的次數越多越好，最好是有意識地停留在供給

者所預先設定好的地方。在文化研究的學者眼中，博物館透過選擇、再現以及詮釋，

有意識地藉由機構的力量，建構起社會的集體記憶，從而書寫國族歷史，創造想象

的共同體（Zolberg，1996）。尤其是那些記錄國家民族過去所共同經歷之創傷的紀

念性博物館，在上述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促使創傷經驗被人們重複討

論，另一方面也成為凝聚情感與建構認同的場域（陳佳利，2007）。記憶與遺忘的

一體兩面也體現於此，選擇部分記憶予以保存的同時，其餘的部分則被遺忘，誰的

記憶應該被保存，誰的記憶又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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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on Macdonald（2005）在德國長期研究納粹歷史再現之時，便注意到 21 世

紀之初德國興起的一股有關二戰和大屠殺的紀念熱潮以及博物館化的趨勢，並對這

些記憶地景（Erinnerungslandschaft）的猶太性（Jewishness）提出強烈質疑。在她看

來，大至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計劃、全國性的大屠殺紀念儀式，小到街頭新開張的猶

太餐廳、抑或大學開設的猶太學課程，這些與集體記憶有關的猶太偽文化（Jewish 

pseudoculture）在非猶太裔的德國人中更受歡迎，向人們投射的亦是非猶太裔德國人

的認同。Vera L. Zolberg（1996）曾詳細討論過美國國立航空博物館（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在一九九四年規劃有關「紀念二次大戰日本原子彈爆炸五十

週年」的特展所引發的各種衝突和不同版本的集體記憶。策展人原本計劃涉及原爆

引申出的各種政治、社會、道德與環保議題，卻因受到美國退伍軍人等多方團體的

抗議，他們無法認同展覽對美軍當年使用原子彈進行負面的評價，因此特展最終沒

能呈現出不同國家、族群對歷史事件的不同觀點和集體記憶。博物館在詮釋棘手遺

產、形塑集體記憶時不該讓政治權力無限制地滲透，也不應只是一個讓不同背景的

觀眾各持己見的僵化場域，它理應鞏固被詮釋客體的發聲權利，甚至可以選擇更加

無畏地面對公眾乃至國家，號召人們對於重要議題進行廣泛的討論及公開的辯論。 

然而在回顧博物館教育工作者實務相關的專書時筆者發現，講故事的方法不僅

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詮釋的過程和效果也會受到主客觀很多因素之影響，例如

Falk & Dierking（2001）在《博物館經驗》一書中，提到了參觀者知識感知的「個人

因素」、與同行家人友人或團體交流的「社會因素」、以及博物館本身的「環境因

素」都會影響互動體驗的過程。具有特殊黑暗性格的柏林猶太博物館本身又增加了

詮釋類型及其成效的不確定性。將博物館的詮釋分為靜態或動態、資訊單向或雙向

傳遞、館員參與或不參與之類的二元劃分，並不能準確反映出觀眾在參觀柏林猶太

博物館時情感色彩的變化，因而筆者也嘗試從其他學科領域尋求幫助。 

《理解媒介——論人的衍生》是傳播學大師 Marshall McLuhan 在 1964 年發表的

經典著作，當時即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熱烈迴響與重視，諸多富有預見性的理論概

念即使在鬥轉星移、媒介快速更新換代的二十一世紀依然值得人們重拾起來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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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包括他提出的「冷媒體與熱媒體」。McLuhan（2000）把低清晰度的媒介稱

為「冷媒體」（cool media），它們提供的信息量少得可憐，大量的信息還得由接受

者自己去填補，也正因為它們的清晰度不夠，所以要求人們深刻參與、深度捲入；

「熱媒體」（hot media）則與之相反，它們給受眾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信息，沒有

留下太多的空白讓接受者去填補，因而參與度較低、具有排斥性，受眾甚至被剝奪

了深度捲入的機會。他用冷熱的標準對那一時代的不同媒介進行了劃分，同時也指

向媒體應運而生的大環境。即使其對媒體的冷熱區分並不是從信息接收者的感受面

出發，直指人體或環境的感官感受，但卻依然啟發筆者在此基礎上沿用溫度的高低、

信息的清晰度、投入的深淺度等等來劃分個案運用的不同詮釋方式。 

四、博物館觀眾相關研究 

文獻中最早的博物館觀眾研究資料應為英國利物浦博物館 1884 年針對觀眾展場

行為所進行的觀察，而 1916 年 Benjamin Ives Gilman 研究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觀眾的

參訪經驗可視為是二十世紀最早出現的博物館觀眾研究（Hein，1998）。一百年後

的今日，博物館觀眾研究已經無所不在，其之於博物館生存發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自 1992 年起為每

年的 518 博物館日設定主題，都或多或少牽涉到博物館的參觀對象，其中不少活動

日的主題還直接包含博物館觀眾，例如 1993 年、2003 年以及 2006 年分別呼籲關注

博物館與原住民（Museums and Indigenous Peoples）、與朋友（Museums and 

Friends）、與青少年（Museums and young people）的關係，提醒各國博物館早日告

別「以物為貴」的舊博物館時代，逐漸過渡到「以人為尊」的新博物館時代。 

若以與博物館互動關係的親疏為標準，博物館可將其既有觀眾分為一般觀眾及

親密觀眾。親密觀眾意指與該博物館有密切互動關係的個人或團體機構，包括會員、

志工、捐贈者等；一般觀眾則泛指自行進出博物館參觀展覽、參加活動或使用圖書

檔案資源的一般大眾。台灣著名的博物館觀眾研究學者劉婉珍博士（2011）認為，

博物館觀眾研究的對象除了與博物館有直接接觸的人群，亦包括沒有直接體驗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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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非觀眾」，以及透過網際網路和博物館互動的「虛擬觀眾」。「博物館的

『非觀眾』包括有意願及動機，但之前沒有機會接觸的民眾，以及不論博物館如何

主動邀約及改善環境以符合其特性，都缺乏參訪意願的民眾。前者被博物館視為

『潛在觀眾』，例如一些高齡者、青少年、弱勢民眾或身心障礙者，若博物館提供

管道與環境，這些朋友皆願意接觸博物館展覽及活動」（劉婉珍，2011：60）。由

此可見，博物館要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除了維持與一般觀眾的關係外，無非還要

設法開發潛在觀眾，使非觀眾成為一般觀眾，並經由各種途徑策略，使一般觀眾成

為博物館的親密觀眾。 

觀眾研究之於博物館規劃的必要性近年來逐漸開始受到重視，博物館展覽規劃

專家 Judy Rand 根據其多年經驗與探究在 1996 年發表了「觀眾權利法案」（the 

Visitors’ Bill of Rights），旨在呼籲博物館重視觀眾的需求與權益。她從觀眾的立場

出發，以第一人稱「我」來描述他們的十一項需求（Rand，1997：25-26）： 

舒適（Comfort）：符合我的基本需求。 

暖身（Orientation）：讓我容易了解所在環境與空間。 

歸屬管（Welcome/belonging）：讓我感到我是受歡迎的。 

開心（Enjoyment）：我希望玩得開心。 

社交（Socializing）：我要有時間和我的家人及朋友相處。 

尊重（Respect）：接受我是誰、我的興趣及我知道的知識。 

溝通（Communication）：幫助我了解，並讓我有機會表達。 

學習（Learning）：我要學新事物。 

選擇與控制（Choice and control）：讓我選擇，讓我有部分的控制權。 

挑戰與信心（Challenge and confidence）：給我挑戰，我知道我可以面對並處理。 

重生（Revitalization）：讓我離開博物館時充滿能量、精力充沛。 

這為各類博物館的規劃和定位豎立了切實可行的目標。然而，在博物館資源以及評

量時間有限的情況下，上述各項理想化的指標又可能根據博物館的目標群體及實際

情況，被進一步劃分為所有觀眾的需求、多數觀眾的需求和少數觀眾的需求。 

位於柏林的德國博物館研究所（Institut für Museumsforschung）隸屬于普魯士文

化遺產基金會（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自 1981 年起致力於對全德博物

館每年的參觀人次、門票價格、開放時間以及舉辦的特展等等進行書面統計。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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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還會針對特定主題設定一系列附加的問題，以求能夠呈現更多德國博物館工

作及資訊的新視角。2007 年的統計報告4就聚焦在博物館教育的主題上，資料包括各

個聯邦州博物館教育工作者的從業狀況、面向博物館參觀者提供的教育服務類型，

以及博物館教育的目標群體等等。關於目標群體的統計數據顯示（ Institut für 

Museumsforschung，2008：53），長久以來，針對學校群體提供的博物館教育服務

一直是博物館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務，此外兒童也是多被提及的一個目標群體，超

過一半的博物館為那些以散客形式前往博物館的幼稚園或低年齡學童提供教育服務。

許多博物館除了為兒童，也為家庭集體參觀做好了相應的準備；而將外國參觀者專

門設定為目標群體的博物館也較十年前（1997 年）有了明顯增長（ Institut für 

Museumsforschung，2008：55）。德國博物館聯合會網站主頁上對博物館教育進行

了定義，「博物館教育工作的首要責任，是以參觀者導向的方式，針對不同的參觀

族群，發展出因人制宜的仲介服務。」5有鑒於此，本研究的第三大關注點將投射在

柏林猶太博物館提供的各項切實可見、滿足需求的教育推廣活動上，以不同的參觀

對象作為分類討論的原則。在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個案中，不僅會牽涉到親密觀眾、

一般觀眾和潛在觀眾年齡層次的差異，還有種族內外有別的問題，甚至德國近年來

日益顯著的移民人口構成等當下議題也應該納入到考量範圍中，讓個案研究的結果

為定性地認識更多的個案甚至總體發揮作用。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以質性研究之個案研究法為出發點，透過文獻的分析和田野調查的觀察訪

談等途徑搜集到相互補充的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對個案做廣泛且深入的考察，詳

盡地分析具有代表性的不和諧遺產的公共教育推廣活動。檔案資料分別由圖書館、

博物館、網路、觀光機構、學術機構或會議等方式取得，資料搜集的過程按照田野

調查及其前後的實際進程可以具體分為三個階段： 

                                                 
4 Kulturbesitz, S. M. Z. B. P. Institut für Museumsforschung. (2008). Statistische Gesamterhebung an den Muse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ür das Jahr 2007 (ISSN 0931–7961 Heft 62). Retrieved 08.04.2015 from 

http://www.smb.museum/fileadmin/website/Institute/Institut_fuer_Museumsforschung/Materialien/mat62.pdf 
5 Retrieved 20.03.2015 from http://www.museumsbund.de/en/the_museum/main_topics/museum_education/aaa/0/ 

 



 

 

15 

 

在田野調查前查閱整理學者以往的研究，廣泛瀏覽德國媒體有關柏林猶太博物

館的新聞報道，深度審視博物館官方網站設置的各大版面，翻閱館方 2005 年至 2012

年出版的年報中的教育部門、行銷部門、訪客服務部門的專欄，從而初步確立了本

研究的問題意識，不帶任何假設地進入到現象發生的場域中，為參觀及訪談做好準

備；  

筆者於 2014 年 7 月實地參觀博物館，採用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方法對此過程

進行記錄工作。首先根據觀察目的制定觀察計劃，預約導覽時間從而確定觀察對象，

選擇導覽人員帶領以及自行參觀的雙重模式兩度參觀博物館及其常設展，以期盡量

避免參與觀察時的個人主觀性，以研究者的角度同時扮演參與者與觀察者，過程包

括拍攝記錄、錄音記錄、索取參觀手冊等。其次擬定半結構式問卷，聯繫博物館相

關人員，在博物館內與導覽人員、行銷及教育部門的主管進行了深度訪談； 

返台後，整理田野調查的照片、筆記、錄音檔案，根據設立的問題意識對手頭

各類資料進行分析，檢視它們與設立之問題意識的關聯程度，而後透過電子郵件等

間接訪談的方式查漏補缺，彌補資料的不足。 

表 1-1 觀察及訪談架構 

對象 Herr J. V. Schwarz Herr S. Perkins Frau T. Petersen 

職位 導覽人員 行銷主管 教育主管 

 1. 衣著舉止 

2. 敘述結構 

3. 內容側重 

4. 互動方式 

1. 目標觀眾 

2. 博物館自我定位 

3. 行銷渠道 

4. 行銷優勢與困境  

1. 部門人員構成 

2. 教育專員培訓 

3. 直接服務及延伸服

務之類型 

4. 教育項目形態 

5. 不同目標群體對教

育項目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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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部分，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說明本論文的研究背景，闡述研究目的

與問題意識；第二節進行文獻探討，建構個案的理論基礎；第三節說明採用的研究

方法，整理研究之架構。 

第二章圍繞集體歷史責任的主軸去剖析柏林猶太博物館的歷史與現狀；第一節

責任的起源，追溯博物館前身猶太會堂之興衰；第二節責任的承擔，回顧博物館經

歷半個世紀的銷聲匿跡後重獲生機；第三節責任的爭議，著眼於建築正式建成啟用

前的諸多波折；第四章責任的傳承，聚焦在近期空間拓展的過程。 

第三章試圖建構符合柏林猶太博物館特性的黑暗模型，檢視它如何呈現不和諧

遺產；第一節在深描和比較中標定各項特質的黑暗程度；第二節在模型的基礎上，

分別就詮釋的主體、客體及詮釋方式展開討論。 

第四章接著探討博物館對於不同目標群體的意義，參觀者導向的博物館供給如

何滿足各類人士參與需求；第一節先關注享受優先權利的博物館親密觀眾；第二節

聚焦在博物館的一般觀眾，包括前往博物館嚴肅休閒的國內外遊客、因材施教的學

校團體，以及全民終身教育的在地觀眾；第三節著眼於非目標群體的潛在觀眾，例

如為移民、猶太及身心障礙等特殊人群提供的教育服務。 

第五章為結論，期能為此研究提出一些發現與反思。最後，因為此篇論文的研

究範圍有限，將為一些後續研究給予建議，為此研究做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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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研究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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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集體歷史責任看柏林猶太博物館的歷史與現狀 

德國戰後歷史教育在經歷了五〇年代逃避性教育和六〇年代後期的全面改革，

從七〇年代對歷史教科書進行改編，到八〇年代帶領學生紛紛走出課堂。而後一度

流行的「集中營遺址參觀」、「歷史反思電影觀摩」等教學方式也開始變得有些過

時，似乎就需要使用新的教育方式，鼓勵學生自己去調查、去現場思考。這樣的趨

勢促使了包括柏林犹太博物館在內的這種非正式教育場所，發展出能够順應時代要

求的教學模式。在博物館成立的沿革和發展過程中，或多或少都夾帶了德國人之於

集體歷史責任的態度。 

第一節 責任的起源：（1933-1938）博物館前身猶太會堂之興衰 

今日遊人如織的柏林猶太博物館，不僅有著一段被建築師里伯斯金自稱為「曲

折」的建館歷程，而且它的前身可以追隨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和歐洲大多數相同主

題的博物館一樣，柏林第一家猶太博物館依附於奧拉寧堡大街（Oranienburger Straße）

上一座傳統的猶太會堂（Synagoge），當時是由在地的猶太教會全權負責，旨在彰

顯猶太人文化的特質與物質的富足（Jüdisches Museum Berlin，2013）。1933 年 1 月

24 日博物館盛大開幕，時間恰好在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的六天之前。兩年後接

任館長的 Franz Landsberger 帶領自由策展人 Rahel Wischnitzer-Bernstein 及其他館員，

在納粹政權逐漸鞏固的時期依然持續舉辦各類展覽，讓博物館成為猶太社群文化生

活的重要基地。其功能不僅僅是緬懷過去的猶太藝術家，也為當時生活在德國的猶

太藝術家提供了展示作品的機會，更期望在反猶太政策的重壓之下提高社群的文化

自覺和凝聚力（Sodaro，2013）。在 1938 年 11 月這個歷史轉折點上，被蓋世太保搶

佔的猶太博物館被迫關閉，全數的收藏品被納粹當局沒收，創辦不過五年，好似曇

花一現，卻不難預見。 

德國大量的猶太會堂在 1938 年或之後的戰亂轟炸中遭到破壞，殘餘的部分也被

拆除、遷移抑或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公園、鋪設的道路和新蓋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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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1997）。儘管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猶太醫院、猶太學校和私人老宅，能在

不喪失他們歷史功能的前提下融入到城市地景中去，但作為猶太社群社交中心的猶

太會堂卻大多挪作它用，學者 Sabine Offe（1997：82）如是描述當時的情狀：「沒

有大樓、沒有街道或場所被允許用來保存曾經生活在此的猶太人的記憶」。這種對

歷史痕跡的塗白，對他者保存記憶權利的剝奪，便構成了日後德國人不得不面對的

歷史責任之一，直到一部分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開始修復、重建並轉型成為今日的

博物館。 

第二節 責任的承擔：（1938-1989）半個世紀後的重獲生機 

著名教育學家韓第希（Hartmut von Hentig）（2006：263）曾經打過一個比方：

「如果有人相信，靠著幾項徹底的手術及暫時的強制休息，便能治愈國家社會主義

這場重病，那麼他對這種病完全不了解。」二戰之後，東西方佔領區掀起了大規模

的「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和「改造」（Umerziehung），然而這種強制的

「手術」存在許多不足，德國人是否從主觀上深刻反思歷史罪行值得存疑，同時也

為二十世紀五〇年代逃避性的歷史教育埋下了隱患。當時的歷史老師都是經歷過二

戰的一代人，他們對於講述納粹歷史懷有本能的恐懼，缺乏勇氣和理智，只想以最

簡便的方式完成他們的教學任務，有些還會遇到來自學生家長的壓力（Ehmann & 

Rathenow，2000；孫文沛，2013），因為老一輩人不希望他們的孩子了解那段不堪

回首的歷史，無論他們認為自己是戰爭受害者，還是曾經盲目追隨過平庸的邪惡，

抑或始終視若罔聞般置身於事外。如今人們所了解的納粹屠猶在當時根本沒有深入

公眾意識。 

六〇年代初，隨著威塞爾（Elie Wiesel）《夜》和阿倫特（Hannah Arendt）關於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著述的相繼出版，以及後續出爐的文學、影視作

品，大眾對納粹時期猶太人命運的理解才變得豐滿得多、嚴肅得多（Rosenfeld, 

2007）。1966 年社會學家阿多諾（Theodor Adorno）發表電台演說「奧斯維辛後的

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以弗洛姆（Erich Fromm）、霍克海默（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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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kheimer）和阿多諾為首的法蘭克福學派引領了教育改革，提出的社會批判理論

在國高中政治和歷史課堂上付諸運用（Boschki ，Reichmann & Schwendemann，

2010）。參與聯邦德國大學校園學生運動的六八抗議一代，也對上一輩人的歷史提

出質疑，學生運動的猛烈衝擊甚至影響到新一屆政府在二战历史问题上采取更為积

极且严肃的態度。幽暗無法立刻轉為光明，就像柏林的猶太博物館，直到半個世紀

之後方才重獲生機。 

在這段文化空窗期間，儘管猶太社群很快得以重建，但一直沒有一個特定的場

所能夠滿足他們展示或獲取猶太文化、宗教、歷史信息的需求。直到 1971 年，作為

圍墻分裂時期西柏林市民所享有的歷史博物館，位於菩提樹大街（Lindenstraße）的

柏林博物館（Berlin Museum）辦起了第一場具體介紹猶太人在柏林生活歷史的展覽6，

以此慶祝柏林猶太社團成立 300 週年（Bulau，2001；Young，2000）。慶典期間柏

林博物館館長維爾特（Irmgard Wirth）與猶太社群主席加林斯基（Heinz Galinski）

交換了意見，並由館長向柏林議會提出申請，在博物館館內成立一個猶太分部

（Bussenius，2014；Lackmann，2001）。四年後果真如願以償，如此一來便將猶太

民族悄然融合在柏林城市所謂官方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這一來之不易的發展態勢顯

然與猶太社群的積極助力有著必然聯繫。 1976 年 2 月，猶太博物館協會

（Gesellschaft für ein Jüdisches Museum e.V.）相繼成立，以繼承榮譽主席利博曼

（Max Liebermann）1929 年 11 月創辦猶太博物館聯合會（Jüdischer Museumsverein）

之傳統為己任，進而提議將具有豐富歷史意涵的埃夫拉伊姆宮（Ephraimpalais）作為

擴建猶太部門的場所（Bussenius，2014；Jüdisches Museum Berlin，2013）。儘管這

一設想當時沒能實現，但卻吸引了大量柏林出生，且在納粹時期移民他國的德裔猶

太人加入協會，致力於組織、收集藏品的行動中，1978 年底協會成員數量已達 129

名（Bussenius，2014）。經過數年蓄勢待發，柏林博物館的猶太部門於 1986 年 11

                                                 
6 柏林圍墻東邊建有原柏林城市歷史博物館 das Märkische Museum，圍墻西邊則在 1969 年重建了 17 世紀的

巴洛克建築 Kollegienhaus，作為西柏林的城市歷史博物館。1971 年舉辦的這場展覽名為“Contribution and Fate: 

300 Year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Berlin, 1671–1971.” Young, (2000),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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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臨時遷入馬丁格羅皮烏斯博物館（Martin-Gropius-Bau），擁有三間展覽廳，能夠

定期舉辦常設展與特展（Jüdisches Museum Berlin，2013）。 

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猶太博物館在悲慘的「水晶之夜」發生整整五十年後開幕，

館方誓讓世人永記猶太人黑暗歷史之良苦用心可見一斑。然而柏林方面的態度始終

模棱兩可，在這座需要承擔更多歷史責任的城市中，此時卻還在就「是否」以及

「何處」設立一間獨立的猶太博物館展開激烈爭論。1988 年 11 月，西柏林政府

（Senat von Westberlin）最終還是傾向於柏林博物館「猶太部門」的擴建方案，決定

在柏林柏林博物館這座名為 Kollegienhaus 的四層高雙斜屋頂的巴羅克建築旁邊新建

一座獨立的建築，供猶太部門自主運用（Jüdisches Museum Berlin，2013）。年末，

柏林市政府就博物館新館的設計進行競標，要求新館能夠反映猶太民族的文化歷史

與柏林密不可分的關係。最終，在柏林圍墻倒塌的幾個月前，丹尼爾．里伯斯金的

方案在 165 個國際招標中拔得頭籌。里伯斯金（2006：84）在自傳中回憶道：「參

加比圖的建築師來自世界各地，但幾乎所有人都提出類似的想法：一個撫慰人心、

吸引人的中性空間。」然而哲學家阿多諾對里伯斯金的創作影響頗深，「要是誰能

以中立性立場來看大屠殺，能夠且願意用統計術語來討論，那麼他就接受了納粹的

立場」，倘若再聯繫其父母身為納粹迫害倖存者的遭遇，那麼便不難理解其與眾不

同的建築基調，他必然拒絕保持中性的態度去建造一棟沒有靈魂的無趣建築。就如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2002：119）所言，不論對文學、思維還是藝術等等，

中立性是受保護的、是安全的，但中立從未被看好，因為它是冷漠的、平庸的。競

賽評審或許是看中了里伯斯金作品的道地、創意、不矯揉造作，對柏林這座城市而

言，這樣一座拒絕冷漠的博物館建築似乎對人對己都是一個交代。 

第三節 責任的爭議：（1989-2001）博物館落成前的蟄伏 

耗時 12 年完工的柏林猶太博物館被公認為是這位美籍波蘭猶太裔建築師生涯的

轉捩點和代表作。「柏林圍墻倒塌未久，東歐經歷轉變，新德國正在成形，柏林人

受未來所鼓舞，急於向前走的心態溢於言表。」（Libeskind，2006：94）里伯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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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父債不該子償，他也不是第一個說這話的人，但他住在德國、在德國工作的每

一天都會想到這個國家的過去，想到柏林猶太博物館以及其他的建築物（Libeskind，

2006）。有關博物館建案的波折、爭議和混亂也致使里伯斯金在這十二年間一直沒

能真正放下心頭這塊大石，這不只關係到一棟建築的命運，還關係這棟建築的意義

以及它在所有德國人走入新世紀的過程中能扮演的角色。 

在從未完成過任何一棟實際建物的無經驗狀態下，里伯斯金的建築實際建構是

否能像競圖或模型中呈現的那般順利完成，無疑是一大懸念。在業界的強烈質疑聲

中，1989 年新任柏林城市發展部部長（Senator für Bau- und Wohnungswesen）的納戈

爾（Wolfgang Nagel）想要重新評估里伯斯金的設計，這多少和圍墻倒塌、德國決定

再次統一後政治格局的徹底翻盤有一定的關聯。1991 年 7 月 3 日，柏林政府以不記

名投票否決了博物館的案子，認為猶太博物館並不是非建不可，有必要將原先撥給

博物館的五千萬美金款項用以申辦奧運，或是用於比想象中更花錢的德國統一進程

中（Pieper，2006）；1992 年上任的柏林建設處長（Senatsbaudirektor）史迪曼

（Hans Stimmann）甚至表示他已經受夠了這些猶太歷史：「我們柏林已經有太多猶

太歷史，不需要更多了」（轉引自 Libeskind，2006：128），並把猶太博物館的案子

視為眼中釘。博物館建設初期的逆境恰好體現了當時猶太族群的過分壓抑和德國民

眾的長期厭倦。前者舉棋不定，依然害怕自己太過招搖導致反猶太勢力會再度抬頭；

幾十年來「德國人集體有罪」的說教又讓後者對歷史責任提出了「什麼時候才是盡

頭」的質問。 

隨著政權輪替，不同黨派在擔任柏林市政府執政黨時，對新建柏林猶太博物館

的態度似有不同。統一之前最後一屆西柏林政府7由社民黨（SPD）與綠黨（Die 

Grünen8）構成「紅綠聯盟」，雖然在執政期內促成了博物館建築的競標，但具有中

間偏左政治立場的兩個執政黨派理應比預期中更具反省態度，同時也沒能鞏固好既

                                                 
7 1989 年 3 月 16 日至 1991 年 1 月 24 日，由社民黨的 Walter Momper 擔任市長。 
8 此處特指前身為「替代選擇名單」（Alternative Liste für Demokratie und Umweltschutz）的西柏林綠黨團體。

1990 年 12 月，東西德綠黨組成了聯邦聯盟，並於 1993 年 1 月，與 90 聯盟（BÜNDNIS 90）合併為 90聯盟/綠黨，

如今簡稱綠黨。 

 



 

 

23 

 

有的成果，讓猶太人歷史文化被磨滅的事實遭到二次打壓；1990 年兩德統一後的柏

林由基民盟（CDU/CSU）和社民黨組成「大聯合政府」9，其保守妥協的特性剛好解

釋了這屆政府對博物館建案的百般猶豫。 

與政界一言難盡的暗潮洶湧、利益權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建築師鮮明的立場

和博物館館員堅定的決策。里伯斯金夫婦仰賴媒體的力量、政治交涉的技巧、以及

柏林猶太社群領袖加林斯基為主的支援，堅持不懈地進行著據理力爭。柏林市議會

於 91 年十月推翻了三個月前市政府的決議，讓險些胎死腹中的創意絕處逢生

（Libeskind，2006）。儘管再次回到正軌，博物館的走向依舊跟著政府改選，東西

博物館的合併等事宜而搖擺不定，連名稱也是一再改變。第一任館長波特博士（Dr. 

