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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觀光是近代中，一種結合「文化」與「觀光」的新型態觀光模式，它不

僅讓在地文化有向世界表現自己的機會，也透過觀光增加經濟方面的收入。且越

來越多觀光客會選擇參加文化觀光活動中的大型活動、藝術節、節慶等，經由體

驗節慶，感受當地人的生活及文化。 

在法國，比起南法的蔚藍海岸，北部一直被認為是個氣候不是很好的地方，

每到夏日假期，大家紛紛往南邊渡假，吸引不到觀光客的到來。但里爾市(Lille)位

於北部-加萊海峽區(Nord-Pas-de-Calais)的，且於西元 2016 年法國合併區域時與皮

卡第區（Picardy）合稱為上法蘭西大區（Hauts-de France），曾經為法國重要的紡

織大城，在經過經濟蕭條時代後依然存在的傳統大型二手市集(La Braderie de Lille)。

隨著時間的發展，從一個當地的習俗活動，漸漸演變成具有節慶形式的觀光活動，

每年吸引將近兩百萬的人潮，在經濟上有很大的助益。然而，如果只朝著這個目

的發展下去，可能使節慶過度導向觀光，失去本身的真實性，造成當地居民對這

個文化的認同感下降，甚至是失去。對於環境來說，人們製造的垃圾更是龐大的

汙染。因此，本文將以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為研究對象，探討它本身的二手文化以

及作為節慶觀光中所會產生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環境方面的影響及如何去面

對。 

 

關鍵字：節慶觀光、二手文化、節慶影響、二手市集、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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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Tourism is a type of tourism that is combined with “culture” and “tourism”. 

It is not only an opportunity to let the local culture be shown to the world but also get 

the economic incomes through the tourism. Besides, more and more tourists choose to 

participate the festivals, mega-events, art festivals and other cultural activities in order 

to experience the local life and culture. That is called “Event Tourism”, one type of 

Culture Tourism.   

In France, unlike the region La Côte d’Azur, the northern part of France is always 

considered with the bad weather. People go south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not the 

north. However, located in the region Nord-Pas-de-Calais (Haut-de-France since 2016), 

there is a traditional cultural activity in Lille city, successfully attracting the tourists at 

the end of the vacation. It is called La Braderie de Lille, a kind of flea market in France.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uries, it changes from a normal city custom to a 

well-known festival event which has nearly two million tourists every year and gain the 

economic benefit to the city. Although La Braderie de Lille will bring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as a festival event, it is possible to tend to the tourism-oriented, then los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ctivity and even lead to disappear the local people’s identity of 

the culture. To the environment, plenty of pollution will be created during the event. 

Thus, this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three parts of the impacts of event tourism, 

including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versus the second-hand culture 

of La Braderie de Lille. 

Keywords:  Event Tourism, Second-hand culture, Influences of the event, Flea market,  

La Braderie de Lille 

 



VI 

  

目錄 

謝誌 ............................................................................................................................. II 

摘要 ............................................................................................................................ IV 

Abstract ....................................................................................................................... V 

目錄 ............................................................................................................................ VI 

圖目錄 ..................................................................................................................... VIII 

表目錄 ........................................................................................................................ X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 1 

第二節 研究宗旨與目的 ...................................................................................................................................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 3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 11 

第五節 預期貢獻 ............................................................................................................................................... 1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5 

第一節 二手市集文化 ..................................................................................................................................... 15 

第二節 節慶觀光 ............................................................................................................................................... 27 

第三節 法國二手市集文化與節慶觀光.................................................................................................. 46 

第三章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La Braderie de Lille ................................................... 54 

第一節 法國大型二手市集 ........................................................................................................................... 54 

第二節 法國里爾地區簡介 ........................................................................................................................... 58 

第三節 里爾二手市集之發展歷程 ............................................................................................................ 69 

 



VII 

  

第四節 節慶活動介紹 ..................................................................................................................................... 72 

第四章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裡的二手文化 .............................................................. 80 

第一節 二手市集中的「人」 ...................................................................................................................... 80 

第二節 二手市集的商品分析 ...................................................................................................................... 89 

第三節 二手市集與經濟環境 ...................................................................................................................... 99 

第五章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之節慶影響 .............................................................. 101 

第一節 經濟效益 ............................................................................................................................................ 101 

第二節 社會文化影響 .................................................................................................................................. 109 

第三節 環境影響 ............................................................................................................................................ 120 

第六章   結論 ........................................................................................................ 131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反思 ............................................................................................................................. 131 

第二節 研究建議 ............................................................................................................................................ 135 

參考文獻 .................................................................................................................. 137 

圖片資料來源 .......................................................................................................... 148 

表格資料來源 .......................................................................................................... 152 

附錄一 ...................................................................................................................... 153 

附錄二 ...................................................................................................................... 156 

 

  

 



VIII 

  

圖目錄 

圖 1-1 研究架構圖 .................................................................................................... 13 

圖 2-1 二手市集動機分類 ......................................................................................... 17 

圖 2-2 二手市集之結構與功能 ................................................................................. 27 

圖 2-3 筆者整理自 Jago 之節慶架構圖 .................................................................... 32 

圖 2-4 節慶組成元素 ................................................................................................ 36 

圖 2-5 Marché Aux Puces de Saint-Ouen .................................................................... 50 

圖 2-6 Brocante Montparnasse .................................................................................... 50 

圖 2-7 La Braderie de Lille ......................................................................................... 51 

圖 2-8 Vide-Greniers ................................................................................................... 51 

圖 2-9 亞維儂藝術節 ................................................................................................ 53 

圖 2-10 位於雷恩的燈節(Lumières).......................................................................... 53 

圖 3-1 法國大型二手市集分佈 ................................................................................. 55 

圖 3-2 法蘭德斯的公爵夫人 Jeanne 統治時期 ......................................................... 62 

圖 3-3 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的里爾市政廳 .............................................................. 64 

圖 3-4 里爾於工業革命時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 64 

圖 3-5 里爾位於三個國家首都的中心位置 ............................................................... 68 

圖 3-6 到歐洲鄰近國家之 TGV 車程 ........................................................................ 68 

圖 3-7 約西元 1900 年時在大廣場（La Grand’Place）的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 70 

 



IX 

  

圖 3-8 Lille Reste En Fête ........................................................................................... 71 

圖 3-9 各區域商品類型 ............................................................................................. 74 

圖 3-10 淡菜殼堆疊比賽 ........................................................................................... 79 

圖 4-1 負責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市政府部門告示牌 .............................................. 82 

圖 4-2 背著大背包的消費者 ..................................................................................... 82 

圖 4-3 拖著購物車的消費者 ..................................................................................... 82 

圖 4-4 攤販們之間的社交行為 ................................................................................. 86 

圖 4-5 二手市集中的討價還價情景 ......................................................................... 86 

圖 4-6 男性消費者聚集在舊書攤 ............................................................................. 87 

圖 4-8 二手市集中的藝術商品 .................................................................................. 93 

圖 4-9 二手市集中的古董器具 ................................................................................. 93 

圖 4-10 舊明信片與舊書販賣 ................................................................................... 95 

圖 4-11 利用舊素材搭配出創新作品........................................................................ 95 

圖 4-12 樂器及東方物品 ........................................................................................... 97 

圖 4-13 家飾店大促銷 .............................................................................................. 97 

圖 5-1 官方網站與企業之合作 ............................................................................... 103 

圖 5-2 免費小型報紙的啤酒廣告刊登 ................................................................... 103 

圖 5-3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2013 到 2015 年之住宿率 ............................................. 103 

圖 5-4 非二手貨的批發攤販 ................................................................................... 111 

 



X 

  

圖 5-5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手機應用程式軟體 ........................................................ 116 

圖 5-6 熱心參與擺攤的居民 ................................................................................... 116 

圖 5-7 里爾二手市集第一天的環境髒亂情景 ........................................................ 121 

圖 5-8 使用大型機具清理 ....................................................................................... 123 

圖 5-9 清洗街道 ...................................................................................................... 123 

圖 5-10 官方環境維護宣導 ..................................................................................... 123 

圖 5-11 貨櫃垃圾箱 ................................................................................................ 123 

圖 5-12 環境的擁擠感 ............................................................................................ 125 

圖 5-13 攤位規劃圖 ................................................................................................ 127 

圖 5-14 警衛巡邏 .................................................................................................... 127 

圖 5-15 醫護站 ........................................................................................................ 128 

圖 5-16 紅十字會醫療人員 ..................................................................................... 128 

圖 5-17 尼斯恐怖攻擊後所取消的活動 .................................................................. 129 

 

  

 



XI 

  

表目錄 

表 1-1 訪談對象 .......................................................................................................... 7 

表 1-2 訪談架構與問題............................................................................................... 8 

表 2-1 二手商品分類 ................................................................................................ 23 

表 2-2 法國二手市集類型 ......................................................................................... 49 

表 3-1 法國大型二手市集排名 ................................................................................. 55 

表 5-1 環境清潔數據 .............................................................................................. 122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西元 2014 下半年，才剛結束大學的學生身份，迎接同學們的是截然不同的

職場新世界，而等待我的則是新奇的研究生活。在英語系的背景下，對於文化

及觀光都不是很專業，開學後便以緊張的心情開始了第一堂課「法國文化與觀

光專題」。授課老師要大家去尋找任何有興趣且關於法國的主題當作上台報告，

當下靈光閃過二手市集。 

對於二手市集，總是有種莫名的吸引力，那些充滿時間痕跡的東西，不知道

經過多少主人、多少回憶才出現在這裡，而未來等待它們的又會是哪位有緣的

新主人。法國的二手市集在 1980 年代以不同的形式開始快速地成長。1 喜歡法

國的人，絕對不可能不知道法國有很多二手市集，是許多臺灣旅遊書籍都會介

紹到的特色文化，因此愛參考旅遊書籍旅行的臺灣觀光客，到了法國一定至少

逛到一個市集，去體驗一下當地的文化或是帶個紀念品回家，而筆者也受到旅

遊書的影響，開啟了對法國二手市集的相關知識。 

藉著搜尋法國的二手市集，從本來知道的幾個位在巴黎的二手市集，進而探

索到全法國的市集分布，發現其中最特別的一個是位於法國北部-加萊海峽區

(Nord-Pas-de-Calais)的里爾市(Lille)，而此區在西元 2016 年法國合併區域政策時

與附近的皮卡第（Picardy）區合為上法蘭西大區（Hauts-de France）。2這裡每年

都會固定舉辦一次大型的二手市集—La Braderie de Lille。範圍含括整個里爾市

中心，連續 33 小時不間斷，除了攤位之外還有些活動可以參加，與傳統舉辦在

                                                
1 Roux, Dominique, and Denis Guiot. “Measuring second-hand shopping motiv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Rec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 (English Edition), 23.4 (2008): 65. 
2 Libération，〈Ça y est, les régions ont leur nouveau nom〉，

http://www.liberation.fr/france/2016/06/27/ca-y-est-les-regions-ont-leur-nouveau-nom_1462436 , 2016年

12 月 1 日檢索。 

 

http://www.liberation.fr/france/2016/06/27/ca-y-est-les-regions-ont-leur-nouveau-nom_146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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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週末的二手市集不太一樣，也不只是聚集在某條街或是廣場上，而是規模

好比節慶的形式在舉行。每年約吸引 200 萬人，在西元 2015 年甚至是攀升至 250

萬人，3 依據里爾觀光局（L’Office de Tourisme et des Congrès de Lille）觀光客

造訪該局之數據統計，除了大市集之外，當年里爾市造訪人數為 328,214 人（請

見附錄一），可見這兩天市集的觀光客人數對於整個里爾市觀光的影響之大。 

第二節 研究宗旨與目的 

一、 研究宗旨 

曾經為法國重要紡織業的大城市里爾，名聲早已是法國無人不曉的城市，但

經過經濟蕭條時期的工業沒落，再也不復從前光景。此時，存在已久的地區性二

手市集文化依然存在著，也開始慢慢發展成觀光模式，像是一年一度的節慶似的

在里爾舉辦，既是保留文化也是里爾觀光發展中的重要功臣之一。因此，本論文

探討作為文化節慶的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本身的二手文化分析之外，節慶在城市觀

光發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帶來的各方面影響。 

二、 研究目的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法國在地生活文化中的二手貨物買賣行為，以及

經過好幾世紀的變化之後，從普通的二手市集轉變成為一種文化節慶的觀光模式。

並依照Getz在2007年時提出的節慶觀光理論架構中的影響類別作為本論文的主要

理論，分析節慶觀光（Event Tourism）為城市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及社會、文化和環

境的影響。在此基礎之下，形成以下四個研究問題： 

                                                
3 Nord-Pas de Calais Tourisme，〈Chiffres Clés 2016〉， 

http://en.calameo.com/books/0000079420720c09696d8，2016 年 9 月 29 日檢索。 

 

http://en.calameo.com/books/0000079420720c09696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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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節慶對城市所帶來的經濟成效為何？ 

（二） 「文化商品化」的概念是如何影響節慶的真實性？ 

（三） 居民及觀光客對於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社群及文化認同感為何？ 

（四） 節慶對城市所帶來的環境影響為何？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多重研究方法：文獻分析(Document Analysis)、觀察

法(Observation)以及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文獻分析中，除了二

手市集與文化節慶觀光相關文獻之外，其他來源透過法國官方及非官方之出版品、

網站、新聞媒體報導、雜誌文章等文字及影像文本進行整理及分析；筆者於西元

2015 年親身至法國里爾進行田野調查，以觀察法的形式在二手市集活動中的觀察

紀錄，並在當地對參與和非參與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攤販及觀光客進行半結構式

的質性訪談，探討本研究關注之議題。 

（一）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文獻分析法是「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

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洞察現在、預測將來。」4 本

研究所蒐集採用之文獻來源為學術理論文獻、官方網站、報章雜誌、相關網站和

其他文宣。其中理論文獻部分以英語占大多數、少數為法語，而媒體報導則以法

國當地為主要依據，因此以法語為主，呈現最原始的資料內容。 

1. 學術理論文獻 

搜集與本研究相關之國內外理論文獻、專書等，分別為二手文化、文化觀光、

                                                
4葉志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20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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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觀光以及其所產生的各方面影響。其中二手文化屬於消費行為的一部分，因

此文獻來源多以消費者研究期刊（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以及零售期刊

（Journal of Retailing）為主。 

2. 官方網站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之官方網站5 提供活動所有資訊。除了基本的日期、地圖和

時間表之外，對當地居民來說，可以透過網站得知登記攤位的消息。觀光客則從

它了解節慶活動之交通、住宿及一些文化背景知識等，對於文化觀光行為成了很

重要的連結窗口。里爾觀光局（Office de Tourisme et des Congrès de Lille6）是城市

主要的觀光資訊中心，從此可知一年一度的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為當地主要觀光活

動之一，宣傳各項詳盡節慶活動於觀光客，也概括描述里爾市之歷史背景，提供

本研究參考之依據。最後為里爾市政府官方網站（Ville de Lille7）提供當地居民了

解民生資訊之餘，也注重文化活動，展現當地政府對居民文化素質提升的行動力。 

3. 報章雜誌 

採用地區之代表性媒體《La Voix du Nord》、《20 Minutes Lille》的紙本及網站

資料作為輔助資訊，以及少數其他法國報紙媒體《Le Figaro》、《Le Monde》、《Le 

Parisien》等和英國的《The Independent》，嘗試以不同角度的觀點分析本研究。 

4. 其他網站 

為了補充無法長時間於當地觀察及訪談，本研究利用相關之社群網站、網站

及部落格作為搜集資料之補充。隨著人們越來越常使用社群網站，以便於提高觀

光客對相關資訊之可及性，許多官方紛紛創立社群網站8及開設活動頁面9，讓所有

相關資訊更即時，讓筆者因此從中獲得許多對於本研究之不同想法。《Flea Market 

                                                
5 http://www.braderie-de-lille.fr/  
6 http://www.lilletourism.com/  
7 http://www.lille.fr/  
8 https://www.facebook.com/BraderieDeLille/?fref=ts  
9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924902970953175/?active_tab=posts  

 

http://www.braderie-de-lille.fr/
http://www.lilletourism.com/
http://www.lille.fr/
https://www.facebook.com/BraderieDeLille/?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924902970953175/?active_tab=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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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rs》10 部落格網站是近年來重要的二手市集資訊來源，它擁有對於這領域之

高度統整性且具有資訊詳細度，範圍遍及全世界。不僅如此，還提供有興趣之觀

光客對於各地區之二手市集有明確的背景認知。 

5. 其他資料 

其他資料為研究者參與活動觀察時索取的宣傳冊、小摺頁、小報、文宣等，

作為上述官方資料的輔助來源之一。 

（二） 觀察法（Observation） 

觀察法是指在不經人為安排的自然環境中，透過感官及其他工具蒐集研究所

需的資料。主要是藉由眼睛和耳朵以「看」和「聽」的方式來蒐集，但又礙於人

類的視覺聽覺有一定的限制，因此也會以記事本、照相機、攝影機等作為輔助。11 

本研究所使用的觀察法是經由研究者親身投入到被觀察者（攤商和消費者）中的

消費者這個角色，就如同當地人或一般觀光客親身體驗一樣，但又因為並沒有實

際參與擺攤，因此不算是觀察法中的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12 筆者

於西元 2015 年於二手市集活動期間（9 月 5 至 6 日）且前後又各加一天進行為期

四天(9月 4至 7日)的研究觀察，以了解活動前後和期間的運作及善後處理的情形，

並針對活動環境與參與者進行觀察，包括當地居民和觀光客。此研究方式為本研

究第四章二手文化分析之輔佐依據。 

（三） 質性訪談（Interview） 

質性訪談是「一種有目的、面對面的對話過程」，本研究所採取的是質性訪談

中的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即事先準備訪談大綱及指引，不只呈現訪談目標，

                                                
10 http://www.fleamarketinsiders.com/   
11 周文欽，《研究方法概論》，(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0)，104。 

12 Marshall, Catherine, and Gretchen B. Rossman 著，《質性研究: 設計與計畫撰寫(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ition)》(李政賢譯)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134。 

 

http://www.fleamarketinsid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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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列出訪談問題，且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保持開放和彈性的原則，使受訪者能自

由地闡述對主題的觀點、經驗及感受等。13 

本研究在探討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作為一個節慶活動所會有的三個方面影響，

且主要是以參與者的角度所對這個活動的觀感，因此在選取訪談時以有無擺放二

手攤位和是否居住在里爾市作為分界點，主要分為四種不同的類型：沒住在里爾

市且有擺攤（外來造訪者）、住在里爾市且有擺攤（居民）、沒住在里爾市也沒擺

攤（外來造訪者）及住在里爾市且沒有擺攤（居民）（如表 1-1）。並透過活動期間

在里爾市舊城區（Vieux Lille）中的不同區域挑選 1 至 2 位受訪者，地點包括里爾

歌劇院（Opéra de Lille）、里爾主教座堂（Notre Dame de la Treille）周圍、兩個主

要車站等。訪問當下，研究者會預先告知個人的研究身分與目的，向對方尋求訪

談的意願後並取得錄音的同意。在進行訪談的一開始會先詢問受訪者的身分為當

地居民或是觀光客，再依據此回答給予不同的訪談問題。因此，訪談問題與架構

分為兩種，一是居民二是觀光客，並以研究目的所想要了解的問題為基礎所設計，

大部分的題目都是一致的，指有些少部分是專門給觀光客或是居民所回答（如表

1-2）。為了讓受訪者清楚了解題目的意思，研究者將此訪談大綱及題目翻譯成法語，

因此實際上是以法語的訪談問題做訪談（全法文訪談題目見附錄二）。 

上述所指的里爾市範圍包含 Vieux-Lille、Lille-Centre、Bois Blancs、Vauban 

Esquermes、Wazemmes、Lille-Moulins、Faubourg de Béthune、Lille-Sud、Saint-Maurice 

Pellevoisin 和 Fives 區域。14 

 

 

                                                
13 鈕文英，《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二版》，(臺北：雙葉書廊有限公司，2013)，393-396。 

14 Lille office de tourisme et des congers，〈Nos brochures〉，

http://www.lilletourism.com/les-brochures-office-de-tourisme-et-des-congres-lille.html，2017 年 12 月 28

日檢索。 

 

http://www.lilletourism.com/les-brochures-office-de-tourisme-et-des-congres-lil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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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訪談對象 

代號 代稱 推測年齡 性別 住里爾市 擺攤 訪談時間 

沒住在里爾且有擺攤之外來造訪者，共 5 位 

A1 來自比利時的女士 35 女 Ｘ Ｖ 9/5 15h14 

A2 壯年的先生 35-40 男 Ｘ Ｖ 9/6 09h20 

A3 來自 Douai 的先生 50 男 Ｘ Ｖ 9/6 09h36 

A4 住附近城市的先生 37 男 Ｘ Ｖ 9/6 09h45 

A5 兩位一起擺攤的女士 50-55 女 Ｘ Ｖ 9/6 10h23 

住在里爾且有擺攤之居民，共 5 位 

B1 中年女士 45-50 女 Ｖ Ｖ 9/5 12h35 

B2 只賣衣服的女性 30-40 女 Ｖ Ｖ 9/5 14h53 

B3 年長女士 60-75 女 Ｖ Ｖ 9/5 17h59 

B4 一早擺好攤的秘書女士 26-30 女 Ｖ Ｖ 9/6 09h02 

B5 商店店員小姐 26-35 女 Ｖ Ｖ 9/6 14h06 

沒住在里爾且沒有擺攤之外來造訪者，共 10 位 

C1 吃淡菜時坐旁邊的小姐 25-30 女 Ｘ Ｘ 9/5 13h01 

C2 來自 Strasbourg 的小姐 25-30 女 Ｘ Ｘ 9/5 16h58 

C3 Lille Europe 車站的女士 55-60 女 Ｘ Ｘ 9/5 19h09 

C4 女士 40-45 女 Ｘ Ｘ 9/6 11h27 

C5 穿著時髦的女士 40-45 女 Ｘ Ｘ 9/6 11h39 

C6 年約青壯年的女士 35-40 女 Ｘ Ｘ 9/6 11h46 

C7 在擁擠街上的女士 50-55 男 Ｘ Ｘ 9/613h52 

C8 歌劇院階梯的荷蘭先生 35-40 男 Ｘ Ｘ 9/6 14h31 

C9 男士 30-35 男 Ｘ Ｘ 9/6 15h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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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帶小孩來逛的男士 35-40 男 Ｘ Ｘ 9/6 16h03 

住在里爾且沒有擺攤之居民，共 7 位 

D1 民宿女士 30-35 女 Ｖ Ｘ 9/4 14h21 

D2 甜點店遇到的小姐 25-30 女 Ｖ Ｘ 9/5 15h53 

D3 在車站觀看的先生 35-40 男 Ｖ Ｘ 9/5 18h22 

D4 主座教堂旁男士 35-40 男 Ｖ Ｘ 9/6 10h59 

D5 中年女士 35-45 女 Ｖ Ｘ 9/6 15h43 

D6 小姐 16-20 女 Ｖ Ｘ 9/6 15h56 

D7 從里爾嫁到巴黎的小姐 30-35 女 Ｖ Ｘ 9/7 15h09 

 

表 1-2 訪談架構與問題 

經濟影響 Economic impacts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節慶對城市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為何？ 

How the event increases the economic incomes for the city? 

訪談問題 

Interview 

Question 

(共同) 

1. 您覺得這個大型二手市集是如何幫助里爾市賺取更多的錢? 您怎麼會這麼想？ 

Do you think this flea market would help Lille city to gain more money? 

Why do you think so? 

2. 是以什麼樣的方式為里爾賺取的呢？ 是藉由住宿、餐廳或是其他方式？ 

How does this flea market would possible to gain the money for the Lille city?  

By the accommodation, restaurant or else? 

3. 在過去幾年經濟層面是增加或是減少？ 今年又是如何？ 

Is there an economicall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the past few years?  

What about the situation this year? 

4. 您覺得這個市集對里爾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為什麼？ 

Do you think it is a good or bad thing to the Lille? Why and why not? 

(觀光客) 
5. 您覺得這個市集只會讓某些部分的人得到利益嗎？ 

What do you think that this flea market would just let part of people gain the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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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 

5. 您覺得市集能帶給全市民利益嗎？為什麼？ 

What do you think this flea market would really gain the benefit to the WHOLE residents? 

Would you explain why? 

6. 您應該知道，申請攤位是免費的。您覺得這樣合適嗎？為什麼？ 這會造成什麼問題

嗎？ 

As you know, it is free for renting a stand. Do you think it is appropriate?  

Why and why not? Does this call some problems? 

 

社會文化影響 Culture and Society impacts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1. 「文化商品化」的概念是如何影響這個節慶的真實性？ 

How the concept of ‘commodification’ does affec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vent? 

2. 當地居民及觀光客對於這個市集的社群及文化認同？ 

How are the community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of the residents and tourists to the flea 

market event? 

訪談問題 

Interview 

Question 

(觀光客) 

1. 您知道關於這個市集的起源嗎？ 

是：請敘述您知道的部分。 

否：您認為有需要知道這件事嗎？ 為什麼？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origin of this flea market? 

Yes: Tell me about what you know. 

No: Do you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this? Why and why not? 

2. 以您的觀點來看，這個當地文化是否因為觀光導向而喪失原有精神？ 

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this local culture become tourism-oriented? 

3. 這是您第一次來嗎? 還是很多次了？ 他有符合您的期望嗎？ 為什麼？ 

Is it the first time to come here or you come many times? Does it fulfill your expectation? 

Why? 

4. 您可以給這個市集 1 到 10 之間的個人評分嗎？ 

Could you give some personal evaluation to this flea market? From 1 to 10. 

5. 您對這個市集的想法是如何？ 有任何建議改善的地方嗎？ 

What’s your general opinion about this flea market? Any suggestion to improve? 

6. 您認為這個市集可以代表里爾的文化嗎？ 為什麼？ 

Do you think it is the representative culture of Lille? Why and why not? 

7. 您認為他在法國當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嗎？ 為什麼？ 

Do you think it is unique to the France? Why and why not? 

8. 您認為您有融入其中嗎？為什麼？ 

Do you think you are involved in this flea market? Why and wh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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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 
9. 您對於這個市集有感到驕傲嗎？為什麼？ 

Are you proud of having this flea market? Why do you think so? 

 

 

環境影響 Environment impacts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節慶對城市所帶來的環境影響為何？ 

What are the environmentally influences result from holding an event? 

訪談問題 

Interview 

Question 

1. 在市集舉辦期間有造成里爾市什麼負面的影響嗎？ 例如：環境。 

What are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to the Lille city while this flea market is held?  

E.g. environmental… 

2. 關於正面的影響呢？ 

How about the positive influences? 

3. 您看過里爾在市集結束後會是什麼樣子嗎？ 

是：您看到了什麼？ 

否：您覺得可能會看到什麼？ 

Do you know the surrounding of Lille will look like after this big flea market? 

YesWhat do you see? 

NoWhat do you think it will look? 

4. 您覺得這個市集值得繼續辦下去嗎？ 為什麼？ 

Do you think it is worth continuing this flea market? Why and why not? 

5. 您對於環境這個部分有什麼改善的建議嗎？ 

What’s your suggestion to improve in thi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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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所選取的個案為一次性節慶活動，一年只有舉辦一次，雖然研究者有

想過要延長更久的時間，但考慮到訪談內容的適切性，主要是需要參與活動的想

法，最後決定只需要在活動時間前後各延長一天的時間。所以礙於時間的緊迫性，

無法對參與觀察及訪談做更深入且精確地資訊蒐集，不足的部分將以蒐集到的文

獻資料作為補充。然而，在訪談整理後發現許多資料都是來自於參與者的角度，

鮮少有主辦單位的說法，因此建議可以延長更多的時間，等待相關單位結束活動

後再接洽訪談的成功機率可能會比較高。而在訪談期間中，語言問題為研究者最

大的限制，相較於其他西歐國家，法國很保護自己的語言，以英文作為訪談溝通

工具的成功率很低，再加上筆者的法語程度只落在初級階段。因此，為了克服此

障礙，主要是請訪談者閱讀事先翻譯好的題目做回答，沒辦法以訪談者的回答再

做延伸問題。除此之外，由於本研究屬於節慶活動的形式，歡樂吵雜的氣氛是避

免不了的，就算經過同意所錄音的訪談檔案也因為背景音樂太大聲而不是很明確，

且許多參與者都專注在尋找自己的舊貨目標以及與老闆討價還價，對於訪談的意

願也不高；擺攤的老闆則是以不想影響生意為理由拒絕，造就擺攤者的訪談數不

及觀光客人數。再加上環境部分受到天氣的影響，夏日炎熱的天氣使受訪者失去

了耐心，以及突如其來的雨而被迫中斷訪談等狀況，出現訪談資料不齊全之問題。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架構（請見圖 1-1）是以二手文化以及節慶觀光和影響兩大領域所組

成，探討結合兩者之個案─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並依照此架構將本論文分為六個

章節並安排如下所述： 

第一章緒論，在經濟蕭條時代後，許多工業城市在情勢所逼之下不得不轉

型，法國里爾從原先的紡織工業大城，逐漸成為積極運用觀光來改變整個都市

型態，並依據筆者本身的興趣，發掘出在里爾的觀光發展中，由當地文化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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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節慶觀光的特殊案例，進而引發出研究動機。再者，節慶形成的主因往往

是享受著觀光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但帶來的不光只是經濟的正面影響，也有負

面的，藉此引發出了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希望當地的文化在以節慶的形式展

現時，不會失去它原來的本質，居民對這文化的認同感也不會漸漸消失，更不

會因為這個活動而破壞到地區的自然環境。接下來闡述本研究所採取的質性研

究方法之設計。將以研究理論作為資料來源的基礎，相關學術研究、官方出版

刊物、檔案、網站的搜集及區域性報章雜誌等為輔助，不足的部分由當地的質

性訪談、實地的觀察獲取一手資料佐證。最後提出本研究預期對未來學術上的

貢獻及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流程。 

第二章文獻回顧，先以二手文化為開端，依照不同類別闡述二手市集研究

範圍內的重要項目，並探討二手文化與觀光之關係，而後釐清二手市集在法國

所分類的四種主要形式。而後回顧文化節慶及節慶觀光之定義，再以節慶觀光

裡的影響理論為基礎，將節慶的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這三方面的影響，建構

出研究的主要架構並作為後續研究分析的論述支持。最後概述法國節慶的分類

以及在此確立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作為文化節慶觀光的一種案例。 

第三章， 法國的二手市集為在地文化的普遍寫照，首先以整個法國前六大

的大型二手市集分佈作為開端，提出排在里爾之後的另外五個大型市集的簡短

介紹。而後聚焦在法國里爾的城市歷史背景以及本研究個案的里爾大型二手市

集之發展歷程，再以節慶活動介紹結尾。 

第四章運用二手文化之文獻回顧，再加上筆者本身的參與觀察，為本研究

個案分析討論。接著在第五章呈現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作為節慶的分析與成果，

帶入節慶觀光中的三個影響層面（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逐一討論在這個案

裡所出現的論點詮釋，並分析彼此之間的相互關聯性。 

第六章為研究結論，統整研究發現，將二手文化轉變成節慶以及節慶在城市

裡所會發生的正反兩面影響，並說明此部分的分析對日後節慶的永續發展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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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之城市影響 

經濟、社會文化、

環境 

要性。反思台灣將來會面臨到在文化要轉變成節慶觀光時，所會碰到的一些挑

戰，以本研究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文化節慶轉變為案例，為台灣文化節慶發展

上的參考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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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預期貢獻 

一般來說，節慶觀光的相關研究都傾向於大型節慶，像是奧林匹克（Olympics）、

愛丁堡藝術節（Edinburgh Festival）或是法國亞維儂藝術節（Festival d’Avignon），

且多半是運動或是藝術類的節慶。然而，節慶觀光的範圍不只這兩大類型，根據

Getz 在 2007 時對節慶觀光（Event Tourism）所做的分類，其範圍包括文化慶典、

政治活動、藝術與娛樂、商業及貿易、運動競賽以及私人活動。為了拓寬節慶觀

光的研究範圍，本研究不以國家級的節慶活動為例，而是以區域級的文化節慶中

的生活文化為例，亦即法國北部－加萊海峽區的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以這個橫跨

兩個類別的活動，探究其為里爾市每年所吸引的數百萬造訪人數和後續帶來的經

濟效益及其他方面的影響。 

另一方面，在討論有關二手市集的研究都以消費行為、二手消費動機等商業

類為主，顯少有以觀光方面的角度在研究，但隨著文化觀光的發展，越來越多人

在從事觀光旅遊活動時會尋找當地文化活動來參與，McKercher 和 Cros 定義為文

化觀光15。而市集正是人們喜歡造訪的景點之一，讓旅行更貼近當地人生活，學習

到他們的文化。 

最後，本研究最重要的是想提供大眾一個概念，節慶不單單只是為了發展觀

光、促進經濟而創造的，對當地人來說其實是個需要保護的傳統文化，對觀光客

則是讓他們不光只是參加歡慶，而是對里爾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除此之外，

更是要讓在舉行活動期間，為了避免對環境的破壞，應該先採取好相對應的措施，

以達到不管是文化節慶還是環境方面的永續。 

 

 

 

                                                
15 McKercher, Bob, H. du Cros, and R. B. McKercher. Cultural tourism: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Haworth Hospital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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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將探討目前中西方書籍及研究文獻中，與本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並進

行整理與分類。再經過分析此研究個案的特性，文獻回顧主要分為三大類：一是

二手市集文化，二是節慶觀光，最後是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第一節的二手市集

文化文獻，主要以二手市集本身為「買賣交易場所」的角色，從消費文化中的各

個層面著手，進而發掘二手市集與節慶活動的特性，並連結兩者之間的關係，最

後加入法國各種二手市集形式的分析與介紹。第二節著重在節慶觀光，先以文化

觀光研究為開端，再帶入節慶觀光的回顧和其中各層面的正反兩面的影響。第三

節將前兩節做全面性地分析與比較，歸納出兩者之關係。 

第一節 二手市集文化 

一、 何謂二手市集與參與動機 

二手市集經常被認為是一個古老的地方，存在著殘破的舊物交易和社交集會。

16 但古老的感覺並不是在於地方本身，而是他裡面所買賣的物品是古老的。一提

及「買」和「賣」這樣的消費行為，就知道它與經濟有相當程度上的關係。因此，

Sherman，McCrohan, 和 Smith 認為，二手市集是一個非正式的零售機構，也被認

為是地下經濟（underground economy）的一部分，即從事蓄意逃漏稅或法律禁止

的交易，以物易物的交易，且這些都難以由正常管道調查得知。17 此外，二手市

集也經常被視為次級（second-order）的市場系統，18 從市場銷售的觀點來說它代

                                                
16 Belk, Russell W., John F. Sherry, and Melanie Wallendorf. “A naturalistic inquiry into buyer and seller 

behavior at a swap me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4.4 (1988): 449-470.  
17 Sherman, Elaine, Kevin McCrohan, and James D. Smith. “Informal retailing: an analysis of products,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NA-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12 (1985): 204. 
18 Sherry, John F.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Midwestern American flea mark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1 (199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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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著一個有趣的經濟現象，19 特別認為這樣的經濟改變是因為經濟衰退期而產生

