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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文化和自然遺產逐年地增加，人們也越發重視，透過教育極力向下一代

推廣保護遺產的重要性。本文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所發起之世界遺

產教育計畫，以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作為個案，透過文獻探討、觀察及訪談

等方法，從參與者和執行單位的角度探究：（1）世界遺產志工的休閒型態及其融

入遺產教育的情況；（2）世界遺產志工實踐情形，欲由休閒面提供遺產教育一種

新的認識。 

    研究發現，世界遺產志工作為短期的計畫型休閒，參與者持有不同動機，要

透過教育傳達保護遺產的理念並不容易，尤其個人的態度亦會影響學習的效果，

但為取得休閒和遺產教育之間的平衡，了解甚至滿足學習者的需求有其必要。再

者由於該活動不具發展的可能性，組織應盡力讓成員和遺產產生互動，以落實保

護行動，幫助青年獲得更多效益之餘，達到加強教育的效果。 後就官方倡議目

標來談，重視擴大青年和地方社群的參與，以及發展組織間的合作，亦是成功實

踐計畫的關鍵。 

 

 

 

 

 

關鍵字：計畫型休閒、遺產教育、世界遺產志工、威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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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have increased year by year, people have 

thought highly of the importance of spreading the idea of protecting heritag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rough education. Since World Heritage Volunteers is a part of 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Programme laid out by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this research takes 

World Heritage Volunteers 2015 in Weimar as the case to discuss: (1) the leisure type of 

World Heritage Volunteers and the situation of combining it with education; (2) the practice 

of World Heritage Volunteers, which is to provide a new idea of heritage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leisure through the fieldwork.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orld Heritage Volunteers as project-based leisure, the 

participants come with different motivations. It is difficult to raise heritage protection 

awareness through education, especially when the outcome could be influenced by personal 

attitudes. However, in order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leisure and heritage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and satisfy the people’s needs. In addition, since this activity does 

not hold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strive to let 

volunteers interact with heritage, help them gain more benefits, and foster the education at 

once. On the other hand, in terms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initiative, giving weight to the 

participation among young people and local communities as well as fostering cooper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are also the keys to put the project into a successful practice. 

 

Key words: project-based leisure, heritage education, World Heritage Volunteers, Wei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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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資料顯

示，截至 2017 年 7 月為止，共有 1073 項世界遺產，其中包含 832 項文化遺產、206

項自然遺產，以及 35 項複合遺產。隨著這些具有傑出普世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遺產不斷增加，為傳承給下一代，人類對其付出的關心及保護行動與日

俱增。而透過教育的方式，將世界遺產的價值傳達給大眾，更是世界遺產得以保

存的關鍵，也因此教育成為世界遺產中心近年來的主要任務之一（王瀞苡，2011；

尹國蔚，2010；何傳坤、曾美華，2004；賀雲翱，2004）。 

    事實上，1972 年 UNESCO 於巴黎通過的《世界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nd Natural 

Heritage，世界遺產公約），條文中已有教育計畫相關規範，而隨後公布的《世界遺

產公約執行作業指南》（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更提及教育的價值（UNESCO, 1977）。 

    然而世界遺產的教育並沒有立即受到關注，一直到 1990 年代，如 1989 年歐洲

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在歐洲遺產課程（European Heritage Classes）首次舉行

的會議中，關心試驗課程忽略歷史一事（Branchesi, 2007）；1994 年 UNESCO 首度

自行呼應公約中教育一詞，結合世界遺產中心及聯合學校計畫網路（Associated 

Schools Project Network, ASPNet），提出青年參與世界遺產保存和推廣活動（You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World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等，此時遺產的

教育才陸續在國際間展開討論（林思玲、榮芳杰，2014；Sto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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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如此，時至今日，世界遺產中心已與多個組織合作，發展出世界遺產教

育計畫（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Programme, WHEP）。目前計畫內容包括世界遺產

掌握在青年手中之教育手冊（World Heritage in Young Hands Kit）、世界遺產青年論

壇（World Heritage Youth Forums）、Patrimonito 的世界遺產冒險（Patrimonito’ s World 

Heritage Adventures），以及世界遺產志工（World Heritage Volunteers）等，同時在上

述活動中結合相關技能培訓，以喚起青年對世界遺產的意識、鼓勵青年投入遺產

的保存，並藉由活動發展出有效的教育方式與教材（UNESCO, 2013）。 

    其中， 晚推動、始於 2008 年的世界遺產志工，由於搭上近年掀起的國際志

工浪潮，投入這項活動的青年與組織逐年增加。而不同於計畫中的其他項目，世

界遺產志工包含前往實地操作的體驗。正如荀子《儒效篇》中所謂「不聞不若聞

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當世

界遺產提供機會讓年輕人親手去維護的時候，學習就不再僅是以往純粹地聽與看，

更是多了身體力行，進而帶來不同的學習效果。有鑑於此，本文旨於探索世界遺

產志工如何透過短期志願服務這樣的休閒體驗，實踐遺產教育的理念，並以 2015

年於德國威瑪舉行的世界遺產志工為例，從休閒面提供遺產教育一種新的認識。

以下將詳述筆者撰寫本文的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作為世界遺產教育計畫中的一環，世界遺產志工是由地方青年機構或非政府

組織所舉辦的營隊組成。這些為期 2 至 4 週的活動內容包含：世界遺產維護、計

畫相關講習，以及和當地社群共同參與的活動等，亦即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在營

隊期間，除了透過志願服務、與當地組織及居民一起維護遺產，還能在實際操作

 



	   3	  

的過程中，習得世界遺產相關的知識。對此，筆者將世界遺產志工這一計畫項目

以遺產志願服務及遺產教育（heritage education）去延伸，試圖探討其涵義。儘管

志願服務和遺產與博物館之間已有大量的討論，目前和遺產志願服務相關的研究

尚著重於其對社會及經濟面的影響，過去被視為「利他」（altruistic）的志工，在接

受教育這部分還有討論的空間。 

    志願服務作為一種休閒，幾十年來學者已普遍認同這樣的概念，尤其是在遺

產及博物館的領域。然而文化機構仰賴志願服務的特性，使得研究對象多是以地

方長期投入的志工為主，國際志工則會轉向短期的志工旅遊及國際發展等範疇。

至於世界遺產志工這種「界線模糊」，亦即混合地方與國際參與者來投入時間短暫

的活動形式尚乏人問津。再者若提及休閒的類別，過去遺產志願服務多半未做分

類，如有則傾向於人們長時間付出的認真休閒（Serious Leisure）（Orr, 2006；Stamer 

et al., 2008）。 縱然各研究指出，無論投入的時間長短，志工於遺產服務所獲得的

效益相去不遠，尤其在學習與展現技能的部份皆能夠滿足志工個人需求，但 Stebbins

（2005）認為，短期的計畫型休閒（Project-based Leisure）和認真休閒 大的差異

在於，前者並沒有於生涯中發展的可能。 

    另一方面，Prentice（1995）與 Light（1995）曾分別提出遺產中的正規（formal）

與非正式（informal）教育，前者指的是學校課程將遺產及博物館的參訪納入學習，

並以學生為主要探討對象；後者則是指藉由導覽或是媒體解說來獲得遺產及博物

館相關的知識，主要探討的對象是訪客（Timothy, 2011）。今日無論是正規還非正

式教育，拜科技所賜，遺產在展示方面不斷進步、增加互動，以吸引學習者的注

意，學術間的討論亦有增無減，反倒在正規與非正式之間、被稱是後現代主要教

育力的非正規（non-formal）教育（Romi & Schmida, 2009），因為其介於正規與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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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育之間的模糊特性，在遺產領域中較少被提及，尤其是短期的志願服務者。

有鑒於致力發展非正規教育手段的世界遺產志工邁入第十個年頭、活動趨漸於成

熟，筆者認為這是檢視相關理論的好時機。此外，人們在休閒中可能藉非正規及

非正式的途徑獲得「關於遺產的教育」、「透過遺產的教育」和「以遺產為目的的

教育」（Copeland, 2005）。從世界遺產志工倡議中的目標來看，UNESCO 期盼青年

志工能習得「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內容，而不僅是對遺產本身有所認識。這引

發筆者探索短期休閒結合遺產教育的動機。     

    後，若進一步討論青年與遺產的保存，以呼應教育是遺產得以保存的關鍵

一說，Spiridon, Kosic 與 Tuci（2014）認為，現今這個年輕又有創意的世代，已逐

漸成為改善環境的資源，且青年與其創新有助於克服，文化遺產在社會與經濟層

面所帶來的挑戰，並促進永續的發展。雖然從中可見這充滿朝氣的時代對於遺產

保存的潛力與貢獻，然而要能獲得具體的成效，得先讓人們不排斥、甚至願意主

動接近文化遺產（榮芳杰，2014）。換言之，在談論遺產的教育和保存之前，得先

讓這些遺產變得平易近人，而若我們能使遺產與休閒生活有所連結，人們對其產

生感情後自然就會想要多認識、保護它們。 

    綜合上述，本文首先欲將世界遺產志工這類新型遺產志願服務做定位，以

Stebbins 提出之論點確認其休閒型態及特性，並藉不同途徑廣泛了解計畫提供的學

習內容，進而討論遺產教育融入休閒的可能與挑戰，另透過官方訂定之倡議目標，

擴大檢視這一規畫給青年參與的創新計畫在整體上的實踐。為此設定之研究問題

如下（圖 1.1）： 

   （1）世界遺產志工的休閒型態及其融入教育的情況為何？ 

   （2）世界遺產志工實踐的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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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設計。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文以 2015 年於德國威瑪（Weimar）舉辦的世界遺產志工計畫為例，不僅是

因為歐洲被視為遺產保存的先鋒、擁有 多的世界遺產，作為已開發地區，不同

於其他開發中或是人類發展指數相較較低的地區，自 2008 年以來，歐洲舉辦的志

工營反而更多，截至 2016 年為止已達 83 個營隊，僅次於亞洲。這樣的情形引起筆

者探索歐洲世界遺產志工的興趣，欲得知一直以來的典範，如何藉由志工營落實

遺產教育的理念。 

    至於 2015 年於歐洲舉辦的 11 個營隊中選擇德國威瑪的理由，除了筆者作為參

與人之一，主要是因為該營隊是由直接與世界遺產中心協作的組織 Open Houses 所

帶領。Open Houses 作為負責歐洲地區世界遺產志工的組織，不僅扮演世界遺產中

心與歐洲其他參與此活動組織相互溝通的平台，同時也必須評估並幫助區域內參

與計畫的組織進行活動。此外，凡是對辦理世界遺產志工感興趣的歐洲機構，都

必須直接與其聯繫（UNESCO, 2017）。因此筆者認為 Open Houses 作為協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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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威瑪舉辦的世界遺產志工具有代表性。 

    再者從國家與城市來看，該營隊亦有其獨特之處。德國自 1990 年兩德統一便

極力縮短前東、西德在經濟上的差距，文化亦然。如劉藍玉即在研究中指出德國

統一後對文化遺產保存的重視，表示「聯邦政府在統⼀一後的 10 年間（1991-2002），

就提撥 19,000 億歐元的專款，其中 18,000 億都⽤用在前東德地區」 （2009，頁 70）。

然而不僅是在金錢上的援助，目前德國境內也鼓勵民間參與、招募志工，以協助

大量文化遺產的修復。除此之外，筆者整理德國的世界遺產列表時亦發現，兩德

統一後，1994 至 2004 年間新增的 15 項世界遺產當中，扣除跨國際的聯合申遺，

位在前東德地區的遺產就高達 7 項，甚至可以說，德國將前東德地區的遺產集中

在這十年提出申請成為世界遺產。由此可見德國統一後對於修復前東德地區的遺

產不遺餘力。 

    今日位在德國中部圖林根邦（Thuringia）的威瑪，地理位置即屬於前東德地區，

而這座舊城區僅需靠步行來移動的小城，因為其豐富的人文歷史背景顯得與眾不

同，如 18 世紀成為德國文學重鎮，留下許多文人如歌德 （Goethe）和席勒（Schiller）

的故居、墓地與建設；20 世紀初起源於此、掀起革命性浪潮的包浩斯（Bauhaus），

至今仍對設計相關領域有著深厚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上述兩段歷史所留下的建

物分別早在 1998 年及 1996 年，以「古典威瑪」與「威瑪和德紹的包浩斯建築群及

遺址」的名稱登錄世界遺產，亦即現今 1052 項世界遺產當中，威瑪就佔了兩項。 

    2015 年，適逢 UNESCO 成立 70 週年，這年於威瑪進行的志工營為此擴大舉辦，

結合德國世界遺產攝影展之餘，也在開幕過程中邀請參與本次營隊的志工上台分

享自己國家的文化或自然遺產，換言之活動期間除了實際操作、維護遺產，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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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部分，其內容尚包括志工計畫的背景，以及由威瑪古典基金會（Classic 

Foundation Weimar）安排「古典威瑪」相關的導覽解說。此外，參與者還可利用閒

暇時間藉通行證，免費進出所有由威瑪古典基金會管理的博物館，同時因為探索

威瑪 好的方式是騎單車，營隊期間志工都配有自行車以便體驗。 

    綜合上述，2015 年於威瑪進行的世界遺產志工，因為地區、國家乃至於城市

都有其獨特的意義，且適逢 UNESCO 成立 70 週年，活動擴大舉行，筆者認為直接

與世界遺產中心協作的組織 Open Houses 所帶領的營隊，其代表性有助於本研究帶

出重要的發現。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遺產志願服務 

    志願服務是在非營利組織或計畫中所辦理的活動，其內容是對社群或志工本

身有利的，且參與者是發自內心參與，亦即投入的過程並不具強迫性。此外，志

願服務原則上為不支薪同時是由單位來指派職務的活動（Volunteering Australia, 

2005）。至於遺產則包含了自然與文化的環境和有形（tangible）與無形（intangible）

的內容，故從地景、遺址到知識及生活經驗皆可以是遺產（ICOMOS, 1999），其中

世界遺產是經由《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推薦、通過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審議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有著超越國界及由全世界人們共享的意義。

而博物館作為非營利、對外開放、具備展示有形與無形遺產功能，且目的是為提

供教育及樂趣的機構（ICOM, 2007），其與遺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故本研究在

相關文獻的檢視上包含了遺產及博物館中的志願服務。然而，個案中的志願服務

類型實屬世界文化遺產中的志願服務，因此當筆者提及與個案相關的遺產志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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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時，尤指參與者於世界文化遺產中擔任志工並執行任務的活動。 

 

二、計畫型休閒 	  

    本文中的計畫型休閒是譯自 Project-based Leisure 一詞，其為 Stebbins 於 2005

年所提出的休閒類別，意指短期且通常是特殊場合或是屬於一次性的休閒活動，

如籌辦生日派對、參加登山行程及擔任運動賽事志工等皆歸類於此。儘管投入計

畫型休閒的人們所執行的任務難易度適中、且並非刻意去培養，在參與這類休閒

活動時多半需要付出心力並運用技能來完成（Stebbins, 2005）。 

 

三、遺產教育 	  

    縱然遺產可區分為自然和文化環境，目前在談論教育時多半傾向於後者，因

為文化遺產被認定是喚起青年對環境及共享歷史意識的媒介，所以尤受重視。另

一方面，UNESCO 作為世界遺產教育的領頭羊，其陸續推出的教育活動近年來也

備受矚目，因此筆者在爬梳相關文獻的過程中，一併討論了世界遺產教育的內涵。

然而遺產教育無論是在地方或是國際的層級，皆強調了在地與全球的連結，且對

於學習者有著相似的期許。今日個案作為混合地方與國際參與者的活動，即使是

在世界文化遺產點上操作，本研究於此所定義的遺產教育較為廣泛，亦即涵蓋了

文化遺產與世界遺產，以利更深入地探討休閒融入遺產教育之情形。 

 

四、非正式教育 

    非正式教育一詞譯自 informal education，指的是個人偶然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的

學習，意思即是人們可能透過圖書館、市場……各式環境取得知識（黃富順，2000），

 



	   9	  

而與非正規教育相同，兩者都是會在休閒時間出現的學習途徑，只是因為沒有教

師或組織人員的指導，其自主性更高，也因此本文特意將非正規和非正式教育分

開來談，一併討論青年在不受組織管理的自由時間內所產生的自主學習，期盼能

夠藉此更全面地檢視，世界遺產志工參與者在活動期間的學習情形。	  

 

五、世界遺產志工 	  

    世界遺產志工譯自 World Heritage Volunteers 一詞、為 UNESCO 於 2008 年首度

實行的活動，屬於世界遺產教育計畫中的一環。該項目內容主要是由世界遺產志

工營及世界遺產教育所組成（UNESCO, ICOMOS & IUCN, 2012），換言之在地方組

織的規畫下，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會和當地人在活動中，以志工的身份實際維護

世界遺產並學習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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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因世界遺產志工同時結合遺產志願服務與遺產教育，本研究在回顧文獻的過

程中將其分為三個部分，包括遺產中的志願服務與休閒、遺產教育，以及世界遺

產志工的實踐情形。於第一節中筆者先是探討遺產志願服務，而後帶出其作為休

閒的類型及效益等相關論述；第二節則討論遺產教育的內涵，並以教育的途徑、

特質和內容來檢視遺產中的教育；此外第三節尚爬梳世界遺產志工目前的實踐情

形，以對應本研究欲回答的問題。 

 