Rolf Bothe）因心臟病發被調走，在以色列藝術史學家及策展人巴澤爾（Amnon 

Barzel）接任期間，柏林文化部門想把里伯斯金的建築同時展示猶太歷史和城市歷史，

博物館二層以上的空間劃分給柏林博物館的時尚戲劇部門使用，這與原本猶太歷史

的展覽定位以及猶太社群爭取博物館文化、財務、行政等自主權的意願相去甚遠

（Pieper，2006：266），且對德國人認清歷史責任的意義不大，巴澤爾的離職將矛

盾推向高潮。直到 1998 年布魯門塔爾（Werner Michael Blumenthal）成為博物館的

執行長才確立了博物館的範圍與方向（Libeskind，2006），出生柏林、逃亡上海的

人生遭遇，讓他比前任們更能明確地認清這一博物館的意義，而美國財政部長的從

業經歷也幫他積累了足夠的領導能力。 

當年在接到競圖邀請時，里伯斯金曾被「猶太部門」（Jüdische Abteilung）這一

用詞所刺痛，當年艾希曼也是使用這個字眼成立了蓋世太保的猶太部門。他認為

「實在沒道理繼續把猶太人當成外人，隔離在一個獨立的部門」（Libeskind，2006：

81）。1999 年 1 月，博物館在柏林市政府的主導下先是成立了一個非獨立性的基金

會，兩年之後，博物館的管理權也正式由市政府轉移至德國聯邦政府層級，它不再

只是一個市立博物館下屬的獨立部門或地方機構。2001 年 9 月開幕儀式的舉行標誌

著柏林猶太博物館在經歷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紛爭之後正式成立。「柏林猶太博物館：

                                                 
9 由基民盟的 Eberhard Diepgen 擔任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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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猶太人歷史兩千年」（Jüdisches Museum Berlin: Zwei Jahrtausende Deutsch - 

Jüdische Geschichte）是它最後的名字，一個將猶太人和德國人緊緊綁在一起的名字。 

第四節 責任的傳承：（2001 至今）博物館開幕後的空間拓展 

布魯門塔爾館長在博物館成立十週年之際回憶了創立初期所面臨的各種爭議：

首先是尷尬的開幕時間，恰逢世界另一頭駭人的 911 恐怖襲擊事件，歷經十二年的

辛苦建設方才竣工的博物館，向大眾敞開大門不到幾個小時，就又被重重地關上了，

兩天以前包括德國總統、總理在內的各界領袖還歡聚在此參加音樂會和晚宴，原本

值得慶祝的日子卻瞬間全然籠罩在悲痛和恐懼的陰影之中，博物館隨即還引入了高

級別的安檢系統，成為觀眾進入博物館前一道奇葩的風景線；其次建築本身遭到質

疑，怪異的建築構造是否適合作為展覽空間，是最為人批判的一個層面，在開幕之

前就有輿論認為其更適合定位成大屠殺紀念碑；再者是關於展出內容，博物館不想

只著眼於猶太文物、屠殺或是柏林猶太人歷史，而是想要呈現猶太人在德國土地上

生活兩千多年來的豐富印記，包山包海的野心會否最後走向得不償失的境地

（Blumental，2011）。十多年後的今天，人們或許早已忘記了當初這些質疑，柏林

猶太博物館卻逐漸實現其原本的理念。為了和恐怖地形圖以及歐洲猶太屠殺紀念碑

這些紀念場所做出明確區隔，館方將重點放在了拓展生動的公眾教育專案上。廣泛

的教育計畫每年能夠吸引數以萬計的年輕人成年人前來博物館，以此為載體的非正

式教育和責任傳承無疑仍會是這間公立博物館未來幾年至關重要的任務之一。 

從年報中公佈的統計數據和訪談過程中瞭解到的資訊不難看出，不少學校願意

選擇造訪這一博物館進行校外教學，讓德國年輕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觸它們的歷史

創傷。每年參訪人次都穩定地維持在 70 萬以上，每日預約導覽的團隊數量從 2010

年的 20 團增長到今日的三倍有餘。其中學校團體是團隊導覽的需求大宗，占到了總

數的三分之二，有超過 20 個導覽主題可供選擇。配合常設展、每年兩大兩小四次特

展，2013 年内舉辦的教育活動就超過了 7000 場次。然而這座奇特的博物館在設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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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便將建築的功用性降到了最低，轉而把它當作歷史和命運的載體，棱角分明且斷

斷續續的空間往往無法滿足策展人的需求，更不利於各項教育推廣計畫的開展。 

「並不是所有的博物館環境都有助於學習，因此需要評估館方目前採用的形式，

發展出改進展示與館內氣氛的方法。如果學生在館內感到自在舒適，其學習效果較

佳」（Talboys，2004：90）。當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把公眾教育當作主要宗

旨，並視其為不可或缺的博物館功能之時，必然不會囿於原有的空間止步不前。 

隨著造訪人數以及參與各類教育推廣活動的人數和需求逐年增長，2007 年 9 月

名為「Sukka」（希伯來語：הכוס）10的玻璃庭院建成啟用。建築師里伯斯金以猶太教

重要節日住棚節為創作源頭，設計了這個處於舊館之外同時又處於博物館整體之內

的中介空間。這個六百七十平方米的 U 型場所由玻璃圍成、由鋼結構支撐，能夠輕

鬆容納 500 人。啟用之後陸續舉辦了一系列教育工作坊、音樂會、戲劇表演等文化

學術活動，例如 2007 年配合特展「夏洛特所羅門：生活或劇場」（Charlotte 

Salomon. Leben? oder Theater?）舉辦了「致夏洛特之歌」（Songs for Charlotte）的紀

念音樂會；2008 年以色列新攝影和影像藝術（Betrifft: Israel! Aktuelle Fotografie und 

Videokunst）展覽期間，向公眾播放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系列影片。 

                                                 
10 特指蘇克棚，猶太人在住棚節期間用樹枝和樹葉等材料臨時搭建的住屋。 

  

圖 2-1 玻璃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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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里伯斯金與館方第三次合作，誕生了博物館學院（Akademie）。兩千

三百平方米的一層樓建築就坐落在原館對面，無論是建材還是形式上都與街道對面

的玻璃庭院、霍夫曼花園遙相呼應。它把圖書館、檔案室、倉儲空間、教育部門的

辦公空間和教育推廣的活動場所合併到一個屋簷下，足夠的倉儲空間為緊急需求提

供額外的空間，同樣也為將來更多的藏品預留出位置。其中博物館配套的圖書館和

檔案室是全歐洲呈現相關歷史的機構中資料最為全面的，有利於國內外學者進行學

術研究。學院中還有一個出其不意的角落名為「離散花園」（Garten der Diaspora），

花園中間有四個木制平臺圍成的花壇，每個平臺被設計成不同的主題，種植著與猶

太民族相關的不同植物。它們處在成長的各個階段，有些正在經歷生長、掙扎、分

離過程的植物將會被選中作為教學素材，參加這一工作坊的學員，可以以一種直觀

而特別的方式感受猶太人在離散狀態下的生活方式。 

 

圖 2-2 博物館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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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圖 2-3 時間空間發展示意圖 

本章以德國集體歷史責任的起源、承擔、爭議和傳承四個主題為劃分標準，憑

藉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為線索，回顧了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前世今生（如圖 2-3 所示）：

眼看著它最初生不逢時但至少主宰自我的那股氣定神閒是如何在歧視和迫害中匆匆

消逝，體會了黑暗無法立刻轉變為光明的過渡時期它為何會銷聲匿跡的無可奈何，

也見證了它一度流離失所甚至迫不得已去寄人籬下的發展瓶頸，最後欣喜於它一路

砥礪前行迎來如今的破繭成碟。通過觀察柏林猶太博物館建立的過程和發展的動向，

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經歷了無比慘痛的歷史教訓之後如何回到生活中來，是猶

太人和非猶太人在後納粹屠猶時代共同面臨的問題。博物館的最終建成離不開猶太

社群的執著和凝聚，而德國人在「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過程

中也經歷了幾度反覆，有過把目光移開、把耳朵堵住的逃避念頭，有過集體覺醒尋

求解決之道的一鼓作氣，長期處於重責之下也曾經心生厭倦和抵觸。不禁感歎，這

座博物館在時代齒輪的碾軋下越發磨礪以須，服膺於教育推廣活動的博物館空間拓

展，則從側面反應出博物館運營者挖掘博物館價值的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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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博物館錯綜複雜的黑暗性格與詮釋 

聽聞當年下達「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指令的城市建造了一座外觀

滿是傷痕的猶太博物館，不少人會帶著參觀大屠殺紀念館的預期來到這裡，待實際

造訪之後，或許才發現並非如此。館方 2005 年時發起過第三次廣告設計甄選活動，

誕生了他們至今為止津津樂道的一系列海報，如圖 3-1 所示，例如一顆在海底張開的

貝殼，裡面生長著的不是珍珠，而是一顆煎蛋；切開堅硬的深棕色椰子外殼，發現

裡頭卻是鮮嫩水靈的柳丁；稀鬆平常的牙膏管，偏偏擠出一條綠色毛毛蟲。 

 

圖 3-1  2005年廣告甄

選活動誕生的博物館

海報  

資料來源：截取自柏

林猶太博物館官網海

報與明信片專頁11  

 

這些與人們常識相悖，且富有視覺衝擊感的畫面似乎正契合館方一直迫切想要

表達的觀點：「我們並非如你們所想的那樣」（Nicht das, was Sie erwarten）。訪談

過程中教育和行銷專主管也不止一次地強調，柏林猶太博物館既不是一個大屠殺紀

念場所，也不是一座專為大屠殺設立的博物館。但它同時又實實在在地背負著在上

一章中討論到的屬於過去、現在以及未來德國人的集體歷史責任。在鎖定博物館這

                                                 
11 Retrieved 23.03.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main/EN/05-Publications/05-poster-postcard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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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責任傳承的場域後，本章試圖聚焦在責任交接的途徑，進一步探尋博物館觀眾為

何會有上述先入為主的期待？柏林猶太博物館和黑暗觀光究竟有怎樣的交集？而館

方面對觀眾進行的各種詮釋又是否呼應到這間博物館的特質？ 

 

第一節 博物館黑暗性格分析 

誠然人們當初對這間博物館設立意義的質疑在逐漸消散，也或許有越來越多的

參觀者意識到在柏林設立的猶太博物館並不等同於大屠殺紀念館，但它和一般的民

族史博物館依然有著本質的區別。就博物館藏品的類型而言，它無法簡單歸屬於德

國界定的九大博物館類型12，一定程度上結合了「民俗當地歷史博物館」和「文化史

特殊博物館」兩者的特質 ，而它又無法滿足於物件的收藏、保護與陳列，試圖透過

空間感染力和學術教育等項目努力發聲。它也不適合用過於歡愉的姿態驕傲地展示

民族的瑰麗，它退無可退，必須反應那段棘手的歷史，直面大屠殺背後的意涵，以

此為主要吸引物來引起遊客基本空間移動的活動確實符合 Lennon 和 Foley（1996）

提出的所謂 「黑暗觀光」的概念。 

然而正如本文第一章文獻探討部分所指出的，黑暗觀光領域的概念界定相當模

糊，對黑暗觀光景點的分類標準也不盡相同，無論是 Sharpley（2009）提出的「黑暗

觀光需求與供給模型 」，還是 Stone（2006）建立的「黑暗光譜圖」，學者都在試圖

總結黑暗觀光吸引物的類型，卻忽略了一個博物館它同時具有多種形態的複雜可能

性。柏林猶太博物館作為一個單一目的地，它既提供了極度黑暗的觀光面向，教育

取向、注重歷史本位、以感知真實歷史物件與詮釋為目的，也具有輕微黑暗的觀光

面向，娛樂取向，注重遺產本位，鼓勵再現或創造想像等手段的使用。此外，供需

的矛盾或契合皆有可能共存在一個場域中，不同的遊客在相同景點中也會有不同的

                                                 
12 德國博物館研究所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分類方式界定了九大類型博物館：Volks- und 

Heimatkundemuseen, Kunstmuseen, Schloß- und Burgmuseen, Naturkundliche Museen, Naturwissenschaftliche und 

technische Museen, Historische und archäologische Museen, Sammelmuseen mit komplexen Beständen, 

Kulturgeschichtliche Spezialmuseen, Mehrere Museen in einem K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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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對於某些遊客而言，柏林猶太博物館可能是懷舊情懷的培養基地，對另一群

遊客而言，這些由非猶太人經營呈現的歷史可能還達不到及其他們感情共鳴所需的

真實氛圍。這種依照線性的、一維的思想來判定劃分的方法，可能無法幫我們進一

步認識這間較為複雜的博物館。本節將試著先拆解柏林猶太博物館，以導覽員的解

說詞、建築師的自傳、訪談博物館專員的筆記等資料為依託，按照由表及裡、由實

入虛的順序挑選出能夠與其他博物館作比較的特色環節，利用以往學者整理的參數

檢視其黑暗程度，而後建立其特有的黑暗性格模型。 

一、觸目驚心的建築外觀 

站在菩提大道 9-14 的門牌號前，從地面平視角度很難一下看出博物館的總體形

狀，或是洞悉其內部構造。地面之上，新館和舊館的建築外觀風格迥異，方形對稱

的一邊仿佛是正襟危坐的德國人，狹長迂回的另一邊則像動盪不安的猶太人。那些

習慣了規則理性的目光會被後者牢牢吸引，局部被高大的樹木遮擋，幾乎看不清全

貌，從空中俯瞰方能察覺其獨特之處：它猶如一道閃電用力地劃開地面，又好似是

把大衛之星立體拉伸后隨意切割再經重組的樣子。斜線狀的、不規則指向的開窗像

一道道「傷口」留在銀灰色鍍鋅鐵皮鋪置的外墻立面上。而這巨大的受傷體上竟找

不到任何類似門的入口處，像是患了久久不得治愈的創傷後遺症，極力隱匿自己的

內心。無論是為了暗示納粹當年發起的閃電戰，抑或有意識地聯繫宗教意味濃重的

符號，猶太人在柏林所受到的痛苦和曲折，確實經由這扭曲卻綿延不斷的「之字形」

建築外觀表露了一二。 

導覽人員 Schwarz 先生在介紹建築的部分強調了「新與舊」、「斷與連」、

「內與外」這三組對立共生的關係，在筆者看來這正是它有別於其他猶太博物館或

一般民族史博物館建築的地方。玻璃、鋅板這些新館建材和富麗堂皇的舊館看似格

格不入，但里伯斯金对鋅板這種樸實無華的建材有着自己独特的诠释：它们會隨著

時間慢慢氧化，當建築物的輪廓逐漸柔和之時，那些角度銳利、效果鮮明的窗戶會

變得更醒目（Libeskind，2006）。新館的折線造型以及開窗的形狀方向並非無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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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在實際起草階段是設計師里伯斯金查閱大量檔案資料的產物13。首先他在紀念冊

中隨機選取若干猶太人名，將他們柏林旧居的地址一點一點投射在柏林市地圖上，

其次再挑出他個人崇拜的一批名人，其中既有猶太人也有非猶太人，找到他們的確

切地址並與前者相互配對，最後在他們住所間畫線，將結果投射到建築立面上。這

一由附帶實際意義的點、線勾勒出的形狀，似乎巧妙地揭示着猶太人在这座城市生

活的破碎和連續。将猶太博物館的入口設置在原柏林博物館巴洛克式舊館體內，用

一種與傳統設計理念不同的方式將新老建築結合在一起，這種潛意識下的連接似乎

代表了德國人和猶太人命運的無法分割。2007 年新建的玻璃庭院緊緊附著在舊館之

外，這種與陽光和大自然接觸的半開放式結構，仿佛在昭告世人：柏林人已經準備

好誠實面對自己幽暗的歷史，並且邀請外面的人走入內部來一探究竟。 

  

圖 3-2 柏林猶太博物館俯瞰圖 vs. 布拉格猶太博物館平卡斯會堂 

資料來源：柏林猶太博物館官網；布拉格猶太博物館官網14 

此外，與一般猶太會堂或普遍採用對稱方正結構的博物館現代建築相比，柏林

猶太博物館似乎更像是城市的地標建築或特殊烙印；而展出的內容又和城市的歷史

息息相關，因此不會像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那樣，讓在地居民及遊客只想遠觀，

                                                 
13 設計師里伯斯金參考的檔案資料可參見德國聯邦檔案局 Das Gedenkbuch des Bundesarchivs für die Opfe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Retrieved 19.03.2015 from 

http://www.bundesarchiv.de/gedenkbuch/ 
14 左圖 retrieved 19.03.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main/DE/04-Rund-ums-Museum/00-rund-ums-

museum.php；右圖 retrieved 19.03.2015 from http://www.jewishmuseum.cz/en/media/film-and-photos/downloadable-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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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進一步走入其中。不難理解，為何哥本哈根政府會邀請里伯斯金將其柏林的作

品在自己的城市內進行複製，打造了丹麥的猶太博物館15。 

二、別有洞天的內部空間 

進入巴洛克風格建築的內部，目光首先接觸到的是明亮寬敞的遊客接待處，右

手邊深處則是透過新建的玻璃庭院投射在大廳的一縷縷陽光。有悖於向上參觀的慣

性動線，觀眾需由舊館大廳拾階而下，先進入新館的地下一層展廳。自然採光漸弱，

幾近幽暗，而後慢慢轉為冷色調的人工照明。階梯的盡頭則是三條兩兩相交的主軸，

分別通向「死亡」的屠殺之塔、「流放」的霍夫曼花園和三樓引導遊客思考「延續」

的常設展展廳（如圖 3-3），站在任何位置都無法將三種命運盡收眼底。導覽員提示

參觀者注意天花板上狹長的光帶，在加強軸線抽象感的同時，似乎發揮著參觀動線

的作用，能讓人較為安心地跟著前行，然而尖銳的銳角牆面還是會經常措手不及地

出現在眼前。更多時候，天花板上的人工照明是在呼應建築立面上開窗那般銳利切

割的形貌（徐純一，2014：12）。博物館內部的通道、墻壁和窗戶都帶有一定的角

度，幾乎沒有水平或垂直的結構，在一兩個轉身之後很快便讓人喪失了方向感。加

上所運用的沉重色調和恰到好處的明暗度，無不給人精神上的震撼和心靈上的撞擊，

這些空間輕柔但堅定地提醒著人們關於猶太人的這段痛苦不堪的劫難史。 

                                                 
15 位於哥本哈根的丹麥猶太博物館於 2004 年開幕，十七世紀舊皇家船屋的內部是由建築師里伯斯金重新操

刀設計，建築從外到內多個不同層面成功地反映出丹麥猶太人歷史的豐富層次。丹麥在二戰時期幫助大量猶太人

逃亡的善行是博物館想要表現的主題，這與柏林猶太博物館沉重、壓迫的情感基調有很大不同，但同樣運用了傾

斜的空間、斷裂的墻壁、延續的線條等建築元素，這些也將在下文柏林猶太博物館內部空間的段落中詳細說明。

參考丹麥猶太博物館官方網站-建築專頁：Architecture. Retrieved 08.04.2015 from http://jewmus.dk/en/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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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導覽員 Schwarz先生講解地下一層三條軸線的圖示 

建築內部的複雜結構以及特意設置成上上下下的參觀動線，讓很多初次造訪的

遊客倍感不適，空曠高聳的房間又加深了探索的不確定性。有遊客在知名網站 Trip 

Advisor 的博物館專頁留言，因為遺漏某些未曾觸及的角落和展示空間而感到扼腕歎

息。然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建築師預期的感染力。但凡來參觀的觀眾稍微知

道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對猶太人進行的迫害行動，便能夠將身處館內切身感受到的不

適與猶太人當年前途未卜的命運產生聯想，而這還僅僅只是在博物館中徒步探索階

段所獲得的感受。 

新館的建築工程在 1999 年就宣告完工，在常設展安裝完畢正式對外開放的兩年

前，就有三十五萬名訪客參觀了這個空殼子。里伯斯金的卓越設計似乎能道出更多

展覽無法再現的猶太生活和歷史，更像是一幅空白的銀幕，讓遊客投射以及閱讀自

己有關歐洲猶太人被迫害的經歷、記憶和態度。儘管在項目啟動伊始，它就沒有被

定位成一座紀念性的博物館，但就建築空間的黑暗表現力而言，甚至可以和柏林同

時期在策劃的露天恐怖地形圖博物館和歐洲猶太屠殺紀念碑一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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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得益彰的裝置藝術 

和一般民族史博物館僅僅展出原真物件不同，柏林猶太博物館中有著幾件不容

忽視的大型裝置藝術，當代氣息濃郁的物件看似和這講述歷史故事的場域組成一幅

光怪陸離的景象，實則在突顯博物館黑暗性格的過程中功不可沒。 

導覽員將參觀者引向第二條軸線，一路通往室外露天的霍夫曼花園。一個由傾

斜於地面的 49 根方形水泥柱組成七排七列的龐大方陣構成了這一流放主題的空間主

體。水泥柱陣中的 48 根柱子是由柏林的泥土澆築，而 48 的數字是為了紀念以色列

在 1948 年建國，最后一根柱子裡則裝入了聖地耶路撒冷的泥土，漂泊之旅的盡頭猶

太民族終於還是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國家，似在講述一個充滿希望的美好故事，孰不

知強烈的「失根性」給他們帶去的長久傷痛，或許已然超過留在德國遭受迫害的程

度。里伯斯金建造這座花園正是要紀念那些被迫離開柏林的猶太人，他在自傳中描

述道：「我希望提醒參觀者，德國猶太人的毀滅，以及到一個自己全然沒有淵源的

陌生國度是什麼樣的感覺」（2006：84）。厚重粗大的水泥柱間空隙不大，僅容一

人穿行，整個柱陣的地面呈 15 度傾斜，行走其中地勢起伏或光陰交替，來不及適應

的視覺和體感相互抵觸容易讓遊客產生暈眩感覺。雜草般的枝椏栽植在水泥柱頂端，

除此之外便不見傳統花園應有的鳥語花香、生機勃勃。花園外緣被水泥矮墻圍堵地

嚴嚴實實，尋覓出口不得，就只能再次原路返回建築地下一層的三岔路口。 

第三條延續之軸的盡頭可見一條通往常設展的冗長階梯，階梯過半處標示了新

館建築一層內庭另有展品。一件名為「落葉」（Shalechet）的現代藝術品出自以色

列藝術家卡迪希曼（Menashe Kadishman）之手，它位於博物館內唯一一處允許遊客

進內一窺究竟的「虛空」展覽廳。其餘五個所謂「消失」的虛空展示廳被刻意用墻

面封閉起來，遊客偶能透過一些玻璃窗口瞥見這些不能進去卻垂直貫穿了整棟建築

的虛無空間。建案討論的過程中，曾有官員提出質疑，為什麼要把錢花在這些沒有

任何用途的空間上，里伯斯金也曾想過要給虛空展廳的內部墻體印上遇難者的名字，

但最後放棄了這個主意，他要用這些毫無作為的、不存在的空間喚醒人們對柏林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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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被消弭了的有關猶太人的記憶。繞過迂迴走廊，步入這空蕩的落葉展廳，只見

上萬枚圓形鐵製厚片密密麻麻地鋪疊在地面上，走近一看會被這人臉模樣怒目圓睜

似在吶喊的無數靈魂所震撼，即使走得小心翼翼，觀眾每每踏過之處，鐵片仍會擠

壓碰撞並且留下鏗鏘綿延的聲音不絕於耳。建築頂部的玻璃天窗投下自然白光，讓

鏽跡斑斑的人臉清晰可見；側面墻上的菱形窗口又投射一道金黃餘暉，給這冰冷的

舞台補充了一個僅有的暖色調特寫（如圖 3-4 右側所示）。 

  

圖 3-4 霍夫曼花園與落葉裝置 

博物館中的常設展按照時間順序布展，從羅馬時期猶太人的粉墨登場，到中世

紀時人口激增，跟隨十九世紀猶太民族解放的腳步來到納粹政權時期大規模移民和

遇難，最後以二戰之後當代德國猶太人的生活作為展覽的收尾。正面涉及大屠殺歷

史的展品比例確實不高，反倒是幾件當代創作的藝術作品承擔起了黑暗擔當的責任，

比起客觀主義的真實性，館方傾向於讓後現代的觀光客身體力行地參與到建構主義

的真實環境中，稍許浸潤、點到為止。這些裝置藝術旁不附標籤，沒有文字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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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接收的內容包括數字、形狀、顏色、材質、距離、體感等抽象元素構成的理性