的。然而，許多社會科學家利用直接參與的方式，對令人陶醉的二手市場有參與

過的經驗，但對於市集內部的動態、零售生態或是二手市集文化意涵的重要性卻

很少有系統地深思。20 儘管如此，而後 Collins 依照二手市集的數量、大小和類型，

還是視它為當代「零售革命」的一部分，也是被形塑為工廠經銷通路的方式之一，

21 為當時經濟帶來正向的發展。 

總結其他研究學者關於消費者在二手市集上的認知，消費者們覺得二手市集

是提供一個大家去尋求較低的價錢以及商品的多樣性、社會利益、討價還價和購

物刺激感的地方。22 但它提供給顧客的不僅是一個用於買賣新或舊的低價商品，

也提供購物經驗和文化，以及發展不一樣消費習慣的機會。23 因此，有一些消費

者是為了要買特定的東西來到二手市集，而其他的人主要是抱持著享受氣氛的觀

光心態，把它當作是「瀏覽商品」的地方。24  

Roux和Guiot在2008年時也證實：特定交換地點像是跳蚤市場（flea markets）、

二手市集（second-hand markets）、交換舊物的集會（swap meets）和車庫售物（garage 

sales），會給予人「娛樂」和「體驗」兩方面的好處。25 有益的地方還不只這些，

他們在 2010 年所發表的期刊中還視二手消費文化為一種「限制浪費」和「延長物

品使用壽命」的一種方式。26 

                                                
19 Petrescu, Maria, and Dhruv Bhatli. “Consumer behavior in flea markets and market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 13.1 (2013): 55. 
20 Sherry, John F.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Midwestern American flea mark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1 (1990): 13. 
21 Collins, D. “Merchandising Changes Reflect New Buying Trends”. Marketing Times (1986): 37-38. 
22 Sherman, Elaine, Kevin McCrohan, and James D. Smith. “Informal retailing: an analysis of products,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NA-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12 (1985):205. 
23 Petrescu, Maria, and Dhruv Bhatli. “Consumer behavior in flea markets and market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 13.1 (2013): 55. 
24 Floch, Jean-Marie. “The contribution of structural semiotics to the design of a hypermark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4.3 (1988): 233-252. 
25 Roux, Dominique, and Denis Guiot. “Measuring second-hand shopping motiv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Rec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 (English Edition) 23.4 (2008): 63. 
26 Guiot, Denis, and Dominique Roux. “A second-hand shoppers’ motivation scale: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tailers”. Journal of Retailing 86.4 (2010):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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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統整上述說明（請見圖 2-1），將前往二手市集的動機分為兩大類別：「經濟

動機」（Economic Motives）和「娛樂動機」（Recreational Motives）。經濟動機又細

分為：與正規消費系統保持距離（Distance from the System）、公正的價格（Fair Price）、

道德和生態環境（Ethics and Ecology）。娛樂動機包含：尋寶（Treasure Hunting）、

獨創性（Originality）、社交接觸（Social Contact）、懷舊感（Nostalgia）。 

 

 

 

 

 

 

 

 

 

 

 

 

 

圖 2-1 二手市集動機分類 

除了經濟方面的動機之外，Sherry 和 John 在美國 Dalton Valley Flea Market 的

訪問中，受訪者 Carl Avril 先生來到二手市集的原因是他對於「美學」（aesthetic）

的愛好。並說：「在這裡，你會看到一個小博物館在你面前，看著那些商品的變化

是很有趣的。」27 代表物品所代表的文化層面意義是可以讓二手市集作為當地特

                                                
27 Sherry Jr, John F. “Dealers and dealing in a periodic market: informal retailing i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tailing 66.2 (1990):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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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的一個類型。也基於二手市集為許多人聚集的地方，市集中不免可以看到，

在一個廣大的範圍裡的區域分佈、文化、職業、社會階級、教育、生活方式以及

年齡區隔的各種現象。28 

根據先前有限的二手市集文獻當中指出，消費者視在二手市集消費為提供社

交（討價還價的過程或是和享受於其他消費者的相處）、經濟效益（較低的價格）

及滿足購物慾（多元的商品及其滿意度）的優勢。29 筆者將以這三大方向依序分

析探討。 

二、 二手市集消費行為 

或許會好奇，為什麼消費者有新的東西不買，要買二手物？這種二手消費型

態在過去 20 年快速興起，在 2000 年一份 Mintel 的問卷顯示，有 40%的英國消費

者，在過去 12 個月中，曾經在二手市場買過東西。有 28%的人在同一段時間在義

賣商店裡購物。30 這個二手消費現象，橫跨許多國家，讓車庫售物、二手商店變

得更普及，也是一個新的且會持續成長的消費趨勢。 

在法國，Roux 和 Guiot 在 2008 年的期刊中說明法國的二手消費狀況。法文

的「二手」單字是「d’occasion」，字源是來自拉丁文字根「occasio」，意思是「命

運的一瞬間／一個即時的活動」。31 延伸開來，這個字詞形容為「對買家有利的交

易」。除此之外，也延伸為交易物品的價錢是因為低價而受人吸引，而低價的原因

又來自於它「使用過的狀態或是先前的擁有權」的關係。因此，他們定義二手消

費為「時常透過特別的方式和交換地點來取得用過物品」的行為，認為購買二手

                                                                                                                                  
原文：You’ve got a little museum right in front of you. It’s interesting to see how products have changed. 
28 Sherry, John F.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Midwestern American flea mark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1 (1990): 24. 
29 Sherman, Elaine, Kevin McCrohan, and James D. Smith. “Informal retailing: an analysis of products,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NA-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12 (1985): 205. 
30 Williams, Colin C., and Christopher Paddock. “The meanings of informal and second-hand retail 

channels: some evidence from Leicester”.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tail, 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Research 13.3 (2003): 4. 
31 原文為：a stroke of luck, a timely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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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由買「非新的東西」和「特殊的交換方式」這兩項所組成。32 

二手市集像是一個充滿動作的場景。33 重要的消費行為包括搜尋（searching）、

討價還價（dickering）和社交（socializing）。34 搜尋，主要是消費者去尋找有興趣

物品所產生的刺激感，也被稱為「尋寶遊戲」（treasure hunt），但討價還價的感覺、

協商的可能性甚至是社交、與人互動、及體驗有趣的經驗等，這些在一般的商店

沒辦法體驗到的行為都是消費者在尋求的。「買家和賣家之間的談判」是討價還價

的過程，消費者從這樣的經驗裡尋求到快樂，滿足比真實價值還要便宜的價格買

到物品的貪小便宜心理。這樣尋求快樂的方式在消費活動中是不可或缺的，有些

買家甚至還喜歡來自「找到價格親民寶物的那一種『腎上腺素』上升」的感覺。35 

而且，仔細觀察市集四周，所見到的招牌、標語等符號其實都是構成議價行為的

一個邀請。36 因此，討價還價像前一節所提到的，是消費者前往的動機之一，也

對二手市集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吸引點。 

Maisel 提到，二手市集是一個可以社交以及促進非正式商品交換的地方。37 

Petrescu 和 Bhatli 也在研究訪談中說到，「人」這個字相當的關鍵。但這一點也不

意外，許多研究發現，二手市集是有著社交的特性。之前文獻中的內容分析也表

現出，消費者對於二手市集的社會方面是滿意的，主要原因來自協商的能力、文

化的多樣性以及和朋友相處。消費者會和朋友一起去二手市集，邊玩樂邊尋找不

同的買賣交易，也會透過協商和賣家互動。同時和朋友也和賣家進行社交的行為。

                                                
32 Roux, Dominique, and Denis Guiot. “Measuring second-hand shopping motiv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Rec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 (English Edition) 23.4 (2008): 65. 
33 Maisel, Robert. “The flea market as an action sce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1974): 488. 
34 Sherry, John F.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Midwestern American flea mark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1 (1990): 23. 
35 Petrescu, Maria, and Dhruv Bhatli. “Consumer behavior in flea markets and market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 13.1 (2013): 55. 
36 Sherry Jr, John F. “Dealers and dealing in a periodic market: informal retailing i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tailing 66.2 (1990): 191. 
37 Maisel, Robert. “The flea market as an action sce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1974):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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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化多樣性又是另一個重要的特徵，消費者在市集裡可以依據相似文化、興趣

及嗜好去遇到不同的人。38 況且，社交行為指的就是人和人之間的互動，有人在

才會有社交行為的存在。另一個學者 Sherry 在研究訪談中，有一位女性訪談者訴

說著她在市集的經驗： 

「二手市集不像購物中心一樣枯燥乏味。你不會一直看到相同的經銷商，

而是有許多不同的人，比較像是個社交的氛圍。」39 

最古老的商業形式和現在農夫市場與二手市集的模式很相似，許多學者也說

它不只提供較低階級的人和會根據收入來花錢的人來逛，也是適合白領階級和專

業工作者。一提及收入，買家及賣家都指出，二手市集是一個擁有不同收入基準

的購物地點。白領階級的人會去看的都是高級的古董逸品，利用高價的藝術品來

增加他們的身份地位及品味。猶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在他一本名為

《對藝術的愛好》（L’amour de l’art）的書中分析到： 

「能夠親近所謂的“高級”（high）藝術，它不是一個美德或是個體天賦上

的問題，而是一種（階級）的學習和文化的繼承問題。」40 

另一方面，較低層的人大多傾向於以「必要的、實用的」為基礎去尋找較便宜的

家庭用品，原因為經濟資本的生活條件限制，再加上缺乏擁有如上層階級般的文

化資本41，認為藝術品是只是種無意義的消費。 

在買家的組成中，包含了當地人和觀光客兩類，共同的目的都是來尋求不錯

                                                
38 Petrescu, Maria, and Dhruv Bhatli. “Consumer behavior in flea markets and market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 13.1 (2013): 55. 
39 Sherry, John F.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Midwestern American flea mark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1 (1990): 17. 
40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J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41許宏儒，〈Bourdieu 文化資本概念對藝術品味的分析及其在教育上的啟思〉，《慈濟大學教育研究

學刊》4:10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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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錢。42 Bellenger 和 Korgaonkar 這兩位學者用另一個角度來區分消費者為「娛

樂的消費者」（recreational shoppers）以及「經濟消費者」（economic shoppers），並

比較兩者差異。娛樂的消費者的特性為：享受消費，認為這是一個休閒活動。而

經濟消費者則是：基本上保持中立甚至是不喜歡消費，並以嚴格地時間或是省錢

的觀點去審視它。43 

儘管現在無論什麼階級的人都會到二手市集裡消費，但在 1980 年代時，這個

形式的消費型態會興起並持續成長下去，都要歸因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es）消

費力量的減少，然而那時的研究大多是強調它在經濟上的優勢。44 再者，其他執

行二手市集相關背景的研究卻淡化了經濟動機的重要性，並指出購買者的社會經

濟概況並沒有直接表露出弱勢階層的比例是否過高。45 換句話說，在二手市集消

費的買家，不代表其所屬的社會階級就是低階層的；買低價位物品的人不一定就

是收入較低，也有可能收入高的人。 

在傳統上，二手消費長期受限於「以當地買賣形式來取得那些用過的商品」46 

就像是，當我們在法國時，大家在二手市集買用過的物品才被稱做是二手消費。

但並不全然是這樣，如果朋友有個東西想要轉讓，剛好我很想要，因此跟他買了，

這樣的行為也算是二手消費。因此，二手消費是不受限於地點，而是在於那個東

西的擁有者是不是第一個。 

                                                
42 Petrescu, Maria, and Dhruv Bhatli. “Consumer behavior in flea markets and market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 13.1 (2013): 55. 
43 Bellenger, Danny N., and Pradeep K. Korgaonkar. “Profiling the recreational shopper”. Journal of 

retailing 56.3 (1980): 77-92. 
44 Roux, Dominique, and Denis Guiot. “Measuring second-hand shopping motiv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Rec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 (English Edition) 23.4 (2008): 65. 
45 Gregson, Nicky, and Louise Crewe. “The bargain, the knowledge, and the spectacle: making sense of 

consumption in the space of the car-boot sal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5.1 

(1997): 89. 

原文：Other studies carried out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second-hand markets, swap meets, flea markets 

and garage sales have since downplayed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motives, showing that the 

socio-economic profile of buyers does not reveal an over-representation of the disadvantaged classes. 
46 Roux, Dominique, and Denis Guiot. “Measuring second-hand shopping motiv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Rec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 (English Edition) 23.4 (2008): 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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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手市集與商品 

在前面章節曾提到，二手市集提供多樣且無法預測的商品，給多種類的參與

者一個見面交易的活動。Petrescu 和 Bhatli 整理消費者對於商品的一些概念，認為

有以下五點：47 

（一） 低廉的價格 

（二） 商品的各式分類 

（三） 討價還價和達成協議 

（四） 比較商品的可能性 

（五） 偽造商品和低品質 

不管是從買家還是賣家的觀點來說，都一致認為人們喜歡二手市集商品最主

要的原因是可以用低價買到東西。多元化的商品滿足了各式品味的消費者，符合

先前所討論的，成為無論是什麼樣階級品味的人都會前往的理由。經由討價還價

所得到的商品，是消費者享受二手市集消費的樂趣。聚集許多攤商的二手市集，

同性質的商品到處都是，消費者可以逛完全部，比較過後再決定到哪一攤買。反

之，對於二手市集有著負面態度的消費者，並不是在價格上面表現憂心，而是物

品的品質、揀擇、保障和退回等基本權利。48 之所以被稱為是地下經濟，偽造商

品和低品質物品的頻繁性可想而知。Sherry 和 John 的研究訪談者中確切提到這部

分的議題： 

「二手市集裡的東西都是垃圾，購物中心裡的都是好的物品。我不喜歡買

用過的東西，我會擔心誰擁有過它、都用來做什麼，而且我也討厭在很熱

                                                
47 Petrescu, Maria, and Dhruv Bhatli. “Consumer behavior in flea markets and market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 13.1 (2013): 55. 
48 Sherman, Elaine, Kevin McCrohan, and James D. Smith. “Informal retailing: an analysis of products,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NA-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12 (1985):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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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購物。」49 

對於在二手市集裡的商品，Roux 和 Guiot 認為，最初所謂「二手物品」，是在「二

手市集」這種場合之下所買的產品（the product of “the occasion”），後來轉變為，「對

於這個物品來說，這位買家不是第一個擁有者的身份，而是第二個」，也就是說買

之前這個物品曾經有至少一位主人擁有過。他們也將二手商品分類為四種類型：

藝術品（works of art）、古董（antiques）、收藏家收集的對象（collectors’ items）和

二手物品（second-hand objects），表 2-1 為整理自文獻中之定義與區別。50 

表 2-1 二手商品分類 

種類 定義 

藝術品 原始塑造的藝術創作，以獨特或至少是有限樣本的形式，且是出自藝術家的雙手。 

古董 比起其他藝術品或是收藏家的收集對象來說，至少有一百年存在的物品。 

收藏家收集的對象 標本或是收藏品有著特別的興趣，像是歷史、考古、古生物、人種誌或是古幣學等。 

二手物品 

被排除在前面類別的物品，例如還可以重新使用的家用商品，擁有很好的狀態或是

可以維修。不像是藝術品或是收藏品以及國家認定的珍貴金屬、石頭等。 

另外，1979 年 Thompson，把能夠擁有的物品以不同的方式分成三個類別：有

價值的（valuable）、無價值的（valueless）以及消極重要的（negatively valued），

同時也另外分成「短暫型」（transient）、「耐用型」（durable）和「垃圾型」（rubbish）

三種。51 一般來說，耐用型的物品都比較有價值，而短暫型的物品價值性相對來

說就比較低。垃圾類型物品的價值性是「零」，而且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他也提出

了假設，如短暫型物品可能「溜進」垃圾類別裡，而它會一直存在於「永恆且無

價值」的狀態中，直到被發現而轉到耐用型的類別。舉例來說，一個二手的花瓶

                                                
49 Sherry, John F.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Midwestern American flea mark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1 (1990): 17. 
50 Roux, Dominique, and Denis Guiot. “Measuring second-hand shopping motiv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Rec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 (English Edition) 23.4 (2008): 66. 
51 Thompson, Michael. Rubbish theory: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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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直存在於價值性低的短暫型類別裡，等到欣賞且發現它價值的人出現後，或

許會轉變為價值性較高的「古董」和「藝術品」耐用型類別。像這樣的類別界線

移動是對社會壓力所產生的一種反應，而社會壓力也幫助這樣的轉移成為個人和

社會品味展現的一部分，也包括一些專門認可、鑑定和估價耐用型商品的機構在

內，並定名那些物品為「收藏品」（collectibles）或是「古董」。因此，類別的轉移

也被認為是二手市集和許多不同形式拍賣會的運作命脈。52 

過了幾年之後，Belk, Sherry 和 Wallendorf 對於二手商品提到橫向循環（Lateral 

cycling）的概念，為了促進物品的使用循環，跨越了每個東西都要有最終消費者

的想法，達到擴展物品生命的目的。橫向循環也對應到商業廢棄物和經濟壓力的

問題，它有利於四處尋購便宜貨的人（bargain hunter）和收入不足的消費者。除此

之外，對富裕的消費者來說也是一項很好的投資策略，也被這領域的愛好者當作

是文化保存的策略。像這樣持續循環的商品，讓二手市集也具有啟發自我興趣的

特性。53 

在二手市集周圍環境中，手工藝品的保存和市場銷售形式的存在，全面性代

表著「過去」。 這個無形的概念對那些在二手市集中的物品來說是最重要的，也

是消費者一直努力地想要去重新塑造的部分。無論是令人振奮或是哀愁，懷舊已

經成為「建構過去意義」的文化框架。54 根據 Guiot 和 Roux，懷舊感可以被證實

是一種性格上的傾向，會時常想起關於過去的記憶或是一看著某樣東西就會喚起

某個回憶。它的產生或許也是一個引導，讓人想去尋找關於歷史時期、生活方式

或是過去傳統等有特色的舊物品。55 從娛樂的角度來看，懷舊感引領我們去探尋

                                                
52 Charles, Smith. Auctio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ue. 1989. 
53 Sherry Jr, John F. “Dealers and dealing in a periodic market: informal retailing i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tailing. 66.2 (1990): 195. 
54 Stewart, Kathleen. “Nostalgia—a polemic.” Cultural anthropology 3.3 (1988): 227-241. 
55 Guiot, Denis, and Dominique Roux. “A second-hand shoppers’ motivation scale: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tailers.” Journal of Retailing 86.4 (2010): 35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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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市場真實性的概念。56 因此，二手物品會被找尋的因素，來自於它們本身獨

特的性質、稀有、歷史地理上的來源吸引人之外，還有人的懷舊感。對於舊物愛

好者來說，懷舊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跟歷史回憶比起來，人們還是比較少去注

重在物品交換的價值上，57 物品所代表的回憶永遠比他的實際價值來得重要。 

四、 二手市集與經濟發展 

Campbell 曾提到:「娛樂的哲學對消費主義而言是基本的要素」。58 況且，據

Lucentio 的觀察：「利益是不會成長於沒有著迷的娛樂之中」。59 也就是說，有令

人著迷的娛樂活動就會有利益的存在，人會為了自己有興趣的事物，較毫無節制

地花錢去享受、去蒐集。基於上述的因素，二手消費基於較不昂貴的特色，在經

濟上吸引一些特定嗜好的人而因此變得有名，成功影響了經濟上的發展。 

二手市集也被稱作是一個「極大的」經濟，儘管它依靠在更大的經濟體系下，

仍然有著它自己的「交換原則、替換物和重複性」。60 當時的研究學者的研究範圍

從街上叫賣小販移動到政策制定者所謂的發展經濟，二手市集的研究對完整地工

業化經濟來說是有用處的。61 像二手市集這樣的地下經濟模式變成政治和經濟上

的議題外，也吸引了社會科學的關注。並且根據二手市集的社會價值、對於生產

者和消費者需求的服務以及所帶來的經濟優勢，它會在社會上持續的發揮其影響

                                                
56 Camus, Sandra. “L'authenticité marchande perçue et la persuasion de la communication par 

l'authentification: une application au domaine alimentaire.” Diss. Dijon, 2003. 
57 Belk, Russell W., John F. Sherry, and Melanie Wallendorf. “A naturalistic inquiry into buyer and seller 

behavior at a swap me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4.4 (1988): 449-470. 
58 Colin,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Basic Blackwell: Oxford, 

UK.1987. 
59 Sherry, John F.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Midwestern American flea mark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1 (1990): 13-30. 

原文：Lucentio’s observantion is echoed by many of my informants: “No profit grows where is no 

pleasure ta’en.” 
60 Stewart, Susan. “On Longing: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158-159. 
61 Sherry, John F.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Midwestern American flea mark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1 (199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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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62 即使二手市集有絕大部份的經濟上的利益，但也存在著少部分的隱憂。基

於消費者間二手物品的重複循環，延長了物品的使用生命，因此大幅減少了傳統

零售商們重要的營收比例。63 

研究學者 Sherry 和 John 根據一些研究所整理出來，跳蚤市場是一個集結正式

（formal）、非正式（informal）、經濟（economic）和節慶（festive）四種方面中最

好的市場類型。64 請見圖 2-2 所示，縱座標為正式及非正式的市場結構。正式為

官方舉辦，而非正式為較私底下的活動。橫坐標是以功能來區分為經濟和節慶取

向。經濟功能是以合理性和實用性為特色，而節慶功能則是注重在快樂與體驗。

這個相反的功能是作者整理自 Leiss、Kline 及 Jhally 的研究。65 由此可知，二手市

集除了有經濟層面的效用之外，也具備了娛樂性質的節慶形式。以里爾大型二手

市集這個例子來說，它是市政府每年的舉辦大型活動之一，將原本一般的生活型

態轉變成官方正式活動，屬於正式的活動且帶有節慶氛圍，因此在第二象限中較

接近為 Festival Marketplace 這個類型。 

 

 

 

 

 

 

 

                                                
62 Sherman, Elaine, Kevin McCrohan, and James D. Smith. “Informal retailing: an analysis of products,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NA-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12 (1985): 205. 
63 Bauhain-Roux, Dominique, and Denis Guiot. “Le développement du marché de l'occasion: 

caractéristiques et enjeux pour le marché du neuf.” Décisions Marketing (2001): 25-35. 
64 Sherry, John F.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Midwestern American flea mark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1 (1990): 15. 
65 Laskey, H. A., E. Day, and M. R. Crask.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Advertising: Persons, Products, and 

Images of Well-Being.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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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二手市集之結構與功能 

綜觀二手市集文化的參與動機，主要可以歸納出「經濟」與「娛樂」兩大方

向，了解一個地區之社群現象的塑成因素。並在其二手市集的消費行為裡更深入

地探究出「人」所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不僅是單純的買賣行為，進而產生出人

與人互動的社交關係以及品味階級的形塑。再針對其本身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

性，此章節對於本文所要探討之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本身的二手文化以及對於里爾

市的經濟層面影響有論述之奠定。 

第二節 節慶觀光 

上一節探討了二手文化與本研究相關之各面向的討論，這一節則是要專注在文

化與觀光的結合和文化節慶漸漸朝向觀光發展以及細部之分類，再以節慶觀光裡

對城市的三個層面影響做深入的分析，最後並帶入法國節慶類型概述與本研究個

案做連接。 

一、 文化觀光 

在回顧節慶觀光相關文獻之前，不得不先提及它的總括概念「文化觀光」

（Culture Tourism）。其中關於「文化」一詞的定義在學術界上各有不同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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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Raymond 在 1958 年時提到，文化是一個群體生活方式的整體概念，且有著藝術

與學習的性質。66 Geertz 等人類學家認為文化的範圍很廣，只要是人類所創造出

在世界上的東西，不管是人為地景、知識歸納、物質創造等全面性範圍。這也就

表示文化是涵蓋過去傳統（如歷史與遺跡）、創意展現（藝術作品與表演），也包

括人們的生活習性、習俗與慣例。67 因此，學者對於文化觀光概念的描述也是有

許多不同的想法。Richards 剛開始將文化觀光的定義分為兩個種類，一為技術上的

定義，人們離開自己的居住地，造訪特定的文化景點，例如博物館、藝術表演、

節慶及遺產地區。二為理論上的定義，人們離開日常生活的地方所參與的是文化

活動，並希望從中得到體驗，滿足他們對文化的渴望。68然而，他在幾年之後提出

更全面性的定義： 

「文化觀光不只是過去的文化產品消費，也同時是當代文化或是一群人或

一個地區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化觀光可被視為同時涵蓋『遺產觀光』

（與過去的藝術作品相關）和『藝術觀光』（與當代文化產出相關）。」69 

另外，McKercher 和 Cros 則從不同的角度定義文化觀光，以動機來看，觀光客會

有旅行這個動作，是來自於他們對文化活動的興趣。以運作層面來分類，目的是

為了讓觀光客參與大量活動和體驗當地文化，如藝術、節慶、遺產等。70 

 文化觀光發展一開始是在 16 世紀時，「壯遊」（Grand Tour）的發展讓文化成

為觀光的主要目的。然而，到了 20 世紀時文化在觀光裡已經停止了像這樣的存在，

此時的概念轉變為「觀光就是文化」（tourism is culture）。71 對觀光來說，文化是

                                                
66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is ordinary (1958).”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2011): 53-59. 
67 Geertz, Clifford.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974): 26-45. 
68 Richards, Greg, ed. Cultural tourism in Europe. CAB International. (UK, 1996): 3. 
69 Richards, Gre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Europe. Cultural attractions and European 

tourism 28 (2001).援引自 劉以德，《文化觀光學》（臺北：桂魯有限公司，2014），19。 
70 McKercher, Bob, H. du Cros, and R. B. McKercher. Cultural tourism: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Haworth Hospitality Press, 2002. 
71 Richards, Gre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Europe”. Cultural attractions and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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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要的途徑，能讓觀光客累積學習到的知識以及保證他們所體驗的是當地人

真實的生活。 Dean MacCannell 也提到類似的要點，觀光是文化全球化的建構要

素，文化觀光成為一個越來越普遍的都市現象。72 雖然文化的概念幾乎涵蓋了一

個城市所有的文化設施，但文化的發展不只是博物館、戲劇院和音樂廳等「傳統」

和「高尚」文化，也逐漸納入流行音樂、時尚、運動及族裔地景（ethnoscapes）等

「大眾」文化的元素在內。也就是說，基於前面所提及到的文化定義，幾乎所有

跟人相關的事物都可以被稱作是文化，造就現今所有事物都會加上「文化」二字，

例如「咖啡文化」、「企業文化」等。 

除了文化一詞的運用氾濫之外，其隱憂還外加 1960 年代時所興起的大眾旅遊

（mass tourism）和現代化入侵的關係（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人們開始捨棄傳統

的生活方式，傾向於追尋經濟市場以及正在成長中的商業化。害怕這趨勢就這樣

導致傳統文化展演和慣例的永遠消失。不過，如果觀光客來到一個目的地的動機

是為了文化的消費，不但可以重建當地人對於他們文化的驕傲感，也引領他們積

極地保護當地的文化，同時觀光客來時所獲取的利益也提供未來在執行這項事物

的財政所需。73 因此，一個地方的文化觀光發展的成功要件及永續經營，需要維

持此觀光類型的根本，也就是文化本身的保護。如果為了要發展文化觀光而失去

了其文化特質，豈不是本末倒置。 

文化觀光所涵蓋的範圍很廣，舉凡遺產觀光、藝術觀光、原住民文化觀光、

發展較近的創意觀光等，節慶觀光也是其中一個類別。在早期，當農業採集事務

被企業家開始建造於都市城鎮時，現代的商品化及文化體驗與當時的娛樂型式和

消費行為有所共鳴。舉例來說，從前的定期市集（fair）與今日的節日（festival）、

就或買賣（boot fair）、世界博覽會（World fair）和全球博覽會（Universal EXPO）

                                                                                                                                  
tourism 28 (2001): 2. 
72 Evans, Graeme. “Hard‐branding the cultural city–from Prado to Pr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7.2 (2003): 430. 
73 Richards, Gre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Europe.” Cultural attractions and European 

tourism 28 (20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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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類似。74 本研究將以此依據，將法國里爾的大型二手市集 La Braderie de Lille 這

個當地文化視為從市集發展為節慶的個案，代表著法國里爾市的文化觀光特色之

一。 

二、 節慶觀光  

節慶（event）數百年來一直是文化現象的一種，起源於人們在撐過日常生存

的考驗後所舉辦的一個慶祝儀式及可以放鬆的時間點。在過去，節慶的整體概念

尚未出現前，文化活動的研究主題都圍繞在節日（festival）。節日一詞在英文中被

認為是一個通稱，其源自於拉丁字「festivitas」，意思是為了慶祝或是感恩祈禱的

社會性集會。節日也被用來當作是一個安排好的活動，圍繞在單一的文化產品中，

如：坎城影展（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Cannes），或是一個專門讓某些群組的人所

參加的活動，像是小朋友節（Children’s festival）等。75 

近年來，「節慶觀光」（event tourism）成為值得注意的發展。最早開始討論這

個議題是 Getz 在 1989 年的時候，並在數十年後的 2008 年時的評論文章中才正式

定義了「節慶觀光」的特徵，為知識的創造和理論的發展制定了詳盡的架構，出

版於《觀光管理》（Tourism Management）其中的一卷。76 然而，何謂「節慶」？

廣泛的定義大多是：「具有重要意義、有趣、刺激或非比尋常的事件。」77 根據 Getz 

在 2008 年的文章中所做的分類，分為下列幾種：文化慶典（節慶、嘉年華）、政

治活動（高峰會議）、藝術和娛樂（音樂會、頒獎典禮）、商業貿易（會議、市場）、

教育和科學（會談、研討會、臨床講授）、運動競賽（包含職業和業餘）、私下聚

會（婚禮、派對）。其中又以文化慶典和藝術娛樂最常納入在文化觀光的文獻裡。

                                                
74 Evans, Graeme. “Hard branding the cultural city–from Prado to Pr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7.2 (2003): 418. 
75 Richards, Greg. “The festivalization of society or the socialization of festivals? The case of Catalunya.” 

Cultural tourism: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2007): 231. 
76 Quinn, Bernadette. Festivals, events and tourism. Books/Book chapters (2009): 1. 
77 Richards, Greg, and Robert Palmer 著，《文化節慶管理（Eventful cities: Cultural management and 

urban regeneration）》（劉以德審定）（臺北：桂魯有限公司，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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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另外將這些節慶裡的一些公共慶祝活動歸類為「社群節慶」（community 

festivals），主要是包含較大且具多樣性於節目中，目標在促進市民的驕傲和凝聚力，

且認為其他的節慶都是以競賽為目的。78 這樣按內容屬性的分類法直接貼近大眾，

讓讀者快速瞭解哪些類型的活動是屬於節慶觀光的一部分。 

依照學術理論，請參照圖 2-3 為整理自 Jago 所區分之架構圖，將節慶（event）

分為兩個主要大類：一般節慶（routine or common events）和特別節慶（special 

events）。而特別節慶又可分為小型特別節慶（minor special events）、節日（festivals）

及主要節慶（major events）。再從主要節慶裡又分成標誌性節慶（hallmark events）

和大型節慶（mega-events）。79 我們一般所熟知的都屬於特別節慶中的一部分，它

有著廣泛吸引力的原因是來自於其本身的意義就是「超越一般」（extra-ordinary）

的獨特性，以及提供社會和心理層面的好處，包括自我判斷、支配、挑戰、學習

探索及放鬆，也從固定的景點中脫穎而出，超越了一般的生活體驗。80 

 

                                                
78 Getz, Donald. “Event tourism: Definition, evolution, and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29.3 (2008): 

404. 
79 Jago, Leo Kenneth. “Special events and tourism behaviour: a conceptualisation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a values perspective”. Diss. Victoria University. (1997):49 . 
80 Getz, Donald. “Special events: Defining the product.” Tourism management 10.2 (1989):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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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筆者整理自 Jago 之節慶架構圖 

 

此外，根據 Getz 的資料，將特別節慶定義為：「一個慶祝活動或展示某些主題

的活動，大多只限一次性、一年一次或是頻率較少的活動」。與其他類型的觀光景

點不同的地方還包含：開始和結束的日期是事先決定好的、節目由一個或是許多

分散的活動所組成、全部的活動皆舉行在相同的社區或是觀光地區。81 而後對於

它的定義發展成更精確的描述，在 Allen，O’Toolem 與 MacDonnel 的研究中指出： 

「『特別節慶』（special events）一詞指的是特別的儀式、表現、演出或慶祝，

透過有意識的規劃與創造，來標記特殊時刻，或是達到特定的社會、文化

或團體的宗旨與目標。」82 

無論節慶是作為社會慶祝的「傳統」時刻或是特意安排的活動，都已經成為

                                                
81 Getz, Donald. “Special events: Defining the product.” Tourism management 10.2 (1989): 125. 
82 Allen, Johnny, et al. Festival and Special Event Management (3rd ed.) ,Brisbane: Wiley, 2012. 援引自

Richards, Greg, and Robert Palmer 著，《文化節慶管理（Eventful cities: Cultural management and urban 

regeneration）》（劉以德審定）（臺北：桂魯有限公司，2012），23。 

節慶

Events

一般節慶

Routine events

特別節慶

Special events

小型特別節慶

Minor special
events

節日

Festivals

主要節慶

Major events

標誌性節慶

Hallmark
events

大型節慶

Mega-events

 



33 

 

觀光客所期待的量產模式。83 身為觀光的重要動機之一，節慶很顯然地扮演著發

展和行銷計畫的角色。但也只在幾十年前，「節慶觀光」（event tourism）一詞才開

始立足在觀光產業和學術研究，沒想到這部分的後續成長結果卻如此可觀。Adams

指出，節慶和旅遊互惠互利的現象已經有悠久歷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節

慶就隨著大眾觀光的成長而激增，當代政府也明顯試圖以節慶鼓勵觀光產業。84 

對觀光客來說，節慶是他們融入目的地和體驗當地日常生活的理想方式，也

是最簡單入門的一項文化觀光。既強調美學樂趣的感官經驗，也注重傳統（像是

回到過去的一趟旅程）。又由於大多是舉辦在公共的地區，表演和活動空間並不密

閉，形成一種人與人之間相處、融入環境的氛圍。85 以當地居民的角度來看，它

作為一種重申或是復興當地文化與傳統的手段，並給予社群一個機會去慶祝自身

的文化特性，86 讓居民去創造自己所嚮往的活躍社區。不僅如此，節慶和活動還

提供了一個傳播媒介，不僅保存和慶祝文化，也促進家人之間的團聚。87 De Bres

和 Davis 所討論的節慶研究中也提到，節慶是可以幫助人們促進驕傲感、家屬關係

和社群感。88 另外，大多數的節慶吸引力是來自於它們是獨一無二的，每一個、

每一次從來都不會一樣，而且你還必須「身處在那裡」才能完全地享受這獨特的

經驗，89一直保有新鮮感。 

許多城市會使用節慶來吸引更多的觀光客前來，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觀光所帶

                                                
83 Picard, David, and Mike Robinson, eds. “Festivals, tourism and social change: Remaking worlds”. Vol. 

8.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6. 
84 Richards, Greg, and Julie Wilson. “The impact of cultural events on city image: Rotterdam, cultural 

capital of Europe 2001.” Urban studies 41.10 (2004): 1932. 
85 Richards, Greg. “The festivalization of society or the socialization of festivals? The case of Catalunya.” 