第一節 遺產中的志願服務與休閒  

一、遺產志願服務 

    志願服務向來被視為珍貴的資源，原因在於它不僅是人們對環境表示關心和

參與的指標，同時還有益於個人及社會的發展。而博物館與遺產等文化機構，不

同於其他觀光景點，大多是由公部門或是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在經費逐年縮減、

又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從幕後的日常維護、到台前的教育活動執

行等多仰賴志工支援，也因此志願服務對遺產的保存和發展日顯重要（Benson & 

Kaminski, 2014; Graham, 2004; Holmes, 2003; Orr, 2006; Stamer, Lerdall & Guo, 2008; 

Timothy, 2011），如英國博物館協會（Museums Association）（2015）根據年度調查顯

示，有 45％的受訪對象在當年增加了不支薪工作人員的人數，相較於前一年成長

了 13％。對此，Orr（2006）指出，當博物館和遺產的造訪人數沒有增加、甚至減

少，而供給方為滿足志工的需求，仍得支出招募、訓練及管理費用時，其實並未

達到經濟效益。儘管遺產志願服務對經濟層面的影響不在本文研究範圍，筆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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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參與者投入志願服務的動機和需求日趨複雜時，這是往後值得檢視的議題。 

    接續上述所提，由於遺產的維護需要志工長期的協助，因此過去凡是和遺產

及志願服務相關的研究，即便是短期的挖掘計畫，其研究對象多是以地方志工為

主（Graham, 2004; Holmes, 2003; Kaminski, Arnold & Bension, 2011; Orr, 2006），國際

志工等短暫人力則會轉向志工旅遊和國際發展的範疇（Benson & Kaminski, 2014; 

Holmes, Smith, Lockstone-Binney, Baum, 2010; Richards, 2011），亦即志工在遺產中所

扮演的角色是主是客經常分開來談。然而近年 Benson & Kaminski（2014）在探討地

方志願服務與文化遺產觀光時，提出了第三種屬於「界線模糊」的類別，其內容

包括：線上的志願服務；國際與地方共同合作的志願服務，如世界遺產志工；以

及跨越國界的志願服務，如由歐盟執委會提供資金的「文化遺產志工」兩年計畫

等三個項目（見圖 2.1）。雖然文中可見後兩者因為相關研究不多，作者僅能藉官

方報告提出概念，且無法進一步評論該計畫，但這已顯示出志願服務於遺產領域

中的轉變。 

 

 

             

                           ( (3) 混合國內/國際志工 

    圖 2.1  遺產志工類別。資料來源：Benson & Kaminski（2014） 

 

    在科技持續進步和全球化的影響之下，今日遺產領域中的志工已經不能再輕

易地劃分主客界線，而這也正呼應了 Holmes 等（2010）透過訪談，了解當地與外

(1)	  

國內志工	  

(2)	  

國際志工	  

線上服務志工	  

國際與地方合作：世界遺產志工	  

跨越國界：文化遺產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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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志願服務者在距離、服務時間長短、責任與報酬等四個面向的異同時，發現兩

者不宜直接以二分法來區分的說法。然而另一方面筆者亦支持文中所提，認為儘

管地方和外來志工在付出與收穫上複雜難辨，他們都是前來尋求休閒體驗的人。 

 

二、遺產志願服務作為休閒 

    這些年來，學者已普遍將志願服務視為一種休閒，原因是它們都被歸類在參

與「非義務性」活動的時間內，亦即人們都是利用工作和盥洗以外的「自由時間」

來投入休閒或是擔任志工（Holmes, 2003）。其中，仰賴志工支援的博物館與遺產，

更是經常被用來作為檢視理論的研究單位。從地方志工的需求面來看，如 Holmes

（2003）即在英國的博物館及遺產景點進行 222 位志工的訪談或問卷調查後，支持

多數志工的參與動機是為了追求休閒這一論點，表示尋求工作體驗者反倒僅佔少

數；Orr（2006）則進一步將博物館和遺產中這群「長期的訪客」所投入的活動視

為認真休閒，指出志工其實擁有自我生產及消費休閒的能力。 

    再者，從國際志工的需求面來談，尚有 Wearing（2001）將認真休閒理論以參

與志工旅遊經驗的要素來檢視，並點出整個活動過程中的互動也構成休閒體驗的

來源。至於遺產志願服務的供給面，如 Graham（2004）即以蘇格蘭的遺產志願服

務作為研究個案，表示持續讓志願服務作為一種休閒體驗有其必要性，因為隨著

公部門或是非營利組織對志工的期望越高，志工也會相對期盼他們的需求能被滿

足。綜合上述，今日於博物館及遺產中的志願服務，無論從地方和國際志工的需

求面抑或供給面切入探討，各面向都已有研究支持投入志願服務是一種休閒選擇

的觀點，縱然志工本身對於服務的認知究竟是「工作」還「休閒」，一時之間難免

會感到困惑，但作為利他、無支薪又出於個人意願的活動，在理論上這總歸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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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休閒的過程（Parker, 1997; Stebbins, 2007），一方面也帶出管理者必須藉志願服

務提供休閒的重要性，故下方將進一步從休閒學的角度理解遺產中的志願服務。 

 

三、認真休閒與計畫型休閒       

    Stebbins（2005, 2007）在 1982 年提出認真休閒一詞後，持續發展休閒理論並先

後將志願服務以認真休閒、隨興休閒與計畫型休閒來論述（圖 2.2）。 

 

 

 

 

 

    

 

 

 

 

 

 

    圖 2.2  認真休閒之觀點。資料來源：The Serious Leisure Perspective Websit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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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續投入相關活動，發揮所長之餘也習得更多的專業技能；計畫型休閒則是指

參與一次性（one-off）的志願服務，如節慶志工和運動賽事志工等所投入的休閒活

動（表 2.1）。值得一提的是，Stebbins 強調這些短期的志工活動可以是地方上、全

國甚至國際性的層級。這樣的說法不僅間接道出了全球化對志願服務的影響，對

於上述 Benson & Kaminski（2014）所提出的新型遺產志工類別，乍看之下也有了合

適的休閒歸屬，因此筆者認為，Stebbins 多年來致力於休閒的研究其實正好將志願

服務做了妥善的分類。今日無論是投入服務時間的長短、內容簡繁程度都能有其

相對應的位置。 

 

表 2.1  

Stebbins 休閒類別中的志願服務 

 隨興休閒 計畫型休閒 認真休閒 

簡易定義 

不需經過特別訓

練便可投入，同

時能立即獲得短

暫樂趣的活動 

短期、參與內容難易度

適中，是屬於一次性或

是特殊場合的活動 

系統性地追求內容

扎實、有趣而且有

助於找到終身職業

的活動 

志工服務生涯 短期 短期 長期 

服務內容難易 較易 適中 較難 

志工投入程度 較淺 較深 較深 

專業技能需求 無/低 低/高 較高 

服務案例 

 

分發傳單；將信

件裝入信封 

地方或國際會議服務；

運動賽事支援；節慶或

特展服務；天災等人道

救援；志工旅遊 

義消；博物館支援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 Stebbins（2003, 2007, 2009）；The Serious Leisure Perspective 

Websit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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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2.1 可見，隨興休閒和認真休閒是相對詞。事實上在計畫型休閒被定義

出來之前，Stebbins 即是將認真休閒以外的活動歸類於隨興休閒，甚至分別用「滿

足（pleasure）與享受（enjoyment）」及「實現（fulfillment）與有益的特性（rewardingness）」

來區分兩者在追求程度上的差異（Stebbins, 2007）。然而，看似特色鮮明的休閒分

類，要清楚地將志願服務案例定位並不容易，如 Caissie & Halpenny（2003）在針對

自然環境保護的志工計畫中指出，由於參與者所接手的工作不需要經過特殊的訓

練或具備專業知識，因此可將其歸類為隨興休閒的一種，但 Stebbins（2007）對此

回應，從動機及其他特質來判斷，也許稱這群志工為認真休閒中的新手更為合適。 

    再者，作為分析志工旅遊的先鋒，Wearing（2004）表示認真休閒理論有助於

相關研究的發展，然而就在計畫型休閒一詞誕生後不久，Stebbins（2009）將志工

旅遊這類短期的志願服務放置到計畫型休閒的框架下，亦即 Stebbins 認為而後所區

分出來的休閒類型與志工旅遊的特質更為相符。 

    儘管本文欲探討的內容涵蓋遺產的教育，因此隨興休閒並非為本節重心，但

上述案例顯示出在歸類志願服務的過程中，應全面地檢視分析。除此之外，對於

計畫型休閒應進一步討論，一來如先前所提，過去和遺產及博物館志願服務相關

的研究著重在地方志工上，因此若談及休閒類別，自是偏向長期投入的認真休閒

理論（Orr, 2006；Stamer et al., 2008），計畫型休閒在遺產領域中尚顯得乏人問津；

二來著重於計畫型休閒的討論有助於而後辨識其與認真休閒的異同。 

      Stebbins 於 2005 年正式提出計畫型休閒一詞後，使得休閒領域不再僅以隨

興休閒和認真休閒作區分。這個有別於前述兩者的第三種休閒，其全文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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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型休閒指的是⼀一種短期、︑､難易度適中，⽽而且是⼀一次性的或是特殊場 

    合的活動。︒｡雖然不常發⽣生，但參與者會在這段空閒時間進⾏行有創意的任 

    務。︒｡這類的休閒活動需要多⽅方考量、︑､努⼒力，有時還得運⽤用技能或知識來     

    執⾏行。︒｡然⽽而，這並不是認真休閒或是有意去培養此種休閒的活動。︒｡ 

   （Stebbins, 2005, p.2） 

    雖然計畫型休閒和認真休閒有著類似的發展架構，Stebbins 強調，計畫型休閒

並不像認真休閒會引起參與者的興趣，使其於生涯中持續投入相同的活動。首先

計畫型休閒參與者投入的時間短暫，對活動的認同感本來就不是那麼強烈，除非

在過程中發現自己所長並有意願將它培養成長期的興趣；再者，多數會參與計畫

型休閒活動的人，就是因為平時忙碌而無心長期專注在這些休閒上，才選擇投入

一次性、時間上方便而且不會持續很久的任務（Stebbins, 2005, 2007）。因此計畫型

休閒的特質在於，參與者會在短期內付出努力去組織、執行休閒活動，但其對活

動的熱情通常不會在結束後一直燃燒下去。 

    關於計畫型休閒中的志願服務，事實上已有學者提出其與客串型志願服務

（episodic volunteering）的概念相符（Holmes & Smith, 2009; Lockstone-Binney, Holmes, 

Smith & Baum, 2010），這個 早由 Macduff（1990）所提出的詞，指的正是致力於

投入一次性或短期服務的志工，尤其隨著人們越發忙碌，無法長期擔任志工的趨

勢使得近年客串型志願服務蓬勃發展（Cnaan & Handy, 2005）。而這樣的形式在遺

產領域中其實也並不罕見，如格拉斯哥一座以社會工作為主題的博物館，即曾吸

引從事相關行業的人們前往擔任特殊活動的志工（Graham, 2004）；此外像是歐美盛

行的短期考古計畫，也早已促成另類的國際交流，其中 Timothy（2011）尚指出，

會參與類似活動的人們除了教育因素、發現自我和遇見志同道合的夥伴外，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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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歷史復活的能力也是促使其投入考古服務的重要原由。     

    這樣的說法與 Stebbins（2005, 2007）針對參與計畫型休閒所描述的動機相符，

他表示由於不需要長期的承諾，短期的休閒活動可能吸引更多帶有不同期待的人

投入，不過對此筆者亦認為，上述的例子顯示選擇於遺產及博物館服務的人們，

即便是短期的參與，他們在動機上似乎更加展現出其對於特定領域，也就是遺產

和博物館文化的熱情，正如英國遺產樂透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2011）報告

所示，投入相關志工計畫的人們原先就對該領域感到興趣。 

    至於其他促使人們參與短期志願服務的效益，Stebbins（2005）指出，儘管計

畫型休閒相較之下缺少了發展成終身事業的可能，人們依然能夠從中獲得許多和

投入認真休閒體驗相同的個人及社會層面之效益（Stebbins, 2001, 2007）： 

（一）自我充實 

藉由參與活動獲得人生中一段寶貴的經驗； 

（二）自我實現 

      於休閒中學習到更多的知識與技能； 

（三）自我表達 

      在活動中得到表達自我的機會，以展現自己原有的知識與技能； 

（四）個人形象 

      因為參與特定的休閒活動而為人所知，進而建立個人形象； 

（五）自我滿足 

      對個人獲得的體驗感到滿意，而這樣的喜悅可以帶來深刻的成就感； 

（六）再造與重生 

      在投入休閒活動之後，覺得有如新生，充滿活力； 

 



	   18	  

（七）金錢上的回饋 

      從投入的休閒活動中回收金錢； 

（八）社會吸引力 

      透過參與計畫認識更多人並與其他參與者共事，相互吸引的情況下有助於

形成社會圈； 

（九）團隊合作 

      與團隊合作達成休閒任務，產生幫助他人或是對他人有益的成就感； 

（十）對團隊維持及發展的貢獻      

      於休閒中付出一份力，對團隊在維持活動進行及發展上有所貢獻。 

 

而過去針對遺產和博物館志願服務的研究中，如 Holmes（2003）分別調查志工

初投入的動機，以及而後因為哪些因素而繼續提供服務，後者包括社交機會、消

遣、共事夥伴、學習新知、助人、成就感、前途、興趣追求、友善的環境、充實

退休後的生活、歸屬感、挑戰、義務及個人發展等 14 個效益項目，除了「個人形

象」和「金錢上的回饋」之外，上述幾乎涵蓋了所有 Stebbins 提出的潛在休閒效益

內容。另外，Graham（2004）藉所有於蘇格蘭的調查所歸納出的遺產志工類別，以

及其對組織及個人所帶來的效益，若將志工對組織的效益（如投資型志工透過捐

贈幫助組織自給自足）皆歸類至「對團隊維持及發展的貢獻」，並將其餘的個人效

益（如發現型志工獲得新的知識與技能）與 Stebbins 的休閒效益對照，同樣可以找

出和「自我充實」、「自我實現」、「自我表達」、「個人形象」、「社會吸引力」及「團

隊成就」等相關的效益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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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先前提及 Timothy（2011）對人們尋求參與短期考古計畫所指出的效益，

從個人和社會的角度來分，在活動中發現自我、學習，同時透過服務獲得成就感

等，這些與 Stebbins 的「自我充實」、「自我實現」、「自我表達」以及「自我滿足」

敘述類似，而遇見志同道合的夥伴，並一起付出心力達成目標的過程也能和「社

會吸引力」與「團隊成就」做比較。 

    後，Spiridon 等（2014）針對青年志工指出，其為遺產保護所帶來的創新作

法，以個人而言不僅能增進認同與歸屬感，在能力培養及資源拓展等方面也同樣

有利；社會層面則可以促進公民參與，增加跨文化的交流，進而提升人們對文化

多樣性的尊重。縱然該文獻未能詳細地說明，筆者認為在談論效益的部分尚可與

Stebbins 所歸納的休閒效益對照。其中相似的描述包含展現及學習技能的「自我實

現」、「自我表達」；社會層面則和「社會吸引力」與「團隊成就」等敘述相符，尤

其研究對象是青年，Spiridon 等表示作為連接過去和未來的橋樑，其投入的過程在

感受文化的差異與創新之餘，還能藉遺產開啟跨世代的對話。 

    從表 2.2 可見，於遺產領域投入志願服務無論期間長短，參與者能夠獲得的休

閒效益相去不遠，甚至能夠同時滿足個人層面強調學習和展現知識技能的「自我

實現」與「自我表達」，以及社會層面著重於結識志同道合人士並共同助人的「社

會吸引力」及「團隊成就」等項目。這樣的結果與 Stebbins（2005）所言相符，亦

即投入短暫或一次性的計畫型休閒，可能得到許多和認真休閒相似的效益。然而，

另一方面這也透露出辨識研究對象作為何種休閒類別的必要，畢竟認真休閒和計

畫型休閒而後在對參與者的生涯影響上有著極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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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bbins	  (2007)	  

遺產志願服

務相關研究	  

表 2.2 

遺產志願服務與 Stebbins 休閒效益之對照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四、小結 

    本節於一開始提及志願服務對於遺產領域的重要性，並發現不同於過去著重

在地方志工的長期支援抑或國際志工的短期體驗，近年來遺產志願服務在科技進

步及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出現了「界線模糊」的情形，亦即任務中可能同時混合了

地方與外來的志工（Benson & Kaminski, 2014）。而休閒作為兩者之間共同的追求目

標也就成為筆者檢視此種新型態的選擇。 

    其中 Stebbins（2007）藉人們對活動涉入程度的異同將休閒分為認真休閒、計

畫型休閒以及隨興休閒等三類，並指出在一次性或是短期投入的計畫型休閒裡，

往往可以得到和長期經營的認真休閒活動類似的效益。然而兩種休閒 大的差異

 Holmes

（2003） 

Graham 

（2004） 

Timothy 

（2011） 

Spiridon

等（2014） 

1 自我充實 V V V  

2 自我實現 V V V V 

3 自我表達 V V V V 

4 個人形象  V   

5 自我滿足 V  V  

6 再造與重生 V    

7 金錢上的回饋     

8 社會吸引力 V V V V 

9 團隊成就 V V V V 

10 
對團隊維持及

發展的貢獻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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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計畫型休閒並不像認真休閒有助於參與者找到終身職業，甚至有些人們和

隨興休閒中的涉獵者一樣，連稱為新手的等級都未曾達到（圖 2.3）。 

 

 

 