信息，以及導覽人員給予的感性補充。這與通常意義上那些黑暗觀光景點所使用的

手段有很大差異。後者通常會採用直觀的方式給予參觀者視覺衝擊與情感渲染，像

是滅絕營或集中營這些極度黑暗的景點會強調猶太軍營、毒氣室、焚化爐（如圖 3-5）

等等這類歷史真實的、具象的展演內容，筆者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參訪時遇到一名

經驗豐富的白俄羅斯籍導覽人員，她會在 Station Z 這一區塊跟那些駐足停留很久的

遊客講述當年被迫執行焚燒任務的猶太人如何保留摯友最後一絲尊嚴的揪心故事；

又或者像捷克布拉格的平卡斯猶太會堂內，紅黑兩色的紋路遍佈墻壁，近看實則是

波西米亞地區近八萬名在泰瑞辛（Terezin）集中營內罹難猶太人的姓名（如圖 3-6），

語音導覽裝置中也相應提供了較長篇幅的解說。 

 

圖 3-5 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Station Z展區 

圖 3-6 布拉格平卡

斯猶太會堂內部

及語音導覽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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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闢蹊徑的學習中心 

租借語音導覽器和預約展覽講解員是目前各類博物館最常見的觀眾服務，在柏

林猶太博物館參加拉斐爾．羅斯學習中心（Rafael Roth Learning Center）的多媒體課

程可以算是一種新形態的嘗試。拉斐爾．羅斯先生是柏林當代有名的企業家和慈善

家，早在開幕之前就對博物館慷慨解囊，並且對打造一個供遊客探索德國猶太歷史

的媒體空間充滿熱情（Wenzel，2013）。2001 年和常設展一同開幕的學習中心便是

用贊助者來命名的，多媒體設備搭載了當時最新式的互動軟體，並且在之後的十餘

年間穩步擴建，約有三分之一的造訪者會使用到學習中心的多媒體互動服務

（Schmiemann，2013）。 

學習中心設置於新館地下一層展廳的入口處，採用多媒體形式詳細介紹德國猶

太人的文化及歷史，可供單人參觀使用或團隊預約課程。遊客既可以在探索三條軸

線之前就先前往學習中心，坐在計算機前佩戴耳機靜靜聆聽口述歷史的錄音，觀看

英軍解放卑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紀錄片片段等，也可以在參加完專人導覽後回到此

處，借由數款生動有趣的遊戲來加深參訪印象，例如動一動滑鼠，為猶太先生

Samuel Joseph 製作一份符合猶太教規（kosher）的菜單。除此之外，學習中心的空

間亦可舉辦例如《逃亡在上海》（Exile in Shanghai）的多媒體展覽，透過一系列猶

太人捐贈的歷史相片和影像，佐以錄音、動態地圖和文字說明等，向參觀者生動展

示了當時在上海的猶太人艱難、絕望同時又抱有希望的逃亡生活16。柏林猶太博物館

提倡「組合導覽」（Kombinationsführung）的概念即是特指這類「導覽」結合「學

習中心」的組合型教育項目。以《靠音樂存活下去》（Ü berleben mit Musik）17這一

組合導覽為例，首先館方會挑選常設展中與「德國猶太人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反应」

（Reaktionen deutscher Juden auf den Nationalsozialismus）這一主題有關的部分内容，

由導覽人員帶領參觀，藉由捐贈人提供的檔案等證物，重點講解猶太人為倖存所做

                                                 
16 參考猶太博物館官方網站展覽專頁 Retrieved 20.03.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main/DE/01-

Ausstellungen/03-RRLC/01-geschichten/schanghai.php 
17 參考猶太博物館官方網站導覽專頁 Retrieved 20.03.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fuehrung/ueberleben/ueberleben_D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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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嘗試。待參與者儲備了一定的背景知識後再前往學習中心，了解爵士音樂家

Coco Schumann 年輕時以被人排擠的猶太人生活在柏林以及流放到奧斯維辛滅絕營後

以音樂家身份倖存下來的人生經歷。學習中心為這一組合導覽設計了兩份學習問卷，

讓觀眾在操作多媒體設備的時候能夠帶著疑問去主動傾聽和深入思考。 

  

圖 3-7 拉斐爾．羅斯學習中心的以及館內多媒體互動裝置 

諸如此類結合多媒體技術的展示裝置也同樣散落在常設展中的各個角落（如圖

3-7 右側），其互動形式和新穎程度與歐美專為兒童設立的博物館、科學博物館甚至

柏林的東德博物館相比，其實並不具備優勢，但在黑暗主題的觀光景點中開闢一塊

多媒體集中展示區域作為詮釋歷史的媒介，不失為一種挑戰。高科技以及新媒體技

術的運用既不能牽強附會，也不應當破壞這感染力十足的空間好不容易營造出來的

整體氛圍，是否能在這整體氛圍較為肅穆的猶太博物館中起到恰到好處的平衡調節

作用，也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五、目的明確的線上參與 

暫時跳脫出博物館圍墻的禁錮，設想今日讓世界各地遊客獲取博物館參觀信息，

了解近期展覽內容，預約導覽等觀眾服務最便捷的途徑之一，可能就是無遠弗屆的

互聯網平台了。發達國家的知名博物館近年來更是紛紛架設虛擬博物館。這種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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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展覽真實場景或文物實體的形式雖然為博物館網站的運用開拓了一片新天地，

但同時也引發了關於是否還有必要實地參觀博物館的議論與思考。除了架設官方網

站，博物館還會透過各類社交平台不定期推送最新資訊，維繫著與目標群體之間緊

密的關係。如果那些精彩紛呈的宣傳影片和超高解析度的藏品圖像沒能進一步為使

用者營造一個在線學習互動的環境，那麼這些平台的設計目的實則大都還停留在

「我們的博物館賣什麼」的行銷噱頭罷了。 

柏林猶太博物館在 2009 年全面更新了官方網站的架構（Jüdisches Museum Berlin，

2011：44），在背負著傳遞集體歷史責任重擔的前提之下，把對教育功能的重視延

伸到了博物館圍墻之外的在線平台。和集中營這類主題更為黑暗的紀念性博物館網

站相比，柏林猶太博物館又有如下明顯的特點： 

第一，主頁顏色鮮明多彩，試圖打破遊客對猶太博物館沉重嚴肅的刻板印象。

將展覽海報或展品圖像設置為背景壁紙，每次打開主頁地址便會隨機更換，最初只

顯現圖像的一角，設下懸念，然後跟隨滑鼠移動的軌跡逐漸展開全貌。互動的方式

簡單卻不失樂趣，很像滿懷期待揭開刮刮卡的過程，同時又開門見山地呈現了博物

館展覽的內容和展品的類型； 

  

圖 3-8 網站主頁對比 

資料來源：柏林猶太博物館官網；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紀念館官網18 

                                                 
18 左圖 retrieved 19.03.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index.php；右圖 retrieved 19.03.2015 from 

http://www.stiftung-bg.de/gums/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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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界面活潑便於操作，有助於吸引低年齡群體參與到參訪前的準備活動中。

橫向枚紅色的導航條簡明扼要地羅列了博物館的參觀信息，縱向的導航條分別指向

為兒童學生和教師設立的教育專頁以及往期特展回顧的專頁等等。其中，在教育專

頁上能夠瀏覽到當期所有導覽、工作坊、活動日的具體內容，以一目了然的表格形

式呈現，同時可以按照參與對象的類型進行進階快速篩選。值得一提的一處細節是

畫面右側不斷變換服裝表情的動畫小人（如圖 3-9），推測館方諳悉青少年的學習認

知習性，專門利用此動畫代言小人來吸引注意力容易分散的低齡族群，向他們默默

地傳遞了博物館及其開展的教育項目擁有多樣與包容的特質； 

 

圖 3-9 網站教育專頁與右側的動畫代言人 

資料來源：柏林猶太博物館官網教育專頁19 

第三，學習資料數位共享，提供學校或家庭相應的教具來展開線下的猶太主題

活動。網站上可以找到四款德英雙語的在線遊戲，與博物館的展覽有所串聯，且適

合不同年齡段的參與者，在遊戲中讓人思考：猶太女商人行李箱中會攜帶哪些物件20？

集中營設立之前德國猶太人既有哪些日常生活中的限制21？另有諸如「光明節陀螺樣

                                                 
19 Retrieved 23.03.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was_gibts/was_gibts_DE.php 
20 參考柏林猶太博物館官方網站遊戲 „Glikl will auf Geschäftsreise gehen“. Retrieved 20.03.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spiel/glikl/glikl_DE.php 
21 參考柏林猶太博物館官方網站遊戲 „Wieviel Uhr ist es“. Retrieved 20.03.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spiel/ns/ns_D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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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木偶劇遊戲樣張」、符合猶太教規的飲食指南等猶太教節日相關的特製資

料供老師、家長、學生在參觀前後隨時下載。 

正因為柏林猶太博物館館方非單純紀念性場館的自我定位，以及明確的教育目

標設定，才讓它能夠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以積極開放的心態利用互聯網文化來籠

絡年青一代，在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拓展出更多發揮創意的空間。 

六、人無我有的外展活動 

如今許多博物館均面臨展示空間緊縮的問題，但即使是規模較小的私人博物館

也都卯足全力致力於各項觀眾服務。同樣位於柏林市中心黃金地帶的東德博物館

（DDR Museum）22，就因為其處於施普雷河濱地帶的區域限制，無法進一步拓展博

物館的物理空間。用於舉辦各類講座、讀書會等活動的遊客接待中心也迫於無奈，

設置在遠離河邊展館的大樓內。以特展、巡迴展等形式將博物館的展示內容外送出

去的方式近年來被規模不一的各類博物館廣泛使用，而利用「行動博物館」

（Mobile Museum、Museum in Motion）打破區域藩籬的博物館新嘗試，則多見於資

金充沛的公共博物館23。和數位博物館、虛擬博物館不同，這種以車體改裝擴充的、

可移動的、有機性的行動博物館（黃佳慧，2011），能夠化被動之給予為主動之提

供，讓不易前往博物館資源較集中的大城市參觀的觀眾，在其長期生活的區域，就

能夠與博物館做直接的親密接觸，這對負面遺產相關的文化機構而言尤其不易。 

2007 年下半年開始的 on.tour 項目讓更多柏林以外的德國學生不必離開自己的居

住地，便有機會走近/進柏林猶太博物館。與一般車體、展示與展場三者合一的大噸

位貨櫃車不同，柏林猶太博物館選擇讓一輛迷你巴士駛入校園。前者的車體就是展

場，展示就陳設在車體內，而後者是利用校園現有的空間資源進行展示，其優勢則

                                                 
22 DDR 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的縮寫，這是一家屢獲殊榮的私人博物館，

座落於原東德的政府建築內，透過互動體驗的方式展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及居民的日常生活，2006 年開

幕至今每年吸引 50 萬人次造訪。 
23 檢視目前台灣運作較為成功的移動博物館亦是如此：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防災教育行動博物館」、國

立歷史博物館之「台灣文物行動博物館」、國立科學教育館之「電與磁」、「綠色能源新紀元」、國立台灣文學館之

「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等皆屬於國立博物館等公部門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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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具備較高的可及性和靈活性，可以達到的區域以及接納的人次不受車體大小限

制，利用目的地的場所，做空間上的加法（博物館館舍+迷你巴士+目的地場所），

同時因為不限在車體這一展場內展示物品，所以也省去了搭載發電機或連接城市電

網的麻煩。如圖 3-10 所示，巴士搭載著折疊式的展示教具、供人親手觸碰的物件、

播放影片錄音的多媒體裝置以及數名教育工作人員，根據天氣變化選擇在戶外操場

或室內禮堂、體育館中搭建 36 至 54 平方米的宣傳區，輕鬆布展隨後開展整日的活

動。 

 

 

圖 3-10 on.tour 項目的迷你巴士走進學校 

資料來源：柏林猶太博物館官網24 

學生們可以通過一目了然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對猶太人的生活習俗、猶太人的節

日和歷史有感官上的認識。通常每個推廣活動日可以組織最多三個班級進行每場次

兩個課時的展示以及三個課時的工作坊。任何學校都可以在博物館官網上登記申請

外展活動的日期，整個項目不會向學校收取任何費用。相關教育人員為自己設定了

                                                 
24 Retrieved 23.03.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ontour/neue_ausstellung/ontour_waech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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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可行的目標：1）選擇適合年輕人的物件來負載德國猶太人的歷史；2）協助老

師在課堂上開展博物館的教育專案；3）引發孩子們前往柏林參觀的意願。截止至

2008 年底，第一輛彩色的迷你巴士已經跑遍德國十六個聯邦州，2012 年第二輛巴士

又踏上征程，兩車配置有所差異，分別負責不同的工作坊內容。讓每個人接觸到博

物館的內容是其美好的願景，因此館方將觸角盡量伸向偏遠的學校，甚至青年監獄，

迷你巴士上搭載的特色道具也陸續成為各類研討會的座上賓。教育部門固然可以將

受眾群體擴到大成人，讓迷你巴士開進社區服務更多民眾，但這不僅要大幅度更換

車上裝備，相應調整工作坊的內容編排，而且在行程預約和規劃步驟上就還會超過

單一部門所能負荷的強度，因此眼下是還沒有跨部門的合作推廣計劃。 

這類將移動博物館運用到普通的民族史博物館或是黑暗觀光景點開發的形式是

較為罕見的，在德國尚屬獨一無二。相較於館際流動展覽或是展品出借，柏林猶太

博物館的移動博物館項目更像是配備了「教育擴展包」的基本展覽套件，儘管博物

館提供的物件多數圍繞德國猶太人的歷史、猶太宗教、猶太人的生活方式等主題，

且只能與學生分享一些淺層初步的概念，但生動獨特的展覽形式以及深入淺出的工

作坊能夠吸引玩樂天性的年青人，能讓他們在活動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思考，

有助於學校後續開展傷痛歷史相關的課題研究。從博物館行銷的面向考量，移動博

物館也能給博物館運營帶來正面的影響。試想每位觀眾、參與者都是一枚種子，成

熟之後卻能產生成倍的散播效應，不排除一部分外展活動的受益人在不久將來和父

母朋友一同前往柏林實地參觀博物館的可能性，實地感受博物館建築和展覽帶給他

們深層次的體驗，那麼這看似最輕鬆愉悅的一環便打通了柏林猶太博物館黑暗性格

的整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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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具體地檢視了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六項特質，並分別與歐洲其他城市的猶太

博物館以及柏林其他擁有棘手遺產的博物館、紀念館作比較，目的不是為了評價柏

林猶太博物館的優劣，羅列它的各項長處或分析其可以改進的短板，事實上也無法

僅僅透過網站、導覽、建築師這些官方層面給予的資料得出客觀的結論。而本節之

所以拋磚迎玉式地嘗試對幾項特質進行深描，是為了從供給面的角度摸索博物館各

個特殊環節的設立目的和相互關係，試圖在黑暗觀光學術基礎上建構契合個案特性

的多維模型（如圖 3-11），並借鑒黑暗光譜圖的八項參數標定柏林猶太博物館各項

特質的黑暗深淺程度（如表 3-1）。 

圖 3-11 柏林猶太博物館的黑暗特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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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個案六項特質的黑暗程度 

建築外觀：    政治影響和意識形態強、教育導向、歷史為中心、離屠猶事件遠、

無目的性供給、基礎設施少（5/6） 

內部空間：  政治影響和意識形態強、教育導向、遺產為中心、離屠猶事件近、

無目的性供給、基礎設施多（4/6） 

裝置藝術：  政治影響和意識形態強、教育導向、歷史加遺產、離屠猶事件近、

無目的性供給、基礎設施少（5.5/6） 

學習中心：  政治影響和意識形態弱、教育娛樂、歷史加遺產、離屠猶事件遠、

有目的性供給、基礎設施多（1.5/6） 

線上參與：  政治影響和意識形態弱、娛樂導向、歷史加遺產、離屠猶事件遠、

有目的性供給、基礎設施多（0.5/6） 

外展活動：  政治影響和意識形態弱、教育導向、歷史加遺產、離屠猶事件遠、

有目的性供給、基礎設施多（1.5/6） 

建築外觀、內部空間和裝置藝術三項被標定在相對靠外的深色圈環內，內含較

高的政治影響和意識形態，且主要依靠參觀者主觀體驗，屬於非有目的性的供給，

偏向純粹的教育取向；而學習中心、線上參與和外展活動則主要依附多媒體設備和

教育工作者這些中介，屬於有目的性的供給，並且伴有明顯的娛樂取向，因此被標

定在相對靠內的淺色圈環內。因為博物館本身不是死亡和痛苦發生之場所，各個環

節都不具有較高的地點及觀光產品真實性，因而兩大類型下各自內部的深淺差異取

決於各個環節對「德國猶太人苦難歷史」這一黑暗觀光產品的再加工程度，例如博

物館的內部空間以及裝置藝術容易讓觀眾局限在二戰屠猶的歷史中，而其餘四個環

節則試圖提及更久遠的德國猶太人歷史。柏林猶太博物館的黑暗模型呈現出不規則

的六邊形雷達圖，也如實地反映出這座博物館錯綜複雜的本質。 

上述六個環節相互之間也存有一定的關聯性。建築設計師里伯斯金正是藉由柏

林猶太博物館這件「療癒傷痛」的作品逐漸開始名聲遠揚，而觀眾在進入博物館實

際接觸到展品和活動之前，主動或被動接受到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與這棟別樹一幟的

建築物有關，由此為起點吸引了一大批或好奇、或懷舊、或批判的觀眾進入其中一

探究竟。在內部空間跌跌撞撞的探索過程中誤打誤撞地接觸到屠殺塔、逃離花園和

落葉裝置，觀眾必將經歷幾番感同身受的靈魂觸動。主題導覽、工作坊或多媒體課

程則能進一步協助觀眾鎖定焦點、持續思考。即使參觀完畢離開了博物館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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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德國猶太人歷史或現狀的關注還是會蔓延到博物館圍墻之外，透過互聯網平台

隨時滲透到人們的學習和生活中。更會有巡迴展示車打破博物館的地域限制，將精

心組裝好的教育擴展包送到偏遠地區的年輕人面前。最後期待這些潛在的目標客群

有朝一日能親自來到柏林，重走這一遭黑暗模型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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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冷熱交融的詮釋方式 

無論是哪個季節造訪柏林猶太博物館，觀眾都有機會感受到至少三重不同的溫

度：看到冷酷的金屬建築材質，先是眉頭一緊，這棟棱角分明、曲曲折折、佈滿傷

痕的建築無聲地訴說起六百萬猶太人在這座城市所經歷的複雜遭遇；然後從博物館

舊館的大門探入建築內部，跟隨先下後上的參觀動線，走過屠殺、流亡、延續三條

軸線，劫後餘生般的感覺讓人由冷回溫；倘若參加一場主題導覽或是相關教育活動，

在與歷史物件、與活動夥伴以及博物館教育工作者的高度互動中一股暖流湧上心頭。

這種冷熱結合的詮釋模式和本章第一節建立的黑暗模型有著緊密的關聯，正是本節

將繼續分析的部分。 

筆者欲沿用 McLuhan 冷熱媒體的區隔方式，根據信息的清晰度、觀眾的投入程

度對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詮釋方式進行分類，回歸學者對詮釋的理解以及影響博物館

互動因素的研究，試圖進一步延伸柏林猶太博物館的黑暗性格，將建築的空間體驗、

看板、折頁、互動裝置、語音導覽、專人導覽等體驗項環節，按照冷式、溫式、熱

式詮釋三種層次分別進行探討。如下表 3-1 所示，本文所指的「冷式詮釋」是利用了

博物館較為黑暗的性格面向，參觀者依靠身體去直接體驗，此時博物館提供的資訊

是強勢給予、單項傳遞的，這種方式非常依賴於博物館本身的環境因素，因而參考

價值雖然很高，但實踐過程中卻很難輕易複製；比較容易被各類博物館復刻的詮釋

手段是筆者定義的「溫式詮釋」，它加入了非人為介入的輔助說明媒介，博物館想

要傳遞的信息得以透過靜態或動態之方式較為清晰地呈現，儘管是有目的性的供給，

但大多藉由這一方式提供的內容仍屬同質性較高的制式化服務；而客制化的服務則

出現在人為介入的「熱式詮釋」環節中，此時開始考量到觀眾的個人因素和社會因

素，綜合運用博物館的各項黑暗性格，也會漸漸出現娛樂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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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區分個案三種詮釋方式的理論基礎 

 冷式詮釋 溫式詮釋 熱式詮釋 

借鑒 McLuhan 冷

熱媒體的區分標準 

信息清晰度較低 

需深度捲入 
信息清晰度適中 

信息清晰度較高 

無需深度捲入 

Tilden 所定義的詮

釋概念 

原物使用及直接體驗

（建築及空間） 

原物使用及輔助說明

媒介（非人為介入） 

原物使用及輔助說明

媒介（人為介入） 

Falk 與 Dierking 所

指影響詮釋及互動

之因素 

高度依賴環境因素 

沒有考慮參與者的個

人因素、社會因素 

部分依賴環境因素 

開始考慮參與者的社

會因素 

部分依賴環境因素 

開始考慮參與者的個

人因素、社會因素 

與個案黑暗性格模

型之關係 

偏向最黑暗特質運用 

具偶然性 

偏向最淺黑特質運用 

屬制式化 

綜合運用各黑暗特質 

屬客製化 

出於教育目的的詮釋其實常常受到質疑，例如詮釋不足、過渡詮釋、幹擾了參

觀者自主體驗的經歷等等（Bramewell & Lane，1993）。因此，在檢視柏林猶太博物

館對原物使用、直接體驗、輔助說明媒介的運用之前，筆者欲首先審視其詮釋的主

體和客體。 

在大屠殺文學研究領域，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表達不可表達之事，描述不

可描述之事」（鐘志清，2007：125）。這句話本身便是一個悖論，因為如果事情本

身無法真正言明，那麼就不要做任何言狀的嘗試。如若所謂的負面遺產會自然消失，

當然可以不予理會，但如果無法消弭，就必須有人去繼承。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

究所研究員鐘志清在對希伯來語文學作品的梳理過程中就發現，對大屠殺這一歷史

事件的反應，即使是來自猶太民族的提筆寫作，也經歷了一個從沉默到打破沉默的

漫長過程（鐘志清，2007）。文學領域中，上述這樣的說法是指在把握語言上的難

度，而在博物館詮釋歷史的過程中，同樣也面臨類似的難處：不易表述的故事由誰

來說，內容該如何取捨？歸因於各界陸續公開的檔案資料、倖存者的記錄、目擊者

的陳述以及大量學者的潛心研究，今天人們才漸漸有機會從不同視角去拾取自己能

夠認可的有關德國猶太人歷史的事實真相。但經營和發展一間擁有棘手遺產的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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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卻還不太一樣，它在一個固定框架下替參觀者事先進行了一次主觀的篩選，

詮釋的過程也就決定了什麼樣的歷史要被人們看到或記住，儘管理論上人們可以樂

觀地認為參觀者還會再經歷一次主觀過濾，他們有權決定是要直接被動接受，還是

進一步建構自己的詮釋版本。 

館長布魯門塔爾在博物館開幕伊始時曾明確表示：「如果猶太社群想要決定博

物館裡展出什麼，或是一位猶太拉比前來聲稱他對博物館的控制權，那都是行不通

的。我們是一間德國歷史博物館」25（Blumenthal，Hart & Dillmann，2001：22）。

這一口吻強硬的自白，首先巧妙地規避了關於詮釋權利的問題，因為這是「德國」

的歷史博物館，因而清楚畫定了猶太社群參與博物館事務的界限，亦即不存在是

「關於他者」（about other） 還是「藉由他者」（by other）的主導權爭議。在柏林，

已有眾多猶太社群和個人積極參與的城市地景，像是與柏林猶太社群（Jüdische 

Gemeinde zu Berlin）緊密相關的八所猶太會堂、兩座猶太公墓26，它們成立了各自的

協會，背後也有猶太中心基金會（Stiftung Neue Synagoge Berlin-Centrum Judaicum）

這類非聯邦來源的經濟支援；又比如德國猶太中央福利社（Zentralwohlfahrtsstell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創辦的猶太藝術畫廊 Galerie Vinogradov，或是以色列導演兼

表演藝術家 Dan Lahav 創辦的 Bimah 猶太劇場27，都試圖在柏林的猶太藝術家和一般

觀眾之間搭建平台。而柏林猶太博物館正是與上述機構在立場上形成互補的一個詮

釋主體，同時也讓人更加好奇，猶太觀眾對這一建構集體記憶的文化機構會有怎樣

的接受。 

其次在展覽內容上，自然而言地與傳統意義上由猶太社群主導的博物館形成了

明顯區隔。柏林猶太博物館不是一間猶太文化的寶藏屋，燭臺、酒杯、香料盒等等

這些典型物件的意象必然會出現在觀眾眼前，但並不是全部；人們最為熟悉的納粹

                                                 
25 譯自布魯門塔爾館長接受雜誌主編 Judith Hart 和自由記者 Hans-Ulrich Dillmann 採訪的訪談稿，原文：

„…[D]ie Grenze wäre erreicht, wenn die Jüdische Gemeinde sagen würde- was sie nie getan hat-, dass sie eine Kontrolle 

darüber ausüben will, was in dem Museum ausgestellt wird. Oder wenn nein Rabbiner kommen und ein Kontrollrecht 

reklamieren würde. Das geht nicht. Wir sind ein deutsches Geschichtsmuseum.“ 
26 其中就包括柏林旅遊局 Visit Berlin 網站推薦的位於奧拉寧堡大街上雄偉壯觀的新猶太會堂，以及申請世界

遺產的白湖猶太公墓等等。 
27 參考網站 http://www.deutsch-juedisches-theater.de/以及 http://www.juedische-galeri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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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猶，也僅僅只是整個故事諸多高潮的其中之一。詮釋的不易之處，往往在於要講

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而不是某個片段，這一感觸源於筆者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恐怖博