Cultural tourism: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2007): 231. 
86 Richards, Gre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Europe.” Cultural attractions and European 

tourism 28 (2001).援引自 劉以德，《文化觀光學》（臺北：桂魯有限公司，2014），19。 
87 Derrett, Ros. “Making sense of how festivals demonstrate a community's sense of place.” Event 

Management 8.1 (2003): 51. 
88 De Bres, Karen, and James Davis. “Celebrating group and place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a new 

regional festival.” Tourism Geographies 3.3 (2001): 326-337. 
89 Getz, Donald. “Event tourism: Definition, evolution, and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29.3 (2008):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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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龐大經濟效益，包含新的商業機會、當地政府的營利、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增

加海外貿易的收入等。90 對於許多西方城市，發展節慶和活動策略的主要動機來

自於恢復經濟衰退。因此，節慶成為新的「文化策略」的一部分，用於再生和從

後生產經濟，朝向消費時代，也就是消遣、娛樂和觀光為鞏固「體驗經濟」的基

礎。91 所以，節慶從當地人慶祝的節慶轉變為趨向社群以外的人，發展內外部的

群眾。很多市政當局還會因此創造新的節慶或是在時間上移動已經存在的節慶，

為了就是要避免夏天期間與其他節慶相競爭，嘗試在旅遊淡季的時候發展節慶，

吸引觀光客在這段期間造訪。92 

觀光的影響一般來說都有著正面和負面的觀點。隨著節慶重要性的增長，許

多社區型節慶迅速演化，成為旅遊景點和目標旅遊市場。幾位學者認為社區導向

和觀光導向的節慶在本質上是有些差異，並對於觀光導向的永續性感到質疑。93 即

使所有節慶或是其他慶典都是源自於傳統，一開始都沒有計劃要導向觀光，但旅

行社開始利用來當作是觀光行銷時，節慶經常還是會變成一個觀光因素存在著。94 

即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節慶都會採取觀光導向，有些會害怕觀光所造成的負面

影響，像一般採取市場導向會發生的一樣，所有的活動和節慶內容漸漸商品化

（commoditization），演變成都以觀光客的需求為主，而不是當地居民，95 造就失

去了節慶原有的傳統意義，意思就是把文化當成商品銷售給觀光客。再者，人類

學的研究文獻中關於文化慶典是算蠻多的，隨著觀光經常被視為是節慶變化的起

因，如文化真實性的降低，節慶觀光和「節慶化」（festivalization）成為文化研究

                                                
90 Usher, Lindsay E., and Deborah Kerstetter.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quality of life in a surf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Las Salinas, Nicaragua.”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14.4 (2014): 323. 
91 Quinn, Bernadette. Festivals, events and tourism. Books/Book chapters (2009): 1. 
92 Richards, Greg. “The festivalization of society or the socialization of festivals? The case of Catalunya.” 

Cultural tourism: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2007): 231. 
93 Arnold, Nell, et al. “Festival tourism: recognizing the challenges; linking multiple pathways between 

global villages of the new century.” Tou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flections on experience (2001): 

150. 
94 Getz, Donald. “Special events: Defining the product.” Tourism management 10.2 (1989): 128. 
95 Richards, Greg. “The festivalization of society or the socialization of festivals? The case of Catalunya.” 

Cultural tourism: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2007):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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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重要議題。96 然而，許多評論者表示，當地節慶時常淪為媒體挪用的工具以

及為了觀光客的關係而商業化，但 Schuster 卻對節慶一直保持著正面的看法，並

認為雖然以當地文化特色為基礎的節慶易受到大環境的影響，當地居民還是比那

些學術分析中的說法還更容易迅速恢復至原本的初衷。97 

Derrett 提出，節慶出現在一致的三個主要元素中：他們所舉辦的目的地（地

方）、住在這個地方和區域上的人（居民）以及被節慶所吸引的造訪者。98 如圖 2-4

所示，在一個大區域中所包含了地方（place）、居民（residents）和造訪者（visitors）

三個重要的元素之外，而他們之間互相又形成了目的地行銷（destination marketing）、

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社群和地方感（sense of community and place）的相

互關聯，節慶正是集結這三種關聯性所組成的。因此，綜觀上述所提到節慶在觀

光中所帶來的優點以及其後續所造成的問題都可以歸納到這幾點之中。如果將這

些優缺點以另外一種分類方式來分析的話又可分成：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環境影

響，是目前文化節慶管理中重要的一環，也就是評估節慶活動所帶來的成效與影

響。 

 

 

 

 

                                                
96 Quinn, Bernadette. “Problematising ‘festival tourism’: Arts festival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reland.”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4.3 (2006): 290. 
97 Schuster, J. Mark. “Ephemera, temporary urbanism and imaging.” Imaging the city: Continuing 

struggles and new directions (2001): 371. 
98 Derrett, Ros. “Making sense of how festivals demonstrate a community's sense of place.” Event 

Management 8.1 (200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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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節慶組成元素  

三、 節慶活動的影響 

Getz 在 2007 年時的學術文章中概括說明了整個節慶觀光的學術架構，主要

目的是要使人能清楚了解到節慶觀光的各方面知識。其架構涵蓋節慶觀光經驗

的本質和意義、節慶觀光的籌劃和管理、個人的參與、模式和進行以及本研究

所要討論的成效和影響，其大方向分類為經濟（economic impacts）、社會文化

（socio-cultural impacts）與環境（environmental impacts）三大類別。99 大部份

的影響是會相互有關連，各類別很少會單獨存在。再加上，經上一節所談論，

觀光客和當地居民的角色是非常重要，且其互動對主辦節慶之社群來說，會帶

來很多方面的影響。100 所有事物都沒有所謂的絕對，不是所有影響類別都一定

是正面或是負面，因此本研究主要會以各影響的正負面向來分析討論。 

                                                
99 Getz, Donald. Event studies: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for planned events. Oxford: Elsevier, (2007). 
100 Gems, Sören.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in Abu Dhabi: analyzing attitudes, beliefs, and 

behavior of locals towards tourism”. VDM Verlag Dr. Müller Aktiengesellschaft & Co. Kg (Saarbrücken, 

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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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濟效益（Economic influents） 

Stokes 提到，城市策略管理和節慶觀光被解釋為經濟利益目標的首要部分。101 

節日和節慶被包含在都市及區域發展計劃之中的次數日益劇增，且在早期學術研

究中最感興趣的部分是都是節慶的管理和經濟方面。102 並在根據時間排列的文獻

回顧中證實，經濟影響是第一個完全被研究的主題。103 而經濟影響被放在最前面

的原因是許多節慶的舉辦絕大多數是為了經濟上的目的。如果一提到會影響居民

生活，經濟是會直接連想到的因素。工作機會增加、收入的產生、通貨膨脹等其

他因素都是重要影響的部分，也包含個人社交生活。Pearce，Moscardo 和 Rose 甚

至稱為「社會經濟」（socioeconomic）影響，展現社群中社交生活的重要性。104 

每當一提到這部分的受益時，「觀光創造工作」和「觀光帶來外來貨幣」或許

是最常聽見的詞。關於帶來外國資金交換的所得，之後會被使用在國家的主要投

資和社區的公共建設上，像是道路、醫院等。所以為了經濟的繁榮，它會放在政

府的首要計畫是理所當然的，也並不意外觀光影響研究大多是對經濟成效的關心。

105 於是，城市很長一段時間都會使用大型活動，像是世界博覽會（World Fair）、

博覽會（EXPO）和體育活動當作是一個方式去重新活化他們的經濟、公共建設之

外，還可以促進他們的城市印象。106 城市逐漸運用文化的活動去增進他們的形象、

激起都市發展和吸引造訪者。107 就這樣，觀光漸漸變成經濟發展的主要策略，不

僅提供國內外交易的所得，也鼓勵外國投資，進而增加稅務營收，還幫助居民製

                                                
101 Stokes, Robyn. “Network-based strategy making for events tourism.”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40.5/6 (2006): 683. 
102 Quinn, Bernadette. Festivals, events and tourism. Books/Book chapters (2009): 1. 
103 Getz, Donald. “Event tourism: Definition, evolution, and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29.3 (2008): 

419. 
104 Pearce, Philip L., Gianna Moscardo, and Glenn F. Ross. Tourism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Oxford: 

Pergamon, 1996: 104. 
105 Mathieson, Alister, and Geoffrey Wall. Tourism, economic, physical and social impacts. Longman, 

1982. 
106 Getz, Donald. Festivals, special events, and tourism.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91. 
107 Richards, Greg, and Julie Wilson. “The impact of cultural events on city image: Rotterdam, cultural 

capital of Europe 2001.” Urban studies 41.10 (2004):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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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也是刺激居民在文化活動方面上的消費。  

能夠提供較多工作機會給民眾的原因來自於，許多觀光產業中的工作並不需

要太高的專業技能，擴大了低階層居民可以就職的機會，也造就他們有機會透過

觀光所帶來的工作機會而增加收入，甚至是改善生活品質。最後這些人再以他們

的所得，花費在當地的經濟體上，刺激經濟循環，到後來可能再次創造新的工作

或是商業的機會。108 在 1990 年代時，「中世紀集市」廣泛地出現，雖然當時並不

是傳統的節慶，而是由當地官方所創造的活動，為了就是要廣大地刺激觀光和經

濟發展，109 開啟了本研究對於法國里爾市集和節慶之間的探討。 

乘數效用（Multiplier Effect）的概念是在經濟影響中被用來區分直接和非直接

收入的方式。110 觀察 Sören 整理自 1989 年 WTO 於馬德里的乘數調查表格，111 觀

光客所帶來的錢潮來源主要分類為：飲食、住所、紀念品、娛樂、交通和其他。

觀光客在餐廳或是商店裡所花費的飲食，代表著居民所賺得的收入、工作薪資、

老闆營收；在一個城市中過夜，想必需要有住宿的地方，這時當地的飯店或是任

何供人休息的地方都會有訂房收入；或許觀光客會想買些東西回去紀念，他們都

可能是禮物店或是任何物品商店的顧客；娛樂的受惠者很廣，像是電影院、舞台

劇、音樂廳等；交通或許是一定會獲得利益的，舉凡到達城市的火車、飛機、船

甚至是到當地所搭乘的公車、地鐵等；其他的部分還涵蓋了保險、醫療等。因此

當地（或是區域、國家）的經濟可以被視為不只是直接從觀光客來的利益，也會

從在觀光產業中的員工中得到，花費他們的薪資在商品和服務於經濟體中。無論

是直接得到的收入還是非直接，透過稅務的徵收，當地政府最終也會獲得到利益。 

                                                
108 Gems, Sören.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in Abu Dhabi: analyzing attitudes, beliefs, and 

behavior of locals towards tourism”. VDM Verlag Dr. Müller Aktiengesellschaft & Co. Kg (Saarbrücken, 

2008):24. 
109 Richards, Greg. “The festivalization of society or the socialization of festivals? The case of Catalunya.” 

Cultural tourism: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2007): 236. 
110 Lominé, Loykie, and James Edmunds. Key concepts in tour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11 Gems, Sören.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in Abu Dhabi: analyzing attitudes, beliefs, and 

behavior of locals towards tourism”. VDM Verlag Dr. Müller Aktiengesellschaft & Co. Kg (Saarbrücken, 

2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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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經濟影響傾向正面的比例較多，但也是會產生一些憂慮。首先，一個城

市持續地舉辦節慶吸引觀光，觀光區域的房地價會增高，甚至是食物也會比其他

地區還高價，尤其是在觀光季節時。再來會形成通貨膨脹以及經濟上太依賴觀光，

可能容易導致經濟危機。112 關於工作機會的產生來說也是有些壞處，由於不需要

太高的專業技能，所以這些工作的所得都不高。更何況，有些提供勞力工作的雇

主反而會喜歡從較落後國家過來工作的人，薪資會比當地人還要少。113 文化活動

和節慶相對來說，在這方面的成效是廉價的，不需要大量永久性的員工或是住宅，

114 一到非觀光季節的淡季，許多居民就會變得沒有收入，所得在一年之中懸殊很

大。 

城市藉由文化活動和節慶產生許多媒體的關注，讓它們對於商業幫助有很大

的吸引力，整體上是對當地經濟有貢獻且被期待廣泛地舉辦。隨著城市把節慶當

成經濟發展的主要策略時，節慶逐漸演變成商業工具，財務層面經常支配社會、

文化、環境和教育等其他目標，變得其他層面的意義顯得渺小甚至是消失。節慶

甚至會被只針對經濟利益有興趣的團體所控制，導致一些其他問題的出現。115 

（二） 社會文化影響（Socio-cultural influents） 

節慶和文化活動被認為是提供一個公開討論的場所讓人可以分享，也是讓社

群文化發展的一個機會。116 也可以說節慶是一個社群的中心，以人喜愛慶祝的天

性讓居民擁有自由的環境和與人之間的連結，而不是固定的社群形式和結構。117 

                                                
112 Mason, Peter. Tourism impact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lsevier, (2008): 37. 
113 Gems, Sören.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in Abu Dhabi: analyzing attitudes, belief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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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影響的概念主要是指當地人與觀光客雙方之間的所有互動，118 其定義為

「關於社會價值系統、個人行為、社教關係、生活方式、表達模式和社群結構的

改變」。119 不像是經濟影響是可以用許多數據統計中得出實在的結果，社會文化

現象的評估，需要長期間的觀察研究，相較起來是很困難的。且又可能因為經濟

所得的正面效益較容易看見，因此會為了獲得經濟利益，造成社會文化的負面影

響，也經常被掩蓋在下，不易使人重視。120 

社會文化層面的優點有些是與上一節所討論的經濟影響作結合，像是創造工

作機會以減少社會的就業問題、所收得的利益轉而投在公共建設及大眾交通上，

提升整體生活品質，121 受惠的不僅是當地居民，連觀光客也可以享受方便的交通。

除此之外，節慶可以重建當地藝術與傳統文化活動，也利用觀光幫助已經被迫中

止的節慶。在 1769 年曾經停止舉辦的威尼斯嘉年華，又開始在 1980 年恢復，成

為社區和觀光客的節慶，且按照威尼斯嘉年華固定在二月舉辦的傳統特性，剛好

解決當地觀光淡季的問題。122 復興居民社會和文化的生活，互相拓寬當地人與觀

光客之間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溝通之下刺激文化意識，也剛好可以增進對外國語

言的興趣、使用以及國際觀。123 

節慶在形式上比其他文化更具有社會包容性，因此時常被節慶規劃者和當地

居民用來表達文化多樣性和身份的方式，是當地社區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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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們會用他們的文化來自我定義，並維護當地的文化價值，再將這些以節慶

的方式分享給造訪者們。社會文化影響除了是居民對外與觀光客之間的連結，社

群內自己互相的影響也相當重要，也就是關於社群感（sense of community）與地

方感（sense of place）。 

社群感在社群之中是一個幾乎無形但卻關鍵性的一個部分。雖然很難明確的

定義，但清楚可以知道包含了社群的整體意象、精神、特色、驕傲感、關係及網

絡。文化節慶活動被稱作是特別出現來為城市增進意象，提振街道中的生氣以及

給予市民重建對於當地的驕傲感。在節慶期間讓歡愉的氣氛散播在城市各個地方，

為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增添樂趣，將當地文化向外發揚的同時也是一種炫耀自己

的文化，增添居民對自己的自信與驕傲。這樣的情形被稱作是「光環效應」（halo 

effect）、「展示效果」（showcase effect）、或「心情好轉效果」（feel good effect）。125 

另外，節慶是可以一直被堆疊的，每個世代都能將他們的經歷傳承至下一代，對

家庭來說可以運用活動的舉辦讓家人間團聚。126 將舉辦或參與節慶的經驗和子女

分享，子女可以再和他們的子女訴說，讓居民對於當地文化節慶的驕傲感因此更

加堅固。 

地方感及認同感對於節慶的成功是相當重要的。擷取自戴有德，陳冠仰和李素

馨於 2008 年的期刊文章中： 

地方感是環境與情感互動而產生的反應，因個人記憶與情感重複互動，與

場所資源的功能性及情感意義產生的依附行為，這種依附為人與特殊場所

中連結，即所謂的場所依戀。127 

                                                                                                                                  
審定）（臺北：桂魯有限公司，201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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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分為：場所依賴（place dependence），即當地居民的目的和功能上的依附從

場所中得到滿足。另一種是場所認同（place identity），主要是奠基在個人的態度、

感覺、思想等複雜的自我面向，進而對該地方產生出一種情感上的認同，表達出

對於此地方歸屬感的一種強烈依戀。128 

另外 Trotter 提到，認同感、文化體驗和地方感是觀光領域中的新目標。129 在

慶祝社群的文化活動時，地方（place）和地景（landscape）像是提供一個媒介給

社群的價值和信念，讓居民、他們的環境、他們的鄰居以及造訪者之間的關係有

更好的認識。節慶活動的籌劃者也提供有形和無形的體驗讓人們和地方有所連結，

也就是為什麼很受歡迎的活動都是位在引人注目的地點。且如果要評估人對社群

或地方的忠誠度，可以從他們的社群涉入（community involvement）中看出，包括

對節慶的支持。地方感還有一個特點，會依據時間和地方而產生不同變化，可以

利用它將居民和造訪者雙方對於地方特色的看法中區分出來。130 

儘管目前許多節慶的舉辦，大部份是以造福當地社群為出發點，但它們還是

容易吸引到觀光客，也讓許多新創的節慶都是以觀光客為中心。這樣發展下去恐

怕會導致文化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最後牽涉到觀光客體驗的真實性

（authenticity）。131 許多目前正在進行的節慶的文化真實性討論中，時常會特別擔

心觀光會將節慶商品化，把文化這樣的無形概念當作是真實物品在賣，越來越失

去原來的樣子，甚至是消失。以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當世界的全球化及科技越來

越進步，許多文化觀光客會追尋更多的真實性，132 因為透過網路讓每個人很容易

                                                
128戴有德, 陳冠仰, and 李素馨. "遊憩涉入, 場所依賴與場所認同因果關係之研究: 以東豐綠色走

廊遊憩自行車使用者爲例." 戶外遊憩研究 21.4 (2008): 27-57. 
129 Trotter, R. “Is there a role for commun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ourism.” Artwork Magazine 42 

(1999): 39. 
130 Derrett, Ros. “Making sense of how festivals demonstrate a community's sense of place.” Event 

Management 8.1 (2003): 50. 
131 Mason, Peter. Tourism impact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lsevier, 2008）：60. 

132 Melanie K. Smith 著《文化觀光學（Issues in Cultural Tourism Studies, Second edition）》（劉以德

審定）（臺北：桂魯有限公司，201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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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到許多東西，看多了一切都顯得很不真實，想要親眼看到的慾望增加。如果

在節慶中所看到的文化展現卻都不是真的，可能會使觀光客對於目的地的印象降

低。即使如此，也不是全部的節慶都會遭遇這樣的問題，也有很多節慶本來就是

為了商業的緣故所創造出來的。 

文化商品化與真實性的問題之外，社會文化的負面影響還加上節慶漸漸演變

成與當地根本毫無關係，MacLeod 稱之為「與在地脫節的節慶」。這樣的節慶不斷

地增加，主要是地方和自我認同連結的缺乏，也沒有讓當地文化和社群特色持續

下去，最多只能被稱為是「一種強調歡樂和消費的全球派對」。133 節慶失去與當

地之間的連結，同時受到大眾觀光客市場和贊助人的施壓，變得一成不變且缺乏

創意的活動。134 因此，當文化歷史在地方和傳統之間完全破裂時，人們對於當地

和區域的認同感與忠誠度會受到挑戰。135 

在 Chacko 和 Jeffrey 的節慶研究中，一個節慶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理當應

該要對當地居民是很小的或是根本沒有。136 換句話說，有一些節慶在前往參加活

動的細節部分，像是到達節慶目的地的過程，或是在文化素養中使人有能力，在

參與過程中都不會感受到格格不入等問題，都不應該讓民眾覺得距離太遙遠。如

果一個節慶因為上述所提到的各種問題而無法一直重複舉辦時，就不能維持文化

的保存與發展。為了要永續地延續下去，驗證觀光的社會文化影響是重要且必須

的。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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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影響（Environmental influents） 

環境對觀光來講是主要的來源，且被認為是吸引力以及觀光活動所舉辦的地

方。138 許多觀光客都是為了目睹大自然的壯麗、不同文化的歷史遺跡或是從事與

生態相關的旅遊，像是露營、釣魚、爬山、狩獵等。當然節慶所舉辦的地方也都

是環境的一部分，畢竟環境是個又大又廣的範圍。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一段時間，特別是從 1960 年代開始的大眾旅遊（mass tourism），可以很清楚地知

道觀光和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得很不平衡。觀光成為環境破壞的主要因素，而不再

只是過去 50 年一直在加強與保護的情勢。139 因此，環境影響並列在經濟、社會

和文化影響之中，都是節慶在社群裡所會面臨到的問題。其許多的觀點裡的兩種

主要議題為大型節慶的花費和影響，像是節慶如何更環保（greener）。另一個則是

應用觀光整體研究中的環境影響，也就是龐大的能源消耗以及製造的污染。140 

環境層面當中，正面的影響多半都是指生態方面，例如：觀光會刺激出方法

保護自然環境、風景或是野生環境，幫助建立國家公園以及野生生態保護區。文

化方面，觀光可以促進建築和歷史遺跡的保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UNESCO’s Heritage Sites）就是很著名的例子。再來就是經濟和環境的相互作用，

可以運用那些設立的歷史遺址或保護區的入場門票來得到觀光所帶來錢潮，再利

用那些當作是資金繼續維持保護環境。 141  除了上述所關於的環境保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另外與節慶相關的優勢為提升社群之環境意識

（environmental awareness）。142 透過觀光客對目的地的興趣，觀光可以增加當地

人對所生存在的珍貴環境有些想保護的想法，鼓勵他們保存好它。 

                                                
138 Holden, Andrew.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Routledge, 2000. 
139 Mason, Peter. Tourism impact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lsevier, 2008）：70. 
140 Getz, Donald. “Event tourism: Definition, evolution, and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29.3 (2008): 

422. 
141 Mason, Peter. Tourism impact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lsevier, 2008）：73. 
142 Gems, Sören.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in Abu Dhabi: analyzing attitudes, beliefs, and 

behavior of locals towards tourism”. VDM Verlag Dr. Müller Aktiengesellschaft & Co. Kg (Saarbrücken, 

2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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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負面的影響往往在環境當中較為顯著，Burns 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噪

音、擁塞和持續增加的汽車交通事故等都包含在其中。143 擁擠的起因是來自於觀

光客的持續增加，節慶時道路上許多的人潮聚集。人潮擁擠的情況不但會使觀光

客的體驗及觀感大幅降低之外，也可能會有安全的疑慮。再者，擁擠的問題除了

超過負荷的人潮，也包括交通壅塞，144 嚴重影響到當地居民生活以及交通事故發

生率的提高。  

Hunter 和 Howard 將對環境所會造成問題的情況統整出一個命名為環境的「資

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將其分類成：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侵蝕與物

質的損害（Erosion and physical damage）、污染（Pollution）、資源基礎（Resource base）

以及視覺及結構改變（Visual/Structural change）。145 而從中挑出與節慶相關連的影

響來討論，依序為侵蝕與物質損害、污染、視覺及結構改變，不單只是陳述其負

面的影響，也提供了相對應的解決提案。 

在物質損害的部分，主要是指環境會經由人們的踩踏而破壞到景點、遺跡或

生物等，以及主要的公共建設的超載現象，像是水的供應網絡。資料也提到，得

來的觀光收益其實對財經基礎有補教和遺跡修復的效能。如果發生公共建設超載

的現象，也剛好因為觀光客的需求，吸引當地政府意識到改善公共建設的必要性。 

污染是最容易看見的一個因素，範圍從空氣、水到廢棄物。觀光客到達目的

地的飛機或是火車、遊輪，以及在當地所需要搭乘到的任何交通工具，公車、汽

車、地鐵等，都會造成廢氣排放，污染到當地以及全球的空氣。在旅遊目的地所

使用大量的水（喝、清潔、冷卻、加熱、泡澡等），或是透過娛樂性質之遊輪所可

能排出來的燃料及垃圾。最後是觀光客在造訪期間製造數以萬噸的垃圾，亂丟、

                                                
143 Burns, J. P. A., John Hatch, and T. J. Mules. “The Adelaide Grand Prix: the impact of a special event.” 

The Adelaide Grand Prix: the impact of a special event. (1986). 
144 Mason, Peter. Tourism impact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lsevier, 2008）：73. 
145 Hunter, Colin, and Howard Green. Tourism and the environment: A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 

Routledge, 1995.援引自 Mason, Peter. Tourism impact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lsevier, 2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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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類的行為，對環境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這像問題早就是一個要舉辦節慶的

政府首先要克服的，有些會採取的措施為擬定清潔計畫去保護當地景點和環境。146 

視覺及結構的改變是整體的範圍，一個城市可能從以前農業用途的土地轉變

成觀光用途，從事農業工作者因此失去生活工具，但對應到的是能夠給予邊緣或

是無收益區域一個新的用途。經過觀光的發展，許多自然或是非自然的景色（整

體市容）會受到視覺上的傷害，執政者可以藉這機會想辦法改善景色、清除都市

內的遺棄物。新的建築型態的採用與都是功能的轉變看似不是很理想，但卻是邁

向環境的再生與現代化的一大步。147 

即使會有不少的負面的環境損害，但在世界上大部份的地區，觀光是一個季

節性的活動。這樣的情況下，觀光可能只會影響到一年之中的一小段時間而已。

剩下的日子中，或許環境會慢慢復原，148 更何況節慶通常只有舉辦短短的幾天而

已。雖然說也是有一些地區的環境只會受到季節性的影響，但恢復的機會卻是很

渺小，因此在環境照護方面也不能輕易忽視。 

第三節 法國二手市集文化與節慶觀光 

一、 二手文化與節慶觀光之關係 

延續上述所討論，二手市集有著商業買賣場所的身份之外，也被認為是一個

節慶型的活動。Sherry 和 John 也在研究中說明二手市集事實上與商業集市（fair）、

嘉年華（carnival）、西元前世紀的戲場（theatre）有親屬的關係。149 並在訪談中

得到相對應的回答： 

                                                
146 Gems, Sören,.“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in Abu Dhabi: analyzing attitudes, beliefs, and 

behavior of locals towards tourism”. VDM Verlag Dr. Müller Aktiengesellschaft & Co. Kg (Saarbrücken, 

2008):28. 
147 Mason, Peter. Tourism impact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lsevier, 2008）：75. 
148 Mason, Peter. Tourism impact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lsevier, 2008）：72. 
149 Sherry, John F.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Midwestern American flea marke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1 (199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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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想去購物中心是因為有一個誘因才會去的，像是有工作面試或是派

對的需要，但是去二手市集是覺得它是一種活動（event）。」 

依據第一小節的動機分類來對比，訪談人之所以會認為它是一種活動的原因

或許是來自於他去二手市集的動機為娛樂傾向的動機，而且社交接觸方面的比例

較高。因此，可以大膽的假設，依據兩大方向及細分出來的動機，二手市集是可

能聚集許多人閒暇時所前往的一個地方。舉例來說，不管是當地人還是觀光客，

只要喜歡尋找古董寶物的人，就會前往二手市集。然而，如果觀光客變多，一般

的當地市集就會漸漸轉型成固定的觀光景點，漸漸顯現出節慶活動的特性。 

在二手市集裡的「重度」消費者認為它是讓人能享受購物的地方。150 對於那

些人來說，逛二手市集是他們的休閒娛樂。英文字「leisure」，消遣、娛樂，「activities 

you do to relax or enjoy yourself」，151 意思為：「為了要休息或享受所做的活動」。

有趣的是，Turner 有效地追蹤 leisure 這個字的字源，它是來自印歐語系的字根

「leik-」，意思是「to offer for sale, bargain」，「提供銷售、討價還價」。152 代表著

二手市集與消遣、娛樂之前有某種細微的關聯。 

在檢測二手市集為社會文化活動時，Sherry 和 Johny 在另一篇研究期刊文章中

注意到兩個被忽視的層面。在結構上，由於非正式的市場特性為「較少官方、較

少控制、短暫」，時常缺少了注意力去管制它。而在功能上，節慶型的市場，屬於

「交換行為中的歡樂、體驗的部分」，也是容易被輕忽的。153 有些人們會享受其

中，喝酒助興，有時候酒後可能會發生紛爭的機會是不小的。在確立二手市集與

節慶之關係後，接下來綜觀法國二手市集之分類與節慶。 

                                                
150 Sherman, Elaine, Kevin McCrohan, and James D. Smith. “Informal retailing: an analysis of products,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NA-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12 (1985): 204. 
151 《麥克米倫高級英漢雙解辭典》（香港＆台灣：麥克米倫出版社＆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8）：

1139. 
152 Sherry Jr, John F. “Dealers and dealing in a periodic market: informal retailing i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tailing. 66.2 (1990): 180. 
153 Sherry Jr, John F. “Dealers and dealing in a periodic market: informal retailing i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tailing 66.2 (1990):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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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國二手市集文化 

法文 Le marché de l’occasion 是法國便宜貨市集的總稱，154 目前，我們所熟

知的法國二手市集絕大部份都是指他們的跳蚤市場（Marché aux puces），但它不單

只有這一種形式而已。根據法法字典《Grand Larousse En 5 Volumes》155 裡的字詞

解釋，法國依據不同性質，主要分為下列四種類型的二手市集：跳蚤市場（Marché 

aux puces）、舊貨店或二手貨市集（Brocante）、大型二手市集兼大拍賣（Braderie）、

家用物品二手市集（Vide-greniers）。表 2-2 為這四種形式的分析整理，依據其買賣

人、時間頻率、地點及物品種類，將在下方詳細解說。又由於中文尚未有精確的

字詞翻譯，其中文皆由筆者依據法文意思所定名。 

（一） 跳蚤市場（Marché aux puces） 

Marché aux puces 或簡稱為 Les puces，對照成英文為 Flea markets，是一個賣

舊貨或便宜物品的地方，最為人所知的一個是位在法國巴黎北方郊區的聖圖安

（Saint-Ouen）跳蚤市場。也獲選為《法國製造 法國文化關鍵詞 100》156一書裡一 

百個關鍵字裡的其中之一，是觀光客不容錯過的地方。從 1880 年代開始到現在已

有一百多年歷史，全部佔地七公頃（約七個足球場的大小）且一直存在於固定的

區域。 

 

 

 

 

                                                
154 Roux, Dominique, and Denis Guiot. “Measuring second-hand shopping motiv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Rec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 (English Edition) 23.4 (2008): 65. 
155 Grand Larousse En 5 Volumes. (Paris: Larousse, 1994). 