圖 2.3  認真休閒觀點之活動涉入等級。資料來源：The Serious Leisure Perspective 

Website（2014） 

 

    儘管過去和遺產志願服務相關的研究顯示出志工對於追求休閒，以及管理者持

續提供休閒的重要性，但大多並未將研究對象歸類於特定的休閒類別，若有提及，

遺產長期仰賴志願服務的特性往往也使其導向認真休閒。今日本研究欲探討的是，

新型遺產志願服務作為休閒與其和遺產教育結合的情形，當人們期盼透過教育將

遺產的保護意識傳達給下一代時，除了原有的效益，對於研究對象所屬的休閒類

別所實施的教育方式，其實踐情形如何？又參與者的認知為何？這在志願服務蓬

勃發展且遺產教育日漸受到重視的世代值得檢視。 

 

第二節 遺產教育 

    休閒與教育之間幾十年來不乏相關的研究，尤其是休閒教育（leisure 

education），然而今日無論分開來談抑或合併而論，從定義可知這是一個較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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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因此當主題在探討特定的教育領域時，隨著各自在教法與教材上有其獨

特的發展，以休閒教育來檢視便沒有其必要性（Silvan & Stebbins, 2011），故為理解

休閒對遺產教育的意義，本節欲直接探討遺產中的教育。    

一、遺產教育的內涵 

   首先，本文中的遺產教育是譯自 heritage education 一詞， 除了研究本身是以歐

美情境為主，因此在選詞上未採用國內較為常見的文化資產（cultural property）教

育，另一方面則是遺產相較之下更富有傳承之意，亦即當筆者使用文化遺產而非

文化資產時，擁有者得以從特定所有權人擴及至社會大眾（林思玲、榮芳杰，2014），

這樣的說法更加貼近人們欲透過教育，將遺產的保護意識傳達給世人的理念。 

    關於遺產教育的發展，事實上 UNESCO 早在 1972 年於《世界遺產公約》第六

項「教育計劃」第 27 條中明確列出其重要性： 

    1、︑､本公約締約國應通過⼀一切適當⼿手段,特別是教育和宣傳計劃，努⼒力增強 

    本國⼈人民對本公約第 1 和 2 條中確定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贊賞和尊重。︒｡ 

    2、︑､締約國應使公眾廣泛了解對這類遺產造成威脅的危險和根據本公約進 

    ⾏行的活動。︒｡（UNESCO, 1972） 

然而一直到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初期，文化遺產因為被認定是喚起青年對環

境及共享歷史意識的媒介，遺產教育才陸續在歐洲和國際間展開討論。Hunter 針對

遺產教育將之定義為： 

    透過物質⽂文化與⼈人造環境所取得的資料作為主要教學資源，並藉此傳授和學 

    習歷史及⽂文化的⼀一種⽅方法。（1988, p.1） 

Huhta 與 Hankins（1988）則指出，無論是講授還是學習，從社會的歷史、建築、博

物館、歷史城市、文化景觀、遺址、傳統、照片和報章雜誌等文件記錄到手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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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遺產教育的範疇。 

    再者，1998 年歐洲委員會在第 R（98）5 建議案中亦說明，文化遺產作為人類

在環境中所留下的物質與非物質遺跡，其教學方法是活潑、跨學科（cross-curricular）

的，同時結合教育和文化領域，以多樣的溝通和表達方式呈現（Council of Europe, 

1998）。對此 Cerri（2007）則補充表示，教育和文化遺產的整合有助於學校去除主

科和額外課程之間的阻礙，而實務的專題操作能夠幫助學生具備理論知識、培養

獨立作業及合作能力，用創意的方式發想並落實所學，一方面青年也能學習以包

容的心看待多元文化、理解遺產的重要性，進而扛起傳承給下一代的責任，達到

永續發展的目標。綜合上述，今日遺產教育的定義大致可分為兩個面向，一是遺

產教育的資源包含了有形與無形的文化遺產，另外則是其在教學的呈現或是學習

的運用上強調了跨領域及多樣性，而這樣的操作有助於文化遺產本身以及其對個

人和社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至於遺產教育的目的除了前段提及部分，Wilhelm（2004）認為這其中尚包括：

幫助年輕人發現他們的歷史和文化遺產，並引領他們進到這個領域以獲得知識與

經驗；藉由呈現過去與未來，協助青年理解遺產從地方到全球的概念，同時鼓勵

他們去感受差異、思考，並帶著他們的觀點走向下一個階段；教育明日的公民，

幫助落實社會的權益和義務。UNESCO 則表明期盼透過相關的世界遺產教育活動

達到下列目標：（一）鼓勵青年投入地方與世界遺產的保護；（二）提升青年對於

《世界遺產公約》重要性的認識，並更加了解文化互相依存的關係；（三）在多數

組織會員國的教育體系中發展出新式且有效的教育方法與教材，以加強世界遺產

的教育；（四）在提升地方和國際的世界遺產教育時，促進教育者、遺產專家、環

境專家、開發者及其他投資者等權益關係人的整合（路芳、李春霞，2012）。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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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遺產教育的目的無論是在地方或是國際進行討論，雙方皆強調了在地與全

球之間的連結，亦即在幫助「現在」的青年認識自己「過去」的文化遺產之餘，

也將「未來」的世界觀點帶入其中。而 UNESCO 作為世界遺產教育的領頭羊，則

格外重視教材與教育方式的開發以及各方的合作關係。 

    除此之外，遺產教育的討論對象通常是學校的老師與學生，這意味著透過正

規教育來傳達遺產知識的途徑受到多數研究者關注。而當人們強調的是世界遺產

教育時則由於層級地位特殊，其關心的對象普遍較為廣泛，從中小學到大學；從

教師、課程規畫者和研究人員到青年、社會大眾與旅遊業者，甚至是媒體及地方

代表等都被列在其中（路芳、李春霞，2012；魯雷，2004；引自侯沛芸，2005；Richon, 

2004）。因此，遺產教育不僅資源豐富、學習的方法及內容多元，在面對不同的地

理空間和對象時也會出現不一樣的教學管道。 

  

二、遺產教育的內容與形式 

    蔡靖泉（2013）透過文化遺產和德、智、體與美育之間的討論，點出遺產能夠

帶來廣泛的教育內容。Copeland（2005）則指出像遺產這種複雜概念所帶出的教學

方法，會使本身成為一種講課的題材，於是他將文化遺產與教育之間的關係做了

以下三種分類：（一）關於遺產的教育（education about heritage）：僅將認知能力應

用在遺產範疇及地理上的空間，也就是針對遺產本身去學習；（二）透過遺產的教

育（education through heritage）：將認知能力和情感能力運用在遺產範疇及地理上的

空間，亦即在認識遺產之餘也將它作為跨學科的媒介，藉此學習如藝術及科學等

其他課程；（三）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education for heritage）：將認知、情感與行

動導向等能力應用在特定主題及地理上的空間，這種學習方式有助於學生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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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有意義的互動，藉此發展出相關的技能，進而保護遺產，同時也能夠讓學習

者透過理解過去、豐富自己的知識與經驗並和他人分享。 

    然而無論是以何種方式來區分遺產可以提供的教育內容，皆不僅能藉正規教

育的管道傳達，廣義來說，教育尚可分為非正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亦即依教育

的途徑來作區別同樣能夠分成三類。根據學習的意圖和學習的地點，正規教育是

指具有架構、由小學到大學所提供的正式教育課程，故學習對象以學生為主；非

正規教育則泛指正規教育體系外、所有具組織性的教育活動，課程從以社區發展

為主旨到職前的訓練皆有可能，學習對象也因而針對參與特定活動的人士；非正

式教育則是指個人從生活中獲得的啟發，所以場所可能是家庭、圖書館、工作環

境等任何地方，而與前面兩者 大的差異在於，其強調學習過程是偶然發生且沒

有組織性的（黃富順，2000；Council of Europe, n.d.; Eshach, 2007）。此外 Timothy（2011）

表示，遺產的正規教育指的是，由學校或大學所提供的歷史景點參訪行程，是屬

於正式課程的一部分，因此有所謂的成績評量；遺產的非正式教育則是指訪客透

過導覽或媒體的解說來獲得遺產相關知識。 

 

表 2.3 

遺產中可能的教育形式與內容 

 關於遺產的教育 透過遺產的教育 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 

正規教育 

（正式教育） 

透過學校提供的課程

學習關於遺產的知識 

透過學校提供的課程

做學習，尤其藉遺產

的特色發揮，針對其

他科目進行討論 

透過學校提供的課程

和遺產產生互動，並

發展出技能，落實保

護遺產的行動 

教育管道 

Copelan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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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規教育 

透過校園以外的組織

所提供的教育活動，

學習關於遺產的知識 

透過校園以外的組織

所提供的教育活動做

學習，尤其藉遺產的

特色發揮，針對其他

科目進行討論 

透過校園以外的組織

所提供的教育活動和

遺產產生互動，並發

展出技能，落實保護

遺產的行動 

非正式教育 
個人在某個環境學習

到關於遺產的知識 

個人在某個環境進行

學習，並藉由遺產獲

得其他領域的知識 

個人在某個環境下學

習、和遺產產生互

動，發展出技能之

餘，也落實保護遺產

的行動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儘管過去的分類皆說明了遺產教育，為更全面地檢視，本文於此採同時對照

三種教育管道及 Copeland 的三種教育方法，來回顧遺產中可能的教育形式與內容

（表 2.3）。至於正規教育作為學校的正式課程，對學生來說是在工作，這在定義

上與本文欲探討的休閒相對立，故筆者而後於正規教育的部分便不多做討論。 

    首先，表 2.3 各欄中的內容於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比例不一定相同，該表功能僅

是便於歸類並討論之間的連結與異同。此外筆者認為，透過正規教育管道提供「關

於遺產的教育」較為少見，原因是遺產本身不太可能獨立出現在正式的課堂上，

而是被融入在各學科裡，如教師在歷史課提及特定的文化遺產等。且這種方式通

常帶有慢慢建立起學生保護遺產意識的期許，也就是會傾向提供「透過遺產的教

育」甚至是「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Barghi, Zakaria, Hamzah & Hashim, 2017）。一

方面就如 Cerri（2007）所言，遺產的融入能夠去除主科和額外課程之間的阻礙，

亦即在正規教育中的遺產教育往往帶有更多目的，並非僅限於認識遺產本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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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上述的說法也和 UNESCO 所提倡的「世界遺產與年輕人」理念相符（表 2.4），

而林思玲與榮芳杰（2014）在提供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思考的教育方向時也同樣指

出，世界遺產教育 重要的目的是在傳遞遺產點背後的歷史訊息，建物本體的欣

賞與認識只是附帶的內容。 

    然而這並不表示「關於遺產的教育」不重要，因為這種可以到現場體驗的學

習途徑，能夠延伸書本的內容並加深學生的記憶（Timothy, 2011）。此外，一個關

於遺產教育的計畫可能會結合不同的教育管道及方法，同時也針對不同的對象。

如以色列的一間小學，在部分師生的合作下為當地的世界遺產設計了與其相關的

戶外活動，並於假日帶領全校學生前往參加這個有地方社群一起投入的計畫

（UNESCO, 2016），這當中可能包含了部分學生透過正規教育學習「以遺產為目的

的教育」；地方社群透過非正規教育的途徑學習「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以及全

校學生藉非正規教育的途徑學習「關於遺產的教育」。 

    不同於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的學習目標往往是由個人決定，或是摻雜教育

者及受教育者的需求而定，換言之即使是由組織來提供教學方法，學習者大多可

以掌控學習的目標（Carron & Carr-Hill, 1991；Heimlich, 1993；Romi & Schmida, 2009）。

在沒有強制出席、同時減少與教師接觸的情況下，Dib（1988）認為這樣的管道能

更貼近學習者的需求和興趣，甚至可以依學習狀況調整進度，有效地幫助學生在

個人或是專業領域上的發展。Rogers（2007）則將這些特質和正規及非正式教育做

比較，表示前者並不會因為換了參與者就改變；後者則是無論架構或主題都會隨

著不同的團體而有所差異。非正規教育作為兩者的混合，在相對不重要的部分偏

向非正式、重要的部分偏向正規，也因此成為今日多數教育計畫所採用的途徑。 

    成功的非正規教育尚取決於學習者 初的興趣和動機；教材的品質是否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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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學生的期望與需求；以及方案是否能夠提供學習者在制度上的支持等，尤其

這需要主辦單位結合各領域的專家細心地去執行（Dib, 1988）。對此 Hoppers（2006）

也提出了類似的內容並從供給面的角度補充：是否結合非正式教師的教學人員講

授；使用遠距媒體；讓社群融入校園，並獲得後者支持；將教學內容與當地的環

境條件做連結；利用當地的語言教學；以及重視教師的發展等都是成功的特質。

至於提供非正規教育的單位，通常是和主題相關的組織，像是博物館、遺產的官

方及地方機構等，接受教育的對象則擴及更多人，可能是地方社群也可能志工。 

    目前與文化遺產非正規教育相關的研究對象多著重在學生和地方社群上，前

者如先前所提，學校逐漸被鼓勵結合非正規及非正式的管道提供遺產教育，幫助

下一代透過廣泛地學習，以建立保護遺產的意識。對此 UNESCO 所推出的世界遺

產教育計畫也說明了這點（表 2.4）；後者則除了推廣相關知識，尚關心文化遺產

與地方弱勢族群之間的關係，並指出藉非正規管道提供遺產教育有著改善生活的

可能，各地應積極地發展（King, 2008；Kiyaga-Mulindwa & Segobye, 1994）。 

    至於志工的部分，儘管 Goodlad 與 McIvor（1998）曾討論其和博物館教育之間

的關聯，表示志工不僅是獲得教育及娛樂的需求者，同時也是供給者；Stamer 等

（2008）亦探索性地研究各地美術館所提供的學習經驗，指出非正規的學習計畫能

改善志工的技能、豐富他們的視野，同時滿足他們學習藝術兼服務他人的需求，

換言之學習這項效益是促使志工持續留下的原因之一，然而由於志工尚多被視為

提供服務的團體，其在接受遺產教育這部分仍較少被仔細討論。 

    當志願服務作為一種休閒（Graham, 2004；Holmes, 2003；Orr, 2006；Parker, 1997；

Stamer et al., 2008；Stebbins, 2007；Wearing, 2001）、非正規及非正式教育作為人們於

休閒中所接觸的學習途徑（Hopper, 2006；Kiyaga-Mulindwa & Segobye, 1994；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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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Romi & Schmida, 2009；Timothy, 2011），又遺產志工所受的教育包含維護遺

產的目的，在 Copeland（2005）的教育分類屬「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亦即遺產

教育的終極目標，筆者認為進一步探索志願服務中的遺產教育有其意義。 

    後，關於遺產中的非正式教育，Light（1995）表示它是人們發自內心去學

習的一種途徑，而這種教育常見於遺產及博物館、討論的對象經常是社會大眾。

此外，因為是在學校以外的地方主動學習，提供知識的往往是展示媒體而非教師。

Diamond, Luke & Uttal (2009)統整了非正式教育的特質，指出學習者本身是志願的；

學習內容是個人興趣導向、開放式、好玩且終身可學習的；學習環境是多元、無

所不在的，它可以是博物館也可以是營隊或公園。為此 Heimlich（1993）認為其與

非正規教育剛好相反，學習者可以自行決定學習的方法，但無法掌控學習的計畫。

Dib（1988）則直接表明，從參觀遺產到坐在家裡閱讀雜誌都是非正式教育的範疇，

而其主要功能就是在補足正規與非正規教育所缺。 

    龔益（2003）表示文化遺產提供這樣的學習形式有助於傳播知識、激發民眾興

趣，進而喚起人們的愛心，使其懂得珍惜文化遺產。這與 Copeland（2005）提出的

三種遺產教育方法相符，遺產點可以帶給人們「關於遺產的教育」、「透過遺產的

教育」，或是「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然而非正式教育與其他兩者不同的是，它

強調自主學習，因此筆者認為 Copeland 的類別於此有著學習上的進程關係，換言

之參觀者是先認識遺產本身、學習與其相關知識，經由個人強烈動機或是時間累

積才產生學習「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效果。 

    在非正式的學習環境中除了能獲得知識、對參與的活動產生興趣、對特定的

議題改變態度，還能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Diamond et al., 2009），故非正式教育在

博物館及遺產領域裡被視為 顯著的教育貢獻（Newman, 2005）。如 McMan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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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在探討美國考古學與公眾教育時指出，透過刊物、展示、影片及活動等管

道向人們傳達考古知識、操作內容與遺址的不易保存的訊息，有助於遺產永續的

發展；Secci（2011）藉著保護遺產及公眾接近機會等兩個概念討論義大利的水下

文化遺產管理，表示當人們接近水下文化遺產及相關活動時，其產生的意識及體

驗，就是在促使地方社群保護遺產等，這些案例都支持了遺產提供社會非正式教

育的貢獻。但同時 Timothy（2011）也指出，訪客獲得知識的多寡尚取決於學習的

心態，動機較強者在面對展示品或是告示時會比較仔細，甚至與解說員討論，反

之則是較為消極，抱持著純粹休閒的態度欣賞。Light（1995）則根據遺產中的非

正式教育影響因素提出了以下看法（圖 2.4），在個人方面，訪客可能是以造訪為

由也可能是原先就知悉相關的歷史，而個人的興趣及動機強烈與否是影響因素之

一；此外從提供教育者的層面來看，遺產點所設置的媒體解說是否符合訪客的需

求、是否恰當，又娛樂性質為何也同樣關係到學習的成效。 

	   	   	   	   綜合上述，今日無論是正規、非正規還是非正式教育，三者在文化遺產教育

中的 終目標都是喚起學習者對於保護遺產的意識，進而帶來遺產的永續。然而

要留意的是，縱使三種教育管道有著不同的特質，在探討特定活動時，不宜斷然

地判定它是透過哪一種途徑提供教育。以 Dib（1988）所舉的一種情形為例，當學

生獨自前往博物館參觀時，乍看之下是非正式的學習，但如果他有被學校或組織

要求撰寫心得甚至上台報告，那就可能是正規教育或非正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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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客 	  