物館（House of Terror）的造訪經歷。將聲音、影像、高科技相互結合的敘事方法讓

這一黑暗觀光景點廣受關注，精準的燈光控制、緊湊空間的合理運用，無可厚非地

打造出一場讓人印象深刻的體驗之旅。然而它最為人詬病的方面就是把詮釋的重點

幾乎全部放在共產政權的恐怖暴行上，沒能平衡地去再現戰前、戰後時期被極權主

義陰影所籠罩的城市面貌（Rátz，2006）。相反的，當柏林猶太博物館擁有強大的

企圖心，想要將猶太人和德國人的生活經驗交織在一起從源頭開始回溯時，傾囊而

出的展覽理念同樣也會招來非議，擔心大屠殺會淪為博物館的邊緣主題，抑或質疑

其擁有迪士尼樂園的氛圍（Weiss，2002）。面對各種潛在的批判聲音，博物館倒像

是做足了準備，以其發揮自身黑暗性格的詮釋手段做出回應。 

一、冷式詮釋：建築空間與身體的直接對話 

柏林猶太博物館所製造的「冷」感主要源於里伯斯金打造的這棟建築及其背後

影射的內涵，這層溫度在觀眾遊走於博物館空間的整個過程中反復地刺激著他們的

各項感官神經，且沒有顧及資訊接受者的差異，簡單粗暴地提供著唯一的詮釋版本。

就像建築師在闡述自己作品時用到的「虛空」一詞，它給博物館觀眾提供的信息極

少，向他們提出了深度參與的要求。 

首先從視覺上接受到的資訊，例如無以名狀的建築造型、鋅板覆蓋的建築外殼、

展廳內的交叉動線和尖銳拐角、墻上不規則的窗口裂縫等等，在沒有進一步加以詮

釋的情況下，這些清晰度不夠的建築表徵無不衝擊著參觀者的既有文化資本。其次

用腳步去丈量、用身心去體驗之後的建築空間，則試圖將觀眾從難以捉摸的狀態帶

領到無以名狀的新境界。例如觀眾繞著建築觀察外表的時候即要開始思考波光粼粼

的建築材質和一道道傷口般的開窗意味著什麼？從入口處往下探尋地下展廳再拾階

而上來到常設展廳的動線是否夾帶著深層的意涵？在霍夫曼花園中的頭暈目眩和舉

步維艱能讓觀眾產生怎樣的命運聯想？身處幽暗寂靜且空蕩高聳的屠殺塔內會否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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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感官的潛能，讓人看到、聽到、想到一些平日忽略的事物……藉由一系列身體

與建築的單純對話，館方建構了所有觀眾與德國猶太人這個博物館想要展示的主要

對象兩者之間的牢固關係，無論觀眾是把自己設想成加害者進行深刻地反思和自我

批判，還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場上接受一次傷痛療癒，抑或積極正向地承擔歷史罪責，

設身處地地思考時代當下的議題和未知的將來。當然，要成功實現這冷式詮釋的前

提，必須是觀眾的深度捲入，如果他們選擇置若罔聞、冷眼旁觀自然就無法接收到

館方以及建築空間傳遞的信息。 

冷式詮釋具有其天時地利人和的高度偶然性。以里伯斯金的建築為例，自柏林

猶太博物館建案競標成功後建築師突然開始名聲大噪，這一看似不可能施工的設計

方案最終落成迎客，也讓他的建築事務所接到了更多的訂單，大量原本只是停留在

紙面上的設計草稿躍然成為一棟棟建築實體。從美國世貿中心的重建案，到遍佈歐

洲各大城市的猶太、戰爭、軍事等黑暗主題的博物館及展覽中心，再到近期涉足住

商混合的公共空間，幾乎所有的建案都烙上了傾斜空間、異形結構、不規則開窗、

運用空間講述背後的故事等等里氏特有的印記。坐落於德國奧斯納布呂克的菲利克

斯．努斯鮑姆博物館（Felix-Nussbaum-Haus）不是里伯斯金的第一個建案，但卻是

他第一個興建完成的作品28，他閱讀過努斯鮑姆的日記，從中了解到畫家被蓋世太保

抓走前完成最後幾幅作品時的創作環境和心理狀態，於是博物館中有了一條六呎寬

的努斯鮑姆通道（Nussbaum-Gang），用於展示這些畫作29。德國官員在討論設計稿

時曾試圖阻止其建造這個狹窄的通道，認為必須確保前來美術館的觀眾有足夠的空

間可以自由移動，然而里伯斯金卻堅持，努斯鮑姆當年的經歷就是這樣，在狹小的

一方閣樓裡作畫，甚至無妨營造遠近透視，身為建築師他自認有義務訴說畫家的故

事和命運（Libeskind，2006）。位於哥本哈根的丹麥猶太博物館（Danish Jewish 

Museum）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負責內部設計的里伯斯金對這棟十七世紀船屋造型的

木製建築加以利用，運用了傾斜的空間、斷裂的墻壁、延續的線條來打破直角和重

                                                 
28 努斯鮑姆博物館於 1998 年 7 月落成開幕，比施工停擺許久的柏林猶太博物館正是開幕早了整整三年。 
29 參考博物館網站 Retrieved 09.05.2015 from http://www2.osnabrueck.de/fnh/1050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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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所組成的秩序，詮釋了一個大部分丹麥猶太人在黑夜中坐漁船偷渡到中立國瑞典

的歷史故事。 

正是靠著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項目讓里伯斯金的建築事務所安然度過了 2008

年的經濟危機，然而他反對建築商業化以及不看好建築師前往中國發展之類的言論，

伴隨著他所參與的香港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武漢張之洞博物館的建成而遭到質疑，

被業界嘲諷為言行不一、搬石頭砸自己腳的偽君子。不失話題感的建築師和建築固

然能給博物館帶去可觀的參觀效應，然而館方不應該在冷式詮釋中處於被動的狀態，

邀請某些被追捧為神話的建築師來參與，甚至全憑其一己之力打造博物館的建築空

間顯然不是一記良策。但回顧里伯斯金早期的作品，確實能夠體悟到他所強調的建

築人文性，而這或許才是之於博物館等文化機構進行詮釋時必須考量的部分。在以

觀眾為導向的新博物館時代裡，館方及建築師在提供冷式詮釋之前似乎可以花更多

的精力去了解不同地區、不同社群他們需要怎樣的博物館，不妨把原有的設計想法

暫擱一邊，展開一系列聆聽之旅，在前置階段不斷調整和完善原先的設計理念與構

想，減少這種冷式詮釋成功傳遞的偶然性，讓更多的觀眾能夠自願接受這種冷感的

強勢給予。 

二、溫式詮釋：折頁指南、語音導覽、互動設施的交互使用 

在強烈的冷感不斷刺激觀眾各種感官的同時，由博物館工作人員設置的輔助說

明媒介逐漸開始發揮安撫作用。或多或少地撥開冷式詮釋給觀眾內心帶去的種種疑

雲，否定或肯定觀眾在當下勾起的合理聯想或先備知識，由冷回溫的詮釋方式調高

了信息的清晰度，試圖解開那股迫使觀眾全身心投入的力量，開始更多地利用博物

館輕度黑暗的特質，給處於自主探索狀況下的觀眾釋出更多具象的資訊。溫式詮釋

的類型也變得更為多樣，出現在參觀過程及其前後的各個階段，包括博物館大廳中

可以索取的各類折頁資料，展廳內的指示牌、文字看板、互動設施，商店裡販售的

博物館指南以及可供租賃的語音導覽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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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大廳中可以索取的折頁資料包括博物館簡介、本季度活動日曆、近期特

展簡介以及博物館地圖等，大多是以總覽的形式告知基本參觀信息，行前準備或暖

身階段的閱讀材料居多。惟有博物館地圖是參觀過程中起到指示性作用的一份資料，

如圖 3-12 所示，其中四分之一的版面標示了建議的參觀動線，幫助迷失方向的觀眾

標定現有位置以及尋找出口；另有四分之一的版面展開介紹常設展中的 13 個主要展

廳，以大標題加一句話小標題的方式簡明扼要地標示了各個展廳的主題和年代劃分，

揭示了柏林猶太博物館屬於著重故事與話語、文物為敘事論說證據的敘事型博物館

本質；剩餘二分之一的版面包含參觀信息和四張圖片，後者由博物館建築的全景俯

視圖、舊館一層博物館入口的俯視圖、地下一層淨空的空間平視圖以及新館一層落

葉裝置藝術的低位近景圖構成。無論是文字還是圖片都沒有涉及常設展中的具體展

品以及有人物參與的教育推廣活動，以一種極度理性和克制的態度展示表層信息。 

 

圖 3-12 博物館地圖 

按時間順序的常設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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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上更近一步的是各個展廳內的文字看板，大至展廳的主題標語，小到

固定在櫥窗內部統一字型字號的解說詞，都以德英雙語、短小精悍的形式呈現。與

一些博物館列印解說詞放置在各個展廳供人免費索取的理念不同，柏林猶太博物館

強調信息即時高效地傳遞，諸如此類的溫式詮釋依舊對當時當地的投入程度提出了

不小的要求。當然觀眾還有另一個選擇，即在參觀結束時前往博物館商店購買不同

語言版本的常設展指南，第一部分用七個關鍵詞串聯介紹了四十九件博物館藏品之

亮點，用兩三百字的篇幅還原每一物件的歷史，是常設展的縮影也是一種延續，第

二部分則以數以為線索整理有關猶太文化、宗教、德國猶太人歷史以及柏林猶太博

物館的諸多有趣數據和術語，這本指南因而兼具紀念以及參考意義，能夠成為下次

或他人參觀時使用的輔助媒介。 

除了視覺主導的折頁、看板和指南以外，館內設有大量需要動手參與的互動裝

置，如圖 3-13 所示，推拉旋轉翻看才能取得的隱藏信息、座椅形觸摸視聽設備、英

文姓名輸入希伯來語輸出的計算機等等散落在不同展廳，色彩鮮明設計感強烈，形

式不一而足，會讓人逐漸忘卻建築的冷感，忍不住放慢腳步踴躍嘗試。  

 
圖 3-13 常設展廳內的互動裝置 

部分資料來源：柏林猶太博物館官網 

© Jüdisches Museum Berlin,  

Foto Sönke Tollkühn 

© Jüdisches Museum Berlin,  

Foto Thomas Bruns 

© Jüdisches Museum Berlin,  

Foto Volker Krei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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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參觀期間集中提供最大信息量的溫式詮釋方式當屬語音導覽裝置。柏林猶

太博物館自 2007 年秋天同步推出八種語言（德、英、意、法、西、希、俄、日）的

語音導覽裝置，博物館觀眾尤其是臨時造訪的個人觀眾可以考慮用 3 歐的額外費用

換取三個半小時的全程虛擬陪伴。館方與業界領先的世界級語音導覽公司

Acoustiguide 合作，在其技術指導下召集了博物館各部門的工作人員組成編撰小組，

圍繞博物館建築和常設展的展品及主題的詮釋，對用字與語序進行反復的推敲與斟

酌。更有一名館員專門負責譜寫導覽中的音樂間奏，並用鋼琴、薩克風、大提琴和

電顫琴四重奏的方式加以呈現。最終在蘋果公司 iPod touch 設備載體中灌入了超過

100 餘條的語音資料，沒有設置固定的播放順序，完全取決於觀眾的參觀節奏以及他

們想要接受的資訊量大小。 

語音導覽裝置通常是面向參觀常設展的博物館觀眾，但其優勢也會偶爾在一些

特殊主題的展覽期間得以發揮，例如在 2009 年 10 月舉行的「一定要搖擺：藍調之

音．弗朗西斯沃爾夫和吉米卡茨的攝影作品展」（ It must schwing. Blue Note-

Fotografien von Francis Wolff und Jimmy Katz）中，館方推出了特別的語音導覽，觀

眾可以在瀏覽特展區域的攝影作品及展覽文字說明的同時，耳聞照片中呈現的諸位

爵士音樂家的作品片段。2012 年博物館獲得歐盟科研基金（Europäischen Fonds für 

regionale Entwicklung）的贊助，和柏林技術及經濟應用科技大學（Hochschule fü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以及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合作開發了一個適合 8-12 歲兒童的語音導覽項目，利用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頻識別技術，幫助青少年在無需成人陪同的情況下，獨立自由探索

博物館的常設展覽（JMB Presseinformation，13.08.2012）30。博物館的教育部門也表

示，語音導覽器的投入使用，也同時帶動了人們報名參加互動式主題導覽的熱情

（JMB，2009：48）。 

                                                 
30 將 RFID 技術運用於博物館語音導覽，是指為導覽設備加裝 RFID 讀取器，為展品添加 RFID 標籤，藉由

讀取器與標籤的相互感應，博物館觀眾手邊的導覽載具自動讀取並載入展品的導覽圖文及語音內容。參考

http://www.jmberlin.de/main/DE/06-Presse/01-Pressemitteilungen/2012/2012_08_1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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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導覽在使用率上不及折頁、看板等視覺主導的詮釋方式，柏林猶太博物館

的訪客服務部門在裝置投入使用之初就做過細緻的統計研究，語音導覽器的租借率

平均占每日訪客的 15%左右。額外支付的費用、不夠明顯的租借指示以及語言種類

的匱乏等細節，都會是影響觀眾在博物館、美術館環境中選擇是否使用相關設備的

關鍵因素。儘管柏林猶太博物館 3 歐（兒童 1 歐）的定價對於大多數參觀者而言不

算太大的經濟負擔，接待大廳也有專門為導覽設備開闢鮮明的租賃空間，相對於館

內使用的德英兩種文字，八種語言的覆蓋面也已經拓寬很多，但是使用上的不便卻

是阻礙該館參觀者利用這一詮釋方式的最大理由。對於不善操作各種數碼產品的人

群，尤其是年長、年幼者而言，他們不得不花一定的時間向博物館工作人員學習如

何設置和使用語音導覽器，為了避免這樣的尷尬和麻煩或許他們寧願放棄享受這一

權利。柏林猶太博物館 2007 年的調查顯示，有八分之一的觀眾認為很難操作 iPods，

例如「這個裝置實在太敏感了，總是一不小心就回到了主菜單」、「我花了很長時

間才搞懂如何操控」（JMB，2009：25）等等的評價都會成為博物館後續開發升級

版多媒體導覽裝置時需要考量的意見。 

然而一經使用，語音導覽的受歡迎程度，以及能夠吸引參觀者注意力的能力卻

是相當顯著的。上文提及的調查報告也有顯示，幾近八成的遊客認為柏林猶太博物

館語音導覽體驗「完全」（voll und ganz）符合他們的期待（JMB，2009：25）。其

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首先，參觀者前往博物館這類異質空間，會想要尋求有別於平

日生活的特別體驗，在陌生的環境中使用 iPods 這類親切又不失新鮮感的硬件設備，

能夠幫助一部分參觀者更為投入地沉浸在詮釋內容的接收以及消化過程中；其次，

語音導覽的成功之處在於它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聽覺詮釋，不同於其它靜態書面、

以文字為基礎的媒介，比較偏離課堂書本這類正式教育的教條意味，而和視聽娛樂

靠得更近；再者，取決於詮釋信息的內容和主題本身，聽覺媒介能在單位時間內比

視覺媒介傳遞更多、更細節的信息，後者會把詮釋焦點主要放在展品的物理特性上，

對許多參觀者而言這些話題是不熟悉的，只不過是在接受一系列的數據或事實，而

前者在詮釋類似主題時則可用有變化的語音語調強調重點，或用講故事的形式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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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派生活景象，便於遊客和自身經驗建立相互聯繫；其四，語音導覽能夠分擔視

覺壓力，目光不必頻繁在文字和展品之間游移，讓使用者的視線聚焦在物件本身，

甚至鼓勵參觀者閉上眼睛去想象和建構。 

筆者從柏林猶太博物館常設展相應的語音導覽中挑選了四個片段，將德文和英

文的錄音檔案轉換成逐字稿後進行比對分析（詳見附錄 1），發現如下幾項特點： 

（1）德英兩種語言的解說文本在語序和用字上幾乎做到了逐一對應。超過九成

的文本一致性能夠較好地保證不同母語，以及大部分能夠使用英語人士的平等權益。

剩餘不到一成的文字增減差異，則是館方將觀眾視為不同個體的具體表現。例如 3

號語音樣本中，介紹牛仔褲發明者 Levis Strauss 的故鄉布滕海姆（Buttenheim）時，

提供給德語觀眾的附加信息是這個小鎮「位於班貝格附近」，針對德國地理先備知

識相對匱乏的英美觀眾則只是簡單說明「位於德國南部」，諸如此類的「差別對待」

既保證了資訊的充沛度，又消除了陌生詞彙在觀眾理解過程中造成的障礙； 

（2）錄音時長、語音以及語速的掌控恰到好處。設備中灌入超過 100 條語音片

段，聽完全部導覽內容需要 3.5 個小時，這還不包括在館內移動和展品前停留觀察的

時間。在信息量如此龐大的情況下能夠抓住八成觀眾的耳朵且不造成他們的文化疲

勞，館方可謂頗盡心機。將每個片段的時常嚴格控制在三分鐘以內，平均 2 分鐘左

右的片段中採用男女聲交替解說的方式，讓文本更具層次感和段落感；抑或像 2 號

語音樣本一樣，加入了建築師里伯斯金接受採訪時的原聲片段；又如 4 號語音樣本

中，描述畫作時女聲的語速要略快於詮釋畫作的男聲； 

（3）以特定人物為主線、以訴說故事的口吻縮小主客之間的距離。語音導覽旨

在提供關於各個展區中展品或主題的深度信息，例如 4 號語音樣本從前景、後景、

顏色、主題等面向深層地剖析了一副猶太家庭的畫像，先由低沉的男聲引導觀眾想

象自己置身在柏林夜晚的街頭，散步期間不經意從窗戶窺視到這家人的生活狀況，

在跟隨相對高亢的女聲將視線慢慢聚焦到畫作中的人物。跟隨類似的引導，觀眾融

入的程度會比觀看畫作邊上附以的標牌要相對深刻，這也非常契合詮釋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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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den 總結的六大原則之二：詮釋由事實演繹而來，卻又與僅僅陳述事實截然不同

（Tilden，2006）； 

（4）神出鬼沒的音樂無預警地為耳根進行按摩。博物館館員特別譜寫的曲子常

以引子或尾聲的方式，出現在每個語音片段中男女聲替換的間隙，憂鬱不和諧的小

調的形式也符合博物館本身的黑暗特質。音樂並不會成為整段語音的背景或佔據主

導地位，即使是 4 號語音樣本中運用了作曲家艾瑞克·薩提（Erik Satie）著名的鋼琴

即興演奏片段，也並沒有長時間地蓋過解說詞本身。除了時不時地用音樂將觀眾帶

入眼下的情境，在每段語音檔案結束前都會用一個類似鐘聲的單音，提醒觀眾適時

地抽離並前往下一個展品或展區。 

三、熱式詮釋：人為介入的主題導覽、工作坊 

上述溫式詮釋大多是館方向觀眾提供的制式化服務，而那些客制化的服務則出

現在有人為介入的熱式詮釋環節中。這種溫熱的感覺源於大量迎面而來的二手資訊，

包括導覽或工作坊期間博物館工作人員高度處理後來的信息、同行夥伴對於工作人

員的回應、參與者本人與同行夥伴之間的交流互動等等，即使是博物館場域內開展

的音樂會、朗讀會、文化夏日等活動，廣義上也具有教育意義，是館內外專業人士

主動介入、形式不拘的詮釋。 

在熱式詮釋的過程中，介入人員統籌運用博物館重度及輕度的黑暗特質。設想

去參加一場由工作人員主導的互動導覽，觀眾完全不用思考如何走動、先看哪些、

駐足多久，倘若有任何覺得難以理解的地方，還能隨時打斷導覽人員的講解，直至

對方給予的信息清晰度達到你所需要的高度；抑或置身一場教育專員策劃的希伯來

語工作坊中，一開始便跳過了與博物館建築或空間磨合的過程，直達展品本身，先

導式的參觀主要是為了引入重要的基礎知識，然後會用遊戲等方式研究希伯來語的

發音、書寫以及語言和猶太人生活、傳統等議題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工作坊結束

時或許已經學會用希伯來語進行簡單的問候與日常對話。有別於冷式或溫式詮釋時

的冷靜與客觀，作為詮釋媒介的博物館工作人員本身具有其個體的特性，即使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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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培訓，手握統一的腳本，一名猶太導覽人員和一名非猶太導覽人員在針對同一

話題進行解說時必然不盡相同，會因為獨一無二的成長背景而給出不同的詮釋，或

多或少會夾帶著主觀情感，話語間透露各自的意識形態，而這或許正是熱式詮釋的

趣味所在。看似處於被動接受狀態、無法深度捲入博物館空間或展品中的觀眾，在

柏林猶太博物館中依然有他們發揮再創造能力的空間，其前提包括： 

（1）館方容許接觸觀眾的一線工作人員擁有多樣的背景並以此為傲。例如負責

專題導覽的工作團隊由四十名左右的自由職業者組成，既有猶太人也有非猶太人，

大部分是介於 25 至 35 歲之間的青年學者，正在專攻猶太研究或歷史領域的碩士、

博士學位。他們會在接觸團隊的伊始，利用暖身階段進行自我介紹，預告本次導覽

的主題和目標，同時也去了解觀眾的身份背景、參訪經歷，便於後續導覽中的互動

與溝通。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被人接受，熱式詮釋本身就是介入人員和參

與者雙方適應的一個過程，更何況是在黑暗觀光景點中，謹慎處理德國猶太人這一

棘手遺產的時候。觀眾對介入人員詮釋的內容會產生不同的反應，一部分人順從地

接受，也有人當下可能有所保留，甚至也有人立即提出質疑，擁有不同背景的工作

人員在館方看來是泰然處理各種狀況的基礎。 

（2）教育部門在設計主題導覽和工作坊時會考量觀眾的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

參與者的年齡、性別、學歷、國籍為何，是與家人、朋友還是同學一起參與，都會

影響介入人員熱式詮釋的內容和形式。為了迎合不同的參觀對象，目前館方常規提

供的主題導覽和工作坊數量超過 20 餘種，還會配合特展或宗教節日的節奏定期微調

和更新，鼓勵人們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特定主題，而不是面面俱到、蜻蜓點水地一覽

博物館的全貌；類似的，活動部門在策劃例如夏日文化派對等系列活動時，即有為

成人準備的文化、美食盛宴，也有適合兒童從旁參與的手繪 T 恤、魔術工坊等活動。 

（3）館內現有的資源被最大程度地用來調動觀眾的參與程度。例如導覽人員

Schwarz 先生在帶領團隊經過地下展廳通往常規展廳的冗長台階時，特意提示大家留

意四段台階的級數，觀眾果然煞有介事地邊走邊數，導覽人員在聽到回報的數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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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慢慢道出其在猶太教中的特殊含義，最後還掏出教具講解起希伯來語的數字寫法

（如圖 3-14 左）。又比如在團隊中挑選遊客體驗猶太小商販裝木材的背簍（如圖 3-

14 中）、鼓勵大家在導覽結束后回到石榴樹上掛心願卡片。教育主管 Petersen 女士

則另外透露了一些教學技巧，例如他們在開展工作坊或外展活動的初始階段，常常

會運用符合猶太飲食規範的小熊軟糖（如圖 3-14 右）來吸引低年齡兒童的注意力等

等。 

 

圖 3-14 館員調動觀眾參與度之方式 

然而看似具有極高包容度的主題導覽和工作坊等教育推廣活動，實則大多需要

提前預約，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參與的人群類型，倒也呼應了麥克盧漢筆

下熱媒介的排斥性，這一局限也會在第四章中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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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因人而異的博物館供給 

德國政府對博物館的資助主要依託基金會管理、公共組織、商業公司和聯合會

管理等四種組織形式（柴野，2013）。在與行銷主管 Perkins 先生的訪談中可以了解

到，柏林猶太博物館每年的運營資金三分之二來自國家基金會，三分之一則仰賴於

門票收入以及私人贊助和捐獻，這組 2014 年 7 月獲得的新鮮數據和博物館官網上所

謂「基金會的贊助可以涵蓋博物館年度預算四分之三」31的說法已經存在一定偏差。

與許多其他的文化機構相比，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境況算是很不錯的，但隨著政府財

政支出日益捉襟見肘，可以想見上述這樣的偏差會在近幾年內越發顯著，博物館則

不得不透過各種手段吸引遊客，以期門票收入的提高來彌補經費上的差額。例如定

期更換常設展中的物件、每年舉辦兩大兩小的特展、策劃形式各異的活動輔助特展、

開放圖書館和檔案室空間等措施都可被視為是柏林猶太博物館在運營層面上運籌帷

幄的表現。然而它畢竟不是一間小規模的私人博物館，不用斤斤計較每場活動的成

本和收益，更多時候是透過新鮮的展覽內容、獨特的詮釋角度抑或免費的假日活動

來吸引遊客與居民再訪，集結學校以及在地社群的力量，讓潛在觀眾成為一般觀眾，

讓一般觀眾成為親密觀眾。本章將從員工培訓的機制和訪客調查的結果開始分析，

就不同客群的特點、博物館之於他們的意義以及博物館廣義的教育推廣活動等層面，

與博物館行銷主管探討客群了解博物館的渠道，向教育主管拋出實務處理細節的疑

問和跨宗教等社會議題。 

訪客服務部門和教育部門是柏林猶太博物館與觀眾進行直接交流最頻繁的兩大

部門，分別輸出「主人」（Hosts）和「導覽」（Guides 或 Führungsreferenten）兩隻

重要的工作人員隊伍。在柏林猶太博物館中這些一線館員都佩戴特質紅色圍巾作為

身份標識，但兩組人馬的工作編制和具體分工是有明顯區別的。前者是由一個外企

公司（Fremdfirma）專門招聘而來的工作人員，主要負責接待、引導、溝通、滿意度

                                                 
31 參考柏林猶太博物館官方網站 Organization 專頁。原文：„ Die Stiftung Jüdisches Museum Berlin erhält vo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über den Staatsminister für Kultur und Medien, der auch die Rechtsaufsicht über die 