156吳錫德，《法國製造: 法國文化關鍵詞 100》（台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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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法國二手市集類型 

 Marché aux puces Brocante Braderie Vide-greniers 

商家 舊貨商 舊貨商 居民、商家 居民 

買家 觀光客居多 居民居多 居民、觀光客 居民 

時間/頻率 固定每週末 約八月中下旬週末 一年一次 約八月中下旬週末 

地點 固定區域 街道、廣場 整個城市 

社區街道、廣場、 

學校 

物品種類 品質高低物品皆有 古董居多 新舊物品皆有 家用物品 

 

依據官方網站資訊，其中又分為 15 個區域，像是 Marché Vernaison、Marché Biron

等小市集，開放時間為每週末和週一共三天，每年吸引將近好幾百萬的觀光客前

往。這裡的販售物品種類繁多，除了高檔古董家具之外，還有老舊郵票、二手衣

物、五金零件等，因此，客群相對來說也較多元。但也因為他越來越響知名度，

幾乎每個到此遊玩的觀光客都想去看看，產生觀光客多於當地人的狀況（請見圖

2-5）。 

（二） 舊貨店或古董市集（Brocante） 

Brocante 在字典裡的意思有兩種，一為舊貨商的店，另一個是舊貨商一起聚集

在一個地方的活動，因此可以說是舊貨店以及古董市集，英文為 Second-hand 

markets。筆者從專門在統整全法國地區二手貨市集的一些網站以及法國北部－加

萊海峽區的地區報紙《La Voix du Nord》上觀察，每個地區、城市都會不定期地在

週末舉辦，通常都是在某廣場或是某條街上，且大部份販售的物品皆是專業的古

董居多。也由於不定期舉辦的關係，通常在那裡常見的都是居民較多，觀光客是

恰巧遇到逛一下而已（請見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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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Marché aux puces de Saint-Ouen 圖 2-6 Brocante Montparnasse 

（三） 大型二手市集兼大拍賣（Braderie） 

Braderie 是每年一次的定期市集，在這期間，居民會以低價賣一些舊衣服或是

其他用過的東西。除此之外，它還兼具了商店的拍賣出售，城市中的商家們會在

店外面擺放拍賣的商品或是整間大拍賣。本文主題 Braderie de Lille 在法國有其代

表性的地位，它不但是法國境內最大、最有名，規模也是歐洲堪稱第一的二手市

集，在那幾天整個城市都是二手買賣地，跟其他的買賣類型很不一樣。另外，販

賣的商品琳琅滿目，舊物品加上商店新商品的大降價，來的人涵括了不只是尋找

舊貨的收藏家，也有喜愛新物品的人。因此，每年兩百萬的觀光客數確實是有機

可循的。以不同的角度來看，買家也不單只是觀光客而已，當地居民會以賣家或

是買家的身份參與在其中（請見圖 2-7）。 

（四） 家用物品二手市集（Vide-greniers） 

在法文中 Vide-greniers 是個組合字，由 vide 形容詞：空的，加上 greniers 頂

樓、倉庫這兩個字所組合而成，其意思是把家裡倉庫清空。依此可知，所有買賣

的商品都是家用物品。在 Roux 和 Guiot 文章上說明，Vide-greniers 等同於美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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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 Swap meets，而英國則是 Car-boot。157 這種市集會在每個社區裡不定期舉辦，

是這幾種形式裡面規模較小的，但卻是舉辦次數頻繁的舊貨市集，幾乎每個週末

都會在不同地點出現。商品類型都是家裡舊的日常用品，以餐具、杯盤、櫥櫃等

為主。參加擺攤的人不是商家，而是社區居民，購買的人也都是住在附近。而它

與美國另一種形式的二手貨買賣：Garage sale 看似雷同，但這是私人居民在自家

的院子裡，直接打開車庫所舉辦的，和擁有組織所發起活動的 Vide-greniers 方式

不太一樣（請見圖 2-8）。 

 

  

圖 2-7 La Braderie de Lille 圖 2-8 Vide-greniers 

三、 法國節慶 

節慶是法國文化生活中重要且與眾不同的特點。Harris 在 2000 年的一本書

《Contemporary French Cultural Studies》中的一篇專為法國的節慶做一個概述與介

紹。158 

在法國，每年的許多公眾假日幾乎是由大量的非官方(non-official)或是半官方

(semi-official)的節慶所增添的。因此法國節慶的數量和形式在這幾年裡迅速成長。

在西元 1993 年，每年夏天預估超過 500 個節慶在法國所舉行。而西元 1997 年之

                                                
157 Roux, Dominique, and Denis Guiot. “Measuring second-hand shopping motiv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Rec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 (English Edition) 23.4 (2008): 65. 
158 Harris, S. “Festivals and fêtes populaires.” Contemporary French Cultural Studies (2000): 2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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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統計數量約達到 800 個，以及在西元 2000 年時竟有約 1000 個節慶。眾多節

慶當中，全國性的節慶(National festivals)其實不多，主要是每年 7 月 14 日所慶祝

的國慶日，紀念在 1789 年時攻陷巴士底監獄，讓整個法國成為民主國家的日子。 

除了全國性的節慶之外，法國的節慶總共可以分為三種：藝術和文化節慶、

區域性節慶、「創制的」節慶。 

（一） 藝術和文化節慶(Artistic and cultural festivals) 

藝術和文化節慶也就是所謂的「官方」節慶，主要是在頌揚最佳的藝術表現

形式，像是戲劇、電影、連環畫(bande dessinée)或是喜劇等類型。最具代表性的就

是坎城影展(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Cannes)和亞維儂藝術節(Festival d’Avignon)。

(請見圖 2-9) 

（二） 區域性節慶(Local and regional festivals) 

這類型的節慶擁有深切的當地歷史背景，邀請造訪者欣賞當地的產品、作品

以及社區的環境和遺跡。嘉年華(carnivals)、市集節慶(fête foraines)和主保瞻禮日  

(fête patronales)這些皆具有當地的歷史和文化特色，而參與者主要是來自當地的居

民和外來觀光客。這些節慶經常被造訪者標記在社區日曆中，從騎馬場(manèges)、

大型二手市集活動(braderie)到舊貨、古董買賣(bric-à-brac /brocante)等。 

像這些節慶都是週期性的舉辦，大約都是舉辦在當地產品的豐收期或是相關

的烹飪傳統食材，例如蝸牛或淡菜的收成期就是在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期間。而這

樣的節慶活動剛好提供了當地商業發展以及讓城市吸引觀光人潮的大好機會。 

（三） 「創制的」節慶(Invented festivals) 

近期會越來越多發明型節慶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所施行的政策，目的是為了在

非常有限的空間及時間裡引入大量的人口以及為了要建立並將其納入文化組織的

一部分。而許多這樣的節慶似乎每年都會被創造出來，基本上都是從小小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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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開始，像是一般的音樂節(Fête de la Musique)、城市自己所創辦的燈節(Lumières)

皆屬於這類型。159 (請見圖 2-10) 

此類型的節慶開始於 1981 年後的法國政府的文化事務部，由當時的文化部長

Jack Lang (任期於 1981 年到 1986 年以及 1988 年到 1993 年)所推動，被稱作是文

化改革的開拓者的他，主張藝術，並提供比從前更好的福利津貼，也促進視覺及

聽覺藝術和表演產業的積極發展。如今法國節慶的規劃、推行和資助都是由法國

文化及傳播部(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所負責。 

 

  

圖 2-9 亞維儂藝術節 圖 2-10 位於雷恩的燈節(Lumières) 

 

  

                                                
159 Le site de Rennes, Ville et Métropole〈Lumières: rendez-vous au Parlement !〉，

http://metropole.rennes.fr/actualites/culture-sport-loisirs/loisirs/lumieres-rendez-vous-au-parlement/ , 

2016 年 8 月 30 日檢索。 

 

http://metropole.rennes.fr/actualites/culture-sport-loisirs/loisirs/lumieres-rendez-vous-au-parlement/


54 

 

 

第三章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La Braderie de Lille 

本章節首先整理法國大型的二手市集分佈，強調參與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之造

訪人數遠超過其他同一類型的二手市集。而後開始聚焦在里爾地區地理位置優勢

以及其歷史發展，闡述此地區長久以來的工商業意象，再帶入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悠久的歷史，奠定其文化意義。最後詳細介紹市集活動內容和商品類型的區域分

佈，增加讀者對個案的熟悉度以及作為後續分析之對應。 

第一節 法國大型二手市集 

法國是個很喜歡辦二手市集、跳蚤市場、舊貨買賣的一個國家，幾乎每年舉

辦超過 15,000 個，聚集許多愛好者前往尋找稀有物品、家中裝飾靈感或當作是一

個紀念品。160 從每個城鎮的觀光局網站活動公佈欄中可得知，不管規模大小,幾乎

每星期都會舉辦，其中又以一年舉辦一兩次的大型二手市集人潮聚集最多。依據

人數及規模大小檢視，就屬本研究所討論之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排名第一，且不單

只是規模大而已，也具有傳統的價值。Roux 和 Guiot 也曾提到，法國古老二手市

集像是巴黎的「Puces」、里爾的「Grande Braderie」或是索姆（Somme）的「Réderies」，

比法國其他地區，更具有特色且擁有較大的範圍。161 因此，如表 3-1 所示，本節

排除里爾大型二手市集外，將相同型態的二手市集，整理法國前六大的大型二手

市集之概括介紹，並於圖 3-1 呈現其位置分布。 

 

 

 

                                                
160 Flea Market Insiders，<The 7 Largest Flea Markets & Antique Fairs in France> 

http://www.fleamarketinsiders.com/the-7-largest-flea-markets-in-france/，2016 年 8 月 30 日檢索。 
161 Roux, Dominique, and Denis Guiot. “Measuring second-hand shopping motiv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Rec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 (English Edition) 23.4 (2008): 63-91. 

 

http://www.fleamarketinsiders.com/the-7-largest-flea-markets-in-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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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法國大型二手市集排名 

規模名次 市集名稱 造訪人數(大約) 位置 

1 La Grande Braderie de Lille 250 萬 法國北部 

2 La Braderie de Houilles 30 萬 巴黎近郊 

3 La Braderie du Canal Saint-Martin à Rennes  20 萬 法國西部 

4 La Braderie de Strasbourg 16-20 萬 法國東部 

5 La Réderie d'Amiens 8-10 萬 法國北部 

6 La Grande Foire à Tout des Andelys 10 萬 法國西北部 

 

 

     圖 3-1 法國大型二手市集分佈 

一、 La Braderie de Houilles 

位在巴黎北方近郊的 Houilles，每年會在十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早上七點到晚上

七點舉行大型二手市集，大約擺設 2000 個攤位以及聚集 30 萬的觀光客，是法國

規模第二大的市集。當地的商人及工匠協會（L’Association des Commerçant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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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ans de Houilles, ACAH）在市集中佔有一席之地，提供超過 130 位商人及工匠

在這個市集，其主要宗旨為促進並保護當地商業貿易。162 

二、 La Braderie du Canal Saint-Martin à Rennes 

每年九月的第三個星期六，法國布列塔尼（Bretagne）地區的首府雷恩（Rennes）

會在聖馬丁運河畔舉辦一年一次的大型二手市集。一共超過 3500 個攤位數且活動

開始前需要先行登記，並依照個人或是專業攤商而有不同的價位。據說第一次策

劃是在西元 1968 年，163 是繼里爾之後第二個大型二手市集。與其他市集的不同

之處在於可以在尋寶之於沿著河岸邊散步邊欣賞風景。 

三、 La Braderie de Strasbourg 

由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當地的商業協會「Les Vitrines de Strasbourg」164 所

籌辦於 7 月的最後一個周末的大型二手市集，主要是位在 Rue du Dôme,、Rue de la 

Douane 以及 Place Broglie，每年參加人數達到 16 至 20 萬人。攤商約有 400 個左

右，和里爾一樣大部分都是當地人在擺攤，少數從其他城市過來。物品種類多元，

從古董、葡萄酒和廢棄舊物到當地佳餚都有，有些則是亞爾薩斯（Alsace）區所產

的製品。因此，也是個能好好認識史特拉斯堡的好機會。 

四、 La Réderie d'Amiens 

也是位在法國北方，離里爾的不遠處的索姆，是前述提到的古老二手市集之

一，位於亞眠（Amiens）的它，雖然第一次是在西元 1909 年開始舉行，但在那時

還並不是個真正的習俗。直到 1960 年代時，Quartier des Halles 商業協會重新規劃

                                                
162 acah，<La Braderie>，http://www.acah.asso.fr/，2016 年 9 月 6 日檢索。 
163 Petit Futé，<L'avis du Petit Futé sur BRADERIE DU CANAL SAINT-MARTIN>, 

http://www.petitfute.com/v9272-rennes-35000/c1170-manifestation-evenement/c245-exposition/665707-

braderie-du-canal-saint-martin.html , 2016 年 9 月 6 日檢索。 
164 evous,<La Grande Braderie de Strasbourg 2016 : dates, horaires, infos, programme...> 

http://www.evous.fr/La-Grande-Braderie-de-Strasbourg-dates-horaires-infos-programme-1189920.html，

2016 年 9 月 6 日檢索。 

 

http://www.acah.asso.fr/
http://www.petitfute.com/v9272-rennes-35000/c1170-manifestation-evenement/c245-exposition/665707-braderie-du-canal-saint-martin.html
http://www.petitfute.com/v9272-rennes-35000/c1170-manifestation-evenement/c245-exposition/665707-braderie-du-canal-saint-martin.html
http://www.evous.fr/La-Grande-Braderie-de-Strasbourg-dates-horaires-infos-programme-1189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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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激發後才漸漸變成亞眠的傳統活動。不同於其他，它一年舉行兩次，分別是

在四月的最後的星期日和十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會在市中心的 51 條街道上聚集來

自全法國的 500 個專業和 2000 個一般攤商。165 除了里爾之外，是法國這類型二

手市集中最重要的活動。166 

五、 La Grande Foire à Tout des Andelys 

距離諾曼第大區（Normandie）首府盧昂（Rouen）只有 20 英里距離的萊桑代

利（Les Andelys），在九月的第二個週末舉辦一年一度的大型古董市集，是諾曼地

地區最大的一個，也在今年 2016 年時舉辦了第 51 次的市集。167 位在塞納河畔的

這小鎮，和上述提到在雷恩的運河畔的市集一樣，可以邊逛街邊欣賞河岸風光。 

有別於其他的大型二手市集，特別打著一個 “De tout pour tous!” 的標語，想

要讓這裡全部的東西都是為了所有人的。攤位價錢最低只要給主辦單位 12 歐元就

可以開設自己的攤位，每年大約有 800 個攤商，不管是專業的古董商還是想清理

家中雜物的家庭都可自由地承租，也會在市集中看到當地人販賣自家農產品等。

對於在地的古董商來說是個好機會，不必花時間和較多的金錢到大城市擺攤，更

能以破盤大特價來出售物品。168 

   法國參與人數前六名的大型二手市集很意外的都是位在法國的北部，里爾及

雷恩擁有古老的傳統；烏耶、史特拉斯堡則是由當地商業協會的促成。而亞眠則

                                                
165 La Grande Rédirie Amiens, <Histoire de la Grande Rèderie d'Amiens> , 

http://www.grande-rederie-amiens.com/histoire/ , 2016 年 9 月 7 日檢索。 

166 franceinfo, <Amiens : la réderie d'automne est maintenue>, 

http://france3-regions.francetvinfo.fr/picardie/somme/amiens/amiens-la-rederie-d-automne-est-maintenue

-1075699.html , 2016 年 9 月 7 日檢索。 

167 Office de Tourisme des Andelys, <La grande Foire à Tout des Andelys>, 

http://www.lesandelys-tourisme.fr/evenement/la-grande-foire-a-tout-des-andelys/ , 2016 年 9 月 8 日檢

索。 
168 石澤季里著，《歐洲市集小旅行：巷弄小舖Ｘ美好雜貨Ｘ夢幻玩物》（程馨頤譯），（臺北：四塊

玉文創，2014），32。 

 

http://www.grande-rederie-amiens.com/histoire/
http://france3-regions.francetvinfo.fr/picardie/somme/amiens/amiens-la-rederie-d-automne-est-maintenue-1075699.html
http://france3-regions.francetvinfo.fr/picardie/somme/amiens/amiens-la-rederie-d-automne-est-maintenue-1075699.html
http://www.lesandelys-tourisme.fr/evenement/la-grande-foire-a-tout-des-andel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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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項因素都符合。唯一相同的目的就是，為了城市中居民的文化休閒以及觀光

發展同時兼具，成為城市推崇主要的觀光活動，帶動法國北方的觀光吸引力。 

第二節   法國里爾地區簡介 

位於法國最北邊，北部-加萊海峽大區之中，里爾是整個法國北部的經濟、文

化中心，也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此章節整理此地區的歷史脈絡，展現出長久以來

的工商業文化特色，不僅幫助讀者對此個案有些基本的概念，更是凸顯出里爾大

型二手市集的存在是延續商業意象的代表之一。 

根據里爾市政府（Ville de Lille）以及里爾觀光局（Office de Tourisme et des 

Congrès de Lille）官方網站所整理之歷史脈絡169 170，坐落在豐饒的杜勒河(Deûle)

上，其名字是發展自 L’Isle (法語:小島)這個字，注定是要透過河流發展商業以及文

化交流。而這個城市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傳說在西元 640 年時，里爾是由 Lydéric

和 Phinaert 這兩個巨人所創造，但實際上有追蹤到的書寫記錄是在西元 1066 年。 

同一片土地上，卻有著好幾個時代的痕跡。曾經連續被法蘭德斯(Flandre)、勃

根第公國(Duché de Bourgogne)和西班牙(Espagnol)所征服與統治，最後在西元 1667

年被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攻打下來時才屬於法國的一部分。因此，里爾

被賦予了極為富餘的歷史遺跡以及多元化的建築形式，象徵著擁有豐富歷史的一

個地方。 

18 到 19 世紀的工業革命時期，由於煤炭的發現和蒸汽機的發明，加上盛產的

棉花以及附近城市的羊毛提供，開啟了這個區域的龐大紡織工業，當時整個法國

的紡織物品幾乎都是從這裡而來。經過稱霸全法國工業技術的黃金時代，受到全

球經濟大蕭條的影響，全市的人民生活在貧困之中，又加上煤炭、採礦和紡織業

                                                
169 Lille office de tourisme et des congers，〈Histoire de Lille〉，

http://www.lilletourism.com/histoire-de-lille.html，2016 年 9 月 12 至 21 日檢索。 

170 Ville de Lille，〈Histoire de Lille〉，  

http://www.lille.fr/Que-faire-a-Lille/Decouvrir-Lille/Histoire-de-Lille，2016 年 9 月 12 至 21 日檢索。 

 

http://www.lilletourism.com/histoire-de-lille.html
http://www.lille.fr/Que-faire-a-Lille/Decouvrir-Lille/Histoire-de-L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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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退，過去的富榮以不付存在。 

隨後來到重新正興城市的後工業時期，為了改善整個地方，重建所有建築建

設，發展文化設施與活動，除了漸漸地恢復區域經濟之外，也是為了要籌畫競選

2004 年的奧運。雖然最後敗給希臘雅典，卻以 2004 年歐洲文化之都的機會，重新

讓全歐洲甚至是全世界看見它的蛻變。 

多虧當時 14 世紀的基礎建設以及 20 世紀的工業轉型，里爾是既傳統又現代

的一個城市，可以從中找到復興歷史的一面，也存在著最頂尖的新設施，像是

Euralille 和 Euratechnologies 等商業建設。在經過這好幾個世紀的發展，當初小小

的河上小島如今成為現今法國第四大都會區。 

一、 古代到中世紀 

傳說里爾的創立是來自於兩個巨人，在西元 620 年，勃根第的王子 Salvaert

和他的妻子 Ermengaert 及一些皇室的僕人想逃離叛亂到英國去。當他們橫跨某陰

冷的森林時，掉進了一個強盜 Phinaert 所設下的埋伏，而他們的聚集地就是在杜勒

河邊的 Buc 城堡。王子的妻子 Ermengaert 很幸運地躲掉了屠殺，一直在森林裡的

避難。當她熟睡在水池邊的打綿機旁，她看見聖母瑪莉亞的幻影，並跟她說將來

你的兒子出生後會報復他的父親。後來 Ermengaert 的兒子出生，取名為 Lydéric，

並被一位隱士接去且由雌鹿所餵養，Ermengaert 則是繼續被強盜所監禁。20 年過

後，Lydéric 向 Phinaert 挑戰，在 Pont-de-Fins 並在法國國王面前舉行。強盜 Phinaert

戰敗後，法國國王將 Buc 城堡給了 Lydéric，也就是里爾的發源地並封他為法蘭德

斯第一位王子的頭銜，最後他媽媽終於被釋放出來了。 

傳說畢竟只是個傳說，在里爾成為里爾之前，從史前時代末開始就有些人住

在杜勒河畔。在考古學家的挖掘中發現，在中石器、新石器、青銅器及鐵器時代，

而後是高盧羅馬時期都有生活的蹤跡。大約在西元前 475 年，當時里爾的祖先都

是住在區隔好的農田中或是農田組成的小村莊裡。西元 1 世紀的一開始，里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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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除了連接許多城市的主要道路之外，也包含了次要道路，明顯地表示出從以

前到現在一直都是重要的道路交叉口。據西元前 1 世紀到西元後 5 世紀時的統計，

當時已經有許多地區都已經有人在居住。最密集的地方是在河的東岸，也就是目

前的 Solférino 路兩側、介於里爾聖心堂（L’Eglise du Sacré-Cœur）及 Vauban 大道

之間。 

在 4 世紀時，里爾的前身「Isla」是當時唯一被組成起來的一個居住地區和港

口的地方，大約是位在今日的 L’îlot Comtesse 附近。那時的里爾人已經靠著買賣商

品及徵收稅金，開始奠定里爾的商業貿易角色。從西元 830 年開始到 910 年，維

京人湧入法蘭德斯，為了要嚇阻活躍的海盜，里爾當地組織了地方性的防衛方式，

揭開禿頭查理（Charles le Chauve）皇室執政的能力不足，也越來越滋長地方領地

貴族的勢力。而當時的封建體制至少能在這個困難時期保護好人民的安全，是封

建的優勢所在。 

第一個提及到里爾的文獻回溯到 10 世紀中葉，當時的法蘭德斯伯爵鑄造了「里

爾的貨幣」（monnaie de Lille）。在這個世紀末時，雖然當時里爾還不能稱作是一個

城市，但它已經擴大到可以養活 Fins，Wazemmes 和 Esquermes 等鄰近地區。但隨

著人口的持續增加，它與部分鄰近的村莊不久之後一起擴張成為一個城市，並且

併吞了 Fins 的古老村莊以及它們的聖穆理斯教堂（L’église Saint-Maurice）。也建

造新的教區，分別是南方的 Saint-Sauveur，北方的 Sainte-Catherine、Saint-André

和 Sainte-Marie-Madeleine。 

第一個文獻記載提到里爾的存在是於西元 1066 年，在文章中稱為「Isla」，來

自拉丁文的「Insula」，也就是「L’isle」（島）的意思。確實，里爾是在杜勒河中產

生，其次要的河流都位在重要交通的核心，介於法蘭德斯大城市以及法國香檳區

商業市場之間，很像一座小島。城市剛開始的發展是在杜勒河負載量的一個介點，

需要讓船隻停在更能通航的區域以便裝卸貨。因此里爾最初是一個港口城市，也

是後來成為商業城市的一個預兆，證實在 4 世紀時里爾的港口樣貌是真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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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城市都是在市場附近、廣場（Grand Place）和位在現今舊城區（Vieux 

Lille）的城堡開始。城堡是城市的堡壘中心，環繞著護城水道，包含特殊的伯爵夫

人的小土崗（在建造里爾主教座堂（La cathédrale de la Treille）期間時被整平）以

及法蘭德斯伯爵的住所。在 13 世紀中期，里爾大約有 3 萬人口，這樣的成長起因

於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像是最大的地區性市場就在此、買賣食品給豐饒的農田、

發現呢絨和年度的商議市集吸引許多來自全歐洲的商人。這樣一個在法蘭德斯伯

爵領地中的繁榮城市也剛好位在杜勒河沼澤地的中心，像是建立在法蘭德斯與法

國皇室之間的岔道，讓法國國王十分垂涎，想要在多次佔領中降伏里爾。後來在

西元 1214 年的布汶戰役之後，由於葡萄牙籍的丈夫 Ferrand 被監禁，並由法蘭德

斯的公爵夫人 Jeanne 獨自統治（請見圖 3-2）。在這期間，許多慈善機構都以「bonne 

comtesse Jeanne」之名創立並傳遍整個地區。連里爾在西元 1237 年所建的第一個

醫院（Hospice Comtesse）也是以她命名，如今為法蘭德斯藝術博物館。 

西元 1369 年，Marguerite de Mâle 為法蘭德斯時期最後的女伯爵，她嫁給她第

的二任丈夫：勃根第的公爵 Philippe le Hardi，因此里爾屬於勃根第直到 15 世紀末。

而後里爾處於一個繁榮的階段，在他們的統治下，它發展傑出的娛樂戲劇，特別

列舉出「La Toison d’Or」 （1431 和 1436）以及感情豐富的「Banquet du Faison」

（1454）。且為了容納 1200 位侍臣，腓力三世（Philippe le Bon）在西元 1453 年下

命建造巨大的里烏爾宮（Palais Rihour），也就是現在里爾觀光局的所在地。 

先前 14 世紀時所遭受到的戰爭、鼠疫、飢荒等災害，在腓力三世的統領下，

里爾的居民持續增加，國旗也重新建製，平靜了好些時日。然而，里爾的命運在

西元 1477 年時勇士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的去世後又開始擺動。他的女兒，

與勃根第公國結為連理，成為奧地利 Maximilien 的妻子。Maximilien 就是腓特烈

三世（L’empereur Frédéric III）的兒子，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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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 

而後里爾是由腓力一世（Philippe le Beau，1482-1506）所統治，並在這時期

獲得了轉變。它的紡織傳統因輕織物的生產與發展而更加強化，也因為法國及歐

洲客戶的需求促進 16 世紀時的染布市場。此時期的里爾開始復興，當時的里爾從

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到腓力四世（Philippe IV d’Espagne）都是屬於西屬尼德

蘭（Pays-Bas espagnols）的一部分。 

雖然復興期間人口數逐漸增加，但鼠疫依然持續徘徊在城市中。鼠疫在查理

五世的統治下一共打擊里爾六次。災害的範圍裡，為了盡量避開侵襲擴散，受到

侵害的房子會在上面用十字做記號，可能患有鼠疫的人不能隨意往來。為了保護

尚未染上鼠疫的人，他們必須與其他人保持 3、4 步的距離。 

然而，里爾努力抵抗，製造產業不會因為鼠疫所造成的衰亡而中斷。Louis 

Guichardin 在西元 1567 年《Description des Pays Bas》裡寫到：「里爾是一個富裕且

漂亮的城市，有很棒的建築、名望的貴族和許多商人引領著大工廠」。171 

西元 1598 年，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pe II）把女兒 Isabelle 嫁到荷蘭。里

爾在那時開啟了新的時期，名叫「黃金時期」（Siècle d’or）。建立許多修道院以及

                                                
171 原文：Lille est belle et riche ville, pleine de bons édifices, de grande noblesse et de grand nombre de 

gros marchands menant grande fabrique. 

 

圖 3-2 法蘭德斯的公爵夫人 Jeanne 統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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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期間有兩次連續的擴大，分別是在西元 1605 到 1606 年、西元 1618 到 1621

年。在後幾年的西元 1652 年，一位建築師 Julien Destrée 設計了一個證券交易所（la 

Bourse），也就是今日的老證券交易所（Vieille Bourse），是里爾著名景點之一。 

里爾在 17 世紀時相當的繁榮，被標記為一個擁有高尚藝術領域的一個地方。

它掌控藝術家所需的畫布供給，尤其是在安特衛普臨近的學校，像是彼得·保羅·

魯本斯(Rubens)、安東尼·范戴克(Van Dyck)和雅各布·喬登斯(Jordaens)等畫家都在

那裡。在當時的街上，石頭及磚塊製的住宅逐漸取代木頭的房子。在這期間內我

們可以看見過多裝飾的盛行，有水果、樹葉、大量的角或是小天使的頭等。 

里爾歷史上重要的中斷是在西元 1667 年 8 月，被路易十四（Louis XIV）所征

服，成為法國的一部分。在法國古典風格傳入時，城市的容貌深深地改變了。塞

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 這位著名的軍事

工程師，從西元 1667 到 1670 年時建造的「城塞皇后」（la reine des citadelles）以

及在里爾東北部地區增加新的區域，這個區域是在西元 1670 年完成的，以整齊對

稱的道路為名的「le quartier Royal」，因此在當時貴族、名流們開始流行建造奢華

且讀的宅邸。而這樣的革新也傳到舊城區，地方行政的建築都變得相當的一致（請

見圖 3-3）。這樣的趨勢也同樣的在各房子的排列中展開，結合當代的法蘭西式風

格以及傳統的當地建築風格。 

後來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政爭期間（La guerre de Succession d’Espagne , 

1701-1714），里爾被荷蘭所征服直到在西元 1713 年簽下烏得勒茲和約（Traité 

d’Utrecht）時才終於又重新成為法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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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元 18 世紀時里爾為商業大城的事實得到公認，但後來在製造布上面不再

獨有優先權利的地位，也需與鄰近城市競爭，導致里爾的羊毛製造崩塌，幸虧多

樣化的領域而逃過一劫，像是花邊業、糖的煉製、釉陶的製造等。然而卻造成批

發商生活富裕，小小平凡人民受苦，在此時的里爾才深刻地知道什麼是貧窮。 

18 世紀歐洲正處於啟蒙的時代，此時的里爾因工業製造上所面臨的轉變，在

哲學方便並沒有任何動靜。在里爾，他們並不會對天主教信仰及習俗的態度有任

何隨便之意，在這時期仍然信奉天主教。 

三、 工業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西元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前夕，工業城市里爾相當的繁榮（請見圖 3-4），但

紡織業仍然因位受到英國競爭的壓力，越來越多工廠破產倒閉，造成失業率提高。

即使這時期充滿騷亂和動盪，里爾並沒有所謂真正的民間革命發生。此時的中產

階級擁有相當大的權力，整個政治環境墮落，並於西元 1790 到 1791 年的寒冬中

顯現出反政權的時刻即將到來且將會非常激進。 

法國大革命結束後的西元 1792 年 4 月 20 日，巴黎的國民立法議會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與奧地利荷蘭（Pays-Bas autrichiens）有過戰爭，里爾

剛好位在第一陣線上，於 9 月 29 日下午 3 點時開始被轟炸。圍城的狀態一直持續

  

圖 3-3 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的里爾市政廳 圖 3-4 里爾於工業革命時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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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0 月 6 日，里爾堅持住了。公會（Convention）一致通過著名的法令：「里爾對

國家有很多貢獻」，並於西元 1842 年在現今的戴高樂將軍廣場（Place du 

Général-de-Gaulle）豎立女神圓柱（Colonne de la Déesse）表示感激。 

西元 1800 到 1850 年之間，里爾從工業的世界轉變進入了現代世界。因革命

而減緩的經濟生活，於 19 的前半世紀重新起飛。長期以貿易為主的里爾，紡織工

業更是它的經濟主力，在毛織品之後，轉而看管起專門在棉和亞麻作業的城鎮

Roubaix 和 Tourcoing。然而，西元 1847 年春天，60%的里爾工人失業，憤怒的情

緒表示距離反抗並不遠了。終究還是在 5 月 12 日爆發了反抗，主要原因是因為飢

餓，並沒有任何是對於思想和階級意識不滿，在這不久之後，里爾完全脫胎換骨。 

法國大革命讓資產階級的權威上升，在里爾的推動下，成為 19 世紀主要的工

業勢力，特別在紡織（棉和亞麻）產業為主，也包含一些冶金、化學產業作為第

二經濟命脈。身為極大的商業焦點，里爾也開始開創其他產業，但最終還是回到

與紡織相關的服裝業。許多第一波的服裝工廠紛紛建立在西元 1850 年，歷經持續

驚人的躍進，里爾的工廠數量持續攀升（1850 年 75000 間、1901 年有 220000 間）。

連鄰近的郊區也有相當大的發展，像是 Hellemmes 的人口數在 60 年內增加了 11

倍之多。並在西元 1858 年正值發展的時期，里爾逐漸擴大，藉著合併 Wazemmes、

Esquermes、Moulins 和 Fives 這些鄰近市鎮，整個增加三倍的面積和兩倍的人口。 

在 19 世紀末時，中產階級的地位逐漸回升，工匠、上班職員和公務員在社會

轉變中的地位萌芽。即使社會上有階級不平等的狀況，他們依然團結，不管有錢

人或是貧窮的人，里爾人都愛他們的城市，並盛行著獨特的能量去思考、生活以

及持續生存。因此，男人和女人聚集起來一起捍衛自由、公正和團結，而這條艱

難的道路共花了 60 年才達成。 

在 20 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里爾在西元 1914 年 10 月到西元 1918 年 10

月之間被德國所佔據。這段日子中，里爾因為軍用品倉庫爆炸而有一部分被摧毀。

佔據期間，在 Louis de Bettignies 的指揮下，於西元 1914 年末成為於德國戰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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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情報網絡中心。由 Général Birdwood 所領導的英國人則是於西元 1918 年 10 月

17 日進入里爾，整個城市幾乎被摧毀，所有的工業和基礎設備完全被掠奪及毀壞。 

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日子一直處在重建和大蕭條（Grande 

Dépression）的連續局勢危機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苦難便無所不在。西

元 1940 年 5 月 31 日里爾再次遭德國佔領，附屬於布魯塞爾領導下而不是維琪政

權（régime de Vichy）。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非常強烈的佔領痕跡，反抗之心更加

快速地建立起來。最後里爾於西元 1944 年由英國得到解放。 

四、 現今 

工業危機出現在西元 1970 年代，並在 1980 年代時重創里爾，觸及所有的商

業活動，並從最主要的紡織開始。其失業率在西元 1975 年時達到百分之 3，而在

西元 1990 年時甚至增加至百分之 13。在復興時期，里爾注重在第三產業的發展，

工廠和工作坊被商業辦公室和公用事業部門所取代，重新找回中世紀商業城市的

意象。 

在 20 世紀的最後 10 年，城市有許多相當大的現代化路程。西元 1993 年法國

高速列車 TGV 連接里爾和巴黎、創造新的 Euralille 商業區域以及西元 1994 年與

英國所連接的歐洲之星(Eurostar)，讓里爾晉升法國第四大都會區，同時也是歐洲

國與國之間的交叉口以及生氣蓬勃的金融中心。除此之外，里爾成為比荷盧經濟

聯盟(Benelux)、英國(Royaume-Uni)以及其他國家之間商業上的重要角色。目前著

重在資訊和通信技術，並於西元 2007 和 2010 年中獲得「Ville Internet」的稱號。 

在觀光藝術方面，里爾也被歸類為「觀光站」(station touristique)和「藝術與歷

史之城」(Ville d’Art et d’Histoire)，在西元 2004 年時被選定為歐洲文化之都(Capitale 

Européenne de la culture)後顯示出整個城市和區域朝這目標持續轉變。對里爾來說

這是重要的一年，它的成功讓許多人忘記同時也獲選的義大利熱那亞（Genoa）以

及對於舊工業城市的印象和名聲重新評估，也貢獻經濟基礎的重建和都市結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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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從今以後，里爾為觀光目的地首選之一，被認為是擁有舒適的生活環境、

歷史遺跡的保存以及大量的文化生活。 

「Lille 2004」身為文化節慶活動，它的成功無須爭辯。一年之中共舉行 2,500

場當地活動、展覽和任何類型的演出，加上動員 17,000 位藝術家，整整超越了想

像中的程度。很多年來，北部－加萊海峽省中常用「文化」來當作是區域發展的

方式，特別是在里爾大都會區（MEL，Métropole Européenne de Lille），包含了里

爾市和其他鄰近城市。里爾在 2004 年的歐洲文化之都之所以會成功，多虧過去 30

年文化政策的成果。西元 1970 年代，戲劇藝術的先驅 Théâtre populaire des Flandres 

(FPF)，真實呈現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的文化生活。里爾歌劇院（Opéra de Lille）

常被用來舉辦晚宴，而其它在里爾、魯貝(Roubaix)和圖爾寬（Tourcoing）的戲劇

院多上演娛樂性質的流行表演。整個 1960 年代的文化成就看起來受限於這兩類活

動，但除了巴黎之外，里爾是當時唯一有這樣的藝術活動的城市。而到了西元 1970

年代末，創立了 Festival de Lille，讓當地社群有展現給全世界的機會。許多里爾的

文化生活發展於西元 1980 到 1990 年代之間，其他文化設施和重要的文化展示者

紛紛出現，不只在里爾，也包括上述提到的鄰近城市魯貝和圖爾寬。西元 1983 年

由當初的地區都市共同體（Communauté urbaine）所建造的現代藝術博物館（LaM, 

Lille Métropole Musée d'art moderne d'art contemporain et d'art brut），它藏有 20 世紀

主要收藏畫作，大多由著名收藏家和當地企業家 Jean Masurel 所捐贈。 

除了在歐洲文化之都之前準備多年的文化改革之外，另一個成功的原因在於

節目符合當地居民的文化愛好，讓他們參與活動時皆認為是為他們所設。且為了

承襲這樣的精神，里爾市市長 Martine Aubry 與 Didier Fusillier 一起建立一個文化

組織「Lille 3000」，持續為里爾市舉辦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動。然而，里爾先天上的