	   	   	   	  

	  

	  

	  

	  

	  

	  

	  

	  

	  

	  

	  

	   	   	   	  

	   解說與介紹 	  

 

     

 

 

圖 2.4  遺產中非正式教育影響因素。資料來源：Light（1995,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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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本節於一開始爬梳了遺產教育的定義，藉此帶出文化遺產在資源及學習內容

上的廣泛概念，接著檢視地方與國際上對於遺產教育目的的論述，發現兩者皆重

視透過認識過去、提升年輕人保護遺產的意識，並將未來由世界共同守護的趨勢

與理念帶進教育裡。此外，在提及遺產教育的權益關係人時，筆者結合 Copeland

的三種遺產教育方法和三種教育途徑討論遺產中的教育對象、形式、特質與內容，

並帶出以下幾個結論：第一，儘管非正規教育因為其介於正規和非正式教育之間

的模糊地帶，尚未被視為一個獨立的教學方式，但它的特質已充分證明它的存在

且普遍被運用在教育計畫上；再者，論及遺產教育的對象時，發現志工在遺產領

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其在接受教育這方面仍有討論的空間，尤其是近年流

行的短期志工； 後，與正規教育相反，非正規和非正式教育都是人們在休閒狀

態下所接觸的教育途徑，又非正規教育本身結合了正規及非正式教育的特色，一

個校外機構所提供的教育計畫看似非正規教育的範疇，事實上它在執行期間可能

涵蓋了不同的教育方式及內容。對此，筆者欲透過個案進一步檢視其於世界遺產

教育中的運用情形。	  

	  

第三節 世界遺產志工實踐情形  

有鑑於青年對實際參與世界遺產保存的興趣提升，2007 年 UNESCO 與國際志 

願服務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 CCIVS）

攜手合作，推出世界遺產志工方案，並將其納入世界遺產教育計畫（表 2.4），成

為幫助青年發聲，同時促進參與遺產保護行動的項目之一。這樣的決策不僅擴大

青年的投入，也讓世界遺產相關知識得以更不同的方式傳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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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世界遺產教育計畫（WHEP）內容 

實行年份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簡介 

1995 世界遺產青年論壇 

作為 WHEP 主要的活動之一，世界遺產青年

論壇集結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與教師，一同

交流。對前者而言，這是一個認識志同道合

青年，學習促進遺產保存的機會；對後者來

說，則是一個討論教育方法、建立網絡的時

機。目前於各地區舉辦的論壇已超過 30 場，

這些年來更是結合世界遺產委員會舉行，以

更有效地發展教育活動、履行公約。 

1998 

世界遺產掌握在青年

手中之教育手冊（世

界遺產與年輕人） 

不同於其他項目，世界遺產與年輕人是提供

給中學教師授課用的工具，目的是希望藉由

互動與跨學科的方式，讓學子體悟到遺產保

存的重要性。目前手冊已譯成 37 種語言，內

容包含世界遺產的教育方法、公約、認同、

旅遊、文化與和平等章節。此外 UNESCO 亦

支持相關教師培訓活動以增進手冊的使用。 

2002 

Patrimonito 的世界遺

產冒險 

參與這項活動的中學生以世界遺產的吉祥物

Patrimonito 作為主角，將符合主題的世界遺

產所面臨的威脅，以及解決辦法繪製成分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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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本，而獲選的作品將會製作成 Patrimonito

的世界遺產冒險卡通影片。藉由這樣的競

賽，不僅提升參賽者對遺產保存的意識，觀

看者也可以透過活潑的卡通了解世界遺產永

續議題。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13 支短片釋出。 

2008 世界遺產志工 

參與者是由地方青年組織或非政府組織所舉

辦的營隊組成。10 至 30 名國內外志工在為期

2 到 4 週的活動期間，除了實際維護世界遺

產，也會參與相關講習，同時和當地社群互

動等，藉由豐富的休閒體驗促使更多的青年

及組織投入遺產保存。由於活動持續引起廣

大迴響，目前擁有該項活動經驗的志工已經

超過 3500 人。 

資料來源：筆者摘要自世界遺產教育計畫手冊（2013）及官方網站 

 

    由表 2.4 可以看出，儘管世界遺產志工為 晚推動的方案，其可貴之處在於它

將世界遺產教育計畫的參與者從特定族群，推向更廣的青年與在地社群，並將主

要活動地點從室內移到室外，也就是前往遺產點實際操作。至於其倡議目標，除

了促使參與者和在地社群體認保護遺產的重要性、透過學習技能，讓青年更活躍

地投入計畫並表達想法，尚包含鼓勵在地社群和全國及地方的管理機構合作，同

時嘗試發展出非正規教育的手段，幫助權益關係人參與世界遺產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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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喚起青年、︑､國際與地⽅方志⼯工、︑､在地社群，相關地⽅方和全國性管理機 

  構等，使其體認保護、︑､維護和促進⽂文化與⾃自然遺產，以及世界遺產 

  相關議題的必要性； 

 

 ·促進活躍的青年投⼊入世界計畫，特別是計畫中以具體需求為基礎的 

  地點，同時發起能⼒力建設活動，提供額外的技能，讓青年能夠更有 

  效地投⼊入重要的社會計畫，並實際地表達出他們的想法； 

 

· 提供青年機會，養成基礎維護和保存技術的技能； 

 

·  促進當地青年組織與在地社群、︑､地⽅方經營部⾨門、︑､全國和地⽅方性的管 

  理機構等單位共同合作； 

 

· 辨別出最佳的實⾏行⽅方式並發展出⾮非正規教育⼿手段，幫助權益關係⼈人 

  參與世界遺產的教育。︒｡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08） 

    2008 年世界遺產志工先導計畫的成功，不僅吸引更多的青年組織加入，營隊

相關的篩選標準及時程表也就此擬定，為日後的方案執行奠定基礎。時至今日，

世界遺產志工已經是每年執行、規模仍然在擴大，且參與人數不斷在增加的活動

（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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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世界遺產志工歷年活動名稱及營隊數 

年份 活動名稱 營隊數 

2008 Patrimonito rolls up the sleeves 12 

2009 Patrimonito Voluntary Action 2009 11 

2010 Patrimonito Voluntary Action 2010 27 

2011 Patrimonito Voluntary Action 2011 28 

2012 Beyond Territories and Boundaries 50 

2013 Patrimonito Voluntary Action, Inspiring Change 48 

2014 Action for Sustainability 54 

2015 Patrimonito takes a stand in a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52 

2016 Together for Heritage 58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 UNESCO 世界遺產教育計畫官方報告及網站 

 

以 2012 年執行的活動主題《Beyond Territories and Boundaries》為例，適逢《世界遺

產公約》訂立 40 週年，世界遺產中心與 CCIVS 以跨越國界保護遺產為目標，當年

在 35 個青年組織協力下，於 25 國 40 處世界遺產點舉辦 50 個營隊，吸引近 800 名

志工共襄盛舉；2015 年《Patrimonito takes a stand in a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則

適逢 UNESCO 成立 70 週年，由 46 個組織於 34 國執行的 52 個營隊一同歡慶。此

外，從官方所提供的資訊得知，Open Houses 及 Better World 兩個組織已分別於 2014

及 2015 年，先後成為歐洲和亞洲的區域計畫協調者，可見世界遺產志工的規模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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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世界遺產志工所帶來的效益，Salazar（2010）曾以印尼普蘭巴南的世界遺

產志工營為例，指出當年 UNESCO 因為強震毀損古蹟介入時，其原先以保護為由

不開放遊客參觀的決策，引起當地居民反彈，而營隊的適時出現，不僅讓國際志

工有機會和專家共同修復遺產，當地的青年也因此更加關心遺產保存議題，進而

讓 UNESCO 負面的觀感獲得改善。長久以來，志工對遺產及博物館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是當志願服務以上述這種更有創意的形式出現時，一來對個人發展有益，

二來有助於社會習得文化的多樣性。 終，提出這些創新想法的年輕人也就成為

改善環境的主力，他們透過不斷地嘗試、以獨特的方式交流，改變文化之餘，也

克服遺產在經濟與社會層面所帶來的挑戰，向永續發展邁進（Spiridon et al., 2014; 

UNFPA, 2008）。 

    Davies（2014）亦在評論英國世界遺產的教育活動中提及，像世界遺產志工這

樣積極、同時與國際接觸的活動，國家應該把握機會參與計畫。Grünberg（2014）

則從政策的角度思考，認為世界遺產教育計畫的重心即是擺在「世界遺產青年論

壇」及世界遺產志工等，這些經常舉辦的一次性活動上。儘管作者而後批評的是

計畫對教材和教學方法的忽略，導致其不受學校青睞，這段敘述突顯出，世界遺

產志工在計畫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廣受好評的方案並非無懈可擊。作為「讓青年發聲」的計畫項目，Logan

（2013）表示年輕一輩的想法尚仰賴他人傳達，即使 UNESCO 闡明這是促使青年

投入的活動，他們的心聲鮮少被聽見，甚至哪些是他們自己想保護的遺產都無從

得知。再者，今日世界遺產志工吸引的對象來自全世界，又是所謂的「客串型志

工」（episodic volunteers），亦即從事志願服務的時間短暫，根據計畫內容，在不到

一個月的時間，實際操作體驗之餘還得學習，想當然耳這些外來者對當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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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有限（Dontcova, 2015）。 

    目前關於世界遺產志工乃至世界遺產教育計畫的研究甚少，事實上就連官方

每年於網路公開的統計資料都不夠完整詳細。儘管如此，經爬梳相關敘述發現，

多數對活動為地方帶來的效益表示肯定，且部分透過分析成功的志工營案例，擬

出可以複製到其他遺產點的辦法。然而，當研究直接以更廣泛的經濟或社會面向

來討論時，活動本身的過程反倒容易被忽略。世界遺產志工不僅是官方首次將志

願服務與世界遺產結合的方案，還是世界遺產教育計畫底下的活動，換言之世界

遺產志工的內容其實包括：遺產志願服務和世界遺產非正規教育的教材等兩個項

目（UNESCO et al., 2012）。因此，探討藉由志願服務這樣的休閒活動所提供的遺產

教育有其意義，尤其當教育對象從過去常見的學生、遊客和在地社群，擴及至短

期青年志工時，休閒活動為遺產教育帶來的可能與挑戰變得更加值得探索，故本

文以此作為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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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性研究：休閒與遺產教育 	  

	   	   	   	   在研究過程中，根據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的方法而言，大致可分為量化研究

與質性研究。前者是採實證主義的觀點，藉數據來呈現社會的現象與行為等，同

時透過統計的應用加以分析和解釋，在性質上屬於演繹法，亦即量化研究是從原

有的理論或概念中選取合適的變項來探討，並在謹慎處理及控制變項之後以數字

客觀地呈現因果關係。這樣的研究方法能夠避免主觀的意識影響結果，然而過程

中對研究對象體驗與感受的忽略，也會導致研究無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更深度的討

論（吳明隆，2014）。反觀質性研究則是以詮釋主義的觀點出發，強調研究者於真

實情境中的探究，包括從現象中發現問題與歸納出其研究結果，在性質上偏向歸

納法，不同於量化研究重視統計分析後的結果，質性研究同時關心研究對象的參

與歷程及而後的表現與想法，在將從各面向所蒐集來的資料歸類後，找出事件的

脈絡。儘管在科學研究中，後者相較之下經常被認定為不夠客觀，但作為能夠更

深入解析社會的方法，且致力於使用多種資料來源佐證（Yin, 2011），質性研究在

科學上同樣占有一席之地。	  

	   	   	   	   本研究探討的是志願服務作為休閒和其與遺產教育之間的關係，其中參與者

對於活動的期許以及投入過程中所獲得的效益在研究中皆是討論要點，亦即本文

尚重視參與者的認知與感受，並藉此作為評論活動實踐情形之依據。而這樣的內

容正好屬於質性研究的範疇。再者，今日有關休閒及教育層面的議題，個人於活

動中產生的看法乃至表現的行為，皆與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因此對照質性研究

的特點，包括強調事件發生於日常生活中的情境、真實地呈現參與者的觀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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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多元的方法來全面地看待現象，進而逐漸歸納出事件的脈絡等（李政賢，

2006；Yin, 2011）皆有助於研究者觀察、反思議題中的複雜關係，為社會現象提供

一個整體而扎實的探究。	  

	  

第二節 個案研究法與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 	  

    關於質性研究方法，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可能發展出不一樣的分類，其中

Creswell（1998）根據其多年的研究經驗，清楚地將之分為：個案研究（case studies）、

民族誌（ethnography）、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敘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

以及現象學（phenomenology）。然而不僅限於休閒及教育的領域，個案研究法在質

性研究中普遍受到研究者的青睞，原因是它在對象及問題的設定上擁有更多的彈

性，且在時間及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研究者相較容易上手。除此之外，廣泛蒐集

資料來源的特質尚能確保研究的客觀性。 

	      首先，個案研究是指針對某種特定現象所進行的研究，惟強調事件必須發生

在現實生活中，所以舉凡一場大型節慶、一個重要的議題或是一個方案，皆可能

適合採用個案研究法進行調查，為此研究者往往能夠找到與個人興趣相符的主題

及面向去切入。再者，個案研究重視在鎖定對象中廣泛地蒐集資料以回答設定的

問題（Moore, Lapan & Quartaroli, 2012），這不僅顯示出個案研究在研究問題的類型

上可以更為豐富，多元的證據來源也使得研究更為客觀，如不同於現象學著重在

訪談、民族誌則多使用觀察法，個案研究經常使用的三角驗證法（triangulation）能

夠提高研究發現的信效度。	  

	   	   	    至於其他質性研究方法，如紮根理論和個案研究之間 大的差異在於後者目

的不在創造新的理論基礎，而是在測試或修正原先已存在的理論（Yin, 2003）， 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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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兩者都是藉實地考察及資料的廣泛蒐集來探討複雜的研究對象，個案研究為檢

視理論， 初在文獻回顧所下的功夫、專注於發生在特定時間及地點的案例，以

及事先決定好蒐集資料的方式等特質，比起建立新的理論，個案研究對新手來說

尚平易近人。又由於民族誌旨在描述和詮釋特定的文化或社會組織；現象學著重

於追求理解個體經驗的意義（Creswell, 1998），對於本研究試圖藉對象進一步探索

休閒及遺產教育之間的關係，而不僅是專注在個人對於活動的深刻體驗，或是團

體於此之中的行為與表現，兩者相較之下並沒有採用個案研究來得合宜。 

    後，個案研究法尚分為單一個案研究（single case study）和多重個案研究

（multiple case study）。儘管後者經常被認為是具有比較性且是多重實驗的，因此得

到的證據更為有力，然而在研究者的時間及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再加上其特點未

必能夠滿足採用單一個案研究的作法，使得研究者在選擇進行多重個案研究時必

須格外謹慎。而單一個案研究根據 Yin（2003）指出其適用的主要情形包括：（一）

個案作為測試理論的關鍵性個案，亦即欲測試的理論已經發展成熟且擁有具體的

適用條件；（二）個案具有獨特性，因而值得記錄與分析；（三）個案作為揭露式

的個案（revelatory case），亦即研究者能夠接觸到過去研究無法探索到的情境。縱

然 2015 年於威瑪舉行的世界遺產志工於此僅是對志願服務作為休閒與遺產教育之

間的探索，但其背景上的獨特性以及過去研究者無法接觸到的特點，已說明筆者

選用單一個案研究的合理性。 

 

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討志願服務作為計畫型休閒和其與遺產教育之間的關係，其中

包含檢視活動的規畫及實踐情形，並以 2015 年於威瑪執行的世界遺產志工作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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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對此，筆者將蒐集資料的過程分為「前置作業階段」與「考察期間」等

兩個部分。前置作業階段主要的資料來源為官方設置的網站、執行單位提供的行

前資料，以及學者的研究；考察期間則是透過參與式的觀察、記錄和訪談等方式，

同時蒐集地方媒體針對該活動之報導和相關文件，以確保多重的證據來源：	  

  

ㄧ、文件 	  

	   	   	   	   世界遺產志工作為 UNESCO 世界遺產教育計畫中的一環，比起其他項目算是

起步得晚，也因此官方網站以外的資訊較少。在經由世界遺產教育計畫文宣了解

世界遺產志工執行內容，包含計畫的背景與目標之後，初步建立研究架構，同時

藉由歷年的計畫列表說明確立研究對象。此外，筆者在申請通過成為參與者時亦

詳閱地方機構 Open Houses 所提供的行前資料，並結合學者研究的爬梳，事先了解

活動時程、組織欲提供的休閒細節、遺產教育內容及途徑等，以利而後擬定訪談

大綱，一方面此舉有助於筆者盡快熟悉研究情境。 

    至於營隊期間則由於該活動受到地方媒體的注意，記者曾於展覽開幕儀式及

志工實地操作時進行參觀與訪問，並將內容於 2015 年 7 月 29 日刊登在 Thüringer 

Allgemeine 和 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 等兩家報社，故筆者在考察階段除了觀察，