Stiftung ausübt, eine jährliche Zuweisung, die etwa drei Viertel des Gesamtbudgets abdeckt.“  Retrieved 22.03.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main/DE/04-Rund-ums-Museum/03-Organisation/00-organis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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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詢等行政面向的事務；後者則是館方直接面試錄取的機動人員（ freie 

Mitarbeitern/innen），如本文之前章節所述，負責導覽、工作坊以及外展活動等等，

根據觀眾參與教育活動的需求決定上班時間。兩者都必須經過博物館各類系統的培

訓，同時享受豐富的資源，例如博物館會安排他們參加當季特展或物件收藏展時策

展人帶領的導覽。 

Petersen 女士不願過多透露他們如何培訓導覽人員，讓其成長為熱式詮釋中介的

具體細節，但就「博物館主人」的理念卻侃侃而談起來。這類職務在柏林博物館界

非常獨特，許多歐洲博物館都曾發出邀請，讓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訪客服務部門去培

訓他們的員工。2006 年夏天，柏林最大的電視臺，柏林 -布蘭登堡廣播電台

（Rundfunk Berlin-Brandenburg）就受此啟發，從兩位年輕的博物館主人之角度切入，

對柏林猶太博物館進行了拍攝。作為博物館與觀眾之間的一股中介力量，他們另需

接受博物館相關的安全培訓（Sicherheitsschulungen），每年和導覽人員一起參加 5

至 10 場特殊課程，例如：探索自我、激發內在創造力的戲劇教育工作坊

（Bibliodrama 聖經劇或 Erzähltheater 敘事劇場）、德國猶太歷史相關的實地參訪、

集體參觀柏林市內其他的博物館和展覽（德國歷史博物館當季特展）等等。 

筆者進一步詢問了相對陌生且特殊的聖經劇工作坊之操作細節，Petersen 女士如

是解釋說： 

「通常情況下參與者會圍坐成圈，由一名經過聖經劇專業訓練的人員

擔任引導，簡單介紹選取的聖經故事背景後，參與者一同加入其中。

首先一起朗讀文本，然後挑選故事中的一個角色進行即興扮演和詮釋，

引導人和參與者會針對不同的角色提出問題，答案無法從原來的文本

中找到，需要參與者在整個過程中處於深入角色的狀態，用第一人稱

我或我們思考問題給出答案，甚至可以融入個人情緒。引導人員則在

此過程中不斷掌控聖經文本、參與團體和參與個人之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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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德國在內的很多歐洲國家施行的聖經劇工作坊都由美籍猶太學者彼得．皮濟爾

（Peter Pitzele）開創的方法發展而來，在不改變聖經文本的前提下，讓參與者有足

夠的空間把自己的想法融入到聖經故事的敘述中，從不同的視角剖析聖經文本，與

今日社會的生活經驗作比較，甚至對於不同宗教之間的相互理解也有助益。在筆者

看來，諸如此類的培訓環節有助於博物館一線館員張揚各自的個性，表述並捍衛自

己的觀點，這在擁有黑暗性格的觀光景點中並不常見。 

在柏林猶太博物館中，180 多位主人有著不同的國籍和學歷背景，百分之九十的

成員是大學學生，通曉數種語言，有著各自擅長的領域和興趣。因而他們不僅熟悉

館內的設施，能夠娓娓道來博物館的歷史故事，還對德國猶太人的歷史富有主見。

從他們佩戴紅色圍巾的不同花式，也能觀察出這裡的工作氛圍並沒有那麼一板一眼

和謹慎壓抑。較之導覽人員他們更像是面對個人觀眾的博物館代言人，是隨時可以

求助以及傾訴的對象。在五名高級專員的管理下，每天約有 70 名博物館主人出勤，

從 2012 年夏天起，由原來固定的崗位配置改為 3 至 4 人的迷你小組，更加靈活地安

排每日的工作行程，以期滿足參觀者個人的需求。 

閱讀訪客留言簿上的評論、每日回復遊客透過電子郵件提出的問題、邀請觀眾

參觀後到大廳做問卷調查，這些都是落在博物館主人身上的艱巨任務。除了結構式

的滿意度調查等量化研究以外，博物館還會在展覽籌備期、進行期和撤展期等不同

的時間點做深度的質性研究，藉由深度訪談或在測試觀眾身上安裝設備觀察其參觀

行為等方式獲取資訊。誠然每間博物館都希望自己的客群面越廣泛越好，行銷主管

Perkins 先生卻明確表示，「博物館根據訪客研究的結果將國內外遊客、學校團體和

在地居民鎖定為博物館的三大目標客群，同時接待個人和團隊兩種參訪形態。」博

物館的觀眾並不是被動的、同質的，他們是個別的，有不同的動機和需求，擁有不

同的社會文化背景，自然也有著不同的學習風格。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來創造事物的

意義，因此博物館對不同的客群有著不同的意義。透過對外公佈的年報，筆者可以

察覺柏林猶太博物館本著全民公共教育的宗旨，忠於自己訪客調研的部分結果，一

直都在有的放矢地調整他們的教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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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親密觀眾：博物館之友 

博物館透過招募會員籌措資金的機制源於二戰之後的經濟蕭條、百廢待舉，博

物館開始將目光從富商名流和社會菁英的贊助轉向了普羅大眾，尋找金錢和公共關

係上的各種支援（盧昭蓉，2000）。博物館與這些親密觀眾之間的關係是互惠互利

的，會員的招募能夠鞏固博物館的人力、物力與財力基礎，相對的，博物館也需要

向會員提供若干福利與優先權，例如接近藏品、參與特定活動的機會等等。早在上

世紀 80 年代就有人提出，最成功及最富有變化的會員制計劃是那些以教育，而非以

基金募捐為主的計劃，如果館方將資源投入到會員的教育性活動中，可以預期博物

館的公眾形象將成為個人、公司以及基金會支持的觸媒劑（Costello，1983）。當然，

博物館的教育活動絕對不是只針對它的會員來舉行的，然而以給予教育的機會作為

回饋會員之福利，往往能夠淡化兩者之間金錢的利益關係，即會員制度的設立不只

限於募款的功能，還有了更明確更廣泛的目標，包括拓展博物館的觀眾類型、促進

博物館各部門與觀眾的近距離互動、參考這些親密觀眾的需求來重新定位博物館的

資源等等。 

柏林猶太博物館將其所有會員稱為博物館之友，相關的申請表格和其他活頁信

息一併放在館內接待大廳醒目的位置，三折式的不規則造型（如圖 4-1）讓它有別於

其他規規矩矩的長方形折頁； 

 

圖 4-1 博物館之友申請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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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 1930 年拍攝的猶太家庭和朋友在海邊遊玩的照片作為封面圖片，並使用「和朋

友一起，可以收穫更多」（Mit Freunden kann man mehr errichen!）的標語，定位會員

招募計劃之目標。 

如下表 4-1 所示，館方將會員對象分成四個朋友圈類型，若每年向博物館基金會

的專屬賬戶「柏林猶太博物館之友與支持協會」（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und 

Förderer der Stiftung Jüdisches Museum Berlin e.V.）匯入一定金額的年費，即可成為

博物館會員，享有相應之權益。和台灣大型國立博物館設立琳瑯滿目的會員卡別有

所不同，相比之下成為柏林猶太博物會員的經濟門檻也不算低，但它擅走精緻路線。

會員不論級別，每季度會收到紙本或電子的活動目錄，每場活動都會標示明確的人

數限制和報名期限，這確實和它舉辦會員活動之類型有很大的關係，它並不指望會

員每場活動都蜂擁而至，相較於一場百人的講座，中小型規模的活動或許更容易讓

會員產生對博物館的歸屬感。 

表 4-1 博物館會員義務及權益 

會員類型 年費 特別權益 

青年博物館之友* 45 歐** 
1. 免費參觀全年所有展覽，配有導覽人員及語

音導覽 

2. 受邀參與策展人導覽、遠足和旅行 

3. 免費博物館雜誌寄送到家 

4. 定期獲取博物館及朋友圈的活動資訊 

博物館之友 120 歐 

支持 Förderer 500 歐 1. 享有上述博物館之友的各項權益 

2. 受邀參與額外活動 

3. 每年得以優惠價購買博物館出版品一份 

4. 每年獲贈入場禮券四張 

資助 Märzen 1000 歐 

*  青年博物館之友指 35 歲及以下人士 ； ** 家庭其他成員每多一人加 30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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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統計歸納了 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6 月四個季度內館方籌辦的博物館之友活

動（詳見附錄 2），富有教育意涵的文化活動共計 33 場次，其中包括 13 場音樂會和

戲劇賞析，10 場由策展人及藝術家帶領的展覽參觀，6 次一日遠足與多日文化旅行，

4 場讀書會、工作坊及紀錄片觀賞。博物館廣場命名、館長上任等重要儀式也會邀請

會員共襄盛舉，滿足其社交需求。除了全天候的遠足和旅行以外，全年其餘的會員

活動幾乎全部安排在晚間時段，特意錯開了週末及白天博物館本身的參訪高峰，一

方面保證能有足夠的人力、物力為博物館的一般觀眾提供服務，另一方也確保了博

物館館會員享有的特殊權益和優質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有近 6 成的會員專屬活動是在柏林猶太博物館以外的文化機構

進行的，包括柏林市區內的博物館、猶太會堂、劇場、音樂廳，例如：「柏林電影

博物館」（Deutsche Kinemathek）、「里克大街猶太會堂」（Synagoge Rykestraße ）、

「柏林森林劇場」（Waldbühne Berlin）、「柏林喜歌劇院」（Komische Oper 

Berlin）、「柏林文藝復興劇院」（Renaissance-Theater Berlin）、「柏林愛樂廳」

（Berliner Philharmonie）等等；同時，博物館之友造訪的足跡也蔓延至德國國內其

他城市，以及德國境外的諸多美術館、博物館、猶太相關研究機構，甚至與 2014 年

底剛在華沙開幕的「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Muzeum Historii Żydów Polskich）建

立了緊密的聯繫。柏林猶太博物館各個部門的工作人員被調動起來，相互合作，不

僅致力於與各類文化機構、猶太藝術家建構良好的合作關係，而且輪流參與到活動

的策劃與執行環節中。 

自 2001 年開幕至今，柏林猶太博物館基金會的贊助單位接收著各類以企業或個

人名義提供的物件捐贈和現金資助，這些第三方的贊助對於博物館工作至關重要。

而這些資金與物件近年來被大量地運用在博物館創建的學院空間、舉辦行之有年的

耶路撒冷國際市內音樂節、以及大力推行的 on.tour 外展活動之中。2015 年 3 月中旬，

20 位會員受邀跟隨外展活動的工作人員前往萊比錫，有機會近距離地對這項日漸成

熟的移動博物館項目一探究竟；同樣的，預定六月中旬開展的全新讀書俱樂部活動，

則是讓會員在走進繪本世界的同時，能夠有機會檢視博物館學院圖書館空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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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況。邀請博物館會員來見證博物館資金運用成果的行為，本質上是館方在設法保

證會員的應有權益，但柏林猶太博物館更像是朝著坦誠相見、相互勉勵的親密「朋

友」關係在努力。 

綜上所述，不在乎教育項目的規模大小，透過一系列會員獨享或優先的活動，

博物館之友有機會接觸到詮釋棘手遺產的核心人物，對德國猶太人的歷史有更直觀

深層的體悟。有時甚至凌駕於猶太博物館本身的黑暗性格之上，坐擁館內館外的聯

合資源，也較為清楚博物館募集資金的使用細節，察覺自己是被博物館所真正需要

的。 

 

第二節 一般觀眾：三大目標群體 

一、國內外觀光客 

期望觀光客在短時間內深入了解德國猶太歷史和文化是不切實際的，他們普遍

存有在有限的觀光時間裡盡可能瀏覽更多內容的想法，往往不會預設要在柏林猶太

博物館花很長時間，即使是目的明確型的文化觀光客，他們在柏林這座城市還有大

量的機會去體驗其他各種歷史景點或文化節慶。然而館方訪客統計的結果顯示，約

有 88%的博物館觀眾是來自柏林以外的國內外觀光客，其中平均八成的觀眾實際在

館內逗留超過兩小時，停留三小時以上的觀眾仍有三至四成，受訪者中有不少表示

他們在到達館內之時才發現預留的時間完全不夠，博物館的空間和展品令人應接不

暇，更不用說付出額外的經費和精力去參加那些需要提前預約的導覽或工作坊了。

簡而言之，儘管國內外遊客是這間博物館觀眾最主要的構成，他們卻沒有最大程度

地利用博物館的資源，本節將對這種造訪前後的「落差感」展開討論。 

訪客部門每年的問卷調查都會統計觀眾的參訪動機，「德國猶太歷史」以及

「博物館新館建築」總是以絕對的優勢位居榜首前二，緊隨其後的第三項原因則相

當值得玩味：有一定比例的觀眾表示對這間博物館早有耳聞，無論是親朋好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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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覽書中看過、還是無意識地覺得這間博物館有名，總之就是想要「親眼見識」

一番（JMB，2007：33-34；JMB，2009：27-28；JMB，2011：28；JMB，2013：

24）。這一統計結果至少反應出兩個問題，其一是觀眾了解博物館的途徑非常廣泛，

不同類型的目標群體甚至可能相互影響；其二是柏林猶太博物館也沒能逃出大部分

觀光景點陷入的「再現循環」（ circle of representation ）或是「詮釋循環」

（hermeneutical circle）。 

所謂觀光目的地的再現循環即指「投射意象」（Image projected）、「感知意象」

（ Image perceived）、「造訪景點」（ Icon visited）以及「再現景點」（ Icon 

photographed）這些環節的週而復始（Hall，1997：1；Jenkins，2003：308，詳見下

圖 4-2）。John Urry 在《觀光客的凝視》中就分析人們之所以會選擇要去凝視的地方，

是因為他們對可能由此獲得的強烈愉悅感有所期待，特別是透過白日夢式的幻想產

生期待，而這種期待是被建構起來的，是透過各種各樣非旅行的物件例如電影、電

視、文學、雜誌、唱片等等加以維持的（2011：4）。正如 Dean MacCannell（1989）

所說的，觀光客首先接觸到的並不是景點本身，而是一些能夠代表景點的標誌物

（marker），包括名字、圖片、計劃、地圖等等。一些旅行節目、旅遊手冊、旅遊

指南是觀光客在行前準備、途中求助、行後記錄的最佳助手，甚至在時間金錢不允

許的情況下成為了代替自己親自造訪的一種形式。僅以影像或圖片為例，那些經過

篩選刊登在手冊、雜誌或是出現在旅遊節目中的影像在被分享的過程中，無形之中

是在告訴那些潛在的遊客，這些景點應該怎樣被觀看、怎樣被拍攝。被灌輸了各種

上下文的觀光客會以某種共同的認知去看待景點，一旦有機會親自實踐就會少了反

身性的自主思考，出發前往目的地時就會去找尋這些影像，然後心滿意足地拍下和

這些影像相似度極高的另一批照片，而這些相片可能又引發了身邊的朋友去搜集相

同影像符號之慾望，這樣的過程形成了一個不斷循環的迴圈，即是 Albers 和 James

（1988：136）提出的「詮釋循環」。而在這個封閉的循環中，市場行銷人員在「投

射意象」和觀光客「感知意象」的環節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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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再現循環示意圖（Hall，1997；Jenkins，2003）  

當被問及博物館主要買點的時候，柏林猶太博物館行銷主管 Perkins 流露出些許

無奈的表情。他承認「建築」和「德國猶太歷史」這兩項最主要的博物館觀眾參訪

動機，確實是他們在行銷過程中試圖同時強調的兩大比較優勢，但前者較於後者更

容易透過影像來直接傳達，更容易讓潛在的觀眾捕捉到博物館的亮點所在，而過分

強調博物館冷式詮釋的部分，又極有可能壓縮了博物館表裡不一的本質，被遊客片

面地理解成是一個和大屠殺相關的、極度黑暗的紀念場所。雖然 Perkins 先生沒有直

言，但筆者能夠感覺到，在處理這樣的兩難境地時，行銷部門根據不同的目標群體

做出了相應的讓步。針對國內外觀光客，吸引他們前來是大前提，有沒有認識博物

館內在的本質則依賴於這一大前提。 

館方把旅行中介和網路設為主要的行銷渠道，Perkins 先生提及例如： 

「在遊客可能下榻的各類酒店前台、以及在地旅行社放置含有參觀信

息的宣傳單，在各類地圖折頁上投放博物館的廣告，在柏林觀光局

（Visit Berlin）網站平台進行自我推薦，並加入其推行的柏林歡迎卡

（Berlin WelcomeCard）和柏林博物館聯票（Museumspass Berlin）計劃

等等。」 

這類文宣和廣告主要是拿博物館的建築空間這一賣點來大做文章的，例如柏林觀光

局的博物館專頁上僅有的兩張照片分別是建築的平視圖和俯視圖，五段文字內容前

 



 

 

70 

 

兩段在介紹博物館的建築理念，第三、四段分別是針對家庭兒童以及學校團體造訪

需求的簡要信息，第五段介紹博物館的無障礙設施。可謂絲毫沒有提及常設展覽的

展區劃分、展品類型，或是博物館詮釋這些主題時使用的方式，想要更多的資訊則

需進一步點擊博物館的官方網站鏈接32。 

由此可見，這些基本信息幫助觀光客形成趨於一致的「景點認識」，決定前往

博物館參觀的觀光客只會預設博物館了不起的建築可能給他們帶來的刺激感，然後

抱著順便看看的心態，去了解這間位於德國首都的博物館如何處裡猶太人的棘手遺

產。在到達館內時，發現還有多種語言的語音導覽器可以租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這也看似已經達到了某些想要嚴肅休閒的文化觀光客的基本需求，並不會在意博物

館具有怎樣的圖書館、檔案室或學術空間。 

然而參訪前後信息量的落差卻正是引發某些節外生枝狀況的誘因。筆者在參與

觀察的過程中就發現了類似的現象：在導覽人員 Schwarz 先生帶領團隊參觀完地下

一層屠殺塔的當下，有一位佩戴紅色圍巾的博物館主人向導覽員示意，有三位美國

觀眾想要臨時加入，在征得該團隊集體同意的情況下，這三位遊客頗為積極地參與

到後半程的導覽服務中。通常情況下個人或團隊都要通過預約才能享有導覽服務，

然在實際接待過程中博物館依然會尊重遊客的意願，盡可能滿足他們的臨時起意，

導覽人員也會反復跟原先負責的團隊保證，不想擠壓到他們原本享有的權利。 

事實上，館方從 2010 年秋天開始在週末設置了公開導覽項目，試圖保障那些沒

能事先預約導覽的個人參觀者享受博物館熱式詮釋的權利，2012 年以前甚至連週一

都有公開導覽。儘管近兩年來公開導覽的場次固定在週六週日的上午 11 點和下午 3

點，總數從原先每年 170 餘場降至 100 場左右，但不定期地更換公開導覽之主題，

區分成人和兒童觀眾的公開導覽等等未嘗不是一些新的嘗試。然而與之相矛盾的，

是資訊傳遞的途徑，惟有透過網路查詢或是到館索取紙本活動日曆，才有可能獲得

                                                 
32  參考柏林觀光局猶太博物館專頁。 Retrieved 17.05.2015 from http://www.visitberlin.de/de/ort/juedisches-

museum-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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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導覽的相關資訊，對觀光客在參觀前的準備階段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這無疑是

造成參觀前後落差的一大原因。 

由此可以大致歸納出，國內外觀光客可以觸及到的德國猶太人歷史及文化是最

表層的，也僅限於展廳範圍內的物件、看板、語音導覽傳遞的標準資訊，僅僅是如

願完成了這一景點的詮釋循環，畢竟能夠參與到教育推廣項目中、表述或交換觀點

的觀光客確實少之又少。往積極的方向設想，如若他們接觸到的冷式、溫式詮釋符

合或超越造訪前的預期，卻也可能為他們再次蒞臨博物館打下基礎。 

二、學校團體 

德國博物館研究所 2007 年呈現的書面報告中對博物館教育服務的目標群體進行

了統計研究，認為長久以來針對學校群體提供的教育服務一直是博物館教育工作者

的主要任務，該年約有 67%的德國博物館為造訪之學生團隊設計了教育項目

（Institut für Museumsforschung，2008：53）。柏林猶太博物館把學校團隊設為三大

目標客群之一，可謂是順應了業界的主流趨勢，訪客研究的統計結果顯示，從博物

館開幕至今學校團隊一直是博物館導覽的需求大宗，且比例常年穩定在 65%左右

（JMB，2007：32；JMB，2009：26；JMB，2011：26；JMB，2013：23）。 

博物館的教育意涵在學校團體面前顯得尤為純粹和顯著，藉由博物館非正式教

育的環境和詮釋手法希望可以輔助到學校的正式教學。在談及具體如何與學校配合

時，Petersen 女士表示： 

「在德國歷史課上學生接觸到猶太主題幾乎總是和納粹、屠殺有關聯，

猶太人時常只是被塑造成歷史的犧牲者……我們教育部門就希望通過

設計主題明確的學習單和活動項目，讓青少年在博物館的常設展中認

識到 1933 年以前猶太生活的多樣性，意識到猶太人是其自身文化的主

宰者，他們在當代生活中同樣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 

 



 

 

72 

 

筆者也觀察到，館方充分強調了自身的黑暗特質，試圖透過主題導覽、工作坊、外

展活動以及編制培訓資料等方式拉近與學生、與教師這兩大類對象的距離。 

和觀光客走馬觀花式的參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學校團隊往往帶有明確的參觀

目的，加之所觀看的展示內容是經由博物館工作人員精心安排的，觀眾跟隨並配合

導覽人員或參與那些為了教育而精心設計的活動或半自助式活動，因而在非正式教

育環境中同樣有可能達到正式教育的效果。為了落實確切的參觀目的，以及達到預

期的教育效果，館方首先主動擴建了有形無形的教學活動場所；其次行銷部門瞄準

了團隊的組織者，定期用写信、写邮件的方式直接向學校、向老師介绍博物馆推出

的新项目，不會贅述博物館的建築特色；再者教育部門主攻團隊的每一個參與者，

陸續推出適合青少年閱讀的說明資料和學習單；最後也寄希望於學校老師的積極配

合，幫助參觀的學生共同決定感興趣的導覽主題，完成行前參觀的預習以及事後的

成果展示任務。 

不同年齡階段的青少年在學習認知的過程中具有不同的特點，尤其讓青少年觸

及德國猶太人這一棘手歷史的時候，博物館工作人員所面臨的挑戰就更大了。從事

博物館導覽規劃研究的美國學者 Alison Grinder 和 E. Sue McCoy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就對此加以總結，他們在《如何培養優秀的導覽員》一書中提供了一個按照年齡劃

分博物館教育工作要領的實務標準（Grinder & McCoy，2006）33。這一巨細靡遺的

分類標準固然是建立在大量科學試驗和觀眾研究基礎上的，諸多博物館教育實踐過

程中都能看到類似的影子。但美國的經驗不一定適合德國或其他國家和地區，況且

不是每家博物館都有雄厚的資本，能在規劃的過程中按照類似的認知標準發展出多

樣的教學活動。而柏林猶太博物館的教育活動恰好是以主題豐富見長的，分析其二

                                                 
33 按照年齡對青少年認知的特點加以整理，可得：3 至 5 歲的幼童常以自我為中心，充滿好奇卻無法分辨差

異，只能接受事物的表象；開始社交性地參與周遭的世界，具有顯著的感知力和豐富的想象力是 6 至 7 歲的低年

級兒童的特徵；8 至 11 歲中高年級的兒童已經能夠觀察他們自身經驗以外的世界，喜歡提問與回答的互動；12

至 14 歲的青少年學生自我意識勃發，極端在意同儕的判斷，而提煉經驗的能力層次不齊，尚未從此時此地的具

體式思考完全過渡到以符號與邏輯為主的抽象式思考；14 至 18 歲的青年是所有年齡層的團體中最不喜歡回答問

題的，他們有想要完成學業繼續升學或就業等比較現實的想法，因而博物館也相對較少專門為這一階段的觀眾設

計教育項目（Grinder & McCoy，2006：19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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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項常規導覽、工作坊和全天候活動的文宣、學習單等資料，即可察覺到館方教

育部門對學生觀察力、創造力、邏輯思維、社交能力等特性差異具有較高的敏銳度。 

具體而言，筆者發現館方教育部門的活動設計遵循德國教育體系的脈絡，以年

級和學校類型雙重標準設計了一系列教育活動：借助繪本或遊戲的項目適合四年級

以下學前及國小（Grundschule）階段的兒童；容易聯繫自身生活的主題，則推薦給

五至九年級的國民中學（Hauptschule）、實科中學（Realschule）以及文理中學

（Gymnasium）學生；需要團隊合作或深度思辨來處理抽象議題的項目則標明了適

合九年級或更高年級以上的學生參與；研究猶太人參與 1848 年革命及解放運動的主

題導覽則僅僅適合十一年級以上的文理中學學生。即使是相同主題的教育活動，不

同年級的學生參與也會有所差異。 

在筆者看來，博物館教育部門正是憑藉其冷熱交融的詮釋手段實現活動設計的

靈活性，即採用模塊組合的概念，以主題導覽或指定展區自主探索為基礎，加選小

組討論、戲劇工作坊或學習中心的多媒體資料研習等方案提供客製化的服務。名為

「德國猶太人-猶太德國人」（Deutsche Juden-Jüdische Deutsche）的自主探索活動，

最能說明這一現象。館方以六十分鐘為單位設計了五份由淺入深的學習單34，有別於

大陸和台灣地區博物館學習單中常見的選擇、是非類按圖索驥尋找數字、人名、專

有名詞的客觀題，這五份學習單的大小任務都是涉及理由、看法、個人經驗的主觀

問答，亦即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但由於在規定時間內需要完成的任務之內容與數

量有所不同，因而前兩份有關「洗禮」（詳見附錄 3）和「猶太生活」的低強度學習

單相對適合八九年級的學生，十年級以上學生館方會建議使用後三份有關「愛國主

義」、「猶太復國主義」以及「政治政策」的學習單。由於這些說明資料和學習單

可供造訪團隊事先下載，館方最後把主動權又交還給參與對象，帶隊教師和學生可

以決定最終要如何使用這些博物館的資源，以及如何呈現學習的成果。因此切入的

                                                 
34 學習單大致由以下部分構成：相關主題的引言、活動站點及任務示意圖、時間分配、答題區域、名詞解釋、

引導式批註等等。學生分成六人以下的若干小組，前往指定展區和學習中心搜集資料，詳見筆者在附錄中對有關

洗禮主題的學習單內容註解與分析。參考館方學習單中的說明資料，retrieved 31.05.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museumsbesuch_gestalten/JMB_museumserkundung_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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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以及思辨問題的差異或許應當取代年齡的差別，更適合成為規劃這類黑暗性格