地理優勢也是促成的幕後功臣。身為一個大都會、都會網絡的中心，里爾位在距

離比利時邊境只有幾公里的地方，也是巴黎（Paris）－倫敦（London）－布魯塞

爾（Brussels）這三角形的中間點（請見圖 3-5），透過高速鐵路線就可以輕鬆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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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國家的首都，離巴黎只有 1 個小時的時間，到比利時布魯塞爾也只需要 40 分

鐘，搭 1 小時 20 分的歐洲之星就到了英國倫敦。距離歐洲其他城市也相當方便，

搭乘法國 TGV 差不多 3 小時多可以到達荷蘭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盧森堡

（Luxembourg）以及德國的科隆（Cologne）（請見圖 3-6）。172 因此，這樣的交通

便利性，對於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來說是能夠在短短的兩天裡聚集將近 200 萬觀光

客的原因之一，容易讓鄰近城市的人們當作是假日休閒活動的目的地。 

 

圖 3-5  

里爾位於三個國家首都           

的中心位置 

 

 

 

 

 

                                               圖 3-6 

                                               到歐洲鄰近國家之 

                                               TGV 車程 

   

 

 

 

 

                                                
172 Paris, Didier, and Thierry Baert.“Lille 2004 and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 regeneration of Lille 

métropole.”Town Planning Review 82.1 (2011): 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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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里爾二手市集之發展歷程 

里爾市政府在舉辦此二手市集，不僅是在網站上還是實體文宣品上，都詳細

提及此二手市集的發展淵源，不僅增加外來造訪者對於這個文化節慶活動的文化

資本，也更是使當地居民更深刻了解自己文化的來由。 

里爾二手市集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市集，和一般假日所舉辦的市集不一樣，它

在西元 1127 年第一次在書寫紀錄上記載，當時每一戶人家的僕人一年會有一次的

時間把主人的老舊物品和舊衣服集中到一個地方做買賣，這樣的習俗成為現在里

爾二手市集的起源。而里爾在這個世紀是屬於法蘭德斯時期，在歷史發展上已經

是個貿易頻繁的港口城市，又以買賣織品的商人為大多數，人們會在聖母升天日

(l'Assomption)那天在市中心擺市集。由於當時網絡和溝通方式還不是很發達，這

個活動就成為不同地區的商人販賣他們商品的機會。173 

據前一節所提到，14 世紀左右是屬於較繁榮的時期，隨著當時政府允許里爾

以外的城鎮前來買賣的小販，中產階級也漸漸開始在市集裡賣他們的物品。也就

是在這個世紀，市集有個固定舉行的日期，在 8 月 27 日開始，連續為期五天。

「Braderie」這個字第一次開始出現是在西元 1446年，其字源接近的字是「braaden」，

法蘭德斯語「烤」的意思。在這個時候還沒有淡菜和薯條的吃法，二手貨商人們

都是大吃烤肉和鯡魚，而那些烤肉販就是當時的「小吃攤」（ambulants）。同時，

小酒館老闆也會在店門前放一個臨時攤子，一起招攬生意。 

15 世紀末，這時的腓力一世統治時期正是里爾紡織業轉變與進步。這時的市

集從一天開始增加為兩天。而後於西元 1523 年，里爾二手市集固定舉辦在 8 月 30

或 31 日（如果 30 日是在星期天）。特別一提「bradeux」這個字，在當時的字詞用

法是指「賣家裡主人的舊東西，但錢都歸於僕人」。而買賣的時間必須要在主人起

                                                
173 La Voix du Nord, “Il était une fois la Braderie de Lille - Braderie de Lille - La Braderie de Lille 2008 

ces samedi 6 et dimanche 7 septembre.” La Voix du Nord. 01 January 1970. 30 August 2016 < 

http://www.lavoixdunord.fr/Braderie-de-Lille/2008/07/21/article_il-etait-une-fois-la-braderie-de-lille.sht

ml > 

 

http://www.lavoixdunord.fr/Braderie-de-Lille/2008/07/21/article_il-etait-une-fois-la-braderie-de-lille.shtml
http://www.lavoixdunord.fr/Braderie-de-Lille/2008/07/21/article_il-etait-une-fois-la-braderie-de-lil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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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前回到家，可說明東西被拋售一空（bradé）是多麽的快速。 

先前提到，里爾二手市集開始會有外來的攤販前來，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著

（見圖 3-7），到了 1873 年時一位專欄作家認為「braderie」的精神因此消失了。這

時的 19 和 20 世紀初間，具有代表性的飲食文化「薯條」出現了，它的搭檔「淡

菜」則是比較晚一點。 

後來到 1960 年間，這個市集因為戰爭不斷以及戰後的重建變得沒什麼關注，

直到 10 年後的 1970 年代時，由於消費社會時代的來臨，市集重新復活，漸漸發

展成大規模的二手市集。現今，市集從市中心延伸了數百公里的人行道，容納 200

到 300 萬人之間。一般來說都是舉辦在九月的第一個假日，且官方開始時間是從

星期六下午一直連續到星期日中午結束，後來延長至星期日的晚上。 

在市集期間，里爾市整個變成一個大型「跳蚤市場」（marché aux puces），一

個各種文化互相交流的地方。多增加許多活動的舉辦，像是星期六一早的半程馬

拉松、音樂會、旋轉木馬等。就這樣，里爾二手市集的傳統持續地橫跨好幾個世

紀，儘管這期間時常有戰爭以及所屬的改變，里爾在歷史上一直都是擁有商業貿

易中心的地位，不管是二手貨還是現代的商業發展。174 

 

 

 

 

 

 

 

圖 3-7  約西元 1900 年時在大廣場（La Grand’Place）的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174 Braderie de Lille, < La petite histoire de la Grande Braderie de Lille >, 

http://www.braderie-de-lille.fr/la-petite-histoire-de-la-grande-braderie-de-lille , 2016 年 8 月 30 日檢索。 

 

http://www.braderie-de-lille.fr/la-petite-histoire-de-la-grande-braderie-de-l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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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每年持續地舉辦，漸漸成為家喻戶曉的二手市集活

動，累積越來越多的造訪者前往，因此安全性的問題一直都是籌辦單位最受關注

的議題，會在舉行活動前籌備許多的討論會議，以維護每年活動的秩序及安全。

然而，也因為安全的考量，西元 2016 年時，基於整個歐洲的局勢及 7 月 14 日於

法國南部尼斯（Nice）所遭受到的恐怖攻擊事件的因素，在市政府開會討論過後，

經由里爾市市長 Martine Aubry 於當年的 8 月 5 日宣布暫停舉行一次，是繼第二次

世界大戰之後的首次取消。175 即便如此，市政府為了不讓人民及觀光客掃興，在

同一個週末依然舉行一連串的活動－「LILLE RESTE EN FÊTE」（請見圖 3-8）。像

是保留一些區域的商店大拍賣、在里爾美術宮（Palais des Beaux-Arts）舉辦漫畫展

和書展、許多文化設施（Gare Saint-Sauveur、La maison Folies Moulins）的免費展

示等。176 

 

 

 

 

 

 

 

 

圖 3-8 Lille reste en fête  

                                                
175 Le Monde，〈La braderie de Lille annulée pour raisons de sécurité〉， 

http://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6/08/05/la-braderie-de-lille-annulee-pour-raison-de-securite_49

78757_3224.html#1uhWSIMVDIK0XH5q.99，2016 年 9 月 27 日檢索。 
176 Braderie de Lille，〈BRADERIE DE LILLE 2016 : LILLE RESTE EN FETE〉，

http://www.braderie-de-lille.fr/braderie-de-lille/braderie-de-lille-2016-lille-reste-en-fete，2016 年 9 月 27

日檢索。 

 

http://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6/08/05/la-braderie-de-lille-annulee-pour-raison-de-securite_4978757_3224.html#1uhWSIMVDIK0XH5q.99
http://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6/08/05/la-braderie-de-lille-annulee-pour-raison-de-securite_4978757_3224.html#1uhWSIMVDIK0XH5q.99
http://www.braderie-de-lille.fr/braderie-de-lille/braderie-de-lille-2016-lille-reste-en-f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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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節慶活動介紹 

延續傳統，里爾二手市集固定會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六日舉辦，從星期

六早上約 8 點半開始的半程馬拉松（semi-marathon）揭開序幕以及 10 公里路程的

馬拉松，城市的某些街道會封鎖起來圍成慢跑路線。等馬拉松結束後，下午 2 點

才是正式的二手市集擺攤活動，一直延續到星期日的晚上 11 點結束。177 但在非

路跑路線的地區和街道沒有按照官方的開始時間，一大早擺好攤便開始在叫賣，

就算是早上就想逛市集的人也不怕沒有東西可逛。 

依據免費發放的小型報紙之詳細資訊，178 在市集期間，攤位範圍從里爾市中

心開始 100 公里，提供超過 1 萬個攤位數。在市集開始前一星期會由官方網站公

布登記攤位消息，而在活動舉行的這兩天，可以看到街道地上畫好一格一格的，

表示是官方所有的攤位。其他地區都屬非官方的範圍，人們想在哪裡擺攤就在哪

裡擺。除了傳統的攤販之外，里爾市裡的商店也會一起共襄盛舉，全面二手市集

價的跳樓大拍賣。 

一、 各區域的活動及特色 

在里爾市中，幾乎整個市區都涵蓋二手市集，其主要分佈在五個區域，分別

是 Lille Centre、Vieux Lille、Moulins、Wazemmes 和 Vauban Esquermes。各個區域

分別有它的觀光景點以及販賣的二手貨類型（請見圖 3-9），有新品也有舊貨，參

與市集前可以先研究自己有興趣的地區，不但可以節省時間專注在某一個區域，

還可以避免逛半天都不是自己喜歡的狀況。當然也可以一邊逛市集一邊欣賞當地

特殊景點，一舉兩得。 

                                                
177 官方里爾二手市集小手冊 
178 Direct Matin Lille PLUS：Guide Braderie Lill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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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ille Centre 

位在車站和舊城區（Vieux Lille）之間，里爾市中心是大型二手市集文化的中

心也是商業的聚集地。擁有許多珍貴的建築，像是里爾戴高樂將軍廣場或是大廣 

場（La Place du Général-de-Gaulle ou La Grand’Place）、北方戲劇院（Le Théâtre du 

Nord）、老證券交易所（La Vieille Bourse）、商會（La chamber de Commerce）和鐘

塔（beffroi）等。戴高樂將軍廣場在 5 世紀時名為商業廣場（Place du marché），聚

集許多餐廳（La Houblonnière、Le Coq Hardi）以及戶外咖啡廳（Café Leffe 及 Café 

Méo）。  

舊書、郵票和明信片的愛好者喜歡到老證券交易所裡面的庭院，這裡可以找

到賣這些舊物的商人，也是熱鬧的里爾大市集中一個平靜的小地方。從大廣場走

到許多人行道和商店街上，像是Rue Neuve,、Rue de Béthune、Rue du Sec-Arembault、

連接車站的 Rue Faidherbe 和 Rue Nationale 等，能夠在舊貨攤找到稀有的珍品，享

受商店中成衣服裝和裝飾品的優惠價格或者只是隨意閒逛。除了攤販和商店之外，

這些街充滿著不錯的餐廳（Aux Moules,、La Chicorée…），品嚐淡菜薯條或是其他

當地美食搭配著清涼啤酒。至於 Rue Nationale 則是被需要預約的專業舊貨商人所

佔滿。由建築師 Émile Dubuisson 建於大約西元 1924 至 1932 年之間的市政廳

（L’Hôtel de ville de Lille），其附近大多是賣高檔的古董，也可以看看在附近的巴

黎門（La Porte de Paris）以及 106 公尺高的鐘塔（Le Beffroi）。如果喜歡參加派對

的人可以到 Rue Solferino 附近享受歡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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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各區域商品類型 

（註：圖片修改自官方所提供之地圖，本無地圖所基本需顯示之比例尺。） 

（二） Vieux-Lille 

舊里爾城區裡 17 世紀豐富的建築且保存的很完全，吸引人在這裡到處散步、

閒逛、欣賞這裡的美。這一區特別的地方在於許多的街道巷弄以及多樣化的商店

和餐廳。擁有五花八門的精美商店，在這兩天活動時也一起加入清倉拍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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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買高檔品的難得機會或是可以尋找到許多收藏家推薦的那些具有時代性的東西。

一些成衣品牌在這時候會有划算的價格（有時候依然維持在一般的高價格）以及

位在 Rue Esquermoise、Rue Lepelletier 和 Rue Basse 上的家飾店也會有前所未有的

破盤價格。如果是趕流行的年輕人會到 Rue de la Clef，在整個大都會區中，只有

在這能找到時下最流行的運動鞋特別款。而在主要攤位聚集地附近，不少當地居

民利用大市集清出家中不要的東西或是以前蒐集的老舊物品，如果想找價格低到

不能再低的古老小玩意、檯燈或是具時代性的傢俱在這一區找並不是件難事。 

在逛市集之於，舊城區裡有里爾最古老及最好的甜點店「La patisserie Meert」。

他們用馬達加斯加的香草做成的格子鬆餅是為了歡慶出生於里爾的名人－戴高樂

總統。而喜歡欣賞建築的人，Rue de Weppes 可以連接到在 19 世紀所建的哥德式教

堂－里爾主教座堂（Notre-Dame-de-la-Treille）。愛好歷史的人絕不能錯過伯爵夫人

濟貧院（Musée de l’Hospice Comtesse）和戴高樂出生地（La maison natal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三） Boulevard Jean-Baptiste-Lebas 

有著容易辨認的紅色欄杆的Le parc Jean-Baptiste-Lebas公園，開創於西元 2006

年，是區域重新開發計劃中的成果之一，也是大市集的半程馬拉松活動策劃合作

村（Le Village Partenaires）的所在地。四周種滿栗樹，共有三公頃的自然生態在城

市的中心位置，很難想像之前曾是一個未開化的停車場。 

附近的 Le boulevard éponyme、Le boulevard Louis-XIV、Les rues Debierre et du 

Réduit 和Les alentours du parc都是給專業古董商所預約的區域（大約 300個攤位），

可以說是挖古董貨的天堂，因為專業古董商時常會保留一些鑑定過的好東西在里

爾大型二手市集裡賣。如果是專門去找尋稀有珍寶，為了減少長時間的搜尋以及

可能無法收藏到想要的東西，建議星期六一大早就到，避免之後的人潮擁擠或是

好東西已經被其他人買走。那些鑑定物品通常會混在眾多商品中實在是難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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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真偽。況且不是所有的賣家會很誠實地面對觀光客，有些賣家可能會做出欺

騙的行為。因此，本身對於高價古董物品要有些概念，像是價位、年代的真實性

等，可以事先向專家確認或是常看專業雜誌，先有個基本概念，且在買的時候可

以要求證明書，才不會遇到偽造品。 

而從公園往外延伸出去，沿著 Boulevard Victor-Hugo 大道直達 Moulins，這區

域就從古董貨轉成都是居民出來擺的家用品清倉市集。 

（四） Vauban Esquermes 

座落在整個里爾市的西北方，Vauban Esquerme 臨近市中心，大約有 17,000 位

居民，是里爾自然資源的心臟，佔地超過 200 公頃中就有 50 公頃的綠地資源。擁

有豐富的觀光景點，堡壘（La Citadelle）、Vauban 花園、布洛捏森林（Le bois de 

Boulogne）、里爾動物園（Le zoo de Lille）、Rameau 宮殿（le Palais Rameau）和里

爾天主教大學（l’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ille）最具當地特色。其中城塞皇后（La 

Reine des Citadelles）是在西元 1667 至 1670 年間，法王路易十四征服里爾後指派

Vauban 所建，相當有歷史意義。如今保有軍事功能，北大西洋公約組織（OTAN）

中的法國軍事組織（Corps Réaction Rapide France）就位在這裡，進去參觀需要到

里爾觀光局（l’Office de Tourisme de Lille）預約。城塞外面的公園，佔地 35,000

平方公尺，是遠離大市集擁擠繁雜的好地方。 

這所謂清靜的地方，其實是口耳相傳、行家才知道的尋寶秘境。如果官方開

始的時間是在星期六下午兩點，而這裡則是星期五晚上就先開始買賣了。真正的

「舊貨商」都是來到這裡，順著杜勒河道岸邊 l’Esplanade 擺攤，在大市集期間，

主要是擺放具時代性的傢俱、文物、老舊或是奇特的東西、舊書和其他五金店的

區域，對愛逛舊貨的來說是最幸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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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Wazemmes 

西元1858年就開始連接里爾市的近郊包含Moulins-Lille、Saint-Maurice、Five、

Esquermes 和 Wazemmes。從前，比起其他區域，Wazemmes 是很少人會去的一個

地方。然而，這個地區在一些設施建造後便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像是興建學校、

托兒中心或是重鋪 La rue d’Léna 路等，讓居民有更好的生活，也吸引新的人口，

保持著社會的多樣性。這裡保留了許多歷史的足跡，充滿著典型紅磚的傳統房子

和建築。深具北方建築特色風格的 L’église Saint-Pierre Saint Paul 教堂就位在 La 

place du marché 廣場上，創建自西元 1854 至 1857 年間一位建築師 Pierre Caloine

之手。然而，它曾經在西元 1914 年里爾遭到圍攻，再加上隨後西元 1940 年德國

空襲時受到嚴重的損壞，一直到西元 1950 年代時才重建。因為西元 2004 年里爾

的歐洲文化之都而展開的「瘋狂之家（la Maison Folie de Wazemmes）」是里爾近年

代中最具代表性的景點。由荷蘭建築師Lars Spuybroek 重建老舊的廢棄紡織工廠，

瘋狂之家是藝術家與民眾之間交流的中介點，舉辦許多與居民及其他地區組織有

所連結的活動，甚至擴及整個里爾市，每年超過 250 個不同類型的活動，接近 80,000

為觀光客前往。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絕對是了解這區域的大好機會，也是可以好好討價還價的

地方。臨近市中心，在大市集中相當熱鬧，整個區域都被舊貨商們所圍繞，充滿

著節慶和交際的氣氛，完全反映出它多元社會的特點。你可以在這裡找到來自東

方的菸草、來自北方或是非洲的香料、亞洲的調味品和紀念品以及一些小玩意，

全部都只需很少的花費。除此之外，衣服、鞋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幾乎全部的

商店都是超低的價格。超過 200 間的店都聚集在 La rue Léon-Gambetta 街上，包括

Redoute 的清倉拍賣店。這裡還有上面搭著篷的露天市場，裡面約有二十幾間的食

物攤，就在熱鬧的商業區的中心、教堂的旁邊，是品嚐當地食物的好去處。 

 



78 

 

（六） Euralille 

Euralille 是西元 1990 年由 Pierre Mauroy 所推出，並在西元 1994 年落成，目

標是讓里爾有現代中心的形象以及國內第三級產業領先的地位。目前是法國第三

大的商業區，僅次於巴黎的拉德芳斯（La Défense）及里昂（Lyon）的帕爾迪厄（La 

Part-Dieu）地區。由於地處里爾兩個主要的車站之間（里爾歐洲車站 Gare de Lille 

Europe 和里爾佛蘭德車站 Gare de Lille Flandres），這一區不管是地鐵還是公車也都

相當方便。商業區裡的商店林立，確實也是里爾大市集這兩天盡情購物的好選擇。

裡面設列大賣場（Carrefour）和幾百種不同類型的商店（時裝、文化和休閒、珠寶、

玩具等）全落在兩個樓層，共佔地 66,500 平方公尺之中，整體似百貨公司，在這

裡邊休息邊購物也不足為奇。 

幾乎整個里爾市區都是擺攤的地點，但接近 Euralille 商業中心卻是禁止擺攤

的區域，尤其是在 L’avenue Willy-Brandt 大道上，因此有很多舊貨商都是在這條大

道以外的附近街上擺設攤位。而在歌劇院後面的 Les rues des Arts et Anatole-France

街有傳統的英國式清倉市集，主要是聚集英國的商人、一些法國和區域性的舊貨

商、舊書商及收藏家等。Euralille 與其他區域類型完全不同，每年吸引數以百、千

計的造訪者，也對於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名氣有些許的貢獻。人們可以在這區的

Rue du Molinel 街上做個不錯的生意，不管是賣個人物品、家裡的東西、體育用品

等都不拘束。從 Euralille 延伸至先前提過的 Parc Jean-Baptiste-Lebas 公園之間，La 

gare Saint-Sauveur 為舊車站轉變成休閒娛樂和展覽的場所，是 Lille 3000 舉辦活動

的地方之一。而在大市集活動中也參與其中，在西元 2015 年活動時籌劃了兩場音

樂會，分別是星期五晚上的 Museol 179 和星期日下午的現場爵士樂（Live Jazz）。 

 

                                                
179 Museol: swing musette à la cré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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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淡菜薯條 

買東西、逛街逛到肚子餓時，一定要品嘗一下這個區域的傳統菜：淡菜薯條

（Moules frites）。儘管平常當地居民喜歡威爾士（welsh）傳統或是法蘭德斯式的

烤肉搭配著啤酒，但與里爾大市集不可分割的傳統依然是看似簡單卻很豐盛的淡

菜薯條。1970 年代時，在大型二手市集開始前之前，當地媒體 La Voix du Nord 標

題為：「淡菜薯條來了！」可見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多麽令人期待的事。即使現在已

不再是頭條，在西元 2015 年依然在兩天內共消耗掉超過 500 噸的淡菜和 30 噸的

薯條。180 

在這兩天，幾乎每一間餐廳都會以不同的形式、烹煮方式或是醬汁來互相較勁。

而且各家餐廳也會一起舉辦比賽，把淡菜殼堆在門口，堆越高就代表賣得越多，

有時甚至可以堆到好幾公尺高，對於餐廳或是小酒館來說是最好的廣告方式，顯

現他們的廚藝和名聲（請見圖 3-10）。相反地，對有些人來說這堆混亂的淡菜殼是

貨真價實的垃圾山，而淡菜的汁也會流得整條人行道都是。然而，市政府對這樣

的情形並沒有確切的禁止規定，畢竟這是跟著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一起流傳好幾世

紀的飲食傳統。這樣的比賽每年幾乎都是由位在 Rue de Béthune 的古老餐館 Aux 

Moules 奪冠，許多老主顧都專程來品嚐他們的招牌。 

 

  

 

 

 

圖 3-10 淡菜殼堆疊比賽  

                                                
180 Braderie de Lille，〈Quelques Chiffres autour de La Braderie de Lille 2015〉 

http://www.braderie-de-lille.fr/braderie-de-lille-2015/autour-de-la-braderie-de-lille-2015，2016 年 9 月 28

日檢索。 

 

http://www.braderie-de-lille.fr/braderie-de-lille-2015/autour-de-la-braderie-de-lill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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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裡的二手文化 

二手市集基本的組成元素為人、二手貨品、環境，本章節以筆者在里爾大型

二手市集裡的觀察以及訪談內容作為依據，分析在此市集中的二手文化，並與文

獻回顧中的二手文化理論中的各個面向進行討論。第一節先從參與市集的人開始，

不管是擺攤的老闆、買古董的收藏家、走走看看的觀光客或是在餐廳裡大吃淡菜

和薯條的人，討論他們前往的動機、消費及銷售行為、人與人之間的社交活動等。

第二節專注在二手市集裡的商品，古董、銀器、舊衣物、商店打折商品中的類型

分析，人對於新與舊之間的選擇、舊物的懷舊之情以及撿便宜的心態等。第三節

主要是反映大環境中的經濟情勢與環保意識抬頭，造就二手物品的更加盛行。 

第一節 二手市集中的「人」 

一、 角色與動機 

參與市集的人千變萬化，依照是否居住在里爾分為當地居民、外來造訪者；

以角色來分有攤位商人、商店店員以及消費者；餐廳裡分別為主廚、服務生及客

人等，這些人物都不只是擁有單一的身份，會有住在附近城市的外來攤販、當地

居民的消費者或是外來觀光客的餐廳客人等身份交錯。在主辦層面，里爾市政府

裡有專門負責的部門，負責市民生活與鄰近活動底下的活動部門（Pôle Vie 

Citoyenne et Animation de Proximité－Département Événementiel）（請見圖 4-1）的

相關人員在處理所有事宜，再加上活動期間需要警察進行安全維護巡邏，結束後

城市大清掃的清潔大隊等。 

根據不同的角色，前來的動機也不盡相同，一般的觀光客前來是代表著夏日

假期的結束，上班開工前的最後休閒活動。一位中年女士（B1）在訪談中回答「這

個市集活動是否為不錯的主意」這個問題時認為：「這是很好的一個活動，吸引很

多外來的人過來這裡度過最後的假期」。由於里爾市集是每年都會舉辦的活動，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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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法國、歐洲其他各地的人都知道，時常被認為是和朋友一起狂歡以及家人聚在

一起的好機會。在里爾大廣場中訪問到一位年輕的小姐正在等她的朋友（D6），而

另一位從小住在里爾後來嫁到巴黎的一位小姐（D7）提到，「今年的市集我沒有參

加，但我妹妹有帶她墨西哥的朋友去體驗看看」，她認為這活動對當地人來說是個

很好提及的一件事，邀請朋友一同歡慶最後的假期。在逛市集途中，除了朋友之

外，筆者觀察到家庭一起參與的比例也是不少，受訪者當中就有 5 位是和家人一

起來，像是在里爾主座教堂旁遇見的爸媽帶小孩來逛逛（D4）、在甜點店隔壁桌的

一家四口（D2）、品嚐淡菜薯條時一起坐在同桌的小姐也是和家人來的（C1）、帶

著小孩來逛的男士（C10）。在擺攤的攤販裡也有和朋友一起擺攤的兩位女士（A5），

和帶小孩來一起擺攤的比利時籍女士（A1）。儘管是所有類型的二手市集都是個適

合同學、朋友或是和家人一同參與的活動，但從此可以推測出，里爾大型二手市

集與其不同之處在於，它的名聲成為擁有龐大數量的非當地居民積極參與的二手

市集活動。 

二手市集主要是吸引喜歡著舊貨、老物件、二手物品的人趨之若鶩，像里爾

大型二手市集對這些人來講可以說是個天堂，想怎麼逛就怎麼逛，整個城市都逛

完真的需要連續 30 幾個小時才夠。這次訪談中，在里爾歐洲車站裡遇到一位年紀

稍長的女士（C3），她「專程來找特別的東西，很難在巴黎找到的那一種。」巴黎

可說是擁有聖圖安跳蚤市場（Marché aux puces de Saint-Ouen）、凡維斯跳蚤市場

（Puces Vanves）以及在巴黎近郊與里爾二手市集為同一類型的 La Braderie de 

Houilles 等許多觀光書籍所介紹過的著名二手貨買賣市場，依照她的描述，在里爾

二手市集有很大的機會可以找到巴黎所沒有的奇特物品，證明這裡商品高度的多

元性，也說明了對於某部分的人來說，是為了要找尋獨創性而來到里爾大型二手

市集。然而，在街上並不難辨別這類型的購物者，正所謂四處尋購舊貨的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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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為「bargain hunter」，181 而法國則稱作是「chineur, chineuse」，182 都為這類型的

購物者創立一個專有的詞彙來表示。看著肩上背旅行用大背包或者是拖著購物車

到處走的人，認真看著攤位裡的東西，思索著這樣東西是否為自己喜愛、想要珍

藏的物品（請見圖 4-2、4-3），這樣的情景就是喜愛尋獲舊貨人的主要特徵，方便

他們帶走這次的收穫。 

 

圖 4-1 負責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市政府部門告示牌 

 

 

 

 

圖 4-2 背著大背包的消費者 圖 4-3 拖著購物車的消費者 

 

                                                
181 定義：a person who shops for items sold at cheap, esp discounted, prices. 

Collins，〈bargain hunter〉， 

http://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bargain-hunter，2016 年 10 月 5 日檢索。  
182 定義：Personne qui chine, qui churche des occasions.   

LAROUSSE，〈chineur〉， 

http://www.larousse.fr/dictionnaires/francais/chineur/15386?q=chineurs#15244，2016年10月5日檢索。 

 

http://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bargain-hunter
http://www.larousse.fr/dictionnaires/francais/chineur/15386?q=chineurs#1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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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皆屬於娛樂型的動機，為了尋寶、追求獨特性、社交接觸為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則是受到經濟層面的吸引。許多購買者認為二手市集裡每個價錢都很便

宜，來逛街買東西也不會有任何的負擔，來自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小姐（C2）

說到：「大家都是被低價吸引過來，是造就里爾市集這麼多人的原因，也對整個城

市的經濟有所助益。」經觀察之後，有些攤位擺著一箱一箱的家庭用品上面寫著

任選三件一歐元，而整體看下來，物品價格大多是以 5 到 12 歐元的價錢為最大眾，

以歐洲一般的經濟消費物價來說，確實是相對便宜很多。除了便宜的二手物品之

外，幾乎所有在市集範圍中的商店也一起共襄盛舉地進行商品的大拍賣，這樣非

舊貨類的大打折也是個很大的吸引點。在西元 2015 年訪談時，筆者的一位學姊說

她想來看看她已經觀望很久的一個法國品牌（AIGLE）的價錢，沒想到是所有找

過的通路中打最多折扣的地方，馬上毫不猶豫地購買了一件風衣外套。以此明確

地看出里爾二手市集中的價錢誘惑確實是大部分觀光客的主要印象也是湧進人潮

的最大因素。 

另一方面，里爾這兩天的大型二手市集也是專業舊貨、古董商一年之中主要

賺錢的日子，不僅是法國本地，連法國之外的舊貨商也藉此機會大賺一筆，看中

這裡的高知名度以及觀光人潮。在報紙中也強調出這個市集除了是法國人及鄰近

國家人民每年都在等待的活動，許多商人也會跨國界來到這麽廣大的市場裡做生

意。183 然而，人潮眾多看似是主要的前往原因，但這個市集的源起本身就是許多

想要買賣東西的人所聚集的時刻，也發展為「節日氣氛且完全免費」184 的習俗，

                                                
183 原文：Un événement attendu chaque année par de nombreux de Français et également hors des 

frontières pour faire des affaires dans ce gigantesque marché aux puce d'Europe. 

Le Figaro，〈Braderie de Lille 2014: 2,5 millions de chineurs attendus ce week-end〉，

http://www.lefigaro.fr/voyages/2014/09/04/30003-20140904ARTFIG00252-braderie-de-lille-2014-25-mil

lions-de-chineurs-attendus-ce-week-end.php?redirect_premium，2015 年 10 月 5 日檢索。 

184 原文：L'origine de cet événement "festif et totalement gratuit" comme le souligne M. Richir… 

Le Figaro，〈Braderie de Lille: 2M de chineurs attendus〉，

http://www.lefigaro.fr/flash-actu/2010/09/02/97001-20100902FILWWW00408-braderie-de-lille-2m-de-c

hineurs-attendus.php，2015 年 10 月 9 日檢索。 

 

http://www.lefigaro.fr/voyages/2014/09/04/30003-20140904ARTFIG00252-braderie-de-lille-2014-25-millions-de-chineurs-attendus-ce-week-end.php?redirect_premium
http://www.lefigaro.fr/voyages/2014/09/04/30003-20140904ARTFIG00252-braderie-de-lille-2014-25-millions-de-chineurs-attendus-ce-week-end.php?redirect_premium
http://www.lefigaro.fr/flash-actu/2010/09/02/97001-20100902FILWWW00408-braderie-de-lille-2m-de-chineurs-attendus.php
http://www.lefigaro.fr/flash-actu/2010/09/02/97001-20100902FILWWW00408-braderie-de-lille-2m-de-chineurs-attendu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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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更多居民以外的商人來擺攤。 

遵照攤位免費的慣例，居民所擺的攤也不比專業攤商來的少，大家在耶誕節

前清出家中不需要用到的東西，當作是先行大掃除，也多少增加一點收入，如果

沒有賺到錢也是有一起參與節慶活動的感覺。像是筆者這次在里爾訪談時所承租

的民宿主人（D1）說：「我曾經有擺過一次，但也沒賺到什麼錢，只是可以清空一

些不要的東西，而且我是為了好玩才去擺的。」新舊交會的魅力涵蓋了不只是喜

愛舊物的人，也抓住只喜歡新東西的人；不管是對以販售古董維生的商人或只是

享受節日氛圍的民眾來說都視這兩天為一年當中重要的日子，這些特點讓里爾的

大市集成為無法抗拒的節慶活動之一。 

由於參與的人來自許多不同國家，有來自比利時（A1）、附近城市（A4）及

Douai（A3）等訪談 A 類型的攤販，以及從史特拉斯堡（C2）及荷蘭（C8）來到

里爾等訪談 C 類型的觀光客。在種族、文化上都有些許的不同，彼此之間的文化

混合及衝突是必然會發生的，兩位一起擺攤的女士（A5）說到，「市集主要是生氣

蓬勃的象徵，也混合了各種不同的文化在裡面。」這樣的文化融合交織在里爾二

手市集當中，皆發生於買與賣之間的互動交流。 

二、 消費行為 

二手市集除了是購買生活所需用品的地方之外，同時也是住在這個城市中的

居民互相交流的重要時刻。在西元 2014 年三月份出刊的《大誌雜誌中文版》 （The 

Big Issue Taiwan）所做的特別主題中，清楚定位市集在人的生活中所佔有的特殊地

位： 

「市集作為人類文明的縮影，見證了人類從自給自足走向專業分工、交換

所需的轉變。對百姓而言，市集在一般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而對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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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說，市集更是在地生活形態與歷史文化的匯集與再現。」185 

當地文化的展現主要來自二手市集本身的消費買賣行為，在先前有關二手消

費行為文獻中，消費行為可分為搜尋、討價還價和社交三類。里爾的大型二手市

集裡，這三項消費行為是同時並存的，其比例也相當。以尋找舊貨為目的的人，

所從事的行為即搜尋和討價還價，而跟其討價還價的對象就是攤位的老闆，也就

是前述角色中，消費者與攤位商人之互動關係，同時這樣的互動也屬於社交的一

部分。住在里爾的民宿女士（D1）在回答免費攤位可能會發生的問題時有提到：「我

不覺得免費攤位會造成很大的困擾，如果有些爭執的話大家都是互相協調位置，

而且這個活動是讓大家互相聊天互動的。」深深地認為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與人

相處。對於某些攤販來說，其實擺攤賺錢還是其次，可以和其他人聊天才是最大

的用意，像是在等待客人上門的空閒時間或甚至是不管有沒有客人在，也都會跟

隔壁攤販一起聊聊天（請見圖 4-4）。而其他以歡樂為目的的觀光客，他們和朋友

一起參與這節慶型態的市集，彼此之間的互動都是在進行社交行為，也是上述提

到過的前往動機一樣，里爾二手市集是個讓朋友可以來狂歡的一個節慶活動。 

消費行為中的尋找動作往往是需要花很長一段時間，根據每個人的喜好不同，

會瀏覽的商品種類也不一樣，像在里爾這麼大規模的二手市集中，想當然所花的

時間會更長。為了簡短搜尋的時間，策劃單位會先製作市集的地圖，把有擺攤的

街道都標示得很清楚，可以事先觀察且規劃好自己想要尋寶的路線。另外也有觀

光局或是媒體報紙等自行製作的地圖，有的甚至幫你分類好哪些街道主要是什麼

樣類型的商品，就像前一章第四節的資料來源一樣。臺灣介紹二手市集的書186 也

會特別在書中傳授一些秘訣，可以利用市集地圖，一邊逛一邊將心儀的物品標示

好位置，等到逛了差不多的時候，覺得哪些是想要出手的物品，再回去買下來，

                                                
185 李惠昌，《大誌雜誌中文版》，（臺北：大智文創志業有限公司，2014）。 

 186石澤季里著，《歐洲市集小旅行：巷弄小舖Ｘ美好雜貨Ｘ夢幻玩物》（程馨頤譯），（臺北：四塊

玉文創，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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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先買下來後，又在另外一個攤位看到更喜歡的而感到扼腕。像里爾這麼大的

二手市集，同質性的攤位更是不勝枚舉，關於搜尋的技巧還是需要當事人慢慢摸

索、累積經驗。 

尋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後，就是二手市集的重頭戲，也是市集中的特殊文化

─討價還價（請見圖 4-5）。當你喜歡一個東西時，老闆絕對會從那目不轉睛的眼

睛中看得出來，在有一些並沒有寫價錢的商品中，老闆會藉此機會抬高價格，這

時的消費者別忘了要「殺價！」，討價還價也可以說是是殺價的過程，消費者會依

照給的價錢砍低價格，老闆當然不會同意你的價格，但也是會出比原始價格再低

一點點的價，以此類推，通常都是會這樣來回兩輪後成交。筆者在里爾市集中看

見一個中型的古老裝飾盒要價 30 歐元，一位女士直接砍一半的價錢，老闆這時會

說不行，只能 25 歐元，再來那位女士就出 17 歐元，比第一次出高一點點，老闆

答應了。但以這個情況來說，有的老闆則會再出一個價：20 歐元，這時就要看消

費者自己接不接受這個價，可以的話就是以 20 歐元成交；不能接受準備要離開時，

有時老闆就會依照你出的價賣。所以討價還價好玩的地方在於，有種彼此間在打

心理戰的感覺，且老闆看起來好像很喜歡這樣的互動過程，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件

有趣的事情，可以和消費者聊聊天或是從講價的過程中聽到對於這個物品的一些

想法等。 

  

圖 4-4 攤販們之間的社交行為 圖 4-5 二手市集中的討價還價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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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性別做區分的消費現象中，筆者在觀察期間，一整條街上看過去，有

許多男士佇立在店門外，有的抽菸、有的看手機，進去某間商店後發現裡面全都

是女性在挑衣服、鞋子等，代表著門外的那些男性幾乎都是在等商店裡的另一半。

就算是開放式的攤位，也會有站在路旁的男性（C7），靜靜地在等他老婆。根據

Miller 的文獻資料，女性與男性有著不一樣的消費習慣，男性喜歡購買房子、車子

等較大型的東西，而女性則偏向日常用品或是服裝。187 在里爾市集的某些二手攤

位或是店面裡商品的類型是屬於偏向小型物品，比較會受到女性消費者的青睞，

因而對於男性消費者相對沒有興趣，只想在外面或旁邊等待。但經過大型古董家

具的街上確實是比較多男性消費者看著木櫃或是大型吊燈等，然後發現他們也會

聚集在舊書攤前面（請見圖 4-6），性別之間的消費型態差異在一般商店和二手市

集裡的情景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之處。 

 

 

 

 

 

 

 

 

 

或許里爾的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每年都有這個大型二手市集的陪伴，時常

陪著爸媽一起在街上擺攤，對於二手買賣的事情也是自然而然地從環境中學習。

某天下午，當筆者在街上四處找尋受訪者時，突然看見一位小男孩從我前方跑過

                                                
187 Miller, Daniel. “Making love in supermarkets.” The Blackwell Cultural Economy Reader (2004): 

249-265. 