也蒐集了相關剪報。儘管任何文件被撰寫的過程都帶有特定的目的，報紙的優點

在於可以反覆查閱，這不僅有助於研究者在單位及職稱上的用字正確，還能作為

確認其他資料來源的證據（Yin, 2003）。再者，社群機構和博物館的出版品，以及

參與者各自上台發表的簡報等文件，同樣可以作為休閒效益、遺產教育途徑和內

容與實踐情形的補充，亦即有助於回答本研究所設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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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是一種特殊的資料蒐集形式，此時的研究者不僅是觀察者，還是情

境中的參與者（詹盛如，2013）。雖然研究者在採用這種途徑時要特別留意偏見的

產生，且因為是一邊參與活動一邊蒐集資料，過程中可能無法像其他觀察者一樣

可以完整地記錄，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於某些特殊的研究主題來說，參與觀察也

許是必要或唯一能夠採取的方法，像是為了深入某個特定的小團體或組織時，參

與觀察能提供研究者機會去接觸這樣的環境（Yin, 2003）。關於進行參與觀察的步

驟大致如下：規畫後進入研究情境；與研究場域中的人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展開觀察；檢視蒐集資料；進行資料分析並離開研究場域（鄭瑞榮，2013）。 

    對此，筆者有幸成為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的一員，在活動期間（2015 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1 日）自是以參與觀察的方式，利用文字及影像詳細記錄活動的

時間、地點及過程並持續地與訪談內容做對照，於現場了解這 15 天當中組織實際

提供的休閒活動、預期帶來的個人或社會效益、實地操作的過程和難易度，與參

與者在各式聚會中所透露的動機、期許和認知等，以利而後分析威瑪世界遺產志

工的休閒型態。遺產教育的部分，則透過觀察機構安排或建議活動地點所提供的

教育途徑、資源和內容，以及志工參觀學習時所持有的態度，作爲之後探索休閒

融入遺產教育的依據，另對照世界遺產志工倡議目標，檢視其於威瑪的實踐情形。

縱然部分資料因為成員進行分組作業而較為零散，但由於該活動具獨特性，能以

參與者的身份蒐集第一手資料算是難得。除此之外，為盡可能地確保資料來源客

觀，本研究在考察期間尚透過其他方式進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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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 

    訪談作為個案研究重要的資料來源，主要功能是在幫助研究者了解活動參與

者的觀點與想法，而透過他們持有深刻見解的分享，有助於填補並檢視其他的證

據來源。Bernard（2006）根據研究者對訪談內容的操控程度將其分為非正式訪談

（informal interviewing）、無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ing）、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及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ing）。 

    非正式訪談與正式訪談的差別在於，前者是未經過事先安排的，亦即這可能

在研究者面臨突如其來的情境時派上用場，也因為如此這種做法經常被視為接近

閒聊的訪談。然而這並不表示蒐集資料的過程輕鬆，研究者往往必須在談話的同

時記下大量資訊。無結構式、半結構式與結構式訪談的差異則是取決於談話內容

的彈性，如結構式訪談是依研究者事先準備好的題目，照順序一一提問；半結構

式訪談則是僅先擬定大綱，於訪問過程中依談話主題發展出更多的問題，且提問

的順序也能根據受訪者回答的內容調動。 

    本研究欲探索志願服務作為休閒，與其結合遺產教育的情形，在參與者經過

深刻體驗、對問題可能持有不同的態度與想法時，半結構式訪談既圍繞著主題又

充滿彈性的特質 為適合採用，而研究者也能藉由這樣的深度談話蒐集到詳盡的

答案。此外由於部分活動細節都是臨時得知，又筆者作為參與者之一無法事先擬

定完整的大綱，故在考察期間也進行了數次的非正式訪談，以利後續確認其他資

料來源。 

    在正式的半結構式訪談中，筆者以事前擬定之大綱與活動參與者進行談話（表

3.1），其提問內容先從世界遺產志工倡議目標延伸，再擴至休閒及遺產教育的內涵。

至於訪談對象因為個案發生在特定時間、地點及參與者身上，在志工的部分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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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母群體，儘管難以達到資料的飽和，2015 年於威瑪參加世界遺產志工的成員

作為能夠提供 大資訊量的對象，自是本研究所選取的訪談目標，而本梯次志工

扣除筆者共 13 位，分別來自香港、法國、德國、捷克、比利時、克羅埃西亞、義

大利、賽爾維亞、科索沃、摩洛哥、俄羅斯、埃及與墨西哥等地，對此表 3.2 以地

理洲別和志工性別區分並將其編號。縱使筆者於考察期間與各志工皆有所互動並

談話，在私下相處時間有限及個人受訪意願程度不同的情況下，每次訪談時間落

在 5 至 30 分鐘之間。 

 

表 3.1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訪談大綱 

世界遺產志工倡

議目標之對應 
概念延伸 提問方式 

 基本資料 

1. 你來自哪個國家？ 

  Where are you from? 

2. 你是否有任何和世界遺產相關的求學或就 

  業背景？ 

  Do you have any background related to  

  World Heritage? 

 休閒動機 

3. 為何今年夏天決定來當志工？ 

  Why do you choose to be a volunteer this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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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志工對於世界

遺產意識提升情形 

休閒效益 

與遺產教

育的影響 

4. 你認為這個活動有使你更了解世界遺產 

   嗎？怎麼說？ 

   Do you think the program help you  

   understand World Heritage more? Why? 

5. 活動的安排是否讓你對世界遺產感興趣？ 

  為什麼？ 

  Di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rogram raise  

  your interest towards World Heritage? In what  

  ways and why? 

了解志工投入世界

遺產相關活動狀況 

休閒與遺

產教育的

認知 

6. 針對活動內容來說，你更喜歡學習的部分， 

   還是實際操作的部分，怎麼說？ 

   Which part of the program do you prefer,  

   the studying part or the working part,   

   why? 

7. 你對學習和實際操作的活動比例有什麼 

   樣的看法？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percentage of  

   the study part and the working part? Why? 

8. 你 喜歡/不喜歡哪個活動項目，為什麼？ 

  What activity do you like/ dislike the most?  

  Why? 

了解志工對當地組

織合作情形之看法 
 

9. 你覺得 Open Houses 和威瑪古典基金 

  會的合作關係怎麼樣？所有流程對你來說 

  都是順暢的嗎？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Open Houses and Classic Foundation  

  Weimar? Does everything go smoothly for you? 

	   其他資訊 
10. 對本次營隊有任何的想法？ 

   Any comment for the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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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訪談編號表 

地理洲別 志工性別 編號 地理洲別 志工性別 編號 

非洲 男性 V1 歐洲 男性 V8 

歐洲 女性 V2 美洲 女性 V9 

非洲 女性 V3 歐洲 女性 V10 

亞洲 女性 V4 歐洲 男性 V11 

歐洲 男性 V5 歐洲 男性 V12 

歐洲 女性 V6 歐洲 男性 V13 

亞洲 女性 V7  

    

    非正式訪談則依事件與對象的不同包含了立意及方便取樣，在偶然談及當地

社群合作的話題時，為豐富世界遺產志工實踐情形的資料佐證，筆者特意與機構

的負責人或專責人員進行對話並記錄（表 3.3），交談時間介於 5 至 20 分鐘；而在

志工面臨突如其來的任務，如收到主辦單位提供的說明卡並進行博物館闖關時，

為避免耽誤活動流程又期盼透過訪談深入了解參與者對遺產教育的認知，則以身

旁能夠即時交談的人選為主，也因此志工在本研究中所涉入的程度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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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組織人員非正式訪談編號表 

機構 職稱 編號 

Open Houses 負責人 M1 

威瑪古典基金會 專責人員 M2 

威瑪古典基金會 工作人員 S1 

威瑪古典基金會 工作人員 S2 

 

    後，本文在資料的處理及運用上是以文件作為分析的主要來源，並以參與

觀察及訪談為輔，透過資料的交叉驗證來提高個案研究的信效度。對此在進行分

析前先將觀察記錄及訪談內容以逐字稿的方式呈現，再以簡易的編碼方式將各資

料來源歸納整理，而後文件和觀察筆記的部分以內容分析進行檢視，以解讀訊息

在文字中的呈現與欲傳達的意義，訪談內容則以敘事分析的方式理解參與者在談

話時所採用的詞彙含意與表達方式，擷取內容中所涵蓋的現象與理由，進而對應

到本研究欲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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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章共分成四節，第一節首先透過歷史來呈現威瑪現今城市的樣貌與氛圍，

包括古典威瑪和包浩斯等兩項世界遺產，進而帶到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的背景與資

源；第二節則藉由對整體活動流程、參與者的動機與看法，以及後來對其產生的

影響等資料蒐集結果進行分析，並在呼應相關學者論述的同時嘗試回答，世界遺

產志工所屬之休閒型態；接著第三節遺產教育，筆者先是透過非正規及非正式等

教育途徑，分別就組織提供的學習活動和成員看法進行討論，再結合學者的理論，

檢視世界遺產志工這一休閒活動融入遺產教育的情形； 後第四節有關世界遺產

志工的實踐，則主要是以官方訂定之目標為框架，就實際發生狀況，尤其串聯休

閒和遺產教育兩個面向，與其他資料對照並點出執行單位在落實計畫時，其所擁

有的優勢與面臨的挑戰，以利本研究於末章結論提供未來操作之建議。 

 

第一節 威瑪的昔與今 

    位於德國中部的威瑪面積僅約臺北市的三分之一，然而自古以來河流作為文

明的起源，西元 3 世紀該地區因有伊姆爾河的滋養，當時已有聚落出現。現今威

瑪市區的風景則多半得由 18 世紀談起，此時的德國還是「春秋戰國」的時代（龍

應台，1999），亦即小國林立，戰亂連連。威瑪這迷你公國之所以成為文化大國，

安娜‧阿瑪莉亞（Anna Amalia）功不可沒，當年在她與威瑪公爵（Ernest Augustus II）

結為連理時，將自己對文學藝術的喜好帶到此地，而丈夫的早逝似乎也使得她對

威瑪的影響更為顯著，如在其子卡爾‧奧古斯都（Karl August）年幼時請來維蘭德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擔任教師，維蘭德作為啟蒙時期的多產作家，加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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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翻譯莎士比亞作品，對後來的文人像是歌德及席勒有絕對的影響。此外安娜‧

阿瑪莉亞也積極推動劇院及圖書館等建設，逐步將威瑪在文化上的發展推向高峰。

深受母親影響的奧古斯都若干年後在主掌政事時，亦力邀歌德至威瑪輔佐，又隨

後出現赫爾德及席勒等人的加入，使這原先就是人文薈萃的地方變得更加迷人，

德國文化史上也因此多了威瑪古典主義這一精采篇章。 

    事實上早在這段黃金時代之前，威瑪就已經是個文人朝聖地，如文藝復興時

期重要畫家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以及巴洛克時期極具代

表性的音樂家巴哈等人，也都到此創作生活過。或許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

名」，19 世紀的威瑪尚延續了文化中心的氛圍，從音樂家胡梅爾、李斯特到哲學家

尼采皆在此留下足跡。而一戰之後短暫卻燦爛的威瑪共和時期，無論是在文學、

哲學、繪畫、電影及建築等各領域則達到另一波高峰，其中 為設計界津津樂道

的莫過於包浩斯（Bauhaus）的出現。這所 初由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

所創立的學院，因為其對於現代藝術和建築有著廣大深遠的影響，包浩斯此刻不

僅是學校的名稱，更代表一種風格或流派。儘管當時因為政局轉變，學院陸續遷

往德紹（Dessau）和柏林發展， 後甚至在納粹政權的逼迫下關閉，但其後來反倒

因為知識份子的廣為流傳所帶來遍地開花的結果，也讓作為包浩斯起源的威瑪備

受矚目。 

    至此，即便未能更詳細地呈現威瑪的過去，應也足以使人們感受到這片土地

對於德國乃至於世界的意義，正如賓靜蓀（1994）在探討威瑪獲得 1999 年歐洲文

化之都頭銜的背景時打趣地形容，威瑪的面積和其在歷史上的地位簡直不成比例。

再者，上述這段過去所遺留下來的相關建築，其實早在 1998 及 1996 年分別以「古

典威瑪」（Classical Weimar）與「威瑪和德紹的包浩斯建築群及遺址」（Bauha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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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Sites in Weimar and Dessau）等名稱登錄世界遺產列表，前者列入項目包括歌德故

居和歌德花園與洋房、席勒故居、赫爾德教堂、赫爾德故居及巴洛克式舊中學、

威瑪宮、寡婦宮、安娜‧阿瑪莉亞圖書館、伊爾姆河公園與羅馬屋、貝爾維德城

堡公園與橘園、艾特爾斯城堡與花園、堤福特城堡與公園，以及歷史墓地和皇室

墓穴等，後者則涵蓋美術學院前身、包浩斯大學主教學樓與號角屋、沃爾特‧格

羅皮烏斯包浩斯建築群，並在 2017 年 7 月增列包浩斯學院第二任校長漢斯‧邁耶

在德紹為低收入戶學生所建造的挑廓式入口房屋，以及在貝爾瑙興建的德國貿易

聯盟聯合學校等（UNESCO, 2017）。而為保存珍貴的文件檔案遺產，蒐藏於歌德

和席勒檔案館的歌德手稿，也已於 2001 年列入世界記憶名錄（Memory of the World），

這些無疑支持了威瑪的重要意義。 

    有關世界文化遺產的維護及管理，因項目眾多相較之下有著更為複雜的機制，

以與本研究關係 為密切的「古典威瑪」來說，除項目中的歷史公墓，其他皆受

到圖林根邦古蹟法的保護，而歌德故居和歌德花園與洋房、席勒故居、威瑪宮、

寡婦宮、安娜‧阿瑪莉亞圖書館、伊爾姆河公園與羅馬屋、貝爾維德城堡公園與

橘園、艾特爾斯城堡與花園、堤福特城堡與公園及皇室墓穴等，則另有威瑪古典

基金會負責（圖 4.1），像是範圍內的活動皆受到其嚴格的管制，以確保這些文化

遺產的安全。至於教堂和赫爾德故居屬教會財產，舊中學及公墓歸威瑪市管轄，

部分的威瑪宮作業則由圖林根城堡和花園基金會來執行（UNESC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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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威瑪古典基金會負責管理之文化遺產與博物館。資料來源：Klassik Stiftung 

Weimar, 2015, Programme, Führungen und Vorträge zum Kosmos Weimar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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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其實正代表著教育題材的豐富程度，今日走在威瑪路

上隨處可見前來參訪學習的人們就是顯著的證明，一方面管理單位為扮演好守護

者的角色，在教育推廣上亦有所費心，如前段提及規模較大的威瑪古典基金會，

目前即推出各式的主題導覽和一日遊方案、提供家庭或學校合適的教材，並舉辦

為期數日的學術活動與師生進行交流（Klassik Stiftung Weimar, 2015）。換言之，這

一非營利組織自 2003 年正式成立至今，除了透過執行維護、研究、蒐藏與展示等

任務朝成為文化中心這目標邁進，也持續發展教育計畫，使旗下的文化遺產有更

多機會和不同族群接觸，甚至開始積極走向全球化與世界接軌（Klassik Stiftung 

Weimar, n.d.）。世界遺產志工就是其一。 

2012 年當威瑪開始加入世界遺產志工計畫時，威瑪古典基金會即為活動主要

的執行單位。至於專責單位 Open Houses 作為本研究另一關鍵組織，則尚有其特別

之處。不同於上述提及的機構，它是一個始於年輕人主動號召在德國修復廢棄教

堂的網絡，設立於威瑪、距正式營運已 20 餘年，現為獨立運作的模式。同樣都是

為文化遺產盡一份力，筆者認為 Open Houses 強調的是人力資源的運用與合作，其

願景就如同其名，有著為所有人敞開大門的意義。在人們無法參與這些需要專業

技能長期投入的修復作業時，組織提供機會讓他們也能夠加入保存文化遺產的行

列，並指出無論是短暫幾天或是長達數月都可以有所貢獻。一方面 Open Houses 至

今仍不斷和其他機構合作、參與跨國計畫，如擔任歐洲地區世界遺產志工的協作

單位，在計畫中扮演重要角色等。此外組織這些年在送地方青年志工出去開拓視

野之餘，也迎接國際志工前來共襄盛舉，於是自 1992 年首次辦理國際志工營起，

到現在每年都會舉辦超過 30 個梯次的志願服務活動（Offene Häus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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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威瑪過去輝煌歷史所留下的遺跡，今日乍看之下已經定格的建築

風景，其實尚有各方人馬在努力保存及推廣。單就與個案相關的項目來談，無論

是威瑪古典基金會透過教育的「推力」，抑或 Open Houses 引進國際志願服務的「拉

力」，兩者皆是以非常活躍的方式在為這座城市的文化遺產注入能量。至於筆者之

所以在探討威瑪的世界遺產志工前，先藉歷史的爬梳帶出其背景與資源，目的是

為說明該計畫作為德國第一也是目前唯一的活動，在威瑪的出現並不是偶然。除

了當地特殊的歷史脈絡，世界遺產志工作為志願服務與遺產教育的結合體，無論

是計畫的專責單位 Open Houses，還是主要的活動執行夥伴威瑪古典基金會，兩者

在各自的領域其實都已有多年的操作經驗，也因此才有進一步合作的可能（表

4.1）。 

 