博物館教育活動的出發點。 

教師不僅僅被柏林猶太博物館視為是學校參觀團隊的召集人，更多時候似乎是

將其籠絡為博物館的一份子，是幫助博物館觸及更多學生的種子。博物館策劃各類

再教育的工作坊、研討會和專家論壇，為中學教師和檔案研究員、出版業人士、教

育學專家、博物館館員、業界同行等牽線搭橋，藉此機會展示博物館的教育設備，

傳達跨宗教的包容理念，甚至幫助教師一起挖掘實用的課堂教學點子。館方除了開

出五十本讀書清單35，篩選實用網站信息36，目前還在出版了三冊相當扎實的教師指

南（Lehrerhandreichungen），集結了有關納粹主義（適合 9-13 年級）、猶太生活

（適合 5-13 年級）以及十九世紀猶太歷史的評論、史料、圖片和教學建議，每冊資

料都超過 150 頁，無疑都能成為中學課堂或校外教學的補充材料。可見館方某種程

度上並不介意學生和教師是否會在當下造訪博物館及其常設展覽。這種放長線吊大

魚的策略，還體現在博物館和「記憶、責任和未來」基金會（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合作推出的大型教案項目（Nathan und seine Kinder）37

中，圍繞多種文化與宗教共生的主題，設計了包括劇場教育、小說精讀以及博物館

教育在內的三大教學模塊，其中的第三模塊亦可考慮交由柏林猶太博物館，負責組

織相應的工作坊和活動日。 

深入檢視上述教育項目的實施方法後，可見學校團體在有單一明確目的之狀態

下，皆能比較輕鬆地在豐厚的博物館資源中找到相應的教學素材。和國內外觀光客

一樣，學校團隊也會接觸到館方冷式、溫式詮釋方式提供的標準化資訊，但他們也

有足夠的時間和博物館一線工作人員深層交流。觸及到的德國猶太人歷史面貌不僅

限於展廳內的表層呈現，特定主題的教育活動以及移動博物館的外展活動也便於把

握這類觀眾的焦點所在，更能達成其拓展人們對德國猶太歷史完整認知的初衷。 

                                                 
35 Retrieved 19.05.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literatur/JMB_Vielseitig_2014.pdf 
36 Retrieved 19.05.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links/linktipps/linktipps_DE.php 
37 Retrieved 19.05.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unterricht_vorbereiten/nathan/Lehrerhandreichungen_Nathan-und-seine-Kinder.pdf 

 

http://www.stiftung-evz.de/handlungsfelder/auseinandersetzung-mit-der-geschichte/lbp.html
http://www.stiftung-evz.de/handlungsfelder/auseinandersetzung-mit-der-geschichte/lb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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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地居民 

在參加建案競標時，里伯斯金和其他建築師受邀造訪當時的預定施工地點，聽

取館方的詳細報告，允許四處走動並從各個角度對現場進行記錄，「荒涼」是他當

時的直覺感受，在自傳中他如是描述（Libeskind，2006：14）： 

「八〇年代末的某一天，我和一百六十多名來自各國的建築師聚集在

柏林博物館的禮堂。這座優雅的巴洛克建築緊鄰柏林圍墻，附近是勞

工階級聚集的十字堡。十字堡曾是這活力充沛的城市裡數一數二的鬧

區。如今，四周被六〇年代后進行的開發計劃包圍——被圍墻、被自

身的悲劇性過去給一分為二，荒蕪而令人神傷。」 

柏林猶太博物館位於中心區以南的克羅伊茨貝格區（Kreuzberg），或稱十字堡地區，

建築師特別強調的「六〇年代」意指「柏林圍墻」在這一地區的近期歷史中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 

1961 年柏林圍墻豎起之時，克羅伊茲貝格突然由城市的心臟區域，降格為西柏

林這塊飛地中的邊緣地帶，很多街道一夜之間變成了死胡同。社區的經濟面臨嚴重

停滯，許多屬於中上層階級的居民自然選擇拋棄這裡，搬去西柏林更為富裕、更靠

近中心的區域（Heebels & van Aalst， 2010）。在被圍墻及其後方的東柏林三面包圍

的年代裡，這裡曾是西柏林最貧窮的區域，原本被忽視的社區在七〇和八〇年代成

了學生、龐克、無政府主義者以及空屋佔領人士的聚集之地，與此同時還有土耳其

客籍工人取而代之地大量湧入（Bader & Scharenberg，2010；Cochrane & Jonas，

1999）。即使在圍墻倒塌之後重新獲得柏林市中心位置的克羅伊茲貝格，也並沒有

迅速從中獲益：原本就稀少的富庶居民數量進一步縮水，其中許多人口流失到柏林

的近郊或是原本在東柏林範圍內的新社區，那些一度集中於此的、持不同政見的年

輕邊緣人士也都四散至周圍的米特區（Mitte）、普倫茨勞貝格區（Prenzlauer Berg）、

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區（Friedrichshain）以及原先屬於東柏林的各個社區，並在那兒建

立他們全新的次文化中心（Heebels & van Aalst， 2010）。反倒是高失業率的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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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與移民二代繼續逗留在此，越發被邊緣化（Cochrane & Jonas，1999），本章第

三節也會就這一問題做深入討論。 

如今遊人從地鐵或公車等鄰近的交通站點步行前往柏林猶太博物館參觀時，想

必不會再用「荒涼」來形容周圍的環境。推動該地區都市更新的第一項重要進程，

便是一場為期十年（1978-1987）的國際建築展（Internationale Bauausstellung，簡稱 

IBA）。德國建築師克萊胡斯（  Josef Paul Kleihues）和海默爾（Hardt Waltherr 

Hämer）當初就認為這個計劃必須與柏林既有的城市肌理和社會問題相融合，因此他

們捨棄了現代主義以來另覓獨立區域、平地起高樓的慣有手法，在柏林市區內找出

有待重建或整建的分散區域，按照不同區域的個別需要，量身打造「新建」

（Neubau）和「舊建築改造」（Altbau）兩種計劃，并分別提出兩個指導性原則：

「批判的重新建構」（kritische Rekonstruktion）和「謹慎的都市更新」（behutsame 

Stadterneurung）（Senatsverwaltung，2010）。儘管當年的建築展主要致力於解決社

區居民住宅的問題，但同時也涉及改善社區的公共空間，而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建築

競賽正是其新建計劃中的一部分。 

其次，柏林曾在 2001 年實施了一次行政改革，將克羅伊茲貝格和弗里德里希斯

海因合並為如今的柏林十二大區（Friedrichshain-Kreuzberg Bezirke）之一。2011 年

最新一期德國人口普查的統計結果顯示，合併之後的這一城區依然有將近 20%的居

民不是德國公民，擁有移民背景的人口更是高達 35%38。整合之後的認同問題一直存

在，在這塊人口構成相當複雜的區域內，既能尋找到九〇年代公社運動遺留下來的

集體咖啡館，它們輪流經營行之有年的「人民廚房」（Volksküche），以最低廉的價

格為弱勢族群提供美味的晚餐（Leach & Haunss， 2009）；亦能在五一勞動節之際，

在此目睹警方與左派自治分子、右派新納粹分子上演的三方大戰，在地居民則在同

                                                 
38 參考 2011 年 5 月 9 日德國聯邦統計局公佈的有關 Friedrichshain-Kreuzberg 地區的人口信息。Retrieved 

22.03.2015 from https://www.statistik-berlin-brandenburg.de/zensus/gdb/bev/be/11/1102_Friedrichshain-

Kreuzberg_be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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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舉辦名為 MyFest 的街道美食音樂節，試圖透過這項始於 2003 年的嘉年華活動，

自下而上地促進多元文化的融合、緩解街頭的暴力39。 

此外，環球唱片德國子公司總部、美國 MTV 全球音樂電視台柏林的總部辦公室

分別於 2002 年與 2004 年相繼在克羅伊茲貝格地區落戶，極大地改變了這一社區的

對外形象。在過去的十多年間，這一地區，尤其是施普雷河濱地帶，逐漸形成了媒

體娛樂、創意商業服務和藝術三大主要領域的創意群聚（creative clusters）（Heebels 

& van Aalst，2010）。克羅伊茲貝格因而當之無愧地成為了柏林人口最稠密、最年

輕、最活躍、最多元的城區之一。 

身為一間講述德國猶太人歷史文化的公立博物館，柏林猶太博物館既然把當地

居民理所當然地設置為主要的目標群體，那麼它顯然需要把自己成長的這個在地環

境考慮在內。筆者對 2010 年至 2015 年博物館每月活動日曆加以整理，發現了許多

只有在地居民才有機會頻繁參與的活動。館方巧用室內室外空間，舉辦各類大小特

展、音樂會、戲劇表演、電影展映、朗讀會、專家對談、學術研討、假日活動等等，

為親子互動、社區融合、終身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在進一步審視這些教育推廣

活動的操作方式時，筆者發現了以下三大特點：1）主動走向在地居民，用心經營社

交媒體；2）主要瞄準年輕家庭，捕捉社群的興趣所在；3）結合在地文創特質，打

造博物館的文化品牌。 

這些推廣活動的參與情況跟博物館所處的社區氛圍有很大關係，像在大陸地區

很多長期生活在一線城市的居民，他們根本非常缺乏對社區的認同感，時常聽到老

人家感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二三十年前冷漠太多，鄰里之間老死不相往來，見面

打招呼都談不上，更不用指望透過一起參加博物館舉辦的活動達到情感溝通之目的，

自然也就打擊到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組織此類活動的熱情和信心；反之，博物館也應

該思考自身與觀眾或非觀眾之間的溝通方式，例如適當地使用時下流行的各大社交

平台維繫關係。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行銷主管 Perkins 先生在訪談過程中就提到他們部

                                                 
39 參考 MyFest 官方網站。Retrieved 28.04.2015 from http://www.myfest36.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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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會設專員維護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 等社交媒體，且主要針對

年輕的在地居民定期推送博物館活動和近況。 

以博物館 Facebook 及 Twitter 兩項追蹤或關注人數最多的媒體平台為例，兩者各

司其職、相互補充：例如臉書專頁上貼出一張博物館前櫻花盛開的春日照片，編輯

邀請大家週末來博物館隨意逛逛，還特意說明櫻花盛開的博物館花園是免費向公眾

開放的；而同一天，推特主頁上也發出了相同的邀請，但後者則是強調博物館會在

該週週末延長開放時間的相關訊息（JMB-Facebook & JMB-Twitter，01.05.2015）；

臉書會以德英雙語的形式向瀏覽者傳遞資訊，以「一週一願望」的方式與君分享館

內石榴樹上的卡片內容，藉此機會展示博物館熱式詮釋的成果；礙於字數的限制，

在推特平台上博物館僅以德文進行推送，然其更新的頻繁較高，與其他文化媒體機

構的互動也更為熱絡，例如 2015 年 3 月館方積極參與到推特發起的「博物館週」

（MuseumWeek）活動中，根據一週七個博物館相關的關鍵詞發布圖片和介紹，同

時也會轉發參觀者拍下的博物館照片40。 

基於社區人口構成相對年輕的這一特點，館方特別重視年輕父母組建的家庭觀

眾，此類教育推廣活動當然也不僅限於在地居民參與。通常情況下，家長不會認為

這類複雜的黑暗觀光景點會適合 6 歲以下的低齡兒童，教育或是歷史傳承的博物館

功能不可能在他們身上實現，然而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常設展廳卻不乏眾多能夠吸引

兒童注意力的元素。除了一間面積不大但專門讓兒童東摸西瞧的 Kinderinsel 展廳外，

學步階段的孩童仍有足夠的空間去探索其他角落，可以在石榴樹下許願、翻看彩色

繪本、用積木搭建猶太會堂、窩在樓梯下方的隱秘空間看卡通片、搬動希伯來文字

母造型的道具等等，潛移默化中引發孩子的造訪興趣不失為一種積極的學前啟蒙。 

其次，家長可以利用博物館的資源為孩子辦一場難忘的生日派對，博物館歡迎

小壽星呼朋喚友一同前來參觀，館方會準備邀請卡，提供場地、活動和食物等周全

                                                 
40 2015 年是推特第二次舉辦博物館週活動，較之上一屆規模進一步擴大，來自 77 個國家的 2800 多間博物館

參與其中，本屆的七大主題是秘密、紀念品、建築、靈感、家庭、最愛以及造型，柏林猶太博物館藉此機會行銷

博物館，包括博物館館藏、博物館商店中的特製小熊軟糖、移動博物館、假日活動等等。參考活動主頁

Retrieved 10.05.2015 from http://museumweek2015.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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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派對的活動方案除了當天免費進出博物館的門票，還包括兩小時的工作坊

和半小時的用餐時間，導覽人員會根據兒童的年齡，用適當的方式帶領他們參觀里

伯斯金設計的博物館建築，解答有關「為什麼牆面是斜的，為什麼臺階盡頭什麼都

沒有，為什麼窗戶窄得像一道裂痕，為什麼花園裡不種花」41等等的疑惑。還會統一

提供厚紙板、粘土等手工材料，供孩子製作自己心目中的瘋狂小屋。 

再者，每逢猶太教安息日、普珥節、逾越節、光明節等假日及特展，博物館也

會推出以家庭為單位的專題導覽，通常圍繞常設展或特展的部分物件展開講解，再

輔以木偶劇、食物製作等頗受好評的親子互動工作坊。2014 年配合希伯來文手稿私

人收藏的一場特展（Die Erschaffung der Welt – Illustrierte Handschriften aus der 

Braginsky Collection），博物館在春夏之交的週末開展了 6 場「家庭週日」

（Familiensonntag）的藝術早餐活動，全家一同欣賞超高藝術水準的猶太插畫手稿，

導覽之後讓大小朋友和他們的家長一起創作手稿，在造紙、印刷、書籍裝幀專家的

指導下體驗相關技能，最後在博物館花園中享用一頓精緻的早午餐。 

與克羅伊茲貝格地區特有的文創特質遙相呼應的活動，當屬博物館行之有年的

市內音樂節（Kammermusikfestival）和文化夏日（Kultursommer）系列活動。館方聲

稱堅持每年舉辦這些活動之目的是打造博物館特有的文化品牌，強調文化活動多元

且精選的特質（JMB，2007）。在氣候宜人的 6 至 9 月間提供體育、音樂、電影、

博物館長夜等不同類型的參與方式，和在地以及國際的組織、協會、藝術家結下深

厚情誼，建立長期的合作機制。館方在 09 和 10 年針對文化夏日活動進行了一輪訪

客調查，其中「花園中的爵士樂」（Jazz in the Garden）活動最受在地居民追捧，平

均每場次的參與人數超過 700 人，在接受訪談的 178 名調查對象中有九成的受訪者

來自柏林，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已經不是第一次參與這項活動，38%的參與

者是經由朋友與親戚的口耳相傳產生興趣的（JMB，2011：25）。這些來自官方調

查的樂觀數據似在表明，館方極力營造的氛圍與在地居民的文化品位一拍即合，想

                                                 
41 參考博物館工作坊文宣 JMB- Kindergeburtstag，retrieved 10.05.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workshop/kindergeburtstag/kindergeburtstag_infoblat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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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人共度夏日時光的輕鬆心態，與博物館花園臨時搭建的舞台、草坪上隨意擺放

的躺椅、香檳搭配水果輕食的精緻野餐籃等景象配合起來是如此的天衣無縫、正中

下懷。 

本研究確實無法考證這些調查結果、統計數據是否真實地反映出在地居民對博

物館活動的滿意程度，但可以肯定一點，博物館針對在居民的供給是教育性質及目

的最不明確的一類。展廳既有的範式資訊對於長期居住此的在地觀眾而言，可及性

是極高的，因而上述大多推廣活動都暫時脫離了館內的冷式、溫式詮釋，試圖從生

活、藝術等新的面向延伸德國猶太人的歷史文化。 

 

第三節 潛在觀眾：特殊及弱勢群體 

觀光、學校、在地三大目標群體看似已經涵蓋了柏林猶太博物館幾乎全部的參

觀對象，館方在自我行銷的過程中也做到了主動出擊、有的放矢，但另有一小部分

群體不確定這樣的博物館是否適合自己參觀，例如缺乏基本感官能力的身心障礙人

士、失去詮釋主權的猶太觀眾、不同宗教信仰的土耳其移民等等。他們當然可以被

簡單地被劃分到上述三大目標群體中，所有類型的博物館自然也都歡迎各種類型的

參觀對象。但因為人數的劣勢和社會資源的傾斜，這些特殊群體了解博物館的途徑

會大打折扣，或者說博物館的資訊並沒有太多直達他們的通路。更多時候是強烈的

參觀動機驅使他們搜集信息，聯繫館方，最終走進博物館。相對而言，他們也對博

物館抱有更高的期望，希望能夠滿足自己享有同等權利的博物館參觀需求。博物館

如若重視社會平權、追求友善親和，那麼必須責無旁貸地關注這些特殊及弱勢團體，

即使不是主動籠絡這些觀眾，也要在實體環境、硬體設施、活動規劃等層面事先留

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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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心障礙觀眾 

聽障、視障、肢障、失智等身心障礙人士在社會上享有的教育資源本身相當有

限，且有時一項障礙往往還會伴隨著其他多項障礙，加大了教學實施的難度。而博

物館有別於學校等正規教育場所，能夠創造特殊的教學環境，讓參與者毫無壓力的

自主學習，且利用多感官的刺激，為障礙人士創造愉快的體驗經驗。近幾年，越來

越多的博物館從業人員及學者開始意識到善用博物館的豐富資源關懷身心障礙團體

的重要性，並且認為這有利於博物館挖掘自己的社會角色，發揮文物的療癒潛能

（陳佳利、張英彥，2012）。 

柏林猶太博物館官方網頁的設計初步體現了他們對這類特殊群體的關懷。在語

言選擇的導航條中，除了提供完整信息的德英雙語版本以及博物館概覽信息的法意

西語網頁以外，還附有「手語視頻」（Video in Gebärdensprache）這個特別的選項，

在國內外黑暗觀光景點以及諸多歷史博物館中實屬頗為罕見的現象。博物館導覽人

員兼聽障翻譯員 Katja Daus 女士拍攝了一支八分鐘左右的視頻，專為聽障人士簡要

地介紹博物館的概況。如圖 4-3 所示，Daus 女士選取了數個博物館內外的場景，強

調博物館空間同時具備多重功能，作為舉辦展覽和活動、開展教育工作、展示多媒

體裝置的場所等等。視頻中也多次傳達博物館的美好願景，希望能夠滿足每一位參

觀者的需求，例如在猶太光明節（Chanukah）市集的場景前她特別提及：「歡迎任

何觀眾走進博物館，不論老幼、不論種族、不論健全與否」；又如在介紹拉斐爾羅

斯學習中心的設備時，場景的中景位置有一位攜帶拐杖的參觀者在 Daus 女士身後使

用設備，不論其是否是館方在拍攝過程中刻意為之，總之都在向視頻的觀看者強烈

地暗示著博物館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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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手語視頻分鏡 

資料來源：柏林猶太博物館官網42 

在實際接待過程中，柏林猶太博物館在硬體上提供了較為完備的無障礙空間和

設備，關於身心障礙相關之展覽與教育活動，館方目前普遍且常態化地提供聽障團

體觀眾手語導覽服務 （Führungen in deutscher Gebärdensprache）以及視障團體觸摸

參觀導覽。前一項服務幾乎涵蓋了博物館設計的所有主題導覽及工作坊活動，但前

提是以團體形式報名參與，並需提前預約館方的手語翻譯導覽員。值得注意的是，

手語向來具有兼容性的問題，一定地區以外的聽障觀眾就可能無法理解德語手語翻

譯的內容。後一項服務是指針對視障學生及成年人開展的建築導覽項目，這場名為

「觸摸歷史、聽到歷史」（Geschichte fühlen und hören）的導覽顧名思義是要調動參

與者的多種感官感受：傾斜的墻壁、上升的地板、霍夫曼流放花園裡的失衡感，這

些一般參觀者也能感受到的冷式詮釋或黑暗特質在視障觀眾的敏銳感覺下被無限放

大。迴蕩在地下一層軸線及虛空空間內的冷酷聲音是其他建築所不能比擬的，沉甸

甸的落葉裝置藝術和臉孔形狀的觸感試圖讓人回想起暴力恐怖之下的犧牲者。和前

                                                 
42 分鏡場景從左至右、從上至下依此為：（1）花園遠眺博物館新舊建築（2）近觀新館建築外觀（3）落葉裝

置藝術所在的虛空空間（4）玻璃庭院內舉辦光明節市集（5）地下一層展廳（6）通向常設展的樓梯（7）常設展

中的生活物件（8）常設展中的藝術作品（9）博物館出口處的商店及餐廳。Retrieved 31.05.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main/Kurzinfo/dgs/gebaerdensprach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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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服務一樣它也需要以團隊形式提前預約，此外每月也會有固定場次的公開導覽

滿足零散前往參觀的個人需求。 

由此可見，目前博物館主要向視障、聽障人士敞開了熱情的懷抱，仍未專門觸

及精神障礙、自閉、失智等更廣泛的身心障礙人士。館方保障了部分特殊觀眾的文

化參與權，緊緊圍繞著德國猶太人歷史文化這一博物館主題設計活動，充分發揮了

冷熱不同的詮釋特色，想必會給這群觀眾留下不同尋常的參觀印象。但在人數、形

式等方面設立的文化參與門檻依然過高，規劃的相關活動與課程也主要依靠建築本

身的特色和少量的博物館工作人員。未來或許應當考慮為他們創造進一步欣賞、觸

摸博物館中展品的機會，定期諮詢館外專家與身心障礙團體的意見，建立館內外各

部門和機構的合作機制，制定更為長期的服務方向等等。就像博物館在網頁設計上

的用心一樣，或許只是比別的博物館多做一點點，哪怕只能保證每月一次的相遇，

對這些特殊群體而言博物館的意義就已經截然不同了。 

二、猶太觀眾 

在有關「後納粹屠猶現象」的研究中就有學者探討到了這一事件對猶太人社會

心理的影響，例如猶太倖存者及其許多子女發現自己無法遊歷於過去與未來之間、

記憶與遺忘之間、生命與死亡之間，在他們生活重建的過程中，老是銘刻著失去家

庭成員的痛苦，即使這種崩裂的衝擊會隨著時間的消逝而弱化，但恐怖的殘餘仍然

可以從大多數第三代人的生活故事裡感受得到（Bar-On，1997）。誠如第一章緒論

中提到的，德國的猶太博物館大多是由非猶太族裔的工作人員經營，為非猶太觀眾

而建立的場所。但出於對過去生活事件的嚮往，抑或是尋求自身傷痛經歷的療癒，

不少倖存者及其後代，甚至未曾經歷過浩劫的其他國家的猶太青年會帶著強烈的動

機前往博物館參觀，並且構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參訪勢力。 

建築師里伯斯金曾經陪同兩位生於柏林、倖免於大屠殺後移居英國的猶太老婦

人進入博物館參觀，這是她們在大難之後首次回到柏林。里伯斯金在自傳中回憶當

時的場景，他們慢慢走進大屠殺塔內，「當時是冬天，塔裡沒有暖氣，可聽到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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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街學校的孩子嬉戲聲、菩提大道上的車水馬龍、博物館裡的交談聲。我們就跟戰

時的德國猶太人一樣，都從正常生活隔了出來。頓時兩位老婦人淚如雨下」

（Libeskind，2006：141）。透過類似的經驗，建築師可能主觀認為自己設計的作品

確實引起了猶太觀眾的共鳴。但若回到客觀的視角重新審視博物館定位的時候，不

禁會產生這樣的質疑：既然猶太族群已然不是博物館的經營者，為何他們也不是其

主要的目標群體？縱觀博物館往年的年報記錄，訪客研究部門為什麼沒有專門針對

猶太觀眾進行評估與反饋的搜集？ 

由於館方缺乏相關議題的統計調查和訪談分析，當被問及猶太觀眾如何看待這

間博物館時，教育部門主管 Petersen 女士只能給出一些出於她自身經驗的答案，一

句「這得視情況而定」的開場白也充滿了官方色彩。以每年年末教育部門協助舉辦

的猶太光明節假日系列活動為例，Petersen 女士就聽到過來自猶太參與者非常兩極分

化的評論： 

「有些猶太觀眾會對節日活動的真實性和所有權產生質疑，為什麼是

由非猶太人來講解有關我们的話題；但也会有人特別享受活動的全過

程，認為他們的宗教物件和文化透过別開生面的活動，以及富有內涵

的導覽，傳播到更多來自不同地区的人們面前。」 

一百人眼中確有一百個哈姆雷特，然而猶太觀眾之所以特別在意由誰來講解，或許

是出於內心深處對博物館這一強勢文化機構的不信任。他們仍把自己擺在被害者或

弱勢群體的立場上審視猶太人和博物館的關係，在聯邦政府直接管轄的這間博物館

面前，他們確實缺乏直接參與博物館核心事務的權利。 

博物館基金委員會（Stiftungsrat）近二十名的成員中有九位由德國總統直接任命，

僅有兩名是來自德國猶太中央委員會（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和聯邦州

層級猶太社群（Landesverbandes der Jüdischen Gemeinden in Sachsen）之代表。身為

博物館基金委員會的執行長，布魯門塔爾館長非常堅持猶太社群在經營博物館時的

權限範圍，但他本身也曾是一名德國猶太人，在法律意義上他代表著德國聯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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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柏林，而在道德層面上他卻無可厚非地將自己視為一名猶太人，再現著他所謂