 

 

 

 

 

 

圖 4-6 男性消費者聚集在舊書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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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知為何，我的視線就這樣跟著他，可能是因為他手上緊緊地拿著一個鐵盒

子，好像很寶貝的樣子。下一秒看見他和一位奶奶說話，問這個玩具多少錢，奶

奶回應他後馬上用鑰匙打開他的鐵盒，一個一個數到那個玩具的價格，然後付錢

離開。而筆者就跟著他離去的方向看去，原來他是隔壁攤子的小孩（請見圖 4-7）。

看著這樣的情景讓筆者認為，里爾二手市集這個環境可以讓小孩學習到自己想要

買的東西需要自己花錢買，而不是吵著爸媽說要買。這樣的活動也會讓當地小孩

知道里爾二手市集是個可以買東西的時刻，如果想要買東西，在市集到來前應該

要好好的存錢等觀念，是個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好契機。當然，也不只是買東西而

已，里爾二手市集也能夠讓小孩觀察大人是怎麼做生意，讓他們也當當看小攤販，

販賣自己不要的玩具，賺取一些零用錢，這樣也就可以用自己賺的錢在市集中買

別的東西。188 

 

 

 

 

 

 

 

里爾二手市集中的關鍵人物和其他二手市集不太一樣，還得加上餐廳裡的人。

在前一章的第四節中敘述到，在遵循市集的傳統，每個餐廳在這兩天都會推出自

己獨家烹調的淡菜與薯條，除了以這點吸引消費者之外，筆者還觀察到餐廳會以

不同的行銷方式競爭，有的主打低價，有的拉高價位強調吃到飽，想要吃多少盤

                                                
188 石澤季里著，《歐洲市集小旅行：巷弄小舖Ｘ美好雜貨Ｘ夢幻玩物》（程馨頤譯），（臺北：四塊

玉文創，2014），45。 

 

 

 

 

 

圖 4-7 小孩在二手市集中的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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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問題！在不同特色的淡菜風味，其實生產與消費是同時在進行，也就是廚師

在做出這道菜時的當下也是消費了這道菜出現的所有食材。 

二手市集當中的每個人、每種角色以及他們所從事的任何行為都呈現出最真

實的當地文化及樣貌，里爾大型二手市集這樣的一般生活中的傳統活動，不但繼

續維持著居民的日常，也藉由它本質上的商業性、特殊性吸引了許多外來的人一

同參與和一探究竟，為里爾注入前所未有的觀光人潮。 

第二節 二手市集的商品分析 

琳琅滿目的二手商品，是二手市集中的主角。一般的二手市集中，可見古董

木桌椅、好幾世紀的銀器、畫作等古董類別商品；家裡不需要的二手物品包含舊

衣物、餐具等。但在里爾這裡的大型二手市集中，還多了像是臺灣菜市場才會出

現的一歐三條絲巾的批價商品，以及商店中新商品的打折，主要是因為它是屬於

法國二手市集中的 Braderie 類型，和一般只賣古董和舊貨的二手市集不一樣，多

了新物品的商品在其中。     

一、 商品的多元性及價值 

物質文化的特點之一就是擁有數量和種類繁多的消費商品，而且商品是會一

直不斷地持續增長。189 許多人在逛里爾二手市集時，一逛就是一整天，來自比利

時的女士有提到（A1），「如果真的是來尋找不一樣商品的人建議兩天都要逛，因

為兩天內擺攤的人會不一樣，像我就只有擺星期六，而有的人星期日才來，也有

兩天都有擺攤的人。」依照這樣的情景，整個市集活動兩天的時間就有比預計中

還要更多的攤位數。且每個攤位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及販賣的商品種類，消費者

就像是把市集當作是一個可以盡情觀看、瀏覽商品的地方，也呈現出市集裡商品

的多元性。以里爾這大規模的二手市集，要在眾多的商品中讓消費者不會像隻無

                                                
189 Lury, Celia. Consumer cultur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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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蒼蠅一樣無目標地飛，需要從市集中找出區隔。第三章的第四節整理出里爾二

手市集官方地圖有詳盡的分區說明，在管理和整治方面對此有實際上的作法。且

在西元 2014 年的報紙文章中也說明到，根據不同種類會分在不同的區域，包括舊

貨商、商人、居民和協會，190 媒體的宣傳使更多想來到這裡的人有先行的相關知

識。然而，在限定的範圍內，里爾二手市集並沒有強制規定擺攤地點，其實是可

以隨意擺攤，只要有空位哪裡都可以擺，因此依據商品種類分區只是一個大致上

的範圍，並不是完全侷限在某個區域。里爾二手市集商品的多樣化因而使同質性

商品的機率降到最低，也讓追求二手市集之獨創性的消費者對二手市集的再回訪

次數增加。 

在多樣化的商品之下，每個商品都具有其價值，看似無生命的物品，在透過

獲得、使用和交換等動作後重新得到它們的意義。然而商品的價值高低取決於消

費者的價值觀念以及喜好，有的人喜歡蒐集酒的標籤，在二手市集裡看見某一年

的經典款葡萄酒的標籤，會興奮地挑著。有的人很愛杯子和盤子，一看到有賣杯

盤的攤位一定會停下來，就算家中已經有一整櫃也依然要尋找有無特別的款式。

他們彼此之間都不懂對方為什麼這麼喜愛那樣東西，或許對於喜歡酒標的人來說，

杯盤不就是平常可以使用就好了，為什麼要這麼多個。相反地，對杯盤情有獨鍾

的人可能就會覺得酒標又不能拿來用，買了之後又能做什麼。 

商品的用途通常依據不同的文化環境而異，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物品，

在使用上也深具文化含義。像是英式下午茶之所以稱做為「英式」，是由於英國具

有下午茶文化的代表性，因此英國在下午茶中所使用的所有杯、盤、茶壺及其他

器具的樣式都表示著他們的文化。一樣是杯、盤、茶壺在其他國家的使用上就沒

                                                
190 原文：Chaque périmètre sera délimité selon différentes catégories: brocanteurs, commerçants, 

riverains, associations. 

Le Figaro，〈Braderie de Lille 2014: 2,5 millions de chineurs attendus ce week-end〉，

http://www.lefigaro.fr/voyages/2014/09/04/30003-20140904ARTFIG00252-braderie-de-lille-2014-25-mil

lions-de-chineurs-attendus-ce-week-end.php?redirect_premium，2015 年 10 月 13 日檢索。 

 

http://www.lefigaro.fr/voyages/2014/09/04/30003-20140904ARTFIG00252-braderie-de-lille-2014-25-millions-de-chineurs-attendus-ce-week-end.php?redirect_premium
http://www.lefigaro.fr/voyages/2014/09/04/30003-20140904ARTFIG00252-braderie-de-lille-2014-25-millions-de-chineurs-attendus-ce-week-end.php?redirect_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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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含這麼深遠的意義，只是一般的日常用品。在時代的變遷之下，日常生活的

美化趨勢已經為物品附上一種變格的價值，就算是普通的日常用品，也依據每個

人家中裝飾的美化風格而有不同的意義。在法國著名社會學家 Jean Baudrillard 所

寫的《物體系》（Le système des objet）一書中提到「物」的價值，認為每件物品都

有兩種功能，一種是人所需要利用的，另一種則是人因為某些原因，想要擁有而

賦予物品的另一種功能。191因此，在二手市集中的每個商品都具有像是後者所描

述的功用，它們的獨特性能替人們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風格。這樣的風格創造，使

商品價值取決於每個人的評價之外，同時也讓人成為被評價的對象。換句話說，

人對商品的價值觀念和評價與其所在之階級有關，同時也是身份及品味的表現。 

二、 身份及品味 

物品是人們建立社會關係的一種媒介，所有商品可以被當作是人類能力的一

種非語言的表現形式，人們之所以選擇這些商品，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們擁有相對

應的等級，以這項物品來代表自己的身份。從這個角度分析，商品不僅有用途，

而且富有意義，還可以作為社會關係的一種標誌，或者是體現社會上的地位。消

費者時常利用所購買的商品類型，頻繁地和其他消費者做比較，界定自己所在的

社會地位是優於他人。因此，人們不再只是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還會買那

些符合自己象徵或是生活方式的商品和服務。 

在現代社會中，大部份的人們都覺得最能以物品表現出身份的商品大多是價

格較高的精品，即便是時尚產業中的知名品牌 Louis Vuitton、Chanel、Prada 等或

者是開 BMW、Mercedes-Benz 或是 Ferrari 等高級車款。利用知名的品牌形象來塑

造出自我的認同表現，也建立自我的一種標籤，在人的社交生活中，讓他人一看

到這個品牌就會與自己做聯想。 

                                                
191 Baudrillard. Jean 著《物體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林志明譯）（臺北: 時報文化，1997），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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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想要表現出優於他人的方式不只是存在於新商品的高價位，對於二手

物品中的藝術品或是古董也具有這種價值。第二章第一節之文獻探討中提到，Roux

和 Guiot 將二手商品分類成四種：藝術品、古董、收藏家收集的對象、二手物品。

在里爾二手市集中，藝術品和古董商品的比例佔全部種類的三分之一，到處都可

以看見畫作、裝飾品以及古董傢俱，是許多人來到這裡的原因之一。此外，藝術

品及古董這類型的物品也是許多高收入的人喜歡用以代表自我品味的表現，而不

是時下流行品牌。 

一直以來被認為能夠篩選出階層高低的「高級藝術」、「高級文化」的藝術作

品或者是古董，就猶如國內學者在相關議題之期刊所提到，在 Bourdieu 眼中是「具

有雄厚的經濟資本或是豐富文化資本的上層階級才可能擁有的」192，不僅充分地

表現出有錢之外，也展現出自我的文化資本。證明這兩種類型的二手物品，都是

需要對藝術知識有高度了解的人才會有的欣賞能力，而比較沒有這方面教育的人

並不見得會認同此類型的商品有價值，那就更不會買來當做是自我品味的代表。

於是，許多高階層的人以高尚的品味表達了與中下層階級的勞動世界拉開彼此間

的距離，讓在現實世界中被稱作「高雅的」、「高尚的」物品與被認為是「便宜」

的物品脫離開來，也出現在消費階級體系中，較低的階層設法模仿較高階層消費

的現象。 

里爾二手市集的藝術品和古董類型之商品主要是分佈在市中心（Lille Centre）

的市政廳附近販賣較高檔的古董商品，以及 Boulevard Jean-Baptiste-Lebas 那一區

專門給需要預約的專業古董商攤位。許多攤販幾乎都有擺放一些不知名畫作、畫

框、壁毯、花瓶等藝術品（請見圖 4-8），如果很懂得畫作的人可能在逛二手市集

時會尋找到某大師的畫作也說不定。古董商品包含了各式各樣的傢俱、瓷器、玻

璃製品、以前的鑰匙、或是銀器等（請見圖 4-9）。 

                                                
192 許宏儒，〈Bourdieu 文化資本概念對藝術品味的分析及其在教育上的啟思〉，《慈濟大學教育研

究學刊》4:105-141。 

 



93 

 

儘管古董可以表現財力的多寡，但更是品味的象徵，並不是所有的藝術品或

是古董都是高單價，也有一些是一般價位，只要是家中擺放著古董裝飾，最先讓

人感受到的是他的品味，而不是財力。在 Bourdieu 具代表性的著作《區隔：品味

判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提到： 

古董的價值不在功能上及價格上，而在於它的古老上，因此蒐集古董有著

一懂象徵性的功能。不是交換價值或使用價值二者之間的關係對古董的擁

有者來說是重要的，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古董“象徵上”的價值。193 

表示愛好二手商品中藝術品和古董類型的人，主要看重的是物品象徵上的價值。

然而，除了展示自身階級為目的符合這樣的象徵性之外，推測對於物品本身所

延伸出的懷舊情感也屬其中意義。 

 

圖 4-8 

二手市集中的藝術商品 

 

圖 4-9 

二手市集中的古董器具 

                                                
193 Bourdieu, Pierre.“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79a):359. 援引自 許宏儒，〈Bourdieu 文化資本概念對藝術品味的分析及其在教育上的啟思〉，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學刊》4:105-141。 

 



94 

 

三、 懷舊與復古 

有些人會買精品等高價商品當作是身份及品味的證明，但這情形並不是所有

人都一樣，有的人喜歡古老東西中的懷舊感。筆者西元 2015 年暑假在法國旅行時，

住在法國人的家中也不算少數，具觀察，法國人對家中裝潢有一定的品味，喜歡

選擇古董傢俱裝飾家裡，對於以前的東西有種懷念的情愫，因此在二手市集中多

少會見到這類型的消費者。再加上每個時下流行的趨勢再怎麼快速轉變，還是會

轉回從前流行過的事物，也就是我們所稱的「復古」。根據第二章所整理之文獻提

到，懷舊感可以引領我們去探尋理解市場的真實性。當有興趣之消費者在某些特

定物品有需求時，自然而然就會到相關市集或店家尋找。從此可以推論出，二手

市集的延續及發展有一部份是來自於人們對於物品的懷舊感而漸漸形塑而成。 

近期喜歡古物舊貨的人越來越多，許多臺灣人如果有機會到歐洲旅行，也會

特地到二手市集中找尋復古物品當作紀念品；也有些在臺灣開設歐洲古物店，會

專門到二手市集中找尋物品，當作是引進的貨源。像是在臺北經營兩間選物店「魔

椅」和「加工廠」的簡銘甫先生是一位熱愛旅行與採買舊物的人。二手商品類型

中的收藏家所蒐集的對象往往是出自於對特殊物品的懷舊情感。走一圈里爾二手

市集，特別是里爾市中心的老證券交易所裡所販賣著寫過的明信片、舊郵票以及

從前時代的紙製品樣式或是保存完善的舊報紙等（請見圖 4-10）。看著正在挑選這

類型商品的人，眼眸中彷彿跟著此物品到轉至過去時空，可能想著這張明信片裡

所寫的話語就好比從前的我一樣的心境，或是回憶著當兵時期寄回家鄉時的一切。

有些人則是純粹比較喜歡舊時代文具用品的設計樣式，想要買下來回去裝飾自己

的書桌，和買古董傢俱的心境有異曲同工之妙，自我塑造出從前時代中的氛圍。

現在也有很多喜歡自己動手做卡片的人，也會到二手市集逛逛蒐集許多舊紙品當

素材，再利用這些材料創造出新的卡片和作品（請見圖 4-11）。 

在里爾市集中還看到有一攤全部都在販賣各式各樣的鐵盒，突然覺的這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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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在擺攤之前也是到處蒐集才有這麼多不同樣式的鐵盒，表示他也是很喜歡鐵盒

才會蒐集，那怎麼捨得賣呢？除此之外，懷舊的感覺不只侷限於特定的東西，有

些人對於從前喜歡的歌曲、歌手或是樂團的心依然存在著，所以看到相關的唱片

都會忍不住買下來收藏，這樣的行為在現代也是一樣的，只是東西會根據不同的

時代有所不同，可能是黑膠唱片、卡式錄音帶，也有可能是近代的 CD 專輯。 

 

 

 

 

 

 

 

 

 

 

 

 

圖 4-10 舊明信片與舊書販賣 圖 4-11 利用舊素材搭配出創新作品 

懷舊和復古事實上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為某樣舊物品讓人懷念起以前的事情

而想要擁有，後者為復興過去的精神或是喜歡創造出來的樣式，不一定是老舊物

品。每過大約幾十年就會有復古風潮的盛行，許多新商品會營造特殊的時空氛圍

來增加產品的吸引力，例如，舊樣式的新製鐵車牌、仿古造型的打字機甚至是外

接鍵盤、以及近幾年臺灣也開始流行的 LOFT 風居家佈置風格，這樣的風格開始

於 19 世紀中葉的巴黎，形成於 20 世紀的紐約 SOHO 區。其所謂的「Loft」指的

是「由舊工廚或是舊倉庫改造而成」194，主要特色之一的鐵製椅子最常被使用，

也不是真的是存在於當時的椅子，只是復刻出來的。 

儘管是老物件的懷舊感或是新事物的復古樣式，兩者都是人們對於過往的一

種思念之情，想要重建那個時期的富麗堂皇，亦或呈現出新舊元素融合的那種衝

                                                
194 漂亮家居，〈居家設計風格－Loft 風〉，

http://www.searchome.net/wikientry.aspx?entry=loft%E9%A2%A8，2016 年 10 月 16 日檢索。 

 

http://www.searchome.net/wikientry.aspx?entry=loft%E9%A2%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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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美感。因此，二手市集會是集結這些物件及靈感的一個地方，成為大眾喜歡的

購物點。 

四、 新舊混合 

除了較高級的古董傢俱之外，一般二手傢俱也隨處可見，消費者有的時候並

不會斟酌於是什麼等級的商品，只會判別這個東西是否符合家裡的裝潢佈置，好

比先前所提到 Baudrillard 認為「物」之所以成為收藏品，是來自於它剔除了其功

能，只擁有主觀上的身份。195里爾二手市集中的商品分佈還包含了居民清出自己

不需要的東西出來販售，也是此市集最初的源起目的，主要分佈在里爾的 Moulins

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小巷中。不僅是當地居民還是來自附近城市，許多攤販都是擺

個小桌子或是在草地上擺放兩大塊布就直接在賣東西。家用品為其主要販售的商

品，像是杯、盤、花瓶、茶壺、燈飾、老舊的收音機等，也有看到帶著整個衣架

在賣二手衣物的受訪女士（B2），而她也只有賣這類型的物品，頓時覺得有點像是

偶爾會在台灣夜市出現的流動批發衣物的商家，只不過那些衣服都是穿過的。依

據她時髦的穿著，猜測她可能喜歡裝扮自己，衣櫃裡可能總是很快就裝不下，剛

好可以藉此機會整理出已經不會再穿的衣服出來販售，為下一次的購物補貼一些

資金以及存放空間。 

紅銅或珐瑯材質的鍋具或餐盤是最近很多臺灣人喜歡的樣式，想要試著把法

國氣息帶進自己家中，且這樣的風潮讓臺灣這類型商品的價格顯得特別高，所以

觀察到有蠻多亞洲面孔在挑選這類型的二手商品，連筆者自己也不例外。對於法

國人來說這些物品是他們習以為常的東西，許多舊的、用不到的都會拿出來販賣，

因此在二手市集裡隨處都可以找到很多這種材質的居家用品。商品因此變得能自

由地獲得許多文化上的聯想和幻想。 

                                                
195 Baudrillard. Jean 著《物體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林志明譯）（臺北: 時報文化，1997），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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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瀏覽著攤位上的東西，發現法國號、笛子，而且竟然還會有東方味十足

的二胡出現（請見圖 4-12）。不再學習的樂器有時候困擾著大家，一直堆在倉庫中

的某一角，想著當時怎麼會這麼衝動，亦或是象徵著自己沒有毅力和才華的表現。

為了眼不見為淨或是平衡從前的花費，很適合在二手市集擺攤，尋找下一位主人。

只是對於二手管樂樂器的吹嘴有著衛生上的問題，並不是所有人都會買單，除非

消費者只是單純喜蒐集樂器當作是裝飾品那就另當別論了。再加上看到東方物品

出現在西方市集上，顯現出二手物品在地球中的循環不只是代表時間的延續，也

包括空間的轉移。就像是我們長大後所拿去回收的學校制服，經過無數次的輾轉，

突然出現在非洲國家的小朋友身上一樣。 

  

圖 4-12 樂器及東方物品 圖 4-13 家飾店大促銷 

關於二手市集中的商品，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有的人不喜歡用過的東西，

覺得會有上一個主人使用過的痕跡，相信有靈魂的人甚至害怕會有不良的靈魂附

著在物品之中。然而，Braderie 為法國較為特殊的二手市集類型，除了大型這個特

點之外，也包含了任何商店中新商品的大特價，因此對於不愛二手物品的人也會

被吸引到里爾參加活動。 

以傢俱來說，在 Vieux Lille 地區的 Rue Esquermoise、Rue Lepelletier 和 Rue 

Basse 為家飾店的主要分布。裡面的新品傢俱全部都打著不同的折扣優惠（請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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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讓整間店充滿著人，就算家中不是真的需要換傢俱的人也會進去逛一下。

在壅擠的環境中觀看到有人專程在這個時候來看傢俱，因為吵雜的關係，正盡可

能在聽服務人員的專業介紹，應該就是為了等到這個時候才要購買，屬於喜歡新

商品但又想要節省的消費者。新品傢俱和先前所描述之挑選古董、一般二手傢俱

的購買氛圍和商品特性很不一樣，前者有機會引來眾多的人潮且商品設計屬現代

風格，而後者處於較清悠的環境，古典的商品型態。打折的新商品價格就不易更

動，但二手商品的好處在於可以和老闆議價，價錢的彈性是由消費者自己作主。 

位在里爾法蘭德斯車站一走出來的 Rue Faidherbe 街上，有許多批發形式的新

商品，像是一整個攤子上堆滿了成千上萬的絲巾，老闆大聲喊著任選三條 10 歐元，

許多人就擠在一起努力挑著喜歡的樣式，湊齊三條，也有幾個朋友一人選一條一

起合買。相反地，一整攤不同款的內衣褲相較起來就冷清了許多，畢竟還是會考

慮到不能試穿的情況。居家裝飾的藤球，五彩繽紛地擺著任君挑選，屬於在自家

店門外的小攤子，看的出店家為了在這兩天的生意想盡一切方法。 

新舊混合的商品讓二手市集不再像是一個二手市集，比較像是個大規模的購

物市場，有點失去它原有的面貌及氛圍，整個失去身為一個二手市集的意象。但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優勢為能夠讓每個人都會想來參與擺攤或者是消費。在經濟

階級方面成為中低階層可以消費得起；高消費的族群也會考慮的購物地點。以興

趣為依據的消費者，除了舊貨愛好者之外還吸引到不是那麼喜歡舊東西的人來。 

許多人常稱一個人在二手市集裡「尋寶」，每個人對「寶物」的定義並不完全

相同，有的人認為中古世紀到現在的傢俱具有相當大的價值；有的人則喜歡老舊

郵票或是寫過的泛黃明信片；也有的人認為新商品的大折扣才是真的撿到寶。然

而，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寶物只有自己最清楚，並沒誰蒐集的東西優於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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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二手市集與經濟環境 

先前提到二手市集裡的商品消費會因為消費者本身對物品產生的懷舊感及現

下的復古風潮而消費，這樣的景象事實上存在於經濟環境其中一個消費時期。在

《第 4 消費時代：共享經濟，讓人變幸福的大趨勢》一書中，作者將消費行為依

據年代分為四種類型，而這樣的經濟型態正是處於第三消費社會時代。這個時期

從石油危機開始，經過泡沫經濟、金融破產等世界上重大經濟事件，在這樣的背

景時代下，人們的價值觀屬於私有主義，比較重視個人特色，因此消費型態會趨

向多樣化、注重差異性，有些人則會傾向品牌主義的現象。 

第三消費時期也稱做是「雜貨的時代」，人們運用日常生活上多方面的小物品

（雜貨）、服裝等來展現自我，不再滿足於相同的風格，開始創造自己家中獨特的

佈置和裝潢，而這些雜貨被當時領導消費社會論的法國社會學家 Jean Baudrillard

稱做是「小裝置（不值錢的東西），甚至一度成為高度消費社會的象徵。」196 

從二手文化盛行起初猜測它擁有一體兩面的情勢，一是表示一個城市或是國

家那個時期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人們轉而選擇購買二手的東西取代全新的物品，

目的是為了節省家中的開銷，像這樣的情形畢竟還只是筆者的假設說法。從里爾

大型二手市集中的消費買賣情景來看，繁榮的景象並沒有看出任何的經濟衰弱（於

第五章第一節說明），證明筆者的假設對這個個案來說並不是正確的。再者，二手

市集裡的一些消費者對於某些類型的物品特別喜愛，不管價格多少都會買回收藏，

顯現出在一個環境中有相當程度之經濟能力的人也不盡其數。因此，在二手市集

裡，有可能顯現出一個環境中的貧富差距，較有錢的人大多購買昂貴的古董，相

對較貧窮的人只會去買便宜的舊貨，但這不代表有錢的人就不會去買低價位的物

品，只是大部份都會藉由買高級古董來展現自身的地位和品味。不管如何，經濟

的繁榮還是來自於消費的力量，有買的需求才會有賣的提供，有些則是先出現要

                                                
196 三浦展著《第 4 消費時代：共享經濟，讓人變幸福的大趨勢（第四の消費：つながりを生み出

す社会へ）》（馬奈譯）（臺北：時報出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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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商品去吸引買家，彼此互相循環，刺激經濟發展，況且就算是貧窮的人也是

有在實行消費的行為，只是次數和總金額數相較起來比不上較有錢的人。 

另一方面，基於消費者間選擇購買二手物品而非新商品，物品像這樣一直重

複循環利用，延長了它的使用壽命，容易大幅減少商店的營收比例，導致店家生

意虧損。然而這樣的情形在里爾是不會發生的，在大型二手市集期間，各家商店

除了是為了諄循傳統以大降價的特惠表示與二手市集站在同一陣線，但事實上是

利用新商品的低價吸引人們捨棄購買二手物品的念頭。對於某些人來說，東西的

重複使用可以有效減少環境中的污染，諷刺的是，這個市集的形式屬於節慶氛圍，

在集結了兩百萬的人潮中，這幾天所製造的垃圾更是會造成地球的傷害。 

雖然說復古懷舊熱潮已經是上一個消費時代，現在的經濟消費進入到第四消

費時代的「共享經濟」，但這樣的分界只是屬於一個時期的主要現象，不代表全部。

還是會有一些人的消費習慣還諄循著上一個時期，甚至轉變成一種嗜好和休閒活

動，還是會持續到二手市集逛街買東西。除此之外，現今市集繁榮的發展或許也

代表著人們對於時代進步所產生的反向動作，所有的消費行為只需要透過滑鼠即

可完成。待在虛擬世界久了，人們的潛意識還是會希望不時回歸到從前，在一個

會有互動、你來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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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之節慶影響 

法國各個區域、城市、小鎮都有屬於自己的二手市集，是當地居民的假日休

閒活動之外，也漸漸成為觀光客的行程之一。里爾的二手市集有別於一般，它擁

有歷史久遠的在地文化傳統，在經過幾世紀的變遷後，有種盛會般的節慶氛圍。

既然是節慶般的形式，想必會有節慶學術研究所探討的主要研究主題之一，也就

是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環境的影響。本章節將呈現節慶影響方面的分析與成果，

逐一討論在這個案裡所出現的論點，並分析彼此之間的相互關聯性。以實地訪談

資料所分成的四組訪談對象對於每個層面影響的看法為分析依據，展現出對於此

二手市集之節慶影響的不同觀點。 

第一節 經濟效益 

節慶活動中的經濟影響一般來說都是為城市帶來正面效益大於負面的影響，

因此許多城市都會因為這個理由而爭相舉辦大型節慶，且在許多效益中可以歸納

出兩種類型：有形（tangible）和無形（intangible）。有關金錢方面的收入都是屬於

有形的效益，像是商店、餐廳的營收、外來造訪者的過夜住宿費、交通費、工作

機會增加等有實際的物質表現，而無形的影響這裡指的就是整個城市帶給其他人

的印象，也就是所謂的城市意象。 

一、 金錢收益 

評估節慶中經濟影響最簡單的方式可以從造訪者在的這期間所有花費中看出，

以店家、住宿和各個交通方式來比較這兩天和其他日子的營收，然而這些都屬於

店家的商業機密，商家不會輕易給與資料，再加上官方主辦單位也不願意透露，

因此，若要獲得這方面的資訊，只能從需求面的造訪者角度中取得，呈現一般大

眾對於這個大型二手市集的經濟概況。就筆者所進行的訪談資訊中，不管是有擺

攤或是沒有擺攤的造訪者都認為，此二手市集節慶活動能為里爾帶來更多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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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比例佔總訪談人數的百分之六十六。其中一些人認為，有人潮就等於是有

錢潮，是一般人都會直接想到的觀光之財。在車站一旁一直觀察著大家的男士（D3）

說到「很多英國人會來，只要很多人來就一定會有錢，因為會買東西。」況且，

年約青壯年的女士（C6）更是一語道破地說，「會來到這裡（二手市集間大拍賣）

的人都是要來花錢的。」而從里爾嫁到巴黎的小姐（D7）也提到「活動會帶人來

到里爾，對城市的整體經濟很好。」 

然而，所謂的錢潮都紛紛與生活必需之食衣住行有關。不管是任何一個分類

的受訪者，回答都離不開餐廳、旅館和商店這三種，其中又以餐廳最為多數受訪

者所提到。像是住在附近城市的先生（A4）認為「確實會促使城市的經濟，很多

人會從法國其他地區或是歐洲各地來，那些人都會到餐廳裡吃飯。」吃淡菜時坐

在隔壁的小姐（C1）提出了很重要的一個觀點，「買東西對經濟來講是很重要的。」

當時遇見這位受訪者的當下就是在餐廳內，上述資訊可以歸納出在這段期間獲得

最大的利益會是餐廳業者。再針對小姐說訴說的觀點，消費是促進經濟的方式之

一，有買賣行為才會持續地轉動整個經濟循環，這也就是為什麼臺灣在西元 2009

年時，為了應對西元 2008 年時的經濟不景氣而導致消費緊縮的狀況，政府發放消

費券給每位人民去花錢，開始刺激消費。而里爾裡的餐廳業者這幾天的營業額佔

整年度的百分之三十，是相當高的比例197。 

除了觀光所帶來的財富之外，向官方網站或是當地媒體購買廣告也是促進當

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以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高知名度，各個媒體必定大肆報

導，吸引許多企業購買報紙中的廣告，讓媒體有所盈利。相反地，媒體的大量曝

光，使二手市集的名聲更加響亮，那些購買廣告的商家的曝光度和收入也跟著成

長，一起互相幫助地往上發展。在里爾市集的官方網站中，有一個欄位特別是擺

放和商家合作的推銷（PROMO LA BRADERIE DE LILLE）（請見圖 5-1），每年會

                                                
197 L’Opinion, < Braderie de Lille annulée: des pertes chiffrées à 37 millions d’euros?>, 

http://www.lopinion.fr/edition/economie/braderie-lille-annulee-pertes-chiffrees-a-37-millions-d-euros-107

955 , 2016 年 11 月 3 日檢索。 

 

http://www.lopinion.fr/edition/economie/braderie-lille-annulee-pertes-chiffrees-a-37-millions-d-euros-107955
http://www.lopinion.fr/edition/economie/braderie-lille-annulee-pertes-chiffrees-a-37-millions-d-euros-10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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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一樣的合作對象，以 2015 年為例子，在二手市集時，如果使用手機預約共乘