表 4.1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執行單位 

機構名稱	  
威瑪古典基金會 

（Klassik Stiftung Weimar） 

Open Houses 

（Offene Häuser） 

機構標誌	  

	  

	  

	   	  

	  

機構性質	   非營利組織	   非政府組織	  

創立時間	   2003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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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目的	  

建立威瑪古典主義時期所帶來

的文化影響與當今科學之間的

連結，並善用管理之遺產，發展

成一個文化、科學及學習中心，

為世界帶來意義	  

透過聚集不同背景的人們，了解老

舊歷史建物需要被維護的意義，並

共同修復、賦予其新生命	  

辦理項目	  
收藏、維護、展示及研究歷史建

築和物件	  

辦理國內外遺產志願服務計畫、活

化並管理歷史建築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 Klassik Stiftung Weimar、Offene Häuser 網站及文宣	  

	  

第二節 遺產志願服務與休閒 

    本節首先針對2015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的活動流程進行分析，接著透過文件、

觀察與訪談的結果對參與者的背景動機、看法，及後來是否對生涯發展產生影響

等內容進行討論，以回應相關理論並於文末回答本研究所設定之問題。 

 

一、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 	  

	   	   	   	   這年於威瑪舉辦的世界遺產志工活動為期 15 天（7 月 18 日至 8 月 1 日），來

自世界各地的 14 名成員在首日相見歡後，便陸續開始進行實務操作、研習和其他

相關的活動。關於本次前來參與的青年，僅有一名是德國人，其他皆來自不同國

家，然而實際投入服務的尚有長時間和組織 Open Houses 共事的志工，以及地方居

民，所以整體來說，這是一個混合在地和外來參與者的活動。除此之外，有從鄰

近國家前來的成員在自我介紹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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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驚訝可以在這裡遇到來⾃自亞洲和美洲的⼈人，像我是搭⽕火⾞車來的，沒想到 

    這個活動這麼國際化，我很期待。（V8） 

這透露出同樣是歐洲居民的他，身在外地的感覺並不如他人來得強烈，也因此更

加符合 Benson & Kaminski（2014）所言，世界遺產志工在遺產志願服務裡，是個界

線模糊、難以直接定位為「自己人」或是「外來者」的新類別。	  

	   	   	   	   至於活動內容，根據行前通知上的文字說明，可知執行單位將計畫分成實務

操作和研習兩個部分，前者每日持續 6 小時，主要是在幫助貝爾維德城堡公園幾

十年前消失的歷史小徑重見天日，這部分會和當地的管理單位密切合作。另外成

員是採輪流的方式，在活動期間分派至同樣屬於世界遺產但不同地點的公園，和

當地工作人員一起從事其他的維護工作。午後及傍晚的時間，則是用來進行學習

活動，於此組織會提供關於計畫的背景知識，一方面也會根據成員的興趣，由威

瑪古典基金會安排關於「古典威瑪」的課程與導覽行程。儘管在營隊類型的分類

裡，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是被歸在環境保育（ENVI）及討論式/非正式學習

（STUDY）中（Open Houses, 2015），和其他工作營類似的是，任務執行期間成員

其實還會投入一些額外的事項，如分工下廚及交流互動，且適逢 UNESCO 成立 70

週年，這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尚結合了德國世界遺產攝影展的開幕，可以說是一

個行程緊湊、成員相處時間長的特殊活動（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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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活動內容 

實務操作	   研習	   	   其他	   	  

．歷史道路挖掘：貝爾維 

  德城堡公園 

．日常維護：伊爾姆河公 

  園、堤福特城堡、艾特 

  爾斯城堡及奧斯曼斯 

  特（Oßmannstedt） 

．威瑪市區導覽 

．操作環境解說 

．計畫背景說明 

．闖關遊戲學習 

．博物館參觀與導覽 

．與 Europa Nostra 談話 

．志工活動開閉幕 

．德國世界遺產攝影展開 

  幕暨簡報分享  

．與他團志工互動  

．成員輪流準備晚餐 

．自由時間 

     

    首先就實務操作的部分來談實際運作情形，成員每天早上都會分成兩組，其

中派到貝爾維德城堡公園的成員，須提前出發至石室附近集合。這是一段騎自行

車得花上 20 多分鐘、近 5 公里的上坡路程。接著進行歷史路徑的修復作業時，為

避免破壞 19 世紀道路的原始樣貌，挖掘過程不得仰賴大型機具，換言之志工須拿

起鋤頭幹活（圖 4.2）。對此，地方報導有更進一步的說明，指出這一任務是為幫

助基金會，利用挖掘路徑兩側的石頭來判斷道路的寬窄，進而與歷史計畫對照，

使其成為一個樣本（Thüringer Allgemeine, 2015）。有成員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苦笑分

享，「中國的青年罪犯會做類似的勞動服務」（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 2015），這

意味著該名志工不認為這是一個輕鬆的過程，且因為是每日執行的任務，正如另

名時常待在貝爾維德城堡公園的參與者，才在活動第 4 天晚上便吶喊，「我不敢相

信我們明天還有個城市觀光活動」（V10）時，引起眾人發笑並以「哈哈哈！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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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V6）、「我連買冰淇淋的時間都沒有」（V2）和「我們是奴隸」（V4）等自身

感受作為回應，顯示多數人都覺得為此吃足苦頭。 

 

 

 

 

 

 

圖 4.2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於貝爾維德城堡公園，持簡易工具挖掘歷史

路徑情形。筆者攝於 2015 年 7 月 20 日。 

 

    另一組實務操作的內容相較之下則稍顯輕鬆，所謂日常維護尤指清除公園落

葉、雜草或是雨天過後將砂石重新鋪平的作業（圖 4.3），儘管公園多是坡地，同

樣無法靠機器解決，由於志工在移動時是由威瑪古典基金會員工開車協助，且清

掃落葉不比鏟除泥沙費力，幾位成員剛開始都明顯樂於留在這組。反倒筆者扣除

前後其他任務，只有兩天不是待在貝爾維德城堡公園，故未能完整記錄過程，不

過根據較常分派至這組的夥伴表示，活動期間確實有去其他公園，並以 7 月 21 日

前往艾特爾斯城堡為例： 

    它離這裡(指威瑪)有 12 公⾥里遠，導覽在下午兩點，是個⼤大公園，[建築]⾵風格跟  

    ⾙貝爾維德很像，我們在那也是除草，就是割掉、︑､移⾛走、︑､割掉、︑､移⾛走、︑､割掉、︑､ 

    移⾛走、︑､割掉、︑､移⾛走。（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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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出了日常維護的工作雖然在不同地點，卻有著高度相似的內容及程序，而受

訪者話語中連續 4 次相同的描述，無形之中也加強了其對任務感到乏味的看法。 

 

 

 

 

 

 

圖 4.3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於伊爾姆河公園，進行落葉清除作業情形。

筆者攝於 2015 年 7 月 27 日。 

 

    再者就筆者觀察，暫不談學習內容，因為是緊接在實務操作之後，每每到了

研習時間，無論是透過導覽機自行參觀，抑或由基金會和組織人員提供解說，皆

可以看見有成員臉上帶著倦意，遑論尚得利用個人時間完成在展覽開幕前須準備

好的簡報任務。不過能夠確定的是，研習活動跟每日 6 小時的實務操作相比，前

者更像是在休息，而其他與學習或實務操作無關的活動亦是如此，像是和志工及

地方社群互動都是輕鬆歡樂的過程。此外，Open Houses 負責人 Bert Ludwig（M1）

在向本次成員講解活動細節時即強調，「這不是⼀一個競爭性、︑､與他⼈人⽐比較的⼯工作，

所以量⼒力⽽而為、︑､無須勉強。︒｡」事實上組織每天也都會確認志工的狀況，並結合個

人專長適時調整任務，像是其中一名成員曾向筆者坦言，「我沒辦法騎⾞車，真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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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所以我跟 Sarah（Open Houses 職員）說我想留在[伊爾姆]公園」（V3），另

外也有夥伴後來因身體不適改為協助拍攝，並製作活動影片等。故有關 2015 年威

瑪世界遺產志工的執行，雖然多半不易但也不至於太過困難而無法完成。 

	   	   	   	   綜合上述，每年只舉辦一次且僅為期兩週的威瑪世界遺產志工，這年再加上

結合攝影展擴大辦理的操作，使其突顯出短暫而有別於他者的特點。另一方面透

過筆者的觀察與訪談記錄得知，成員必須在執行任務時付出一定的努力，不過也

因為不具有強制性，活動能隨時調整至參與者可以負荷的程度。這些乍看之下皆

和 Stebbins（2005）在定義計畫型休閒時，所描述的情形相符，該類別底下的志願

服務確實有著短期、特殊、難易度適中，以及參與者必須在活動期間運用能力去

完成任務等特色。 

	  

二、參與者的背景、動機、效益與後來 	  

    有關青年志工的背景和動機，Open Houses 負責人（M1）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

出，「⼈人們對於計畫的參與持有不同的動機」，而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的成員

多數具有建築、歷史或是相關背景（Thüringer Allgemeine, 2015）。對此，根據筆者

所取得的資訊，夥伴背景還能以與遺產直接、間接和較無關連等進一步做區分，

直接相關的有國家文化遺產理事會職員，以及就讀考古和文化遺產相關系所的學

生；間接相關的包括導遊與非營利組織工作者；較無關連的則有攻讀國際政治經

濟、翻譯及藝術的青年（圖 4.4）。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報導針對非相關領域出身

的成員，僅表示他們也能藉參與活動的機會從不同角度認識威瑪，但這些成員本

身其實有個共通點，即是他們原先就具備豐富的國際視野，不只是所學內容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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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質使然，有些人甚至在來到德國前，就已有赴國外求學或任職的經歷。換言

之，參與者普遍習慣跨文化的環境，故也多半能在短時間內適應並充分體驗。 

 

 

 

 

 

 

圖 4.4  來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成員在威瑪宮前合影。Open Houses 職員代為拍

攝於 2015 年 7 月 20 日。 

 

    至於成員參與的動機可以稱是多而複雜，不過大致也能以和遺產相關，或是

較為一般的原由來談。首先背景和遺產有關的青年，在陳述動機時通常較為明確

且直接提及遺產，而後才說明其他的期待，如「我對世界遺產保存議題感興趣，

因為我在⾃自⼰己國家當導遊，常介紹國內的⾃自然和⽂文化遺產」（V10）、「我想透過這

個活動實際參與世界遺產的維護」（V5），以及「我想學到⼀一些關於世界遺產的知

識，然後認識不⼀一樣的⼈人」（V6）等。反之背景和遺產較為無關的參與者，更常先

提到「我想交更多朋友」（V13）和「我想體驗德國⽂文化，增進視野」（V9）這類常

見的動機，接著才表明自己對世界遺產的熱忱，像是其中一位成員後來在接受媒

體訪問時補充，「在⾹香港，我們沒有任何⼀一項世界遺產」，感到遺憾之餘也重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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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對自然和文化環境的喜愛（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 2015）。至此根據 Stebbins

（2005,2007）針對投入計畫型休閒動機所提出的看法，因為不同於認真休閒需要

長時間地承擔義務，所以可能吸引到更多帶有不同期望的人加入，筆者認為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的動機，為此做了合適的呼應，從交友、深度體驗文化

到學習和實踐世界遺產的保存，皆能是參加這個工作營的理由。 

    另一方面，儘管成員的背景與動機不盡相同，幾乎所有人先後都提到了自己

對遺產的興趣，這與 Heritage Lottery Fund（2011）所調查的結果相符，指出會投入

遺產志願服務的人們，本身就不排斥甚至喜歡接觸這個領域的事務。此外，Timothy

（2011）在談論促使志工參與類似服務的原由時，表示除了教育、交友和提升自我

之外，能夠展現幫助歷史復活的能力同樣是重要因素，關於這點確實為部分成員

所強調，地方報導亦認為，青年前來參加本次活動的共同動機，可以說是帶有將

世界遺產推向大眾的目的（Thüringer Allgemeine, 2015）。 

    然而，許多夥伴並不僅是為了威瑪的世界遺產志工前來德國，正如 Open Houses

負責人在與 Europa Nostra 人員談話時提及： 

    參與計畫的志⼯工通常不會只為這個⼯工作營⽽而來，尤其國際志⼯工往往會伴隨其 

    他規畫，像是旅遊或是參加另⼀一個活動。︒｡（M1） 

隨即也請筆者向該名人員分享自己於歐洲的整體安排，以證實這樣的說法。對此

根據筆者所取得的資料結果亦是如此，像是就讀相關系所的成員，選擇利用暑假

一口氣參加兩個和文化遺產有關的營隊，而來自亞洲、美洲及非洲的成員在活動

結束後，結伴一同直奔柏林觀光。這樣「馬不停蹄」的現象可以同時與計畫型休

閒，以及客串型志願服務的特色進行討論。Stebbins（2005, 2007）指出，人們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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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忙碌而選擇參加計畫型休閒這類不用長期付出的活動；Cnaan & Handy（2005）

則表示，隨著人們生活步調緊湊、越發忙碌，無法長時間擔任志工的情形，使得

客串型志願服務發展迅速。若細究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的選擇，可以知

道大家在假期之後都有原來的崗位要回，所以才會盡可能地充分利用時間。於是

由此可支持計畫型休閒中的志願服務，與客串型志願服務概念相同這一說法，兩

者都是指活動時程明確、短暫執行的志願服務（Holmes & Smith, 2009; 

Lockstone-Binney, Holmes, Smith & Baum, 2010）。 

    至於本次參與者藉休閒活動所獲得的效益，儘管行前通知單上註明成員無須

負擔食宿及保險費用，同時主辦方會提供博物館通行證和自行車供夥伴使用，於

此要意識到這是一個社會交換的過程，計畫在提供利益的同時，成員也必須有所

犧牲。換言之，這不僅是青年志工從中得到了什麼，活動期間所付出的代價，也

會根據其 初投入的動機和意義不斷被衡量，故應強調結果而非先前的條件。此

外就過去研究顯示，人們相較認真投入休閒活動時，其可能得到的效益主要還是

以個人層面為主（Stebbins, 2007）。下方是本研究蒐集到關於參與者對整體活動的

看法，藉以分析其投入計畫所獲得的效益之餘，也和 Stebbins（2001, 2007）提出的

休閒效益進行對照： 

（一）自我充實 

      「在這個⼈人們遺忘⼈人際關係的重要的時代，我從營隊中學到很多⾃自⼰己應該

去尊重的事物」（V13），儘管該名成員本身即擁有豐富的跨文化交流經驗，其在活

動尾聲時特別對此表示感激。事實上幾乎所有成員都提及這一點，亦即將本次志

願服務視為一個寶貴的體驗，只不過因個人期待差異而產生不同面向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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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實現 

      「這是⼀一個好的計畫，我在過程中感到舒服也學到⾮非常多」（V11），有趣的

是，許多夥伴剛開始都如同這位參與者，強調學到很多但不會具體說出學到什麼，

又在筆者擬定的訪談大綱中，「你認為這個活動有使你更了解世界遺產嗎？怎麼

說？」一問，得到並非所有受訪者都持正面態度的結果，於此進一步了解方知，

原來成員普遍對於文化交流所產生的衝擊感到滿意，像是「當我在和其他來⾃自世

界各地的志⼯工談話時，我學到很多其他的⽂文化」（V9）。換言之對成員來說，於本

次活動期間學到的知識與技能，不一定只和文化遺產相關。 

（三）自我表達 

      在展覽活動中我和共事夥伴最喜歡的，是和前來參觀的訪客分享我們各⾃自 

      國家⽂文化遺產的有趣資訊及評論。（V1） 

該名成員明確指出本次營隊的亮點，即參與者公開演講和攝影展開幕結合而成的

任務，給予了成員表達自我的機會。確實就筆者觀察記錄，多數夥伴都積極為此

提前做足準備，如就讀相關科系、來自德國的成員，特意選擇被除名的世界遺產—

德勒斯登易北河谷作為案例來探討，分享之餘也展現了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 

（四）個人形象 

      「我覺得能被地⽅方新聞電台採訪還有出現在報紙上很不錯」（V9），部分參

與者在活動結束前曾接受地方媒體訪問（圖 4.5），其中該名成員更是將過程放上

社群平台（Facebook 和 Instagram）與他人分享喜悅。儘管筆者僅參與到報社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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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且因媒體露出這一操作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曝光，而後引起幾位成員

反彈或私下表示遺憾，但從夥伴紛紛搶購報紙留念及回顧受訪時的熱烈反映來看，

尚可支持接近半數的參與者，對為人所知、建立個人形象這點好處感到肯定。 

 

 

 

 

 

 

圖 4.5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相關報導。2015 年 7 月 29 日刊登在 Thüringer 

Allgemeine 及 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 等報紙。筆者翻攝。 

 

（五）自我滿足 

      「關於⼯工作的部分我感到滿⾜足，不會很難，跟想像中差不多」（V8），由於

筆者是連續兩週不斷地與志工互動，得以觀察到成員全程參與情形，類似的談話

內容在資料蒐集初期其實是罕見的，換言之這項效益是到 後一刻才浮現，尤其

是常去貝爾維德城堡公園、進行歷史道路挖掘的成員，於活動即將畫下句點時出

現極大轉變，進一步了解才知原來比起日常維護作業，道路挖掘固然辛苦但看得

到「成果」，即一條 18 世紀的路徑逐漸現出原形（圖 4.6），幾位成員甚至在活動

結束前，轉為積極爭取前往貝爾維德城堡公園的機會，因為做起來特別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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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於貝爾維德城堡公園施作成果。由左至右可見路