的猶太性（Jüdischkeit），這樣的道德背景在他眼中非常重要，並且殷切地希望其接

班人亦是如此（Blumental，2001：22）。然而 2014 年秋天走馬上任的新一任館長薛

佛（Peter Schäfer）並沒有類似的猶太身份背景，儘管他是一名屢獲殊榮、享譽國際

的猶太學學者，在其帶領下的博物館會有怎樣的變化和發展還有待觀察。 

從管理層面再轉向接近觀眾的實務層面，正如第三章中提及的，負責專題導覽

的工作團隊中既有猶太人也有非猶太人，他們經由長期的專業培訓後才正式面對博

物館觀眾。相對於管理階層的工作人員，他們對猶太觀眾有相對深入的認識和責任

意識。筆者近距離接觸到的導覽人員 Schwarz 先生曾在德国以色列青少年交流协调

中心（Koordinierungszentrum Deutsch-Israelischer Jugendaustausch，簡稱 ConAct）

2003 年的學術會議上代表柏林猶太博物館發表文章，說明博物館的歷史和理念，推

介適合德以團隊參與的教育推廣活動43。Schwarz 先生相信，博物館各種語言的主題

導覽、工作坊以及日後博物館開放使用的多語種語音導覽器，都能為以色列參觀團

體提供豐富的資訊和體驗。然而基於他們複雜的母語使用情況，他會強烈推薦團隊

參加英文導覽。儘管一些參與者的英文能力有限，而且習慣的母語會讓他們有賓至

如歸的感覺，但使用一種覆蓋面較為廣泛的語言，更容易在團隊中形成熱烈對話的

氛圍，而這也是他在導覽工作中最重視的環節。在日常工作中 Schwarz 先生還進一

步觀察到一些細節： 

「以色列青少年在博物館中了解德國猶太人生活的歷史和現狀時，言

行舉止時常是不安中夾帶著坦率，這或許是今日以色列社會的動蕩狀

況以及猶太復國主義的危機之於他們的影響，又或者是當代猶太人在

散居地區，當然也包括在德國生活時，人際關係的新模樣吧」。 

                                                 
43 參考 ConAct 交流協調中心網站提供的活動檔案。Schwarz, J. V. (2003). Das Jüdische Museum Berlin: 

Angebote und Empfehlungen für deutsch-israelische Gruppen. Retrieved 12.05.2015 from http://www.conact-

org.de/fileadmin/user_upload/pdf/Jewish_Museum_B_eng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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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猶太博物館努力呈現著多個世紀以來猶太歷史文化的富裕和多樣性面貌，參觀

博物館對於很多以色列觀眾而言，可能意味著一場家族尋根之旅或是自身文化的回

歸。事實上，當談及「德國作為現代猶太教以及猶太啟蒙運動的搖籃」、「德國作

為現代希伯來語以及宗教改革運動的源頭」、「1870 年代後期出現的現代反猶主義」

等知識時，導覽人員發現很多猶太觀眾都給出了知之甚少的反應。Petersen 女士也接

到了很多猶太社群學校發來的邀請，希望博物館可以前往他們的校園提供課程和活

動的協助。博物館的教育推廣活動能夠收穫這樣始料未及的積極效果，讓她帶領的

教育部門感到些許欣慰。 

儘管這間博物館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站在猶太人的主視角上進行詮釋，但它或

許確實為猶太觀眾打開一些觀察德國猶太人歷史的全新視角。可以確定的是，教育

部門以及博物館其他工作人員特別需要聆聽更多來自猶太觀眾的批評和鼓勵，這會

成為他們反思和進一步改進展覽及活動的一手資料。 

三、移民觀眾 

德國歷史學家 Michael Brenner 曾說：「把今日在德猶太社群的遭遇，視為是德

國與其他宗教或其他種族少數群體互動的代表，這樣的做法顯然是不恰當的。雖然

反猶主義已經被廣泛認為是德國的社會禁忌，這當然值得慶幸，然而那些反對其他

宗教少數族群和外國人的言論和措施卻依然堂而皇之地存在著。」44 Brenner 早在

2000 年的時候就特別針對有些政客區別對待猶太居民和外籍移民的問題，在報刊專

欄上發表了上述言論。從他的這一觀點出發，不妨再次審視一下柏林猶太博物館所

處的地理位置，這個曾以「德國哈林區」而著稱的克羅伊茨貝格地區似乎在照顧到

德國猶太人歷史的同時，無形之中卻也消弭了其他移民人口在柏林的生活印記。 

                                                 
44 譯自 Michael Brenner 在南德意志日報發表的專欄文章 Nur keinen Ehrenplatz: Die Rolle der jüdischen 

Minderheit im Tempel der Leitkultur (SZ vom 02.12.2000 Feuilleton)。原文:„ Es wäre also irreführend, die Behandlung 

der jüdischen Minderheit in Deutschland heute als repräsentativ für den Umgang mit anderen religiösen und ethnischen 

Minderheiten anzusehen. Antisemitismus ist glücklicherweise in weiten Kreisen noch immer ein gesellschaftliches Tabu. 

Äußerungen und Maßnahmen gegen andere religiöse Minderheiten und gegen Ausländer sind dagegen leider 

salonfähiger.“ Retrieved 14.05.2015 from http://www.hagalil.com/archiv/2000/12/brenn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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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當年的 IBA 建築展是對當地住宅頑疾實施了一場卓有成效的針灸術，那

麼新建計劃中的每一棟建築著實在物理意義上填補了那些二戰時期部分被摧毀、後

續被徹底拆除的社區空白地帶，遏制了冷戰期間社區衰敗的趨勢，甚至也為日後文

化創意氛圍的湧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新建計劃中，幾乎沒有哪位建築師把這

個社區的種族肌理考慮在內，以至於精神層面的虛空沒能得到應有的正視。 

與 IBA 建築計劃形成衝突的正是當時實行的各種移民政策。學者 Akcan（2010）

回溯了七〇年代後期由社民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的西柏林政府所通過的一系列針對

外籍人士的住房法律和法規，以及八〇年代中期基民盟執政期間反對移民的政策等

進一步使族群融合的進程複雜化的事實。像是 1975 年生效的移居禁令

（Zuzugssperre）和 1978 年消除種族歧視的法規給移民人口造成了嚴重後果。前者

禁止外國家庭繼續搬入克羅伊茨貝格、威丁（Wedding）、蒂爾加藤（Tiergarten）

三區，而後者則規定一些指定的建築劃出百分之十的居住單位租賃給全西德的外國

居民，亦即政府打算將外籍人口平均分散在城市的各個角落。這意味著原本集結一

起的土耳其客籍勞工家庭以及漸成氣候的社群無法居住在一起，必須面臨分崩離析

的處境。 

在融合和反對的兩邊壓力下開展的 IBA 建築展，尤其是新建部分，徹底改變了

克羅伊茲貝格地區的外國人口比例，導致仕紳化現象的出現成為必然。學者 Heebels

與 van Aalst 的研究可以印證這點，他們對克羅伊茨貝格創意群聚的現象倍感興趣，

透過和這一地區的創意企業家進行質性訪談，想要了解他們選擇進駐這一地區的原

因以及對周圍環境的主觀感受。除了相對低廉的經濟門檻，那些企業家也看重這一

地區厚重的歷史背景，認為多元文化的環境能夠激發他們的創意思維，他們享受無

限生機中的緩慢生活步調，同時也把貧富差距的懸殊看在眼裡：「有些土耳其居民

靠著低廉的工資和社會福利生存，而新住民和遊客則進出著有機食品商店和時尚設

計小店」（Heebels & van Aalst，2010：360）。建築師里伯斯金或許不曾想過，在這

樣一個被不同族群視為散居之地的社區中建起一座某一特定傾向的龐大博物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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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也就硬生生地把其他共同編織近期歷史的族群，變成了他口中所謂的「外人」

了嗎？ 

之所以把移民問題也納入到柏林猶太博物館觀眾的討論範圍內，是因為移民人

口以及族群融合的問題在全球化背景下普遍不容樂觀。尤其在德國這樣一個生怕歷

史重蹈覆轍、深知種族仇視帶來何種毀滅性後果的國度裡，人們一邊極力希望那些

年輕且滿懷希望的移民能夠解決他們長久以來令人擔憂的技能短缺和低生育率等問

題45，另一邊又窘迫地不知如何表達各種福利資源被佔用後的擔憂和恐懼。不得不提

及撰寫本篇論文時在德國掀起的反伊斯蘭運動，「歐洲愛國者反西方伊斯蘭化」

（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Occident，簡稱 PEGIDA）組織從

2014 年 10 月開始在德國東部發起一系列愈演愈熱的反移民、反西方伊斯蘭化的排外

運動。當然每場 PEGIDA 抗議活動都會引來另一場反對抗議的活動，而後者的規模

都遠遠超過前者。民眾表面的恐懼根源很多，不可忽視的是媒體在其中所起到的推

波助瀾的作用。同樣是一種信息交流傳遞的媒介，筆者認為博物館無疑也可以承擔

起它應有的責任。即使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興建已然在克羅伊茲貝格的社區範圍內造

成了不可磨滅的消極影響，也不排除它透過開幕之後不斷變化的展覽、藉由多元包

容的教育推廣活動，達到消除隔閡、促進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以學校團體形式走入到博物館中的土耳其移民後代或已不在少數，自從 2005 年

開始館方就籌備了一項名為「在伊斯蘭世界不也是一樣嗎？」（Ist das im Islam nicht 

auch so?）的常規主題導覽，呈現在官方文宣和網站上供 5-13 年級的教師和學生事先

挑選。六十分鐘的導覽試圖呈現出猶太傳統的豐富樣貌，講解的物件種類跨度極大，

從可蘭經卷軸到印有蜘蛛俠圖案的猶太圓帽都會是導覽人員介紹之重點。同時盡可

能引導青少年觀眾基於各自的宗教信仰、基本常識、以及在博物館中觀察或觸摸過

的日常用品、宗教物件，來討論伊斯蘭、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差異或相似之處。為了

                                                 
45 參考德國聯邦邦统计局 2015 年 1 月公佈的數據，截至 2014 年年底，德國人口總數達到 8110 萬人，連續

四年出現增長，移民正是德國人口增長的動力，2014 年德國移民淨流入約 47 萬人，這一數字從 2011 年到 2013

年依次為 27.9 萬、36.9 萬和 42.9 萬。Retrieved 14.05.2015 from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15/01/PD15_024_12411.html 

 



 

 

89 

 

保證溝通過程的順暢度，導覽團隊中長期配有四至七位伊斯蘭導覽，他們本身來自

於伊斯蘭社群，並且熟練掌握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 

除此之外教育主管 Petersen 女士還饒有興趣地推薦起他們針對 5-9 歲兒童設計的

德土雙語特色項目。將兩個小時工作坊取名為「愛麗的神奇之路」（ Alis 

wunderbarer Weg），取材於教育部門同事 Shlomit Tulgan 創作的同名繪本。首先會

在牆上投影出完整的故事情節，提出類似「上帝住在上帝之家嗎？人們何時感到上

帝近在身邊？為何慶祝宗教節日？」的問題，其次再挑選常規展的內容進行導覽，

帶領學齡前兒童探尋上帝以及生命的秘密，從而深化繪本的主題。Tulgan 女士本身

還是德國第一家猶太木偶劇團（Bubales-Jüdisches Puppentheater）的創辦人，她與不

同國籍的朋友一起創作以宗教節日為主軸的劇本，一併包攬木偶製作、舞台佈景、

配樂演唱等瑣碎的工作，不僅長期和猶太博物館合作，全年也會去德國各地的猶太

社群巡演46。出生於西柏林一個普通土耳其猶太家庭的她，自小在多語言的環境中生

長，在頻繁搬遷的過程中也接觸到了更多不同的語言和文化，她人生中的大部分時

光是在柏林克羅伊茨貝格度過的，因此對這一地區充滿了歸屬感，她熱愛著這裡複

雜多元的人事，並將這些觀察融入到她多語種的繪本故事和劇場作品中47。 

在柏林猶太博物館中面向成年人的跨宗教、跨種族對談，則體現在向教師提供

的培訓課程以及特展活動中，例如 2008 年 3 月至 8 月館方和維也納猶太博物館聯合

舉辦特展 »typisch! Klischees von Juden und Anderen«，策展人圍繞人們對於「猶太」

和「他者」的物件、影像所持的刻板印象布展，提醒觀眾這些簡化之後的刻板印象

即能幫助人們了解複雜世界、克服未知領域的恐懼，同時也是滋生種族主義意識形

態的培養皿；2009 年 10 月到次年 2 月的特展 »Koscher und Co. Ü ber Essen und 

Religion« 把觀眾邀請到餐桌旁，設立的十個展間緊扣食物與宗教的關係，除了從猶

太教的觀點切入十個不同主題，也從其他世界宗教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甚至印度

                                                 
46 參考 Schlomit Tulgan 撰寫的博物館日誌»Die schlaue Esther«- nichts für Kinder?!, retrieved 15.05.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blog/2015/03/die-schlaue-esther/；猶太木偶劇團 Bubales-Jüdisches Puppentheater 網站。

Retrieved 15.05.2015 from http://bubales.de/bubales.html 
47  參考德國之聲 2013 年的採訪新聞。Retrieved 15.05.2015 from http://www.dw.de/jewish-puppet-show/av-

1710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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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視角進行比對。進入展廳的參觀者都會領到一支植入感應器的塑料湯匙，館方

鼓勵觀眾用湯匙觸碰每個展間內的電子餐盤，對應展廳主題的一道菜譜就會傳送到

湯匙的芯片中。待回到家中再將湯匙上的密碼鍵入博物館相關網頁，觀眾自行挑選

的菜譜便會在屏幕上完整呈現。相較於紙本呈現的菜譜，這種藉助多媒體道具獲取

資訊的方式，讓參觀者在愉快的心態下進行跨文化的主動交際。 

無論是籌備特展還是應用全新的多媒體技術，館方確實將一定比例的經費和精

力傾注在跨宗教的主題呈現上。除卻最初館舍建造時的疏失，在後期教育推廣和活

動供給的部分柏林猶太博物館處理地還是較為謹慎周全的。雖然沒有刻意區分哪些

展區或活動是專門為土耳其移民觀眾設立的，他們能夠接觸到的德國猶太人歷史和

文化也和國內外觀光客一樣，大多停留在浮於表面的階段，但館方至少讓他們能夠

感受到自己也是在討論和關注範圍內的，而這是博物館在促進族群融合的道路上發

揮其媒介力量的決定性前提。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將焦點放在因人制宜的博物館供給，觀察館方為各類觀眾設立的廣義上的

教育推廣項目，探討這間具有複雜黑暗性格的博物館對不同客群的意義所在。筆者

將上述章節中提及的個案觀眾重點整理成下頁表 4-2。表中內容回應了第一章文獻探

討部分提到的觀眾權利法案，用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個案能較好地說明博物館如何回

應法案中涉及的十一項觀眾需求。例如「舒適」、「暖身」等需求在柏林猶太博物

館中屬於最基礎的、各類觀眾都享有的基本權利。館方同時也關照到不同觀眾的特

殊傾向，比如最為親密的博物館之友有較為強烈的「選擇與控制」的需求，館方用

更及時的資訊、更頻繁的活動參與回饋他們的實際支援，因而較之其他觀眾有了更

多的選擇餘地；文化觀光客在旅行過程中造訪柏林猶太博物館除了想要放鬆休閒、

玩得「開心」，也會希望在離開之時以史為鑒、獲得「重生」，館方就試圖促成再

現及詮釋的循環，不強加額外的參觀建議，滿足他們嚴肅休閒的需求；學校團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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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比其他觀眾更明確的「學習」需求，館方便設計特定主題的學習方案和教案，和

為平日的課堂學習補充新視角、新觀點；在地居民若把博物館視為生活消遣的一部

分，館方就努力為他們與家人、朋友、以及社群間的「社交」供平台；弱勢群體作

為博物館的潛在觀眾也希望能夠享受一般人應有的權力，受到「尊重」，館方就運

用特殊的黑暗性格以及特別活動讓他們在博物館中找尋「歸屬感」。 

表 4-2 以觀眾導向為目標發展出的各類教育項目 

客群類型 博物館意涵 了解博物館的途徑 客群特點 針對性的教育項目 

博物館之友 享受優先的權利 博物館季刊 

館方郵寄活動資訊 

有錢有閒 

貢獻資源 

策展人導覽、文化遠

足、同城藝文活動 

國內外遊客 嚴肅休閒的景點 導覽書籍 

旅行中介廣告 

停留時間短 

動機複雜 

多國語言的語音導

覽、公開導覽 

學校團隊 輔助教學的場所 校外教學活動 

老師同學推薦 

目的明確 

教師配合 

工作坊、主題導覽、

外展活動、教師培訓 

在地居民 生活消遣的方式 報紙雜誌 

社交媒體 

多結伴形式 

社區多元性 

夏日文化派對、文化

遠足、家庭日、特展 

特殊群體 享受平等的權利 無針對性途徑 信仰差異 

身體障礙 

宗教節日、德土雙語

活動、特展、手語導

覽、視障導覽 

從之於不同客群的博物館供給縱觀這間公立博物館的經營方式，可以發現其面

面俱到的表象之下開啟由上至下的強勢給予模式，正如 Sharon Macdonald 等學者所

指猶太偽文化中由非猶太裔德國人建構認同的本質，柏林猶太博物館在對於德國猶

太人歷史的詮釋主權問題上沒有留下絲毫商量的餘地，與博物館主管人員的深度交

流最終也沒能滿足筆者的好奇心，日後不得不透過更多第三方媒體的報道從供給面

的角度去了解猶太觀眾如何看待這間他們本應是主角的博物館；在地居民以及特殊

族群參與博物館事務的機會也相當有限，某種程度上而言，對這些客群的關照或許

只是館方在績效評估以及爭取政府撥款時的必要手段。當然，這種自上而下的模式

並不妨礙館方去觀察、去調查它的觀眾特點，給人之所需地去調整、去開發各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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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推廣項目。無論是一線館員的招募培訓、精緻路線的會員計劃，還是對各類客群

觸及棘手遺產之形式和內容的掌控，都有值得類似黑暗觀光景點借鑒和反思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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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在結構上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部分藉由文獻的回顧，幫助筆者整理個案

的建館歷史和空間拓展過程，並以此為縮影去掂量歷史責任之於這個國家、這座城

市的重量。第二個部分則在黑暗觀光景點分類模式的局限性下，建立了一個符合個

案特性的黑暗性格模型，且以此為基礎去標示博物館不同的詮釋方式。第三個部分

以廣義的教育推廣項目為切入點，審視館方何以在回應各類觀眾需求時確立博物館

的自我定位。按照歷史決定性格、性格影響詮釋、詮釋滿足需求的邏輯關係將上述

三個層次加以串聯，形成了如下的研究發現。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反思 

透過柏林猶太博物館這一個案的成長經歷，再次讓筆者認識到，對於棘手遺產

的呈現必然會經過一段漫長的蟄伏期。德國人在克服過去的道路上已經前行了半個

多世紀，在解開迫害猶太民族這一心結的時候，恰又遭遇了兩德統一東西合併的歷

史糾葛。崇尚復古嚴謹同時又追求民主自由的雙重性格，致使他們在建立一座外人

看來再必然不過的博物館時，僵持徘徊了太久。對於正處於起草或孕育階段的黑暗

觀光景點建設計劃，個案發展至今的軌跡頗具參考價值，如若早日擺正景點的具體

目標和經營方向，在建設運營場館的初期先行詢問受益對象的期待和想法，又或是

關鍵人物發揮帶頭作用，結合相關社群由下而上積極參與，本著先求有再求精的態

度去摸索和實踐以教育為首要功能的互動模式，可能就不用再走十多年的彎路了。 

個案驗證之下的黑暗性格模型，有助於類似的觀光景點挖掘潛在的可能性，打

破既有的刻板印象。博物館和紀念館的建築壁壘，圈起的並不一定是高高在上的神

聖殿堂，它可以是讓感官及身體去自由體驗的異質空間；沉重深刻的棘手主題，引

發的並不一定是情緒或話語的壓抑，它可以鼓勵不同生命經驗的人們在此相遇、傾

訴與聆聽；教育意涵濃重的設施及活動，並不意味著枯燥的填鴨式灌輸或強制洗腦，

它可以是聯繫實際生活、或在參觀前後碰撞出持續思考火花的觸發器；珍貴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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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資源，並非總是被禁錮在固定的場域之中，移動博物館等外展活動的形式打破

了觀眾向棘手遺產單項移動的被動態勢。 

區分不同溫度、不同信息量的詮釋模塊，並將其靈活組合，以期最大程度滿足

不同觀眾需求的這種教育模式，在筆者看來是相當高效的一種操作形式。嚴格來說，

館方並沒有將資源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參觀客體，但這樣的「差別對待」有其必要性。

例如館方不會預設國外觀光客或其餘所謂的局外人能和這個陌生的主題達成高度共

鳴，因而推薦冷式或溫式為主的詮釋手段，盡可能提供完整卻表層的事實。而針對

國內的學生團體，館方會就會調整詮釋的立場，建議把某個歷史片段放大討論，加

入大量熱式詮釋的手段，挖掘事實背後的意涵。畢竟同樣一個景點對於不同的參觀

者而言的意義大不相同，如若用同質性較高的詮釋方式處理棘手的遺產，造成的效

果不是強人所難，就是敷衍了事。 

再觀個案的一些細節之處，無論是博物館主人還是導覽人員，處理棘手遺產、

與觀眾有直接接觸的館員呈現年輕化、多樣化與專業化的特點。這在處理博物館棘

手遺產的主題時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他們能夠實現與年長觀眾的觀念繼承與交接，

以一個誠懇傾聽者的角度汲取前輩們的人生閱歷，也讓對方了解當代青年看待同一

議題時的真知灼見；另一方面他們也有機會消除與年輕觀眾之間的代溝，以一個積

極傳遞者的身份調動平輩或後輩們的討論熱情，讓對方意識到德國人與猶太人的糾

葛不是一個反復出現卻事不關己的話題。具有不同專業和成長背景的一線館員也是

博物館接待來自世界各地、處於各自敘事情境中的觀眾時，最大的武器和財富。這

不僅僅只是柏林猶太博物館的特點。筆者在參訪德國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紀念館時，

同樣遇到一位白俄羅斯籍的女大學生擔任館方的導覽人員，其內心散發的神聖責任

感，和對傳承歷史的強烈使命感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在台灣以及

大陸地區的諸多公立私立的博物館中，或已湧現大量年長有閒人士擔任志工並積極

投身導覽解說的現象。其發揮餘熱的激情，以及低成本的人力是博物館所需要的。

但基於個案的研究發現，筆者認為類似的文化機構同樣應該把機會和責任交給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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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政治、觀光等專業能力的年輕學者，搭建短期至長期的實習平台，將其所學

運用於實踐之中。這對歷史責任傳承，或教育功能的永續發展都是有益而無害的。 

此外，筆者也驚訝於個案中的博物館之友概念和國內接觸到的各種博物館會員

制度之間的巨大差異。諸多大型的公立博物館廣設個人卡、家庭卡、教育卡、榮譽

卡等會員卡別，看似是降低了入會的門檻，但在筆者看來卻是掉入了另一種誤區。

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個案強調了會員觀眾的權益與一般觀眾權益之間需要作出明確的

區隔，而且前者的特別權益重點也不在於可以免費參觀博物館的常設展和特別展，

定期收取月刊、年報等等，而是有機會參加特別設計的教育項目，以及在策展人陪

同的狀況下更早地接觸到每年的特展，它將博物館會員制度的社交性和功能性提升

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基於國內的現況，筆者很難想象，身為一名非終身制或非榮

譽性的博物館會員，可以有機會與博物館的高級專員或部門主管頻繁地進行親密接

觸；甚至在館員的帶領下，跨出本館的範圍，一同參訪國內外其它相關的黑暗景點；

又或甘願成為館內特展開放前的小白鼠，方便館方做出及時的改進措施。 

如今人們能夠消費的東西越來越多，但值得或需要咀嚼的東西卻越來越少了，

這對諸多擁有棘手遺產的黑暗觀光景點而言是一種令人堪憂的發展趨勢。人們或許

已經依賴或享受經他人事先加工處理之後的觀光產品，尤其在一些輕微黑暗的觀光

景點中，寓教於樂的、迪斯尼化的互動體驗裝置往往倍受青睞。如此可以想見，不

需多時人們便會逐漸喪失處理一手資訊、保持主觀思辨的良好習慣。在分析柏林猶

太博物館教育部門為學校團體設計的學習單，並以此為標準比對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的學習單之時，便讓筆者產生了上述的擔憂。如果只是為了回答一些館內可以找到

標準答案的客觀題目，或是記憶一些與自身沒有關聯的年份、日期、地點及人名，

那麼設立或參訪這類景點的意義究竟何在？筆者在參觀德國紐倫堡審判法庭紀念館

（Memorium Nürberger Prozesse）時，剛好目擊了一個學校團隊參加預約導覽的學習

現場，每位學生手持一份學習單和一張折疊小板凳，穿梭在各個展廳內。在接近尾

聲的時候確有個別學生顯出了疲態，但導覽人員在進行引導式的解說之時，始終都

有不同的學生輪流舉手示意，隨後提出疑問和自己的想法。回到紀念館的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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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蒐集到三份難度不一的學習資料，端看眼前這些開放式問答，再仔細回想剛才

學生與館員之間的互動內容，發現他們對話的深度甚至超過了被標示為最難等級的

那份學習單。 

平權是筆者在討論黑暗觀光景點潛在觀眾時意識到的一項重要議題。台灣以及

大陸地區的一般博物館在此方面的精力傾注是遠遠落後於歐美地區的，更不用說那

些涉及棘手遺產的文化機構了，而別人之所以走得快走得遠，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們

勇於自我批判。誠然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個案仍有太多可以改善的方面，例如還未觸

身障觀眾以外的特殊群體、家庭觀眾中的高齡老人等等，也沒有點字本、口述影像

工作坊等專業的軟硬體設備，但其各種邊做邊學的嘗試可供剛剛起步的黑暗觀光景

點參考借鑒。譬如巧用博物館建築的黑暗性格提供友善環境；舉辦跨宗教的特展開

展多元詮釋；設置手語網站版面推動知識平權；移動博物館駛入偏遠學校創造平等

參與等等，讓更多常規性的項目取代一次性的活動，即使只是在現有狀態下多做那

一點點。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首先，本文建立的黑暗性格模型是基於 Miles 和 Sharpley 等學者相關理論的初級

產物，是 Stone 黑暗光譜圖的立體延伸，目前尚未有單一景點就其複雜的黑暗性格進

行解析的實際案例可供參考，因而未來仍有必要經過其它個案之研究不斷驗證及完

善這一模型。 

其次在研究執行方面，由於本研究的研究時間有限，只能利用暑假實習期間的

幾天時間在現場進行直接觀察，造成一手資料蒐集的不足。然而筆者在田野調查之

後仍與博物館教育部門主管和導覽人員保持通訊關係，並試圖輔以官方網站提供的

各項訊息和研究報告，來補充博物館供給面的資訊來源。礙於大多教育推廣項目具

有時效性，筆者都未能親自參與觀察，只能藉由歷年的官方資料和大量的媒體報導

等二手資料來取得研究的平衡和公正。儘管本研究有其限制，但在研究的信效度上，

仍設法達到應當具備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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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個案不只在本文撰寫的這段時間裡成為筆者生活的重心，甚

至會讓筆者在之後的很長時間里，持續思考一座城市如何和它的棘手遺產好好相處；

如何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藉由觀光產業去呈現歷史課本中極少染指或是一筆帶過

的黑暗過往；也會想要反思筆者成長的城市上海，曾經短暫的成為猶太人的散居之

地，如何去更好地經營現有的猶太難民紀念館。本研究建立了一個客觀的黑暗性格

模型，並從供給面的角度出發探索黑暗觀光的景點對於不同參觀對象的意涵，包括

如何滿足觀眾的需求。在世界各地不斷發展黑暗觀光的樂觀狀態下，本研究期望能

為未來進一步從需求面進行驗證的量化和質性研究打下基礎，也期望能看到更多類

似黑暗觀光景點之個案得以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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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語音導覽片段逐字稿 

語音導覽錄音檔英文逐字 語音導覽錄音檔德文逐字 

1) Words of welcome by museum director W. Michael 

Blumenthal 1:38 【Male】 

Dear visitors, on behalf of all our staff,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the Jewish Museum Berlin. I am 

Michael Blumenthal, the director of the museum. It is 

my pleasure to welcome you to this special place. The 

Jewish Museum Berlin traces the highs and low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ews and non-Jews in Germany. 