車之應用程式－Uber，第一趟有特別的搭乘優惠。透過網站刊登的方式增加他們

的知名度和業務收入，也連帶提供了消費者另一種交通選擇到達二手市集。 

 

 

 

 

 

 

圖 5-1 官方網站與企業之合作 圖 5-2 免費小型報紙的啤酒廣告刊登 

 

 

 

 

 

 

 

圖 5-3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2013 到 2015 年之住宿率 

 

 

 

 

 

  

除了官方網站設有這樣的一個優惠合作欄位之外，許多當地媒體報紙都會在

這期間以特別專題的方式報導這個活動，再加上像 Direct Matin Lille Plus 這樣免費

發放的小型報紙（請見圖 5-2），其高度可及性的情況下，更能吸引許多廣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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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住宿也是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提升當地經濟的其中一環，依照市集

的高度知名度，在舉辦期間的星期五、六和日之住宿比率想必是到達將近百分之

百。藉由西元 2013 到 2015 年的住宿統計為分析依據（請見圖 5-3），其可以得知

這三年當中，入住率都達到八成以上，且在西元 2015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晚上甚至

高達百分之九十九 。198 再加上觀察其房間的平均價格（Prix Moyen）一年比一年

還要提高，表示這個節慶活動越來越多人趨之若鶩，業者才會藉此機會提高價格

的現象出現，目的為拉高整個平均房間收益，這也說明了此二手市集的舉辦確實

會讓當地飯店業者有相當大的正面利益。 

 素有交通要道的里爾，交通便利性是拉高大型二手市集造訪人數的要素之一。

距離巴黎只有一小時高速鐵路的時間，里爾是既快速又方便的觀光目的地，使里

爾大型二手市集每年擁有約有兩百萬人數的參與，為期兩天的活動就像上述所提

到，是住宿業者的獲利時期。但是像這樣便利的交通，可能變成訪者不會特地留

在里爾過夜。筆者在西元 2015 年訪談的星期六傍晚時，在里爾歐洲車站和里爾佛

蘭德車站裡看到許多火車班次以及正要離去的造訪者。對於住在巴黎、布魯塞爾、

倫敦等車程最多只有一個多小時的人就不會特地留下來，會住一晚的多半會是住

比較遠的荷蘭甚至是更遠的人。即使如此，在西元 2013 至 2015 年的住房率並沒

有因此下降，想必交通便利對住宿業者收益影響並不大，還是有許多遠道而來的

造訪者。 

綜觀訪談和田野觀察等資料發現，基本上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最大的受益者為

攤販和各式商家，活動期間不用付任何攤位租金，所有賺取的費用也都歸攤販自

己，市政府沒有藉著收租金額外賺取任何金錢，只有推出「二手市集套裝行程」，

但還是付出相當大的花費。根據西元 2013 年的媒體資料，199 由於此二手市集是

                                                
198 Hospitality ON - Actualité hôtelière internationale, <Annulation de la Braderie de Lille> 

, http://hospitality-on.com/actualites/2016/08/05/annulation-de-la-braderie-de-lille/ , 2016 年 11 月 4 日檢

索。 
199  Radins ,<Braderie de Lille : combien ça coûte ?>, 

 

http://hospitality-on.com/actualites/2016/08/05/annulation-de-la-braderie-de-l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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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爾相當重要的文化節慶，市政府設有長期的組織專門規劃，大約有 400 位市政

府官員的薪資，再加上星期六到星期日之間的垃圾量高達 400 噸，需要處理的清

潔人員，所以人事部分的開支就已經是 360 萬歐元。活動期間公共廁所的租賃，

共出租 14 個，一個租金是 1500 歐元，包含運送、安裝和清理廢棄物，總共花費 2

萬歐元，外加 2500 個裝可回收物品的紙箱以及一些通訊預算，在這個部分大約有

40 萬歐元。當然也勿須考量到安全，千名警察的派動薪資一個小時最基本要 40 歐

元，全部共 120 萬歐元；300 名消防員則是 5 萬歐元。簡單的計算總花額最少有 1

億 6 千 5 百萬歐元於兩天的大型二手市集，且每年都會舉辦，支出相當龐大。 

反觀商家的收益，如果一位造訪者的皮夾裡平均有 20 歐元，包含吃、喝和買

東西，而市集的造訪者將近 3 百萬人次，這樣這個週末總共就會有 6 千萬歐元的

營業額。以活動時間 33 個小時來計算，每一個小時超過 180 萬歐元的進帳，再平

均分攤在 1 萬個攤位，每一個攤位可以在這個週末賺取 6 千歐元，商家確實受惠

最多，可以知道為什麼數以千計的專業舊貨商不惜遠距離都要到里爾大型二手市

集中擺攤。 

里爾從以前紡織工業到近年都是商業為主的城市，也利用興建 Euralille 吸引

外來投資和國際商業人士，200 因此，整個里爾市的城市經濟來源並不是以觀光為

主，且這個節慶對里爾市政府來說並不是可以獲得確實的收入，更不會特別依賴

節慶活動這兩天的所得。但以攤商、專業古董商、商店和特別是住宿業的角度來

看，這個大型二手市集或許會是大撈一筆、提升業績的重要日子。由於近年歐洲

恐怖攻擊事件頻頻發生，為了安全的考量而取消了西元 2016 年的大型二手市集，

許多商人和飯店業者因此受到相當大的打擊，這兩天通常會是極力推銷一年中尚

                                                                                                                                  
http://www.radins.com/dossiers/sorties/braderie-lille-combien-ca-coute,1326.html , 2016年 11月 10日檢

索。 
200 Thornley, Andy, and Peter Newm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urban governance and planning 

projects: Malmö, Birmingham and Lille.”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4.5 (1996): 579-593. 

 

http://www.radins.com/dossiers/sorties/braderie-lille-combien-ca-coute,1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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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賣出的一些商品，201 對這些業者而言可能會相當依賴這個二手市集活動。因此，

即便里爾市政府需要花大筆的經費舉辦這個節慶活動，其目的不是為了實質上的

金錢收入，而是促使當地人和相關企業等間接經濟效應。 

二、 增加當地人收入 

一般節慶的舉辦主要是為了其帶來的觀光人潮之中的經濟效益，就算不是為

了這個原因所舉辦，卻是最先看見的優點。以舉辦城市的角度，節慶還可以增加

當地居民的額外收入。在里爾大型二手市集中，由於保有了傳統的飲食文化，所

有的餐廳都會提供淡菜和薯條這道料理，且幾乎所有到達里爾的人都會特地品嚐，

因此餐廳所需要的服務生、廚師、幫忙支援等工作機會在這期間瞬間暴增。獲得

利益的不只是餐廳，連同其上游廠商也會跟著受惠，像是捕撈淡菜的漁夫、種植

馬鈴薯的農人、中間運送的業者以及菜餚會使用到的任何一樣食材。而飯店業在

這期間幾乎客滿的住宿率，人力派遣的機會比平常增加許多，這些人會比平常忙

錄但卻也是賺取更多生活費的機會。 

然而活動中收入方面的效益可能只針對特定的族群，就像是先前也有提到，

在節慶活動中最能明顯看見的收益的大多為餐廳和飯店業者。以沒住在里爾的受

訪者中，有將近一半的人都是這樣認為，像是在里爾歐洲車站裡遇到的女士（C3）、

來自荷蘭的先生（C8）和帶小孩來逛的男士（C10）的想法都是「只對特定商人有

利」或是「對餐廳或是商店比較有利益」。另一些人的想法剛好相反，一致都認為

整體是對大家都很好的一個活動，住附近城市的先生（A4）提到：「我不是這麼覺

得，不管是商店還是人們都有一起在參與買賣」、從史特拉斯堡來的小姐（C2）表

示「這是這裡的傳統，不是對什麼『特定』的人而存在甚至是有利益。」年紀大

約青壯年的男士（C9）也認為「因為是對整個商業環境很好，因此對全部的人都

                                                
201 Actualités CCI ,<Annulation de la Braderie de Lille : un coup dur pour l’économie >, 

http://www.actu-cci.com/territoires-europe/13677-annulation-de-la-braderie-de-lille-un-coup-dur-pour-l-e

conomie , 2016 年 11 月 3 日檢索。 

 

http://www.actu-cci.com/territoires-europe/13677-annulation-de-la-braderie-de-lille-un-coup-dur-pour-l-economie
http://www.actu-cci.com/territoires-europe/13677-annulation-de-la-braderie-de-lille-un-coup-dur-pour-l-econo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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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有一些住在里爾的受訪者也都支持這樣的說法，甜點店遇到的小姐（D2）

覺得「大家都是在做買賣，沒有特定對誰比較有利。」在車站觀看大家的一位先

生也贊同這個說法，「對大家都會有益，有的人甚至還會從中得到娛樂。」但也是

有居民持反面意見，承租給筆者的民宿主人（D1）說到：「因為曾經擺過一次攤位，

也沒賺到什麼錢，只是清空不需要的東西，但對古董商來說，是不一樣的，如果

是他們的話一定可以賺得蠻多的。」 

即使大致上都認為餐廳、飯店和商店業者相對來說得到比較多的利益，但筆

者認為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所創造出來的收入其實就是「只要想要的人都會有這個

機會」，畢竟只要有擺設攤位，就有多一點收入的機會在。當然，結束之後這樣的

收入也就消失了，是一個短期的收入來源，這樣的經濟效益只是短暫之計，並不

能成為永久的策略。但這樣的短暫收入並不會被認為是個負面影響，對有些民眾

來說反而會認為這本來就是多出來的，並不是個主要的收入，能多賣一個東西就

是多一賺一點錢，有賺到就是有得到利益，並不會只有某一部份的人才會有益。  

此大型二手市集的主要活動是讓居民可以在城市中隨意擺攤，免收任何租金，

對他們來講是多少賺取生活收入的機會，也順便清理家中不需要的東西。免收租

金本身就是減少付出的成本，再加上販賣的東西多半都是二手舊物，所以基本上

是沒有什麼需要先投入的金錢成本，獲利相對就比較高。免費租金的制度是諄循

著最初的起源，主要是剛開始發展時，大家都是隨意某一天在市中心的廣場上做

買賣而已，也不是什麼長時間固定的攤位，後來越來越繁榮時，市政府也沒因此

為了管理秩序而增收租金，保留其最初的精神。而這樣免費的攤位制度持著正反

兩面的看法，有時還會衍伸出一些問題，像是從里爾嫁到巴黎的小姐（D7）認為： 

「免費是很好，每個人都可以擺攤，但有些問題是，兩個星期前就會有人

開始在佔地方，會多出一些噪音。像我媽媽在城裡開店，有人兩個星期前

就在店門口擺東西，造成很大的不方便。覺得非商業用途的攤販也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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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之類的做法，才不會為了佔位子而打擾到別人。」 

但也是身為當地居民的民宿女士（D1）「不覺得這會造成很大的困擾，如果有

些爭執大家會互相協調位置，促進彼此的互動交流。」採取這樣樂觀的想法。

如果以攤販的角度，認為沒有租金是件很好的事，且住附近城市的先生（A4）

甚至覺得「因為攤位是不用錢的，很多人會再回來擺攤。」增加攤商的回流率，

不怕沒有攤販來這裡擺攤，因此可以一直持續的舉辦下去。 

免費的攤位讓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這個節慶活動，不管是任何年齡、身份都可以

擺攤位，並不會只侷限於專業的古董商和二手貨買賣者。造訪者也並不會受限於

需要特殊文化素質，像是高度的鑑賞能力、藝術背景等，雖然有一些專業的古董

和藝術品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識才能知道其價值，但以先前提到過二手市集多元

商品的特點，也包含許多一般的日常用品，就算真的不懂藝術品的價值，想要買

的人還是可以買，並不會有何不妥。因此，人民或是攤商的節慶活動之可及性提

高，只要有想要擺攤、想要逛二手貨的人，就算是小孩子也可以參加。對於節慶

活動來說，由於經濟效益之中的免費攤位之做法，也促進社會文化方面的正向影

響，讓節慶不再只是特定群體的人才能參與活動，而是普及到世界上所有的人。 

三、 促進城市意象 

上述兩個部分討論節慶活動的有形經濟效益之外，還存在著許多無形的好處，

造訪者所帶來的金錢之餘，城市的意象、名聲和城市品牌的建立都是屬於無形的

收益。這樣無形的效益不像是有形那樣可以快速地見到成果，比較屬於中長期形

塑城市的一種策略，也是促進當地產業發展的輔助。因此，節慶經常用於地方行

銷決策的方法之一。在歐洲，法國屬於農業大國，基本上沒有許多工業城市，除

了位於法國南部的馬賽（Marseille）之外，另一個就是位在北方的里爾。在第三章

時描述到，原為工業紡織大城的它，是人們一聽到會直接聯想到的印象。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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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蕭條之後，城市積極地轉型成為文化城市，多方面使用當地文化特色當作是

工具，企圖轉換對里爾的景象，而節慶活動也屬於其中之一。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成功讓整個城市擁有一個不一樣的印象，只要時間來到了

快要舉辦的九月，對此有興趣的法國人會在假期中排入這個活動，專門前來觀光，

成為城市中的觀光吸引力及特點，連附近國家、城市也都爭相來到里爾參與這樣

的盛大活動。依照筆者訪談到住在里爾的居民，他們都一致認為這個市集是個很

好的活動，民宿主人（D1）表示「它給城市一個很好的景象。」從里爾嫁到巴黎

的小姐（D7）也說到「這樣一個傳統，讓整個城市有名了起來。」對不是住在里

爾的外來造訪者的角度，來自 Douai 的先生（A3）對於里爾的印象就是「擁有歐

洲最大的二手市集」。帶著小孩來逛的男士（C10）回應：「讓大家知道這個城市，

給予其他人對里爾有這樣的一個形象，比較知道這裡。」此外，吃淡菜時坐在隔

壁的小姐（C1）延伸這樣意象，還會「藉此機會帶來許多人潮和錢潮」，也就是呼

應到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提高觀光人數以及其經濟收入。當然也有可能是正處於二

手市集之中回答才比較偏向於這個方面，但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在的話，這

些人根本不會來到里爾特地參加一個大型二手市集。 

雖然里爾大型二手市集只是促進城市意象的一小部分，但卻可以說是相當成

功地為里爾加分，讓人不再只認為里爾是一個陰冷的城市，也不再是個經濟衰敗

的後工業樣貌，而是假期快要結束時的好去處，也是二手舊貨的天堂。即使西元

2016 年因為安全的問題而取消，里爾市政府為了不讓大家失望，在這兩天安排了

一連串的文化活動做代替，給予外界另一個印象，即使大型二手市集取消了，里

爾在這兩天仍然舉辦著文化節慶，持續改變著城市的形象。 

第二節 社會文化影響 

節慶是文化的一種呈現方式，也是最容易讓社群外的人知道這個文化的方法。

就像上節所提到，里爾當地的大型二手市集，透過節慶舉辦的方式，讓全法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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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們有這樣的文化傳統活動，甚至揚名至法國以外的地區。在文獻回顧中有

提到社會文化影響的概念為「當地人與觀光客雙方之間的所有互動」，在里爾的二

手市集活動裡，透過擺攤的攤販以及消費者之間的買賣交易為互動，表面上看似

稀鬆平常的商業行為，卻真實地表現出里爾二手市集的文化特色。 

一、 文化商品化與文化真實性 

文化展現之餘，節慶所吸引的大量人潮，為整個城市帶來許多經濟的收益，

這樣的優勢讓每個城市頻繁地舉辦，久而久之，整個節慶漸漸變的趨向造訪者所

需求的方向而不是符合當地居民的傳統，最後可能導致文化失去原本的樣貌，也

就是文化變得像是一個為了要賣給消費者而創造出來的商品一樣，專門設計給消

費者來購買。再加上商品大量製造的同質特性，文化變得一點特色都沒有，和其

他文化並沒有什麼不同，這樣看似文化節慶會面臨到的商品化問題，里爾大型二

手市集比較不符合這種情況。基於本身的文化就是屬於商業性質，二手買賣的文

化特性反而會因為眾多的造訪者而更打亮名號。法國各地區每隔一、兩個星期就

會舉辦一次二手市集，顯得里爾的二手市集不是這麼特殊，參加過一次就不會再

來第二次。但來自不同背景的攤商所帶來多元的二手商品，大幅降低節慶同質性

的問題，且法國二手市集的類型也有些許不同，不足以讓文化變得同質化。因此，

整體上里爾二手市集不能算是文化變得商業，而是商業就是他們的文化。 

即便商業就是文化，但隨著節慶的名聲遠播，成為越來越多觀光客的目的地選

擇，節慶中的觀光元素太多是否會漸漸失去當地原始的文化精神，在實地訪談時，

住在里爾的居民，想法各持不同的觀點。一位年長的女士（B3）說「經過很長的

一段時間後，市集的傳統精神都不見了。」在車站一旁一直觀察著大家的男士（D3）

認為文化的精神就是要靠持續不斷的造訪者延續下去的，並堅決地說：「不！不！

不！像你來這裡，你就知道這個 Braderie，這樣它就不會消失，很多不同的造訪者

來就會有傳達這個活動下去的機會。」主座教堂旁遇見的男士（D4）也表示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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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 

「我不覺得這裡的精神、氣氛有不見的情形，幾乎是一樣的。淡菜和薯條

是這裡的特殊文化，像淡菜殼這樣典型的文化是有傳承下去的，所以精神

一直都在，不會因為造訪者越來越多就不見。」 

雖說如此，隨著一般商店、非二手貨的批發攤販（請見圖 5-4）的普及化，居

民對二手物買賣的傳統有逐漸被掩蓋過去的情形，許多造訪者前來的動機傾向購

買新商品的大特價，漸漸失去原有的二手買賣精神，文化的真實性反而不是因為

文化商品化的因素遭到變化，而是大型二手市集裡一同參與節慶的商店拍賣以及

批發價新商品的攤位而變質，造訪者所看見的文化並不是最真實的文化。一位中

年女士（D5）表示： 

「擺攤的性質改變了，以前有賣很多很好的古董，但現在越來越多奇奇怪

怪的東西或是賣吃的…從前都是在買賣古董、傢俱，現在變得好觀光。雖

然也是有特定一條街在賣傢俱但是範圍每年越來越小，且大概是十年前開

始偏向這樣的攤位形式。」 

 

圖 5-4 非二手貨的批發攤販 

另一方面，不是住在里爾的造訪者對於觀光可能會讓節慶活動喪失原始的意

義有不一樣的見解。住在附近城市的先生（A4）「不覺得會因為觀光而失去市集原

始的精神，現在依然還是一樣在二手貨物的買賣活動。」在里爾歐洲車站裡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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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士（C3）也不認同，「因為來這裡的人是為了舊貨市場買賣（la brocante）和

舊貨（l’occasion），而不是來觀光。」表示不會因為觀光客便多就會失去二手買賣

精神，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為了二手貨而來的。從荷蘭過來的先生（C8）表示：「這

是個二手市集，有像我這樣從城市外的觀光客來，才能讓二手攤販有更多的生意。」 

然而，大多數都認為不會失去原有的精神，但是對於其歷史來源卻一無所知，

怎麼知道現在的大型二手市集和最初沒有不一樣，全部 15 位不是住在里爾的受訪

者只有 3 位知道，且大部份不是很清楚的受訪者，有三分之二並不認為有需要知

道市集的歷史由來，但也是有一些受訪者覺得很有趣，會想知道一下。就連住在

里爾的 12 位受訪者也將近超過一半的人（7 位）不知道最初的起源，顯現出造訪

者參與一項不知道是什麼文化的節慶活動。這樣的問題市政府也有觀察到，官方

網站有詳細地整理出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來源及發展脈絡，在免費發放的節慶地

圖小冊也有簡介其歷史，目的是為了讓造訪者能夠多了解這個活動，盡力去維護

節慶活動的真實性，而不只是來狂歡、娛樂、買東西的一個大型派對。這樣的做

法或許有產生一點小作用，在一條相當擁擠街上遇見的一位女士（C7）曾說： 

「我知道這裡的歷史，剛剛才在手冊上看到，你看手冊上面都有寫…我認為

不用付攤位錢很重要，因為這是 19 世紀就開始留傳下來，覺得需要讓大家

知道這裡的由來。」 

但是，造訪者不知道起源，只知道來到這裡可以買東西和吃東西，就直接等於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失去真實性嗎？答案並不竟然，真實性的追求是一種因人而異、

多樣性的概念，Wang 也於西元 1999 年提出對於真實性的體驗分成三個種類，202其

中存在主義真實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在節慶中時常出現，對於造訪者的角

度，節慶是不是原本的樣子已經不是很重要了，而是注重在自身體驗的感覺以及

                                                
202 Wang, Ning.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6.2 (1999): 

34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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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的互動關係。里爾大型二手市集變相地迎合只想要買特價新商品的造訪

者，但同時也保留傳統的二手買賣，成為不同類型的造訪者都會參與的節慶，也

間接提升了里爾的城市意象。因此，文化的商品化不一定全都是負面的，有時候

節慶的這些形變可以符合到不同的客群，以達到節慶活動的永續發展、文化的延

續。為了不讓外來造訪者和當地居民兩端失去平衡，一昧導向造訪者的需求而失

去文化的真實樣貌、變得與在地脫節，當地人的想法和參與度是很重要的一環。

如果里爾大型二手市集只有外來的二手攤販或是造訪者，亦或是充滿著新商品的

攤位和商店，這樣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失去。 

二、 社群感與驕傲感 

當地居民與文化節慶的連結是減緩整個節慶趨向商品化的方式之一，其連結

包括了一個社群的整體意象和文化特色，再加上整體意象的提升會使當地居民對

自己的文化產生一種驕傲的感覺，這些都是屬於社群感的一部份。里爾大型二手

市集的獨特性成功地吸引外來造訪者來到里爾觀光和參與擺攤，像是年約青壯年

的女士（C6）覺得「這的確是有別於其他法國城市，因為它的規模是無人能比的。」

兩位一起擺攤的女士（A5）邊擺攤位邊受訪：「是相當特別的一個市集，從早到晚

都不間斷，而且以馬拉松大賽為開場很有趣。」另一些受訪者認為真正特別的是

里爾的飲食文化，一位年約 40 多歲的女士（C4）說到：「淡菜和薯條才是其他市

集沒有的獨特文化，並不是二手市集本身。」穿著時髦的女士（C5）則覺得：「淡

菜和薯條與二手市集都是這裡的傳統，全都可以使里爾和其他城市的市集有所區

別。」這樣文化的獨特性確實讓外界對整個里爾的看法有不一樣，且上一節的經

濟效益中有提到，城市意象的正向改變是經濟之中的無形收益，但同時也代表著

對於一個社群的印象，顯現出社會文化影響和經濟效益之間的相互關係。 

 依據受訪資料，這樣的二手市集節慶對於大部分的當地居民來說也是相當特

別的，一位中年女士（B1）表示「這個二手市集是里爾的特點（particularité），整

 



114 

 

個城市都是，且有分很多區域，和其他法國城市不太一樣。」只有賣二手衣物的

女士（B2）回答：「那是當然的! 這是屬於北方的時刻（Le moment du nord）。」從

此可以知道這位住在里爾也有擺攤位的受訪者對於這個市集的舉辦感到相當地驕

傲。這位受訪者驕傲的原因或許是來自於，平常對於娛樂的節慶都只會想到巴黎

或是法國南部地區，很少有北方節慶的印象。里爾大型二手市集讓大家對於北方

有不一樣的想法，一到入秋的季節會直接被聯想到，也被當作是一個假期結束的

最後狂歡。除此之外，淡菜和薯條真的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位年輕的小姐（D6）

說：「或許淡菜是很獨特的，我在別的地方的二手市集都沒看過。」二手貨買賣市

集確實是到處都有，但唯獨淡菜和薯條這樣的飲食方式，是只有里爾和整個北部

地區才有這樣的傳統，也相當具代表性。 

這樣的觀點也是一些不住在里爾受訪者的想法，代表在部分的觀點中，這一

個大型二手市集（Le Braderie de Lille）可以算是里爾的文化代表，但更確切的文

化應該是指這裡的傳統飲食。來自比利時的女士有提到（A1）：「里爾二手市集是

可以代表里爾的文化，像是其中的淡菜和薯條的文化。」來自 Douai 的先生（A3）

也提出一致的看法，「是有代表里爾的文化，因為是這裡的傳統，而且淡菜和薯條

為北方的特色菜。」在回答時都直接點出特色飲食。另外，對於住在里爾也有擺

攤的受訪者（B 類型）都不認為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是一種「文化」，一位中年女士

（B1）表示：「我並不會說是里爾的文化，而是一種商業行為以及和外來人相互交

換的一種活動。」一位年長的女士（B3）則認為「這是里爾的起源（l’origine de Lille），

不是文化」。一大早就擺好攤位的女士（B4）覺得「可以代表里爾但不是文化，而

是一種生活方式」。表示出每個人對於文化都著不一樣的定義，但唯一能確定的是，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這樣的傳統活動，充分地融入到居民心中並對於這個市集有所

認同，才會有別於外來造訪者的想法，一致認為里爾大型二手市集就等於里爾的

代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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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向外發揚，提升整體的城市意象，對當地居民來說會增

加驕傲感，認為像這樣的大型二手市集竟然能吸引這麼多的造訪者，也有遠到而

來的觀光客，而且是全法國人以及附近其他國家都知道的著名活動。一位中年女

士（D5）很肯定地回答並表示：「因為這是個很特別的傳統。」一位年輕的小姐（D6）

的想法為「很驕傲，因為大家都知道，而且是特地為這個活動而來。」從里爾嫁

到巴黎的小姐（D7）也說：「當你和其他人說你來自里爾時，他們就會直接說到這

個活動，這是相當驕傲的一件事。」然而，一位年長的女士（B3）則覺得「這不

算是驕傲，只是一種習俗（coutume）」，比較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還沒到驕傲

的程度。除此之外，承租給筆者的民宿主人（D1）說：「我並不是一開始就住在里

爾，所以沒有驕傲的感覺，但如果我本來就是這裡出生的話，我可能會覺得非常

的驕傲。」儘管如此，里爾大型二手市集讓當地居民對於里爾感到驕傲的比例是

相當高的，這樣的驕傲感會逐漸對二手市集活動產生認同感，並會晉升為對整個

城市的認同，而且還會出現對這個活動抱持著嚴謹的態度，像是筆者的訪談問卷

裡的用詞不是很準確，在車站觀察著大家的男士（D3）看著題目在回答之前先改

正：「不是 Marché aux puces，是 Braderie，這是不一樣的。」他們對於二手市集的

分類說法是相當在意，事後也有許多其他受訪者也紛紛提到，並在當下立刻修改

訪談問卷的用詞。 

節慶是當地居民文化表現的一種方式，有時是需要觀光客來當作是觀眾表示

支持，因而產生他們自己的文化驕傲感，所以居民對於觀光客太多可能會造成文

化商品化、觀光化的狀況且認為是個問題。社群感與認同感的建立對於文化的傳

承和節慶活動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這牽涉到居民對於自己文化的看法。當居民很

看重這個文化，就會盡力去籌劃和參與，讓文化節慶不會漸漸失去它最原始的意

義和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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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感 

地方感（sense of place）為一個地方與當地居民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居

民對於他們居住地的連結以及意識到對自己有意義的地方，也是培養社群感之外

的另外一種讓文化節慶不會與當地脫節的方式。建立地方感首先要讓節慶舉辦在

引人注目的地方，增加到達節情活動的便利性和可及性。里爾大型二手市集舉辦

在里爾市中心開始擴散到將近整個城市，從車站一出來就等於已經開始參加節慶

活動，地理位置相當容易到達。再加上現在科技的發達，還增加手機應用程式軟

體（app）來讓造訪者更能方便的參與活動、逛市集（請見圖 5-5）。而文化資本方

面的可及性，里爾二手市集沒有任何的文化門檻，人們參與的是一個普通的日常

生活文化，並不是需要培養任何藝術文化等先備知識才能了解的文化活動。對想

要擺攤的人，免攤位費整個大幅提高參與者的數量。而不管是追尋二手舊貨還是

為了品嚐道地菜餚的造訪者，只要任何人一來到里爾，都是可以直接參與，沒有

任何的需要橫跨的溝，都是呼應第二章第三節文獻中所提到之增加社群對於地方

的涉入機會。 

 

 

 

 

 

 

 

 

圖 5-5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手機應用程式軟體 圖 5-6 熱心參與擺攤的居民 

 

 

 



117 

 

此外，當地居民的地方感也可以從社群對於節慶的參與感來評估，即文獻所

定義之參與者會從對於此二手市集節慶活動的想法及感覺，所產生出一種對於里

爾市情感上的認同。一位中年女士（B1）表示「我們大家都很投入在其中，擺攤

位真的很有趣。」一大早就擺好攤位的女士（B4）認為「這不算只是在商業買賣，

而是在參加一個節慶活動。」對於有在擺攤位的居民來說，親身去參與擺攤位時，

就等於是潛移默化地表示自己對於這個活動傳統的認可。像是筆者走到離市中心

比較遠一點的小街上，看見一位爺爺在自家門口擺攤，不管是否有沒有很多人會

經過，但也是想一起參與其中（圖 5-6）。長久下來，當這個空間伴隨著人們的許

多時間，並累積相當的特殊經歷及回憶，地方的意義便產生，進而覺得自己身為

這個地方的一分子，建立對於地方的認同感。但是對於沒有擺攤的居民，地方感

就顯得不是那麼明顯。主座教堂旁遇見的男士（D4）並不是很理解參與感是什麼，

只是覺得「我有參與感阿!因為我一起參加了活動。」雖然身在活動之中，但有時

候並沒有和節慶有所連結，心中並不會產生所謂的地方感，只把它當作是一個休

閒娛樂。而在車站觀察著大家的男士（D3）反而認為： 

「住在這裡的人比較不會感覺到很多的參與感，反而是從法國其他地區和

比利時的觀光客比較強烈，因為他們特地來這裡體驗文化、參與其中，我

只是把它視為和平常一樣。」 

或許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參與感可以從有沒有擺攤來區分，有一些不是住在里爾

但是有參與擺攤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有參與節慶的感受。住在附近城市的先生（A4）

覺得「我覺得有投入到這個活動，很有參與感。」來自比利時的女士（A1）也有

提到：「我自己很喜歡擺攤，而且這樣讓我感覺到我是真正地參與了一個節慶活

動，不只是走走看看。」他們兩位都是有在節慶中擺攤的受訪者。 

因此，地方感的塑造不一定只針對居民，對於來到里爾擺攤的外來造訪者來

說也是讓他們衷於文化節慶的培養，建立節慶的忠誠度，讓他們會一直持續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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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訪談資料中顯示，只有少部分的外來受訪者是第一次造訪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大多都來超過兩次以上。年約壯年的先生（A2）大概來了第四次，而來自 Douai

的先生（A3）說他「來過很多次了，這次以經是第八次來擺攤。」單純來當消費

者或是觀光客的受訪者，像是在里爾歐洲車站裡遇到的女士（C3）也不是第一次

來，並且表示出「一直都很符合我的期待，我都能在這裡找到巴黎沒有的特別東

西。」此外，對於第一次造訪的 4 位觀光客中，從荷蘭過來的先生（C8）覺得「相

當符合我所想像的，因為來到這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其中一位並不是很

滿意，在街上遇見的一位女士（C7）認為「這樣的節慶實在是太商業了，不是很

滿意。」 

住在里爾的受訪者們全部都不是第一次參與節慶活動，只有賣二手衣物的女

士（B2）每年都會到這裡擺攤、一大早就擺好攤位的女士（B4）是第二次來，她

說：「第一次來是想要有個擺攤的經驗，今年會再擺攤是想要賺點錢。」另一位年

紀約 60 幾歲的女士（B3）則是在這裡出生的，到現在還在參與二手市集擺攤。沒

有擺設攤位的居民受訪者的部分，承租給筆者的民宿主人（D1）說： 

「雖然每一年對我來講都差不多，但還是很滿意這個活動。唯一會影響我

的應該是天氣，有時候是晴天，有時候就會像今年一樣陰雨綿綿。」 

然而，居民同時也是最直接了解節慶活動的變化，有時候會影響到參與者的期待，

在甜點店遇到的小姐（D2）表示：「我住在里爾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期待的感

覺到有一點下降。」一位中年女士（D5）也有提到：「我住在這裡 30 年了，我常

常來，一直都蠻符合期待的，只是最近幾年太多商業的氛圍。」 

大致上的居民都對大型二手市集的認同度相當的高，讓受訪者對於市集的認

同感轉換成分數，1 到 10 分之中，全部都超過 5 分以上，且平均都落在 7、8 分，

有三位甚至給到 10 分滿分。來自比利時的女士（A1）給 9 分的原因是「組織以及

籌劃的很好」。來自荷蘭的先生（C8）的評價也很高，認為「這個對在不同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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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之中的經濟很好。」商店店員小姐（B5）則給予滿分：「沒什麼意外發生，一

直都有警察在巡邏，很安全。」但一位中年女士（B1）卻因為安全的問題而扣了

一點分數： 

「一切都很好，對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只是安全會是個問題。這兩年的安

全措施還可以，之前都會有一些鬥毆出現，但現在比較少了，所以覺得安

全可以持續進步。」 

觀光客對里爾二手市集給的分數相對來說就低了一點，覺得市集變得已經不

像是從前那樣。年紀大約青壯年的男士（C9）說他給 7 分是因為：「這已經不是我

30 年前所熟悉的 La Braderie，現在太商業化了。」年約青壯年的女士（C6）覺得

「有很多商業賣家，我沒有很喜歡。」另一位也有同樣的想法，街上遇見的一位

女士（C7）給了全部受訪者之中最低分 6 分，表示「現在太具商業化了，但是這

市集還是一樣棒。」表示還是有很多專門為了二手貨物買賣文化的外來造訪者，

對於文化商品化的情況而下降其認同感。 

另外，根據上述所整理對於此活動看法的資料還可以觀察出，不管是有沒有

擺攤的當地居民還是外來造訪者，都有部分的受訪者是不只參與過一次這個活動。

兩方在回答中都有談及到和「從前不一樣」或是「現在變成如何」等類似情況，

證實文獻所表示地方感是會依照時間而產生不同的變化。 

另一方面，文化的相似性太高可能會使造訪者對於節慶產生文化倦怠，二手

市集是每個城市都會舉辦的休閒活動，使里爾的二手市集也不足為奇，或是每年

舉辦的形式都是一模一樣，去過的造訪者就不會想要再去。而舉辦節慶的人為了

想要吸引外來觀光客，因此會朝著觀光客的需求所規劃或是發展，所以新商品折

扣就顯得越來越多，久而久之文化節慶的真實性會逐漸消失，變得來到里爾的人

並不是為了想要來逛舊貨、古董等二手物品，而是來買折扣新商品。所以上述所

提到的受訪者才會認為市集越來越多「商業」氣氛，指的是現代新商品特價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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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態增加，失去了二手市集原本販賣二手物品的真實樣貌。這會造成當地居民