徑逐漸拓寬至原始樣貌。筆者拍攝。 

 

（六）社會吸引力 

      「我在⾃自⼰己國家當導遊，所以不覺得[幫忙帶導覽]這事造成我的困擾，可以

認識其他⼈人也滿不錯的」（V10），該名成員在營隊裡特別活躍，各項活動都抱持正

面態度積極參與，並給予組織許多額外的協助，事實上她也是唯一在隔年回到德

國威瑪，且是以「主辦方」身份再次投入相關活動的青年，這顯示出其不僅與原

成員透過社群平台維持良好情誼，也順利和組織建立起新的合作關係。 

（七）團隊成就 

      「[⽐比起學習]我更喜歡⼯工作，因為我覺得⾃自⼰己準備好了，想要趕快完成它們」

（V6），與「自我滿足」類似，成員對於幫助他人的成就感，在活動期間幾乎是無

跡可尋，就筆者觀察，這可能和參與者多半時間還是處於學習狀態有關，即使是

實務操作，由於大多數人都是首次參與維護文化遺產，就連挖掘的動作都得從頭

開始摸索，一直到活動即將落幕，才開始有成員肯定自己是在做有意義的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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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利於他人的成就感。 

 

表 4.3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所獲得的休閒效益 

    綜合上述，正如 Stebbins（2005, 2007）所言，人們能夠從短期的計畫型休閒中

得到許多和認真休閒相同的效益，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對「自我充實」、

「自我實現」、「自我表達」、「個人形象」、「自我滿足」、「社會吸引力」及「團隊

合作」等 7 項表示肯定。社會層面的效益則確實較少被受訪者提及，不過「對團

隊維持及發展的貢獻」在活動過程中，尚不時被威瑪古典基金會和 Open Houses 負

責人談起，甚至於受訪時強調志工是很好的助力（Thüringer Allgemeine, 2015）。再

者，對照表 2.2，本研究在「自我實現」、「自我表達」、「社會吸引力」和「團隊成

就」等 4 項，能與其他遺產志願服務相關研究相呼應，「金錢上的回饋」則同樣未

提及，又針對青年投入遺產志願服務的好處，Spiridon, Kosic 與 Tuci（2014）認為

其有助於對跨文化環境的包容，能支持並且尊重文化的多樣性，本文於此亦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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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支持了這一論點。除此之外，儘管受限於活動的進行與受訪者態度，「自我充實」、

「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等 3 項，與人們投入認真休閒 常獲得的效益相符

（Stebbins, 2007），而「自我表達」與「個人形象」之所以也較為突出，筆者認為

這與活動特別提供成員發言及曝光的機會高度相關（表 4.3）。 

    後，有關成員後來的發展，Stebbins（2007）強調，儘管計畫型休閒與認真

休閒有些相似，以至於能夠使用同個架構去討論，然而兩者 主要的差異在於，

前者無法幫助參與者藉此發展成事業。對此，筆者透過對「Weimar 2015.」臉書社

團的觀察，與成員非正式的談話得知，包括原先就在文化遺產相關領域工作或就

學的成員，絕大多數參與者在活動結束後即回到原來的崗位，像是「在那之後我

並沒有再投⼊入相關的事，我只是繼續完成我在考古學、︑､藝術史和博物館學的學業」

（V5），以及「很遺憾並沒有[投⼊入相關事務]，不過幸運的是我現在搬到德國⽽而且

會說德語了！」（V3），換言之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活動對成員來說多半僅是

美好的回憶，對其生涯並沒有帶來特別大的轉變。儘管有少數參與者曾在活動後

陸續接觸相關工作坊或是短暫的工作，如「我和 Bert 有共同進⾏行⼀一些計畫，有點

像是 Sara[h]之前在做的事」（V10），但這些夥伴並未因此將文化遺產視為未來發展

方向。 

 

三、小結 	  

    本節於一開始使用不同的資料來源進行分析，呈現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

的整體活動流程，並帶出活動時程短且特別、成員需要付出努力，以及任務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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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適中等結果。接著發現參與者的背景和動機組成複雜，儘管所有成員都展現了

自己對於文化或自然遺產的熱忱，但這顯然不是前來參加營隊的唯一原因。此外，

針對成員於活動中所獲得的好處，有多項與 Stebbins（2001, 2007）提出的認真休閒

效益相符，不過在對參與者後來的影響這部分，確實也回應了休閒涉入程度的差

異，亦即成員在參加該活動和發展終身事業，兩者之間並沒有太大關連（表 4.4）。

至此，若進一步將上述特色合併而論以回答本研究設定之問題，2015 年威瑪世界

遺產志工這一混合國內外參與者的新型遺產志願服務，其所表現出來的形式，就

Stebbins 提出的三種休閒分類來判斷應屬於計畫型休閒。 

 

表 4.4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休閒型態 

志工服務生涯 短暫但特別 

服務內容難易 適中，可隨時調整至成員能夠負荷的程度 

志工投入程度 活動密集故投入程度較深 

專業技能需求 未限定，但得付出努力 

志工參與動機 複雜多元，且不一定只和世界遺產相關 

志工獲得效益 

「自我充實」、「自我實現」、「自我表達」、「個人形象」、

「自我滿足」、「社會吸引力」及「團隊成就」 

	  

第三節 遺產教育 

	   	   	   	   本研究在爬梳遺產教育的內涵時已知，其定義不僅是在教育資源上包含了有

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Huhta & Hankins, 1988），在運用上也有跨領域及多樣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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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Council of Europe, 1998）。今日威瑪獨有的歷史背景與留下的建物，即突顯了遺

產教育在資源上的豐富程度，而來自不同背景的成員前來投入短期志願服務、學

習知識和技能這一操作，亦證實了遺產教育具有跨領域及多樣性的可能。 

    再者，根據教育形式相關的定義，世界遺產志工作為學校以外具有組織性的

教育活動，顯然是屬非正規教育的一種，且官方資料亦提供了相同的訊息。然而

Dib（1988）提醒，在判斷教育途徑時應仔細考量，並不是前往博物館參觀就算是

非正式學習。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的活動期程包含了一定的自由活動時間，換言之

成員在這段期間所進行的活動與營隊並無直接關連，若參與者自己選擇和更多的

文化遺產接觸，其收穫則應以非正式教育來討論。 

 

圖 4.7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遺產教育途徑 

 

一、非正規教育內容與情形 	  

	   	   	   	   2015 年於威瑪舉辦的世界遺產志工，活動內容可分為「實務操作」、「研習」

與「其他」(表 4.2)。如前段提及，除「其他」項目內的「自由時間」之外，整體

2015年威瑪

 「世界遺產志工」

非正規教育

實務操作

研習

其他

（不含自由時間）

非正式教育 自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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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皆是在組織的安排下進行，亦即在這期間有關遺產的學習皆算非正規教

育的範疇（圖 4.7）： 

（一）實務操作 

      實務操作方面，主要是指成員在動手參與日常維護和挖掘作業時，由威瑪

古典基金會專責人員或在地工作者指導，示範機具的操作方法、介紹作業程序以

及維護環境的意義等，像是： 

    ⿊黑⾊色的是⾃自然⼟土，它會⾧長草，我們必須除掉，然後再把昂貴、︑､⼈人造的紅⼟土填 

    回去，⽽而且要讓⽯石頭被看⾒見，就像 18 世紀時的路，因為我們得遵循 UNESCO 

    的規則。︒｡(M2) 

    另外組織也會利用午後的研習時間就地進行導覽，如負責花園工程的建築師

於 7 月 28 日，向當天分派至貝爾維德城堡公園挖掘歷史路徑的志工，介紹一旁的

石室並特別開放成員進入參觀（圖 4.8）。對此 Thüringer Allgemeine（2015）於報導

提及，實務操作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參與者學習處理花園類的文化遺產，一方面

機構也可以利用現場提供相關的歷史背景知識。 

    在日常維護的部分亦是如此，只不過地方工作者在論及操作的意義時，除了

保持原貌，尚有使用者安全上的現實考量，如「下⾬雨過後路會不平，路⼈人可能會

跌倒，所以我們要讓它看起來跟原本⼀一樣」（S2），於此根據行前通知上的說明，

Open Houses 認為這樣讓成員採輪流方式至不同地點，體驗歷史道路挖掘和日常維

護的辦法，有助於青年志工習得「古典威瑪」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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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於貝爾維德城堡公園實務操作點旁進行學習。

筆者攝於 2015 年 7 月 28 日。 

 

    然而依實際發生情形來談，當地工作人員和志工在施作期間的互動其實並不

多，常常是釐清當日工作範圍和內容後便各自努力，如有成員即表示，「我覺得能

在⼯工作前先做更深⼊入的介紹會更好，因為你會知道你是為了什麼⽽而挖」（V4），這

顯示參與者在過程中未能清楚感受到維護的意義，儘管剛開始有人員簡單說明，

除非主動去詢問，否則多半時間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只是依照指示說一步做

一步。又這個現象在日常維護的部分更加明顯，筆者認爲除了其與挖掘歷史路徑

的意義不同，主要是因為於此多半是由不諳英語的地方工作者指導，而成員能以

流利德語溝通的也不多，才導致這樣的結果，像是母語即為德文的成員便無這樣

的問題，「清除草線每年都必須徒⼿手做⼀一次，因為它們不能含有化學物質」（V6），

與花匠相談甚歡之餘甚至還能協助翻譯，分享從其身上學到的內容。不過對此也

有更多成員坦言，自己對實務操作這方面的學習原先就沒有抱持太多的期待，認

為維護就是維護，「我覺得⼯工作還好，像我總是問 Andreas（威瑪古典基⾦金會專責

⼈人員）怎麼做」（V10），亦即沒有明顯的失落感，反而隨著活動進入尾聲，逐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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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自己還是有學到一些技能，對於遺產保存也有了更多的想法。 

    至此對照 Hoppers（2006）從供給面歸納非正規教育成功的特質，威瑪世界遺

產志工交由地方工作者講解，一方面將內容與當地做連結等操作，確實有助於落

實教育活動，但利用當地語言教學這點卻為部分學習者帶來困擾，如上述提及，

日常維護組經常是由使用母語解釋的花匠領導，故組織須介入、安插諳德語的成

員協助溝通，這導致志工在輪流至他組體驗的次數上出現失衡問題，甚至影響成

效，尤其配合學習者的需求在非正規教育中同樣是重要的指標（Carron & Carr-Hill, 

1991; Dib, 1988; Heimlich, 1993; Romi & Schmida, 2009）。不過也因為成員幾乎都是首

次參與維護作業，於此多半持開放態度，所以未造成更大衝突。 

（二）研習 

      研習活動原則上是安排在每日實務操作結束後的時段，如表 4.2 呈現的內容，

從 初行前通知提及，由 Open Houses 負責人講述世界遺產志工計畫和組織運作情

形；透過威瑪古典基金會的支援，讓參與者藉導覽員或導覽機，在施作地點附近

的博物館或文化遺產進行參觀；到實際發生的市區徒步導覽，幫助成員熟悉環境

同時介紹舊城區的歷史；利用分組闖關遊戲認識威瑪；和 Europa Nostra 代表人士

談話，就遺產志願服務發展趨勢進行討論等，皆是本次落實執行的學習內容（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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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研習情形。由左至右、上至下分別為，市區

導覽、貝爾維德城堡公園環境解說、分組闖關遊戲教材，以及世界遺產志工計畫

說明。 

 

    儘管組織和報導皆認為，青年志工能夠透過午後的課程來認識威瑪的文化

（Thüringer Allgemeine, 2015），且協助記錄活動的夥伴亦在影片中說明，「我們在停

留期間享受了許多導覽遊程」（V1），但就筆者蒐集的其他資料結果顯示，成員除

了肯定自己有所收穫，幾乎一面倒地補充表示「實務操作」的時間長且消耗體力，

以至心有餘力不足，每每到下午的學習活動時間都只想拿來休息，如「我學到很

多，但希望活動可以更有趣，然後有更多的休息」（V9），以及「騎腳踏⾞車[前往操

作點]不是⼀一個好的作法，雖然我學到很多」（V11），再者亦有從較遠地區前來參加

的成員指出「這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也許這個計畫的名稱讓⼈人期待太多」（V4），

以為既然是「世界遺產」，研習這部分應該會更正式，而不是多數時間都拿來參觀

博物館，因此感到有些失望。 

 



	   75	  

    此外就參觀和導覽以外、互動性較強的學習內容來談，像是威瑪耶拿學院所

設計的闖關活動卡，先將成員分為 4 組（Goethe、Bauhaus、GDR、Maria Pavlovna），

針對各自設定的題目去學習，再於晚餐時間和他組分享發現，這其實是個活潑有

趣的操作，但因主題路線長短有異，即有成員向組織反映「我們開始的時間太晚，

⾛走到墓地那都關閉了很可惜」（V10），且有許多人於回饋時表示自己覺得很累、難

以投入。不過當天晚上也有具美術專長的成員，在因活動參觀包浩斯博物館之後，

極力向筆者推薦，面露微笑表示值得參觀。 

    另外 7 月 27 日和 Europa Nostra 代表對談亦是較為特殊的安排，但活動實際開

始時已經接近晚間 8 點，就筆者觀察，此時超過半數的參與者顯得疲倦，僅有少

數人積極表達意見，且進一步了解沈默的原因時有成員表示，「我不覺得失望，只

是⼀一開始不知道要做什麼，講得不清楚」（V3），以及「我覺得討論那天⾃自⼰己像個

局外⼈人，我不像 Mike（成員之⼀一）⼀一樣讀很好的學校」（V9），這顯示志工們除了

因爲疲憊而無法集中精神投入外，並非所有人都即時掌握了討論主題且對該議題

感到興趣。 

    於此就研習內容和參與青年對其產生的感受來談，首先可見組織在相對重要

的活動採偏向正規的教育方式、不重要的部分則偏向非正式，這符合了 Rogers（2007）

對非正規教育的形容，指出其介於兩者中間，組織在操作上有更大的彈性。而在

成員感受的方面，除了因為覺得勞累或是希望內容更深入等理由，於需求上和提

供教育者有所出入之外，志工對議題的熱忱程度也影響了學習的效果，正如 Dib

（1988）認為，非正規教育的成功與否尚取決於學習者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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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至於其他針對遺產方面的學習，這裡尤指適逢 UNESCO 成立 70 週年，擴大

舉辦的德國世界遺產攝影展及相關活動。根據行前通知上的說明，因為結合了公

開演講，在活動中「你必須介紹⼀一個家鄉的世界⽂文化或⾃自然遺產」，亦即參與者在

工作營開始之前就得自行針對該項任務進行學習，而後再透過創意的方式呈現，

尤其這是本次活動的亮點，場合比過去更為正式，成員在活動期間甚至不時被組

織關心各自的準備進度。 

    對此 Thüringer Allgemeine（2015）報導指出，這一操作能夠展現遺產的多樣性，

確實當天從有形的法國肖維岩洞（Decorated Cave of Pont d’ Arc, known as Grotte 

Chauvet-Pont d’ Arc, Ardèche）到無形的香港大坑舞火龍，皆吸引著台下觀眾的目光

（圖 4.10），暫不論臨時前來的遊客和居民，成員於此除了獲得認真休閒「自我表

達」的效益，尚對這天的學習內容給予肯定。當然，並不是所有人在這部分都盡

心盡力，不過因為有夥伴的交流互動，後來無論是在個人發表還是於台下聆聽他

人分享的過程都得到許多成員青睞，表示有所收穫。除此之外，針對攝影展內容

及開幕儀式，也有志工提及自己透過照片認識了更多德國的世界遺產，或是藉這

機會和來自 Europa Nostra 的專家接續前晚的議題進一步交談。綜合上述，筆者認

為該活動相較其他研習內容，同時串聯了許多好處，故普遍符合參與者的期待並

得到許多正面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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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於攝影展現場公開演講情形。筆者攝於 2015

年 7 月 28 日。 

	  

	   	   	   	   以上就非正規教育內容與實際發生的情形來總結，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活動根

據 Copeland（2005）針對遺產教育的內容分類，其在研習的部分主要提供了「關於

遺產的教育」，亦即成員透過參觀博物館學習關於文化遺產的知識；而闖關活動教

材藉串聯景點，儘管時間短暫，其試圖幫助參與者了解整段歷史，也可算是為提

供「透過遺產的教育」做出努力；至於和 Europa	  Nostra 專家談話的過程，在主持

人引導後，由成員就趨勢對網路遺產志工提供看法，在行動上可歸至「以遺產為

目的的教育」；實務操作方面和公開演講活動則供應了「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

尤其前者是實際到現場維護遺產，儘管志工認為投入時間太長，這無疑落實了保

護遺產的行動。至於後者看似成員化身成提供教育的一方，但其為在活動上代表

國家分享遺產，在這之前多半也卯足全力學習，並在演講當天透過自己對個案的

了解，展現對遺產的關心。除此之外，無論是在實務操作、研習還是其他活動中

的學習，其成效主要還是取決於成員的興趣，以及投入的動機是否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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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式教育內容與情形 	  

	   	   	   	   如本文於一開始說明，非正式教育強調的是個人主動從周遭環境學習新知。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在這部分主要可以「平常休息時間」與「休假日」