The exhibition gives a glimpse, of what was possible, 

when religious, cultural or ethnic minorities are able to 

contribute their unique talents to the life of the nation. 

And what the consequences of everyone, when prejudice 

and intolerance gain the upper hand. Our audio guide 

will accompany you as you explore the museum. It 

gives you an overview of German-Jewish history since 

the roman period. It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selected 

exhibits in our collection. We will also try to satisfy 

your curiosity about Daniel Libeskind’s unusual 

architecture. If you have a question or a problem arises, 

just look around, our staff members, the so called hosts 

are never far away and happy to help you at all times. 

It’s easy to recognize them, they are dressed in black 

and wear a red and gold museum scarf. And now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the fascinating tour through two 

thousand years of German-Jewish history. (Ding) 211 字 

1) Begrüßung des Museumsdirektors W. Michael 

Blumenthal 1:51 【Männlich】 

Liebe Besucher, im Namen meiner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n heiße ich Sie herzlich im Jüdischen 

Museum Berlin Willkomm. Ich bin Michael 

Blumenthal, der Direktor des Hauses. Ich freue mich 

sehr Sie am diesen besonderen Ort grüßen zu dürfen. 

Das Jüdische Museum Berlin zeichnet die Höhe-und 

Tiefpunkte der Beziehung zwischen Juden und Nicht-

Juden in Deutschland nach. Die Ausstellung gibt einen 

Einblick dahin, was möglich ist, wenn religiöse, 

kulturelle oder ethnische Minderheiten ihre ganz eigene 

Talenten in das nationale Leben einfließen lassen 

können. Und welche Folge für alle hat, wenn Vorurteile 

und Intoleranz die Oberhand gewinnen. Unsere 

Ohrführung möchte Sie auf Ihrem Weg durch das 

Museum begleiten. Sie bietet Ihnen ein Ü berblick über 

die deutsch-jüdische Geschichte, seit Römer Zeit, und 

liefert Information zu ausgewählten Exponaten unsere 

Ausstellung. Auch werden wir versuchen Ihre Neugier 

bezüglich der außergewöhnlichen Architektur Daniel 

Libeskind zu stellen. Wenn immer Sie eine Frage haben 

oder ein Problem auftaucht, schauen Sie sich um, eine 

Mitarbeiterin und ein Mitarbeiter, unsere sogenannten 

„Hosts“, sind nicht weit und stehen in gerne jede Zeit 

mit Rat und Tat zur Seite. Sie erkennen die Hosts in der 

schwarzen Kleidung und dem Rot-goldenen 

Museumschal. Und nun wünsche ich Ihnen ein 

spanender Gang durch zweitausend Jahre deutsch-

jüdische Geschichte. (Ding) 200 字 

2) Architecture: Holocaust Tower 1:31  

【Female】 Daniel Libeskind describes himself as an 

architectural adventurer, as someone who doesn’t try to 

fulfill other peoples’ expectations, but rather explores 

2) Thema Architektur: Holocaust-Turm  1:47  

【Weiblich】 Daniel Libeskind bezeichnet sich selbst 

als architektonischen Abenteurer, als jemand, der sich 

nicht an Erwartung orientiert, sondern für seine 

 



 

 

IX 

 

new terrain with his buildings. In the case of Jewish 

Museum Berlin, he soon realized that he didn’t simply 

want to build a framework for the exhibition, his 

structure had to be a kind of sculpture, a place of 

remembrance. One completely independent element of 

the museum is the so called Holocaust Tower. It’s at the 

end of this corridor, the axis of the Holocaust. The tower 

is made of concrete. It’s completely closed, unheated 

and is only illuminated through a narrow slit high-up. 

Though that slit, you dimly hear the noise of the city, the 

sound of traffic or the voices of children from a nearby 

playground. Libeskind called this empty tower voided 

void. It was only later interpreted as a place 

commemorating the holocaust. Daniel Libeskind left the 

interpretation open.  

【Male】 “You hear the sound, the muffle sound of 

Berlin around you. You hear distanced sounds of the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layground of the school. You 

see certain light high-up. It depends on the person, what 

that really means.” (Ding) 192 字 

Bauaufgaben lieber neuen und unbekannten Boden 

betritt. Beim Jüdischen Museum Berlin war ihm schnell 

klar, dass er nicht einfach eine Hülle für die Ausstellung 

bauen wollte. Das Haus selbst sollte eine Arte Skulptur, 

eine Erinnerungsstätte sein. Eines der ganz 

eigenständigen Elemente des Museums ist der 

sogenannte Holocaust-Turm. Er steht am Ende dieses 

Ganges, der Achse des Holocausts. Der Turm ist aus 

Beton. Er ist rundum geschlossen unbeheizt, und wird 

nur von einem schmalen hochliegenden Lichtschlitz 

erhält. Der Eingang liegt unterirdisch, so dass der Turm 

von außen gesehen frei steht. Innen halt er eine Höhe 

von vierundzwanzig Metern. Durch den Lichtschlitz 

bringen schwach die Geräusche der Stadt. Der 

Verkehrslärm, oder die Kinderstimmen eines 

benachbarten Spielplatzes. Libeskind hat diesen leeren 

Turm „Voided Void“ genannt, was so viel bedeutet wie 

leere Leere oder leerer Ort. Erst später wurde er als ein 

Ort interpretiert, der an die Opfer des Holocaust 

erinnert, Daniel Libeskind: 【Männlich】 

„ Sie hören die Geräusche, die gedämpfte 

Geräusche von Berlin und sie herum. Sie hören die 

entfernten Geräusche von Kindern, die auf dem 

Spielplatz der Schule spielen. Sie sehen dieses gewisse 

Licht, das weit oben endet. Es kommt darauf jeden 

jeweilige Mensch an, was diese Erlebnisse wirklich 

bedeuten.“ (Ding) 215 字 

3)City, Countryside, Court: Levi Strauss 2:06  

【Female】 (music) A man’s worst day is when his 

501s are in the washing machine, says the German 

fashion designer Wolfgang Joop. Levis are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jeans in the world. 

【Male】 (music) The Levis’ story doesn’t however 

star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most people think, but in 

the little village of Buttenheim, in southern Germany. It 

begins in wretched poverty. For Löb Strauss, the man 

who latter became the boss of hundreds of workers came 

from humble origins. His father Hirsch Strauss provide 

for the family by peddling textile and haberdashery. 

3) Thema Stadt, Land, Hof: Levi Strauss 2:14  

【Weiblich】(Musik) Ein Mann hat seinen schwersten 

Tag, wenn seiner 501 Jeans in der Waschmaschine ist, 

sagte der Modedesigner Wolfgang Joop. Keine Hose ist 

berühmter, und wer kennt sie nicht, die Jeans von Levis. 

【Männlich】 (Musik) Ihre Geschichte beginnt nicht 

wie manch eine Vermutung, Marke in Amerika, sondern 

in kleinen Buttenheim in der Nähe von Bamberg. Und 

sie beginnt in bittere Armut, denn der spätere Chef  über 

hundert von Angestellten, Löb Strauss, stammt aus 

einfachen Verhältnissen. Sein Vater Hirsch Strauss 

ernährt die mehr köpfige Familie durch einen kleinen 

Hausierhandel mit Tuch- und Kurzwaren. Wie viele 

 



 

 

X 

 

Like many other rural Jews, his business was not very 

lucrative. When his father died, Löb Strauss followed 

his elder brother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847. 

【Female】 In Amerika he changed his name. From 

now on he called himself Levi Strauss. He first trained 

in his brothers business, then he followed pioneers and 

fortune hunters to the wild west. He opened a shop in 

San Francisco staking everything the goldminers 

needed.  

【Male】His legendary Jeans was an invention of tailor 

in Reno, who stumbled on the idea of reinforcing 

trousers with studs, which were rarely intended for 

saddles. Together they registered the patent in 1873. 

【Male】(music)  The Jeans were a hit for the gold-

diggers and cowboys. And Levis became, not just in 

America, but all over the world a household name. 

(Ding) 219 字 

andere Landjuden, geht er damit einem wenig 

einträglichen Gewerbe nach. 1847 nach dem Tot des 

Vaters wandet Löb, wie vorher schon seine älteren 

Brüder i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aus.  

【Weiblich】In Amerika endet er sein Namen, er heißt 

von nun an Levi Strauss. In New York lernt er zunächst 

Geschäfts seiner älteren Brüder, später folgt er den 

Pionieren und Goldsuchen in den amerikanischen 

Westen. Er öffnet ein Geschäft in San Francisco und 

handelt mit allen was die Arbeiter benötigen.  

【Männlich】 Seine legendären Kassenschlager, die 

Jeans, verdankt er die Erfindung eines Schneiders aus 

Reno. Dieser schlägt ihn vor, die Hosen mit Nieten zu 

verstärken die eigentlich für Pferdesättel verwendet 

werden. Gemeinsam melden sie 1873 ein Patent an. 

【Männlich】(Musik) Bei Goldgräber und Cowboys 

finden die Jeans reißenden Absatz. Die Levis wird nicht 

mehr ein Amerika, sondern nach und nach auch 

weltweit zu einer der beliebtesten Hosen.  (Ding) 232 字 

4) Family Life: Portrait of the Manheimer family 2:31  

【Male】Just imagine, you are walking through Berlin 

in the evening and you catch sight of this softly lit 

window. You hear voices, gentle laughter and someone 

playing the piano. (music) You stop for a moment and 

glance into the lives of the Manheimer family, 

【 Female 】 The Manheimers have gathered in the 

parlor, which has a simple wooden floor and the white 

tiled stove. The eldest daughter Babette is seated at the 

piano. She is playing for her brother and sisters Martin, 

Ruda and Clara. The music is a mazurka, the polish 

national dance that was so popular at the time. The 

painter has explicitly added this detail to the sheet of 

music. We see her father in front of the dark-red curtain 

Moritz Manheimer moved to Berlin from a Prussian 

province Poznan in 1822. 

【Male】Like many other middle-class families the 

Manheimers have hanged portrait of their ancestors on 

the wall. Our photo-wall in the museum is based on this 

custom. The portrait on the back wall of the room shows 

4) Thema Familien: Porträt der Familie Manheimer 2:22  

【Männlich】Stellen Sie sich vor, Sie kämmen bei 

einem abendlichen Sparziergang durch Berlin am den 

erleuchteten Fenster dieses Zimmers vorbei. Sie hören 

Stimmen, leises Lachen, jemand spielt Klavier (Musik), 

Sie bleiben stehen und erhaschen einen kurzen Moment 

im Leben der Familie Manheimer. 

【Weiblich】Die Manheimers haben im Wohnzimmer 

mit einfachen Dielenboden und weißem Kachelofen 

versammelt. Am Klavier sitzt die älteste Tochter 

Babette. Für Geschwister Martin, Ruda und Clara spielt 

sie, und das ist von Maler ausdrücklich auf ihrem 

Notenheft vermerkt, einen Masurka, den da mal zur 

Populären polnischen Nationaltanz. Ihr Vater vor dem 

dunkelroten Vorgang heißt Moritz Manheimer. Er war 

1822 aus der preußischen Provinz Posen nach Berlin 

gekommen. 

【Männlich】So wie bei Manheimers hängen in vielen 

bürgerlichen Familien Porträts der Vorfahren an der 

Wand. Unsere Bilderwand im Museum nimmt di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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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the origins and tradition for the 

Manheimer family. It shows Moritz Manheimers’ 

mother. She’s wearing a red headscarf with the little lace 

veil. We can identify this regional costume from the 

portrait of a Rabbi’s wife in Poznan. Presumably non-

Jewish women there also wore similar garb. Fortunately 

the original of the mother have survived and now 

belongs to Berlin’s Alte National Galerie, but it’s on 

loan to the Jewish Museum Berlin. You see it on the 

right above this family portrait. 

【Female】Behind Moritz Manheimer, the painter of 

this picture, Julius Moser is just stepping into the room. 

The elder son Carl is seated at the table with the drawing 

book. Presumably Moser gives him some lessons. The 

children’s mother Theresa Manheimer is sitting on the 

sofa, playing with youngster daughter Anna. 

【Male】Moser shows in his painting how important 

children were in the Manheimer family. They are the 

center of the attention. The white dresses and light 

trousers stand out against the dark background. Their 

dancing lends the scene a charming gaiety. (Ding) 344

字 

Motives auf, wie wichtig Herkunft und Tradition für die 

Familie Manheimer waren, zeigt das Porträt an 

Rückwand des Zimmers. Es stellt die Mutter von Moritz 

Manheimer dar. Sie trägt ein rotes Kopftuch, unter dem 

ein kleiner Spitzenschleier zu sehen ist. Wer kennen 

diese Tracht auch von dem Porträt einer Rabbiner Gattin 

aus Posen. Das originale Porträt der Mutter hat sich 

glücklicherweise erhalten und gehört heute der Alte 

National Galerie, die es den Jüdischen Museum Berlin 

als Leihgabe überlassen hat. Sie sehen es rechts 

Oberhalb dieses Familiengemäldes.   

【 Weiblich 】 Hinter Moritz Manheimer tritt Julius 

Moser, der Maler des Bildes ins Zimmer. Der ältester 

Sohn Carl, der mit einem Zeichen Block am Tisch sitzt, 

erhielt vermutlich von ihm Zeichenunterricht. Auf dem 

Sofa sitzt die Mutter Theresa Manheimer und spielt mit 

der jüngsten Tochter Anna. 

【Männlich】Moser zeigt in seinem Bild, wie wichtig 

Kinder im Leben der Familie Manheimer waren. Sie 

stehen ganz im Mittpunkt der Aufmerksamkeit. Ihre 

weißen Kleider und hellen Hosen heben sich vor dem 

dunklen Hintergrund ab. Ihr Tanz verleiht der Scene 

eine heitere Leichtigkeit. (Ding)  299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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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物館之友一年活動整理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主要人員 

7/10 18:00 JMB 本館 Der Erste Weltkrieg in der 

jüdischen Erinnerung 

特展先睹為快 

「柏林猶太博物館」策展人

Leonore Maier 

7/20 12:00 柏林市區 Fahrradtour: Auf den Spuren 

jüdischer Architekten 

自行車旅行：猶太建築之旅 

「德語世界猶太建築師生活及

作品研究協會」專員帶領參觀

柏林西南城郊的別墅建築 

7/30 全天 JMB 本館 Internationaler Tag der 

Freundschaft 

國際友誼日：導覽音樂美食 

博物館會員攜摯友共同參觀 

8/5  18:00 柏林市區 Ausstellung „Gisèle Freund“ 

攝影展導覽 

「柏林藝術學院」策展人

Gabriele Kostas 與 Janos Frecot 

8/24 19:00 柏林市區 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 

in der Waldbühne 

音樂會 

「柏林森林劇場」指揮家

Daniel Barenboims 

8/25 19:00 JMB 本館 Film-Haus Tugendhat 

紀錄片觀摩 
/ 

9/5~9/7 國外 Wien und Brünn: Eine 

jüdische Welt zwischen 

Tradition und Modernismus 

維也納布爾諾 3 日文化之旅 

「柏林猶太博物館」活動部門

負責人 Cilly Kugelmann 帶隊 

維也納及布爾諾兩地猶太博物

館工作人員接應 

9/11 15:00 JMB 本館 Sektempfang-Ein Platz für 

Fromet und Moses 

Mendelssohn 

學院廣場命名儀式：音樂、

香檳、朗讀會 

/ 

9/13 22:00 JMB 本館 Konzert im Rahmen der 

Jüdischen Kulturtage 

猶太文化日音樂會 

藝術家 Ester Rada & Band 

9/14 20:00 柏林市區 Abschlusskonzert der 

Jüdischen Kulturtage 

猶太文化日閉幕音樂會 

「里克大街猶太會堂」 

藝術家 Avishai Cohen 

10/5 全天 國內 Dresden: Die Deutsche Einheit 

in der Vielfalt 

德累斯頓 1 日文化遠足 

「柏林猶太博物館」學術活動

部負責人 Yasemin Shooman 帶

團參觀「德國衛生博物館」 

10/11 19:00 柏林市區 Opernpremiere: Die schöne 

Helena 

歌劇觀摩 

「柏林喜歌劇院」劇院經理

Barrie Kosky 

10/22 18:00 JMB 本館 Haut ab! Haltungen zur 

rituellen Beschneidung 

特展先睹為快 

「柏林猶太博物館」策展人
Felicitas Heimann-Jelinek 

10/29 20:00 柏林市區 Theaterbesuch: Der Ghetto-

Swinger 

劇院參觀 

「柏林文藝復興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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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18:00 JMB 本館 Sektempfang-Auf ein Wort mit 

Peter Schäfer 

館長上任儀式：座談香檳 

「柏林猶太博物館」新任館長
Peter Schäfer 

11/27 18:00 柏林市區 Moshe Gershuni. No Father 

No Mother 

展覽導覽 

「柏林猶太博物館」藏品部門

負責人帶領參觀「新國家藝

廊」 

展覽策展人 Ory Dessau 導覽 

12/11 20:00 柏林市區 Elena Bashkirova in der 

Philharmonie 

音樂會 

「柏林愛樂廳」 

12/17 16:00 JMB 本館 Chanukka: Sitten und Bräuche 

光明節工作坊 

「柏林猶太博物館」藏品部門

工作人員 Anna Augustin 

1/8   18:30 JMB 本館 Weihnacht + 8: Zum Feste der 

Beschneidung Christi 

特展相關活動：報告音樂會 

明 斯 特 大 學 教 授 Thomas 

Lentes 報告 

「克羅伊茲貝格青年愛樂樂

團」表演 

1/27 23:00 柏林市區 Konzert Farges Mikh Nit 

意第緒戲劇 

「柏林喜歌劇院」 

1/31 20:00 柏林市區 Film: Mein Leben Teil 2 

「柏林電影博物館」 

紀錄片觀摩 專家對談 

導演 Angelika Levi 

         Irene Lilienheim Angelico 

 Abbey Jack Neidik 

電影專家 Knut Elstermann 

2/3   18:00 JMB 本館 Führung: Sammelwut und 

Bilderflut 

特展先睹為快 

「柏林猶太博物館」策展人

Leonore Maier 

Mariette Franz 

2/11 20:00 柏林市區 Theater: Muttersprache 

Mameloschn 

戲劇 

「柏林德意志劇院」 

2/17 18:00 JMB 本館 Archivworkshop: Die 

Sammlung von Fritz Wachsner 

檔案工作坊 

「柏林猶太博物館」檔案部門

負責人 Aubrey Pomerance 

3/15 全天 國內 Tagesausflug Leipzig: Zu 

Besuch bei on.tour 

萊比錫 1 日文化遠足 

「柏林猶太博物館」ontour 外

展活動員工 

3/27~3/30 國外 Reise 4 Tage Warschau 

華沙 4 日文化之旅 
「華沙猶太博物館」、「猶太

人歷史研究所」等機構負責人 

4/8 18:00 柏林市區 Führung: Lore Krüger im C/O 

Berlin 

攝影展導覽 

「C/O 柏林基金会」 

4/18~4/23 JMB 本館 Intonations: das Jerusalem 

Chamber Music 

音樂會 

/ 

4/27 19:30 JMB 本館 Auftaktveranstaltung -

Valentina 

歌劇見面會 

藝術家 Arturs Mask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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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17:00 JMB 本館 Oper - Moses und Aron 

歌劇 導覽 

指揮家 Vladimir Jurowski 

5/19 19:00 柏林市區 Oper - Valentina 

歌劇 

「柏林德意志歌劇院」 

5/20 18:00 JMB 本館 Vorabbesichtigung -Gehorsam 

特展先睹為快 

導演 Peter Greenaway 

藝術家 Saskia Bodekke 

6/7 全天 國內 Tagesausflug - Hannover 

漢諾威 1 日文化遠足 

「漢諾威史賓格美術館」 

6/16 18:00 JMB 本館 Buchclub - Die Abenteuer von 

Pitt und Peggs 

繪本讀書會 

「柏林猶太博物館」圖書館負

責人 Ulrike Sonnemann 

6/20 18:30 柏林市區 Musical – Cabaret 

劇場 

「Tipi am Kanzleramt 劇場」 

 

根據博物館官方網站提供的博物館之友「活動手冊」整理而成, retrieved from 

http://www.jmberlin.de/main/DE/04a-Foerderer/06-program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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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國猶太人-猶太德國人」自主探索活動學習單 

 

第一頁/共六頁 

 

 

明確學習單主題： 

 

我屬於哪裡？ 

19 世紀受洗的猶太人 

主題引言 

簡述時代背景： 

 

19 世紀猶太人在德

國受到法律以及社

會層面的排斥。 

標示探索活動的起點： 

 

位於館內 Deutsche und 

Juden zugleich 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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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共六頁 

  

探索活動配套基礎措施： 

 

地面張貼方向標示； 

提供大量椅子 

 

活動地圖： 

 

標示站點位置

及各站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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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頁/共六頁 

 

解釋任務具體內

容，標示建議用

時 

 

任務一：找物件

（十分鐘） 

 

「在展品中（物

件 、 相 片 或 檔

案）哪件最不符

合你對猶太博物

館的想象，為什

麼？」 

 

「記下展品的名

稱，簡單描述並

闡述理由。」 

 

任務二：編對話 

（十五分鐘） 

 

陳列櫃中有六位

受洗猶太人的自

傳。參與者需每

人 挑 選 一 個 對

象，介紹其受洗

有關的經驗，並

編制一段自己與

觀察對象之間的

對話。 

 
側邊附有專有名

詞的概念解釋 

 

 

「可用相機拍

下你們選擇物

件為報告所

用，但請關閉

閃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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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頁/共六頁 

  

任務三：今日如

何？（十分鐘） 

 

「你們能否想象

接納一種（或另

一種）宗教？如

果是，請說明原

因。」 

 

「做出這樣一個

決 定 會 有 多

難？」 

 

「並請指出這一

展區介紹之十九

世紀猶太人所處

狀況和今日社會

的區別？」 

 

 



 

 

XIX 

 

 

第五頁/共六頁 

 

 

 

任務四：準備報

告-物件訪談 

（三十分鐘） 

 

就展品提問，並

以擬人化的物件

或專家的口吻回

答問題，問題可

以關於物件的年

代、來源、背後

的故事等等。 

 

前往地下一層拉斐

爾羅斯學習中心觀

看短片。搜集信息

完成提問和回答的

訪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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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頁/共六頁 

譯自博物館官方網站提供下載的學習單，retrieved 02.07.2015 from 

http://www.jmberlin.de/ksl/museumsbesuch_gestalten/JMB_museumserkundung_10.pdf 

 

建議使用相機或手

機記錄訪談的綵排

過程，或在空白處

記筆記，為之後報

告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