對於這個節慶和地方的連結性降低，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參與感，最後整個文化

特色就不是許多法國受訪者口中一直強調的這麼的「傳統」（tradition）。因此，社

會文化影響是一個文化節慶所需要去注意和評估的一個部分，需要時時刻刻把關，

才能確實維護及保存文化的傳承。 

第三節  環境影響 

能夠在短時間湧入大量人潮的觀光活動非節慶莫屬，在經濟層面看似是件好

事，能夠快速擁有許多金錢的收入，但對環境卻是加快傷害速度的起因。污染是

首當其衝，空氣中的污染來自於到達里爾的任何交通工具，因為進入城市的需求

增加，因此加開比平常還多班次的火車、巴士或是飛機，製造出來的廢氣可能會

是是平常的好幾倍。然而這還並不是最嚴重的問題，大量垃圾的製造才是里爾大

型二手市集對整個環境有所傷害的主要因素。 

一、 環境污染 

在市集開始不到半天，筆者觀察到街上開始看見散佈在各處的垃圾堆，隔天

一早雜亂依舊，到了下午變成要邊走邊躲避垃圾（請見圖5-7）。這樣的誇張景象是

里爾二手市集之環境污染相當嚴重的狀況。根據當地報紙媒體的整理報導，西元

2015年的垃圾量高達400噸，203且每位受訪者的回答，幾乎所有人都直接認為垃圾

是造成環境的負面影響。沒有住在里爾的造訪者，像是來自Douai的先生（A3）直

接表明：「大量的垃圾會造成環境的污染。」來自荷蘭的先生（C8）也說：「到處

都是垃圾堆。」就連住在里爾的居民都紛紛說起垃圾的問題，像是販賣二手衣物

                                                
203 La Voix du Nord ,< Braderie de Lille 2015 : le b.a.-ba du chineur, de A à Z >, 

http://www.lavoixdunord.fr/culture-loisirs/braderie-de-lille-2015-le-ba-ba-du-chineur-de-a-a-z-ia1606b0n

3014109, 2016年 11月 22日檢索。 

 

http://www.lavoixdunord.fr/culture-loisirs/braderie-de-lille-2015-le-ba-ba-du-chineur-de-a-a-z-ia1606b0n3014109
http://www.lavoixdunord.fr/culture-loisirs/braderie-de-lille-2015-le-ba-ba-du-chineur-de-a-a-z-ia1606b0n30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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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士（B2）提到：「有很多垃圾（beaucoup de poubelle），而且晚上也很混亂。」

另外，一位秘書女士（B4）說到：「市集之後的混亂（désordre）可能會是個問題。」 

然而對某些受訪者來說，並不完全都是負面的影響。兩位一起擺攤的女士（A5）

講到：「並沒有什麼環境方面的負面影響，組織單位都規劃得很好。」甜點店遇到

的小姐（D2）也認為「沒有很糟，大家都是用走的，可以減少一些空氣污染。」

主座教堂旁遇見的男士（D4）也說到交通的部分：「這兩天都沒有車，覺得這樣對

環境是好的。」 

  

圖 5-7 里爾二手市集第一天的環境髒亂情景 

連承租給筆者的民宿主人（D1）也「不覺得對環境是個災難，但也說不上是好，

或許者幾天因為車輛都不准進出，相對來說可能對環境是蠻好的。」但是她也有

提到： 

「因為太多人，所以街上都非常的髒，有些人會為了想要某些位置，一星

期前就來這裡露營，我不覺得這樣對環境來講是件好事。」 

再者，活動期間完全封鎖車輛進入市區，所有的造訪者這兩天的交通全都仰賴當

地的大眾交通運輸系統或是徒步行走的方式，且為了配合節慶活動時間，大眾交

通系統營運至晚上結束時，確實大幅降低了排放廢氣的數量，在空氣方便對環境

是屬於正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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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年女士（B1）對於環境影響沒有什麼想法，因為她清楚知道「結束後

所有的垃圾都會被清理掉，里爾的清潔服務團隊會在結束後的幾個小時內開始清

洗。」居民對於市政府的後續處理相當清楚明瞭，代表著在籌劃時也有顧及到可

能會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表格 5-2 整理自法國媒體 Direct Matin，204 呈現出里爾市

政府對於環境清潔所執行的相關數據。就像先前提到，在大型二手市集活動結束

後所留下來的垃圾量高達 400 噸，且範圍超過 100 公里的人行道以及 1 萬個攤位

清潔。需要盡可能在市集結束後 8 小時內完成，也就是會從星期日晚上 11 點開始

清潔到早上 7 點。 

表 5-1 環境清潔數據 

400噸的垃圾 超過100公里的人行道 

8小時的全部清掃 10000攤位位置的清潔 

441人的派遣 110台運輸工具 

         2000個紙箱放置可回收的物品 

 里爾市政府把這一個大任務交給一間歷史悠久的私人清潔公司－Esterra。

Esterra前身為TRU，是里爾的垃圾收集、廢棄物處理的清潔公司，服務對象不分公、

私部門，公司營運超過110年的歷史。大規模的清潔行動從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的

清晨，清潔團隊運用翻斗卡車（benne）、挖土機（pelle hydraulique）甚至是鏟土機

（tractopelle）等110台不同的運輸及清潔工具在里爾市中穿梭移動（請見圖5-8），

最後再用洗街車（surfaceuse）清洗街道（請見圖5-9）。Esterra的總經理Jean-Marc 

Thomas在媒體訪問時說到：「你應該看看星期日傍晚到大約午夜的時候，整個

Boulevard de la Liberté、Boulevard Victor Hugo和Vieux-Lille地區的景象簡直就像是

災難電影的現場。」因此，為了確保任務順利進行，動員超過441位的清潔人員，

                                                
204 Direct Matin Lille PLUS：Guide Braderie Lill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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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半小時、每一條街都會即時通報是否需要增加人員或是設備。整個規劃在大型

二手市集開始前的五月就開始準備，而星期日晚上開始的清掃稱作是「大掃除」 

（grand nettoyage），但在市集活動期間，其實也是有一般的清理動作以及環境維護

倡導。 

 再者，官方之社群網站（Facebook）在活動開始前積極宣導垃圾分類（請見

圖5-10）和市政府實地在街上實行垃圾分類措施以增加造訪者的環保意識。在市集

舉辦期間，市政府放置2000個可放回收物的紙箱以及23個大型卡車箱、250個貨櫃

箱的一般垃圾箱（請見圖5-11），如果有沒賣完的物品，可以拿到大都會廢棄物品

回收處理中心（déchèterie）。205 

  

圖 5-8 使用大型機具清理 圖 5-9 清洗街道 

 

 

 

 

 

 

圖 5-10 官方環境維護宣導 圖 5-11 貨櫃垃圾箱 

 

                                                
205 官方里爾二手市集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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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活動的環境清潔是相當困難處理的一環，但在里爾大型二手市集裡籌劃

得相當好，且大部份的造訪者對於主辦者的做法相當清楚明瞭，一點也不擔心後

續的問題。外來的造訪者一般來說是對於節慶過後的狀態最不易瞭解的一個群體，

對他們來說，節慶結束後就會直接離去，根本也不會想到後續的事情。但是參與

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造訪者幾乎都相當的了解，兩位一起擺攤的女士（A5）說到，

「我在里爾市工作，活動之後都會清洗的很好，馬上就會相當整潔（très propre）。」

帶著小孩來逛的男士（C10）也是在里爾市裡工作，知道「市集之後都是在做清理。」

在里爾歐洲車站裡遇到的女士（C3）提到： 

「雖然我正要離去，沒有看過市集之後的樣子，但想想應該是會有很多垃

圾，不過我知道一切都會組織的很好，因為看到路上都會有紙箱、垃圾箱

等讓人丟棄，我想後續的處理也會相當的好。」 

在社會文化影響中提到，一個成功的節慶活動並達到長久的發展，必須讓當

地居民感到驕傲以及和自身文化保存相關，在這些之外，歡樂之後的髒亂情況對

居民來說更是在乎的一件事，沒有人會想住在髒亂的環境之中，當然是越快恢復

平常生活越好。居民關於這方面似乎是相當滿意，一位年長的女士（B3）語氣相

當肯定地說：「里爾市政府在清潔方面做得很棒（excellent），在幾個小時內完成整

個城市的清洗。」在車站觀察的男士（D3）也了解「星期日一結束後開始清理，

一大早就會恢復正常。」一位中年女士（D5）對於環境處理也表示相當讚賞： 

「市集之後會有很多垃圾，但市政府所規劃的服務人員清洗得非常（講了

三次 très）迅速。我住在市集範圍區域內的街上，幾個小時後就恢復了，這

景象非常的棒。」 

再者，除了垃圾的環境困擾之外，還有少部分的噪音污染和不舒服的擁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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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的造訪者數量一次湧進里爾市裡，每條街道上都是滿滿的人，對於整個節慶

的環境產生擁擠及人聲吵雜（請見圖 5-12），再加上雜亂的垃圾堆在道路上，除了

行走不易，也給人一種骯髒的觀感，間接影響到造訪者對於里爾二手市集的觀感

度以及觀光體驗降低。依據筆者的觀察，擁擠對於專程來尋覓二手舊貨的造訪者

來說或許是不能好好的找尋的阻因，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也可能會受到高分貝群

眾的干擾，他們幾乎都是用大喊的方式在議價。大音量的聲音主要都來自於各式

各樣的攤販叫賣、許多消費者說話的聲音，外加一個區域、一個區域都會架設的

DJ 音樂播放，整天身處在無限的聲響之中。不只受限於白天，晚上更是熱鬧，小

酒館都是在傍晚時刻開始營業，整個城市就好比露天的夜店，音樂播放的音量比

白天還大聲，直到午夜 12 點。這樣的狂歡程度大幅影響到一些當地居民的生活，

在開始訪談之前，筆者與承租屋主（D1）之間的閒聊中得知，她今年（2015 年）

並沒有要參加里爾二手市集，要離開里爾出去玩，而且還提醒筆者晚上可能會很

吵。果然如屋主所說，筆者親身感受到屋主的這兩天會帶來的困擾。因此，在環

境污染的層面，垃圾的髒亂是有適當的解決方法，且相當的完善。噪音以及擁擠

的感受方面卻還尚未有相關對策，雖然說擁擠的狀況在一個高知名度的節慶活動

當中是無可避免，只能採取宣導的措施，像是預防扒手、竊盜等。再來就是噪音

也是相當難以控管的一個部分，官方設定的結束時間看似並沒有確實的把關，不

管是攤商還是造訪者都並未遵守，這不僅僅會製造出噪音影響到居民的休息，也

可能會引起一些安全上的問題。 

 

  

 

圖 5-12 環境的擁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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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全問題 

有一些受訪者認為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也包含到整個大環境的秩序和安全。一

位中年女士（D5）提到：「以前白天的時候可能會有點危險，但現在的話是只有晚

上。」從里爾嫁到巴黎的小姐（D7）也說：「很多人在街上喝酒，年紀越來越年輕

化，這樣觀感不是很好，大白天就看到小孩子喝醉更何況是晚上。」這樣的擔心

確實是發生，像在筆者造訪的西元 2015 年時，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星期六晚間驚

傳有人傷亡，而新聞也馬上即時報導。據報導指出，在堆滿淡菜殼中找到三具屍

體，且有兩人當時還失蹤在淡菜堆中。大約是晚間 11 點半左右，一群人走在路上

經過一個堆到好幾 10 公尺高的淡菜殼，目擊者表示：「他們好像喝醉了，有幾個

人想要爬到頂端，最後倒塌了。」206 

意外是隨時可能在里爾市的各處發生，因此在安全措施方面，里爾市政府負

責籌畫的組織單位也擬定好一整套的防範措施。在第三章有提到過的二手商品分

布地圖中（請見圖 3-10，於 75 頁）就有標示出綠色的街道是可以擺設攤位的地區，

而標示紅線為禁止擺攤、標示紅色虛線是留給緊急服務，像是消防隊和法國緊急

醫療服務(Serviced'Aide Médicale d'Urgence，SAMU)。此外，標有橘色圓圈和箭頭

的交叉口、距離地鐵站半徑 30 公尺的地方以及全部消防栓附近，全都是必須保持

暢通（請見圖 5-13）。 

基於將近快 250 萬人次的造訪者，安全會是市政府首要顧及之處。調動近百

位警察以及其他國家服務單位共計超過 2000 位，目標是保證維持節慶特色的活動

以及保護消費者們。除了基本的街道巡視，還涵蓋了各領域的安全，像是公共安

全、保障消費者權益、防止詐欺、道路安全及人道援助，讓整個活動從半程馬拉

                                                
206 L’Envoi du Nord , 

< Drame à la Braderie de Lille : 3 morts et 2 disparus dans l’avalanche d’un tas de moules > , 

http://lenvoidunord.fr/2015/09/06/drame-a-la-braderie-de-lille-3-morts-et-2-disparus-dans-lavalanche-dun

-tas-de-moules/, 2016 年 11 月 24 日檢索。 

 

http://lenvoidunord.fr/2015/09/06/drame-a-la-braderie-de-lille-3-morts-et-2-disparus-dans-lavalanche-dun-tas-de-moules/
http://lenvoidunord.fr/2015/09/06/drame-a-la-braderie-de-lille-3-morts-et-2-disparus-dans-lavalanche-dun-tas-de-mo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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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開始到結束都順利地舉行（請見圖 5-14）。西元 2015 年更增加了攤位位置的非

法轉賣、有問題的食品消費安全、仿冒物品以及過度消費酒類商品。207 

 圖 5-13 攤位規劃圖 

 圖 5-14 警衛巡邏 

西元 2014 年，國家警察(Compagnies Républicaines de Sécurité，CRS) 在這期

間處理將近 247 件調停，其中 43 件遭到逮捕。除此之外，7 位依公共酗酒危險被

逮捕；偵測近 700 件酒駕測試，有 8 位血液測出酒精反應，1 位甚至吸食毒品。消

防員、救援機構和法國緊急醫療服務人員在救護站治療 897 位受傷的民眾，且將

                                                
207 官方里爾二手市集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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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嚴重的 330 位送往醫院治療。消防員人員幫助過總計 150 位需要幫忙的人，包

括 16 位小孩和 1 位大人找到他們走失的家人。208 

醫療方面，發派五輛救護車和設立四個援助站（請見圖 5-15），提供每個人評

估傷勢及照顧。穿著紅色十字背心的人員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們服務超過 14 年，

每年紅十字會擁有完善的醫療救援人員，約有 300 名志工每 8 小時輪班維護里爾

大型二手市集造訪者的醫療安全（請見圖 5-16）。209 整體上的安全和完善的醫療

安排，除了志工服務之外，其餘的人力資源皆屬於經濟支出的一部分，是市政府

籌劃時所需納入考量的因素之一，也是經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的關係。 

  

圖 5-15 醫護站 圖 5-16 紅十字會醫療人員 

在里爾二手市集舉辦期間的安全及醫療措施算是相當的完善，但整個歐洲大

環境的安全卻不是做好萬全的準備就不會發生危險。近幾年來歐洲遭受到恐怖危

機，既西元 2015 年 11 月巴黎襲擊事件（Attentats du 13 novembre 2015 en 

Île-de-France）、2016 年尼斯恐怖攻擊（Attentat du 14 juillet 2016 à Nice）以及聖艾

蒂安德魯弗萊教堂的攻擊事件（Attentat de l'église de Saint-Étienne-du-Rouvray）之

後，法國全國進入緊急狀態（ÉTAT D’URGENCE），全法國的大型節慶活動都紛紛

取消（請見圖 5-17），里爾大型二手市集就屬其中之一。像這樣將近超過 250 萬的

                                                
208 Direct Matin Lille PLUS：Guide Braderie Lille 2015 
209 Magazine de 20 minutes -BRADERIE Septembr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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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人次加上約 300 位二手舊貨商的規模市集，要保證全面性的安全是相當困難

的，因此，鑑於安全的疑慮，里爾市政府市長 Martine Aubry和北部省政府（Préfecture 

du Nord）的省長 Michel Lalande 於西元 2016 年 8 月 5 日宣佈取消 2016 年的里爾

大型二手市集。210 舉辦超過好幾世紀的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此次的取消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的軍事佔領（l'Occupation）暫停以來的第一次。211 

 

圖 5-17 

尼斯恐怖攻擊後所取消的活

動 

另外，節慶活動在歡樂的氛圍下，缺少不了酒精的飲用和助興，有時候酒

後可能會做出一些無法挽回的事情，甚至是喪失性命。即使擁有完善的安全及

醫療維護，環境污染的影響依然是個隱憂，但全部受訪者都覺得這是一個值得

舉辦下去的一個節慶活動。以經濟為導向目的，住在附近城市的先生（A4）的

想法是：「這個活動可以讓大家賣掉不需要的東西、買需要的東西，也是為了經

濟的發展。」一位中年女士（D5）表示：「為了讓這裡的經濟帶來更多，除了餐

廳、商人之外，也是為一些沒有很多錢的人多少賺一點，是很值得繼續發展下

                                                
210 France Bleu，〈VIDEO - La Braderie de Lille 2016 est annulée〉，

https://www.francebleu.fr/infos/societe/la-braderie-de-lille-2016-est-annulee-1470382330，2016 年 11 月

24 日檢索。 

211 20 Minutes，〈Lille: Première annulation de la Braderie de Lille depuis l'Occupation〉，

http://www.20minutes.fr/lille/1905367-20160805-lille-premiere-annulation-braderie-lille-depuis-occupati

on#，2016 年 11 月 24 日檢索。 

 

https://www.francebleu.fr/infos/societe/la-braderie-de-lille-2016-est-annulee-1470382330
http://www.20minutes.fr/lille/1905367-20160805-lille-premiere-annulation-braderie-lille-depuis-occupation
http://www.20minutes.fr/lille/1905367-20160805-lille-premiere-annulation-braderie-lille-depuis-occu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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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來自史特拉斯堡的小姐（C2）說：「即使結束後相當雜亂也是要繼續下去，

會對經濟很好。」社會文化因素為考量的受訪者，一位女士（C7）和一位年輕

的小姐（D6）都說到：「一定要繼續下去，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是個『傳統』，這

很重要。」在車站觀察著大家的男士（D3）也提及到「傳統」的概念。「傳統」

這樣的概念一直都是法國人所注重的觀點，持續去執行所有有關於自身文化的

保存、維護以及發展。因為節慶活動舉辦所導致的大量垃圾污染以及安全等環

境問題，都無法阻止市集活動的停止舉辦，不管是為了經濟著想還是延續文化

的保存，儘管再多需要去避免的問題及安全維護，都會讓里爾二手市集的傳統

一直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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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在地生活文化在消失一段時間之後的重新復甦，漸漸發展

成吸引許多造訪者的節慶活動形式。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本身身為一個當地居民所

舉辦的休閒活動，在市政府用心宣揚與籌辦下，將規模及名聲擴展至全歐洲各區。

除了在第四章探討原有的二手文化特色之外，也在第五章分析籌劃層面之節慶活

動所會面臨到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環境方面的影響。本章節將這兩大看似截然

不同的領域，總結研究的成果，第一節為研究的發現與反思，第二節將提出對未

來的研究後續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反思 

本研究統整出二手市集文化與節慶觀光彼此之間相互關連與影響，運用第五

章主要提出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三方面再加上個案主體之二手文化，分析並

於下述分項說明，反映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以及籌辦者的應對。 

一、 經濟與社會文化影響 

二手市集的交易買賣依然是節慶活動的主軸，對於喜歡舊貨物品的人，前往

的動機絕大多數都是針對這些二手物品，一年當中一定會特別注意甚至是記下里

爾二手市集的舉辦時間，特地過來尋寶、擺攤。居民將自身不需要的舊物品清倉

於活動中擺攤位，正是里爾二手市集的歷史起源。讓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市集、

參與到節慶，並不會有所謂的門檻限制。於是，筆者認為在地文化的發揚更是讓

一個文化永存的關鍵點，不再只是藝術、表演文化等較高尚的文化被受到重視，

或者才稱得上是文化，而是存在於一般社會中的大小事務和活動等都可以稱作是

文化。 

隨著在地二手文化因為節慶活動的舉辦而提升地方的知名度，漸漸形成居民

對於文化產生出驕傲感，並且對地方的認同感也隨之上升，這樣的情形為經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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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正向影響到整個社會文化。但又隨著節慶的名聲而隨之攀升的造訪數量，會吸

引營利為首要考量之專業古董商或是一般新品批發商前來，使整個文化導向以營

利為主的狀態，正所謂文化商品化的轉變讓整個二手市集的「二手」氛圍越來越

薄弱，又會使其文化最真實的面會距離文化傳統越來越遠，變成趨近於新商品為

主，讓經濟的因素可能又對社會文化產生負面影響。在這方面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似乎不是很嚴重，官方單位採取多元化的攤位經營，有居民二手物品擺攤，也有

批發商的進駐，分別坐落在不同的區域和街道上，擁有整個城市的市集範圍，並

不會擔心比例會因此失衡。 

因此，造訪者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隨著時間的推移，並不一定會嚴重影響到

文化的傳統性，官方籌畫者會依照時態的變化作對策與規劃。但是造訪者對於活

動本身的起源知識在官方單位努力推廣之下的結果，似乎還是相當的不了解，讓

二手市集活動變的只顯現出買賣以及聚會場所這個角色面向，其本身的文化角色

不是很明顯。儘管免費發放之活動手冊上已經有簡單地敘述里爾二手市集的起源

歷史，也只有少數人發現並實際閱讀。於是，在文化宣導這方面看似還可以多做

宣導與努力，像是在社群網站上不定期的發布相關的知識，讓文化節慶中的文化

精神確實地傳達到造訪者身上，也讓造訪者對於參與這樣的活動能更具意義。 

二、 經濟與環境影響 

眾多的造訪者會使一個城市財源廣進，經濟方面的提升除了會正向和負面地

影響到社會文化層面，但也製造出難以想像的環境問題。在市集期間的擁擠感和

街上的垃圾堆積，對於造訪者的觀感以及文化體驗因此留下相當負面的印象，也

對里爾大型二手市集有著環境髒亂的標籤。雖然里爾市政府對於環境雜亂的應對

措施相當完善，但是製造出來的垃圾依然是存在著，造訪者當下的觀感並不會因

此消失，在這方面應當加強市集期間垃圾清理的頻率。況且這些被清理掉的垃圾

最後還是會被掩埋或是焚燒，依舊還是會污染到整個大環境和地球。而籌畫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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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的應對措施，像是大量派用清潔人員，對於活動舉辦的成本方面也是相當大

的一筆開銷，對於經濟層面佔有一部分的付出成本，是需要仔細地評估與安排。

儘管如此，二手文化本身精神為物品繼續再使用下去的核心，增加每項物品地使

用次數，也算是對環境多少降低一些廢棄物的數量，希望官方單位平時在應對環

境污染的對策以及倡導環保的同時，提出二手物品再利用的觀念，讓人們多一種

方式去愛地球，也繼續維持里爾二手文化的傳承和永續。 

三、 二手文化與經濟影響 

在第四章所討論之二手文化與經濟環境的相互關聯性，筆者假設二手市集的

盛行，是否因為大環境的經濟並不是相當繁榮的因素下，人們才會選擇去購買使

用過的二手商品。結果其實並不盡然，會購買舊貨的消費者，有些出自於自身對

於物品所連結到的懷舊記憶、有的是對於某類型物品的愛好，會去尋找並蒐集，

也有的消費者是在二手市集中找尋具歷史與金錢價值的古董商品，為了凸顯自己

的品味與地位。因此，參與二手市集的消費者類型也相當豐富，並不足以表示人

們是因為不富裕才選擇去二手市集購物的假設是正確的，其中也包含了一般階層

以及高階層的人。 

另外，商品分析中，探討出新舊混和及多元化的商品屬於里爾大型二手市集

中的二手文化特色，這兩種獨有的元素是建構出里爾市所有的具體印象中的其中

一種，讓喜愛二手貨的人存有著里爾二手市集在腦海中。也隨著越來越多人知道，

知名度跟著一起攀升，開始在經濟方面產生影響力，加上先前第三章第二節所帶

到過的地理位置良好，附近城市和國家幾乎都家喻戶曉，使在地居民因此產生一

種驕傲感並對此文化節慶給予高度地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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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總結里爾大型二手市集，在節慶評估上都具有正反兩面的影響，彼此之間相

互連結著，正面的經濟利益後續接著來的可能就是另一個問題的產生，像是文化

的變質或是環境的汙染及安全上的疑慮，但為了讓城市發展越來越蓬勃，經濟的

收穫往往是無法割捨，如果想要讓在地文化以及節慶活動持續發展下去，每一項

影響因素都必須要考量到，且設法讓各方面都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而環境與社

會文化看似並沒有任何相互的關聯，但對受訪者的回答中推斷出，環境層面的影

響不單只是垃圾汙染，他們環境的概念是整個大環境，包含了促進商業發展、環

境整潔和宣揚自身的文化，節慶觀光所牽涉到的經濟和社會文化影響，在當地居

民的觀念下，其實都是被認為隸屬於在環境層面的影響。 

近年來臺灣也吹起市集風潮，每個星期各個地區都會有不同類型的市集在舉

辦，多半是剛畢業的藝術系學生展露頭角的平台或是自創的甜點工作室銷售的據

點，有時會有小農栽種的小攤出現，這些都稱之為「創意市集」和「農夫市集」。

像這一類型的市集在物品主要是強調手作和有機耕作，在價位方面顯然和一般人

想像的低廉價格背道而馳。而真正二手貨買賣的市集在臺灣並不是很受人矚目，

全部都是結合各類型的市集一起，像是在北部地區，二手市集加上菜市場的福和

橋下和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重新橋下。結合自創商品攤位和二手市集的有天

母公園市集和四四南村的簡單市集等。  

在臺灣的二手風潮也就止於當地自己的小活動，並沒有像是節慶一般的規模，

然而，也不是說一定要像里爾一樣，將二手市集擴大舉辦成一個節慶活動，只是

或許可以效仿他們的作法，將普通的生活文化發展為一個盛大的節慶活動，不但

發揚自身的文化也可以吸引外來造訪者的前來，獲得節慶活動的正面效益，當然

也要記得顧及其他所有層面的相關影響，顯現出不同民族在市集方面的文化特質

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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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由於本研究比較傾向於節慶活動之全面性的探討，對於每一部份的影響都可

更細部地去研究，像是里爾是如何建立城市意象的進程與做法、當地居民對於此

傳統文化活動的更細部的感受以達到最詳述的認同價值等。此外，筆者有試著想

要從官方的籌劃角度來分析這三個層面的節慶影響，但就如第一章所提到之相關

研究限制，很遺憾地筆者終究無法直接向籌畫單位取得官方資料以及訪談，從官

方的角度來剖析整個二手市集作為節慶活動的相關影響，只能用造訪者與媒體的

觀點來詮釋，在這部份是後續研究可以補足的。 

一個想要持續舉辦下去的節慶如果不想面臨一次性的結局，最終還是需要好

好經營未來的發展。里爾大型二手市集的歷史悠久，且一直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文化不但沒有消失，還持續擴大中，其永續發展想必規劃得很好，是值得更深入

地探究其成功延續至今的原因。再者，2015、2016 年頻繁的恐怖攻擊事件，讓里

爾市政府對於這樣聚集大量人潮的活動，在安全的考量下暫停 2016 年的里爾大型

二手市集的決定，是好幾年來第一次暫停此活動，讓節慶與國際局勢之間存在著

一定的關聯性。因此，後進研究在衡量節慶的永續性時，除了經濟、社會、文化

與環境等層面的影響之外，或許還必須考慮國際局勢的發展。 

二手文化本身是相當迷人的領域，其牽涉到的研究領域相當的廣泛，以社會

學的層面，會更深層地著重在整個二手市集中的消費文化，討價還價之間一來一

往的對話以及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或是物質本身在環境中角色扮演，連每一個攤

位的擺設都像是一個小型的展覽，要如何擺才能有效地吸引到消費者，整體的美

感意義等。對於人們會喜歡老舊物品勝過於新商品，除了一般最直接了解到的懷

舊感之外，物品與人的心理層面變化是更深層的研究範圍，仍然有許多奧秘等著

去研究，但有礙於篇幅與研究時間，或許日後可以朝此方向更加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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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二手文化與二手市集的研究主題在臺灣多為環保、消費動機與習慣等和

以量化分析社會消費傾向，但希望藉由本研究，拓展出二手市集與文化節慶的結

合，能夠讓喜愛二手市集的人們，更加思索其中的本質，並不只是單純的買賣，

而對在位者來說也是一個結合發揚在地文化與拓展觀光的範例以及可能會碰到的

一些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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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leamarketinsiders.com/the-7-largest-flea-markets-in-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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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15 年造訪里爾市觀光局的人數詢問紀錄 

寄件者：contact <contact@lilletourism.com> 

收件者：Betty Lee <coffeebear14@gmail.com> 

 

2016 年 9 月 28 日 下午 16:26 

——————————————————————————————————————————————— 

Bonjour Mademoiselle LEE, 

 

Nous avons bien enregistré votre message qui sera traité dans les meilleurs délais. 

Nous nous efforçons de vous apporter les éléments de réponse les plus adéquats. 

 

Pour tout complément, n'hésitez pas à nous contacter par téléphone au +33 (0)3 59 57 94 00, 

nos conseillers vous y accueilleront 7 jours sur 7 afin de vous proposer les meilleures 

solutions de découverte de notre destination. 

 

Bien sincèrement, 

 

L'Équipe du Pôle Accueil Information 

Office de Tourisme et des Congrès de Lille 

Commentaire 

Bonjour Monsieur Madame, 

Je m'appelle LEE Li-hsin. Je suis en master de l'Université à Taiwan. Est-ce 

que je pourrais savoir le chiffre de touriste à Lille en 2015 pour ma mémoire 

 

tel:%2B33%20%280%293%2059%2057%209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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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 la Braderie de Lille, s'il vous plaît? J'ai recherché tous les sites, mais il 

n'y a pas la conséquence. 

Merci d'avance pour votre aide. 

LEE Li-hsin 

E-mail coffeebear14@gmail.com 

Civilité Mademoiselle 

Nom LEE 

Prénom li-hsin 

Pays Taïwan 

 

 

2016 年 9 月 28 日 下午 10:44 

——————————————————————————————————————————————— 

Mademoiselle 

En réponse à votre demande, nous avons accueilli à l’Office de Tourisme en 2015, 

328 214 visiteurs. 

  

2016 年 9 月 29 日 下午 4:49 

Le chiffre 2015 est le nombre de visiteurs accueillis à l’Office de Tourisme pour l’année. 

  

Le chiffre de la Braderie est la fréquentation pour l’évènement sur le week-end de 

braderie dans la ville. 

 

 

mailto:coffeebear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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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tout complément d’information, n’hésitez pas à consulter notre site 

Internet www.lilletourism.com 

Votre avis compte ! Afin d’améliorer nos services, nous vous remercions de bien vouloir 

prendre quelques minutes pour remplir le questionnaire de satisfaction en ligne en 

cliquant ICI. 

  

Bien sincèrement 

  

Dominique LEMOINE, pour L’Équipe du Pôle Accueil Information 

  

Vous pouvez nous joindre par téléphone au 0891 56 2004 (0.225€ TTC/min) depuis la France ou +33 (0)3 

20 59 57 94 00 depuis l’étranger du lundi au samedi 9h30 à 13h et de 14h à 18h |Dimanches et jours fériés 

de 10h à 16h30 

L’Office de Tourisme et des Congrès de Lille est ouvert 7j|7 (sauf 01/01 – 01/05 – 25/12) | lundi au 

samedi de 9h30 à 18h |Dimanches et jours fériés de 10h à 16h30 

  

 

 

  

 

http://www.lilletourism.co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cgR9TiWbK__UwzaXyWX1kfaityHjPlo9wLN-fPUUZoY/viewform?usp=send_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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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Les Questions sur La Braderie de Lille 

L’ Économie 

Q1: D’après vous, La Braderie de Lille a apporte plus de revenue économique a la   

ville ? Pourquoi et comment ? 

Q2: Si la réponse de la première question est positive, comment et de quelle façon ? 

Q3: C’était comment la tendance économique de ces derniers ans ? Qu’en 

pensez-vous de cette année ? 

Q4: Selon-vous, La Braderie de Lille est une bonne idée pour la ville de Lille ou 

pas ? Pourquoi ? 

Q5:Est-ce que l’idée de La Braderie de Lille favorise seulement le bénefice des 

certaines personnes ? 

Q6: Comme vous le savez, il est libre pour la location du stand. Est-ce que vous 

pensez qu’il est approprié? Pourquoi? Est-ce qu’il appelle certains 

problèmes? (Pour les habitants) 

La Culture et La Société 

Q1: Connaissez-vous l’origine de La braderie de Lille ? 

OuiDites-moi ce que vous savez. 

NonEst-ce que vous pensez il est nécessaire? Pourquoi? 

Q2: D’après vous, est-il risque de devenir un événement touristique et d’avoir perdu   

l’esprit d’origine ? 

Q3: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vous êtes venu ici ? 

Est-ce qu’il correspond a votre expectation ? Si oui, de quel aspect ? Si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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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quoi ? 

Q4: Pourriez-vous évaluer La Braderie de Lille en donnant la note de 1 jusqu’a 10? 

Et pourquoi ? 

Q5: Quelle est votre opinion générale sur cette braderie? Avez-vous des conseils 

pour l’améliorer ? 

Q6: La Braderie de Lille bien représente la culture de Lille ? Pourquoi ? 

Q7: Est-ce qu’elle est uniques pour se distinguer de celles d’autres villes 

françaises ? Les quelles ? 

Q8: Vous vous sentez engagé dans cet événement ? (Pour les habitants) 

Q9: Est-ce que vous êtes fier d’avoir cette braderie? Pourquoi pensez-vous ça? 

(Pour les habitants) 

L’ Environnement 

Q1: Quelles sont des influences négatives de la Lille quand cette braderie 

continuer? Par exemple l’environnement… 

Q2: Quelle sont des influences positives de la braderie ?  

Q3: Avez-vous vu la ville après l’événement ? 

   Oui Qu’est-ce que vous voyez ? 

   Non Pensez-vous qu’il va devenir? 

Q4: Est-ce que vous pensez qu’il a valeur continuer La Braderie de Lille? Pourquoi 

ou pourquoi pas?  Cela en vaut-il la peine ? Pourquoi ? 

Q5: Quelle est votre suggestion(vos conseils) pour améliorer cette sit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