兩點來討論結果：	  

（一）平常休息時間	  

所謂平常休息時間指的是每日扣除「實務操作」、「研習」及「其他」等	  

活動結束後的空檔，或是協助展覽開幕式前的零碎時間。行前通知於此強調，參

與者能夠利用自由時間，免費進出所有由威瑪古典基金會管理的博物館，且主辦

方會提供自行車以利成員暢行威瑪。儘管次數不同，志工們確實都在活動期間使

用了「通行證」（圖 4.11），尤其博物館多集中在舊城區，又實務操作中的日常維

護組普遍較早結束活動回到宿舍，有更多空閒時間可以運用，在組織採輪流方式

讓青年執行任務的情況下，許多人都有充分利用機會，主動造訪李斯特故居（Liszt 

House）、包浩斯博物館（Bauhaus Museum Weimar）、席勒博物館及其故居（Schiller 

Museum with Schiller Residence）……鄰近博物館。另外除了偏向個人興趣的參觀，

還會有就近結伴同行的情形，像是於貝爾維德城堡公園進行挖掘的成員，在領到

通行證、任務結束當下，即相約造訪一旁的博物館，欣賞宮廷擺飾與瓷器，以節

省交通時間。儘管後者顯得造訪動機並不強烈，但可以注意到的是，並不是所有

人都將自由時間拿來參觀學習，根據訪談資料顯示，亦有成員選擇休息或從事更

為輕鬆如逛書店、品嚐甜點和選購紀念品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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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專屬通行證。成員可於活動期間，利用空檔免

費進出所有由威瑪古典基金會管理的博物館。 

 

（二）休假日	  

2015年 7月 26日是本次活動唯一的全天休假日，有關參與者的行程安排，	  

不僅行前通知單在交通的部分提供詳盡、關於火車多人共同使用的邦票優惠資訊，

Open Houses 職員於活動期間也不斷地鼓勵成員利用這一方式，在休假日當天結伴

到附近城鎮遊玩。對此筆者確實也在幾位夥伴的邀約下，更改行程與 4 名成員一

同搭乘火車至艾森納赫（Eisenach），並參訪了瓦爾特堡（Wartburg）（圖 4.12）及

巴哈之家（Bach House）。其中規畫這段遊程的成員起初為說服筆者加入，一見面

便強調「⽡瓦爾特堡也是世界遺產！」（V8），甚至分享起馬丁路德翻譯聖經這段歷

史，此外於當地行走時也如導遊般向同行友人介紹巴哈，指出這是他 喜歡的音

樂家而艾森納赫正是其出生地。這樣的結果顯示出，該名成員原先就具備欲造訪

景點的知識，且充滿熱忱、擁有強烈的學習動機。倒是其他人更像是抱持著跟隨

的態度前往，只不過後來也表示，「巴哈博物館超棒的，我們剛才透過設備享受他

的⾳音樂，很舒服、︑､很值得參觀」（V9），尚點出該博物館提供的體驗有助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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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部分成員於休假日自行安排前往艾森納赫的瓦爾特堡參觀。筆者攝於 2015

年 7 月 26 日。 

 

	   	   	   	   至於其他志工，根據筆者所取得的資料，這天尚有成員一同前往布亨瓦德集

中營（Buchenwald），而與主導艾森納赫一日遊的成員相似，首先決定要造訪該處

的青年，本身就對納粹德國歷史有所了解，尤其在返回威瑪後向筆者表示，「我感

到震驚也想了很多事，所以其實今天沒看完，可能營隊結束時會再去⼀一次」（V6），

又在工作營畫下句點時，該名成員和筆者道別後確實再次前往，這完全展現了其

對於學習相關知識的積極態度。除此之外，難得的休假日其實也有參與者選擇留

在威瑪，放慢腳步好好欣賞城鎮，像是專攻藝術的成員即向筆者分享自己在公園

附近找到一座漂亮的陸橋，甚至想畫下來所以待了比較久，這呼應了蔡靖泉（2016）

對文化遺產與教育之間關係的論述，遺產主要作為智育的資源，其實還具有其他

功能，像是於此有關美感的體現和心靈上的提升，即支持了美育和體育的部分。 

	   	   	   	   綜合上述，正如 Timothy（2011）指出，當人們是經由非正式教育的途徑來

接觸遺產時，其多半是藉展館內的解說，或是他人的導覽來獲得相關知識。就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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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資料蒐集的結果顯示，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的成員，於平常休息時間和休

假日所安排的參訪行程，幾乎都是透過閱讀展覽物件的說明、展覽手冊，以及使

用導覽機、聆聽同行友人或導覽員分享等方式進行學習。至於學習的內容則集中

在「關於遺產的教育」，亦即針對參訪的遺產本身去學習（Copeland, 2005），然而

於此也有「透過遺產的教育」，尤其本次成員所接觸到的遺產，部分如李斯特故居

和巴哈之家本身即是博物館，在空間規畫上結合了音樂相關的展示甚至是娛樂性

十足的體驗設施，故人們在了解遺產之餘，也能吸收到音樂方面的知識。	  

	   	   	   	   再者，因為是成員自行安排的行程，這支持了透過非正式教育學習的人們是

志願的說法（Diamond et al., 2009; Light, 1995），且儘管休假日同行夥伴造訪遺產的

動機強烈程度不一，他們在決定要跟隨哪一方時其實也考量了個人興趣。至於學

習環境無所不在這一論述，從志工選擇參觀各類型博物館到坐在伊爾姆公園一隅，

欣賞18、19世紀建造的陸橋，這些皆符合Diamond等（2009）所描述的非正式教育

特質，其學習內容和環境都是人們自行決定且廣泛多元的。不過就成員參訪的心

態進一步談論，確實動機較強烈的志工，像是負責規畫前往艾森納赫和布亨瓦德

集中營的夥伴，他們在面對展示時往往特別專注，而其他相對消極的隨行成員，

則更接近抱持放鬆的心情看待（Timothy, 2011）。此外對照Light（1995）提出，在

遺產中有關非正式教育的影響因素，除了成員原先是否具備相關知識和興趣關係

到成效，遺產現場的解說及介紹確實也造成一定影響，如先前提及參觀巴哈之家

的成員，雖然不具音樂背景，但博物館內適當的娛樂性質，使其願意花更多時間

聆聽、認識大師的生平和創作，並表示有所收穫，而於威瑪造訪鄰近博物館的成

員，在解說這部分則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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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驚訝，我以為威瑪作為⼀一個知名的地點，導覽機提供 10 到 15 種語⾔言應  

    該沒問題，可是只有兩個……（V8） 

儘管 Open Houses 負責人（M1）針對該問題回應，「他們正在思考這件事，但威瑪

⽬目前算是德國境內熱點，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由此可看出，現階段鄰近博

物館在介紹上，對國際志工來說或許是種阻礙，甚至影響學習效果。另外筆者也

認為，上述現象呼應了 Heimlich（1993）的說法，成員在面對非正式教育時，可以

自行選擇學習的方法，卻無法掌控整個學習計畫。 

 

三、小結 	  

    為回應世界遺產志工這一休閒活動融入遺產教育的情況，本節首先以非正規

及非正式教育，分別檢視了個案的學習活動內容，並得到下方結果（表 4.5）， 

除了非正式教育中「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由於活動期程短暫、成員對學習目標

無法掌握等因素，導致個人不易在自學的過程裡習得技能，並落實保護遺產的行

動之外，其他學習內容或多或少都出現於本次的工作營中，尤其在執行單位 Open 

Houses 與威瑪古典基金會的安排下，文化遺產得以發揮廣泛的教育功能，使參與

者有機會學習到關於遺產本身的知識，或是藉遺產在其他領域有所收穫，且因為

活動本身就是在投入遺產志願服務，亦即志工與遺產有所互動，以學習到的技能

落實維護行動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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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教育途徑與內容 

	   關於遺產的教育	   透過遺產的教育	   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	  

非正規教育	  

前往鄰近博物館參

觀或透過機構人員

的導覽，學習關於

威瑪遺產的知識	  

藉闖關活動的引

導學習和威瑪相

關的歷史	  

透過實務操作維護、和

專家對談並提供建議，

以及藉公開演講表達對

遺產的關心等行動，落

實保護遺產	  

非正式教育	  

依個人興趣自行安

排至博物館及遺產

參觀，並習得相關

知識	  

藉參觀博物館或

遺產獲得其他領

域的知識，如在巴

哈之家學習音樂	  

本研究未發現有個人在

自行學習的過程中，明

顯落實保護遺產的行動	  

	  

    不過從成員學習的狀況可知，興趣和態度會影響學習的成效，幾乎每項活動

都出現不同的情形，而在非正規教育中因未能滿足全數成員的需求，感受差異更

是明顯。對此 Open Houses 負責人員（M1）曾在營隊結束前一天的聚會上表示，「每

個⼈人都想要另⼀一個東西」，這點出活動在執行時面臨的困難，暫不考慮地方社群的

感受，世界遺產志工作為短期的計畫型休閒，本來就會吸引帶有不同動機的人前

來，且每年遇到的團隊狀況都不一樣，活動自然沒有辦法投全體成員所好去安排，

只能在過程中視情況調整。 

 

Copeland  
 (2005) 

教育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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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世界遺產志工實踐情形 

	   	   	   	   先前在探討世界遺產志工所屬之休閒類別及教育情形時，就已大致檢視了活

動的內容，然而於此藉世界遺產教育計畫手冊（2013）所描述的特色和個案再次對

照，尚可突顯出世界遺產志工與其他項目的差異（表 4.6），除了參與者來自四面

八方，在實際操作、動手維護世界遺產，以及和社群互動的部分，更是青年論壇、

教育手冊和分鏡腳本競賽等活動難以觸及的地方。 

	  

表 4.6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簡介 

執行單位	   Open	  Houses 與威瑪古典基金會	  

加入時間	   2011 年，工作營首次出現在隔年	  

志工人數	   14 名國內外青年，不含長期與 Open	  Houses 合作之志工	  

活動期程	   15 天，2015 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1 日	  

維護遺產	  
以古典威瑪為主，包含貝爾維德城堡公園、伊爾姆河公園、

堤福特城堡、艾特爾斯城堡及奧斯曼斯特等文化遺產	  

相關講習	   以博物館參觀和導覽為主，同時由機構提供計畫背景說明	  

社群互動	  
與當地花匠一起工作、以公開演講方式和地方社群分享世

界各地遺產、於活動閉幕時和在地工作者一起烤肉聚餐等	  

	  

   至於實踐情形，本節不同於休閒和遺產教育，僅以參與的青年志工為主要檢視

對象，世界遺產志工活動本身因有地方社群的投入，倡議目標自然也將其納入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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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喚起權益關係人體認維護和促進世界遺產的必要性 

    首先根據倡議內容，這裡的權益關係人尤指青年、志工、地方社群及有關 

當局。儘管組織在向 UNESCO 提出計畫時，獲選條件即表明，申請單位必須盡力

讓管理機構、地方當局和社群參與活動細節的規畫，而設計的內容除了得提供實

務上的操作，還要能幫助志工思考世界遺產相關的議題，但要因此喚醒眾人保護

和推動世界遺產的意識，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的運作來談，

至少可以從活動的流程感受到組織間有這樣的企圖與努力，如威瑪古典基金會專

責人員在分享舉辦工作營的經驗時表示： 

    第⼀一梯營隊是在 2012 年沒錯，但其實這個計畫是前⼀一年就在進⾏行了，所以應 

    該說今年是第 5 年……⽐比如說像你們現在在挖的那條路徑，我們必須先向政 

    府報告並取得同意。︒｡這是不能隨便決定的。︒｡（M2） 

這段內容顯示出主辦單位在籌備階段，就已經有管理機構以外的權益關係人介入，

且 UNESCO 未能提供經費給基金會，主要資金來源是聯邦政府（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 2015）。此外，對於社群是否實際參與了活動細節的規畫不得而知，

但當筆者試圖了解地方工作者對世界遺產志工的知曉程度時，其表示「我和我的

同事都清楚這個計畫」（S1），這意味著組織或多或少確實讓其他權益關係人，參

與了維護或促進世界遺產的行動。 

    至於透過活動喚起人們對保護遺產的意識，在青年志工的部分，儘管執行單

位嘗試藉志願服務和研習活動傳達這一訊息，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成員在論及休

閒效益中的「自我實現」，亦即談到自己在休閒中學習到更多的知識與技能（Stebb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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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07）時，較少主動提到世界遺產，又在接受遺產教育的部分，時常表示實

務操作時間過長，導致無法看到更多，或是內容不符所需，希望可以更加深入。

這一現象說明成員雖然落實了維護和推動世界遺產的行動，卻不一定能感受到其

意義，因此筆者認為威瑪世界遺產志工單就青年志工來看，要達到這一目標，在

教育的內容上恐怕得透過實務操作以外的辦法，再加強「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

讓成員能夠和遺產產生更多有意義的互動（Copeland, 2005）。 

    後，若就遺產學習資源，淺談地方社群在活動中被喚起意識的可能，本次

營隊所舉辦的德國世界遺產攝影展，以及媒體露出如地方電台與報紙等操作，事

實上即是很好的非正式教育資源，雖然成效如何無從得知，但這點無疑可以呼應

非正式教育的學習管道具有多元而無所不在的特質（Diamond et al., 2009; Dib, 1988），

且就實務面來說，這些活動成功地將世界遺產議題擴及至更多社會大眾，值得他

人借鏡。 

	  

二、促進青年投入並提供機會，使其養成基礎維護和保存技術的技能 

    由於促使青年志工實際投入世界遺產的保存，即涵蓋了相關單位提供成員學

習基礎維護技能的機會，故筆者於此將倡議目標中的兩點合併討論。首先有關青

年的組成，世界遺產志工比起其他世界遺產教育計畫項目，確實能向更多的年輕

人招手，如官方網站說明，儘管需求可能會因國家或計畫內容而異，原則上只要

是 18 至 30 歲的青年都可參與。Open Houses 對此更是做了巧妙的安排，不僅讓威

瑪世界遺產志工由來自歐、美、亞及非洲的青年組成，就連生長在沒有世界遺產

的臺灣和香港青年都獲得加入的機會。 

    而落實參與者習得基礎維護技法這部分，長時間的實務操作有助於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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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每日 6 小時的操作，在此亦可說是全然地發揮、完成任務。雖

然有成員期盼可以更深入體驗，不過就研究結果顯示，該活動的設定本身屬短期

的計畫型休閒，在志工持有不同動機、未要求具備專業技能的情況下，提供難易

度適中、較為基礎的內容是恰當的（Stebbins, 2005），甚至能幫助參與者產生「自

我滿足」和「團隊成就」等休閒效益。反倒個案因操作時間過長、消耗大量體力

而引起志工反彈的問題，無論是成員在獲得其他休閒效益或接受遺產教育上皆造

成影響，也因此尚有改善空間。 

    至於在幫助青年發聲這方面，Logan（2013）表示這些後輩的想法得仰賴他人

傳達，心聲其實鮮少被聽見，又 Dontcova（2015）指出世界遺產志工成員投入服務

的時間短暫，能產生的影響不大，筆者認為，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的主辦單位試圖

平衡這樣的問題，除了負責人願意花時間、於活動期間多次聚集成員，確認狀況

並傾聽意見，進而和其討論及時改善的可能（圖 4.13），本次活動另邀 Europa Nostra

專家前來談話，以及讓成員公開分享各國文化遺產等作法，縱使成效有限，還是

讓青年有更多機會闡述自己的想法，明顯有助於參與者獲得休閒中「自我表達」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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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於閉幕餐會結束時進行 後一次討論。筆

者擷取自影片 World Heritage Volunteers – Weimar 2015。製作者為成員 Karam。 

 

三、促使青年組織、地方社群和管理機構合作 

    有關組織間的合作，事實上世界遺產志工從世界遺產中心、國際志願服務協

調委員會，到 European Heritage Volunteers 和 Better World 等基金會，本身就已經涵

蓋了國際與地方層級的運作，尤其 2014 年後以分工方式，逐步讓青年組織負責歐

洲及亞洲區域協調的作法（圖 4.14），更是落實了這一目標。再者根據官方提供 2012

至 2014 年的歷史資料，Open Houses 在執行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時，即曾陸續和威

瑪古典基金會、威瑪包浩斯大學、圖林根成人教育福音組織、德國聯邦家庭事務、

老年、婦女及青年部、圖林根綠色聯盟和威瑪耶拿學院等機構合作，2015 年則還

增加了 UNESCO 德國委員會，以及實際運作時派人員前來和青年對談的 Europa 

No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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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世界遺產志工組織合作情形。由於合作關係處於變動狀態，此為 Open 

Houses 負責人為協助筆者釐清當下分工及合作情形，所繪製而成之關係圖。筆記

製成日期 2015 年 7 月 31 日。 

 

    儘管參與者於活動期間接觸的主要還是威瑪古典基金會，成員在受訪時普遍

對 Open Houses 和其之間的合作持正面看法，表示活動進行得很流暢或是沒意見。

對此基金會專責人員亦指出，「你可以看到我們總是⽤用電話在聯繫」（M2），並以天

氣狀況不佳、活動行程須臨時更改為例，強調雙方密切的合作關係。且當筆者和

Open Houses 負責人談起活動設計概念與面臨的困境時，其回答： 

    經驗，就像我和你們說的，志⼯工剛開始是跟著花匠的時間、︑､每天早上 5、︑､6 

    點起床⼯工作。︒｡然後我們發現這不妥，才討論出現在這樣的結果。︒｡（M1） 

這顯示 Open Houses 和威瑪古典基金會，不僅是在活動期間維持良好的溝通，為了

讓活動能夠長期運作，也不斷地在討論、設計出更合適的活動流程。故筆者認為，

持續舉辦世界遺產志工這樣的活動，有助於促進或維持組織間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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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幫助權益關係人參與世界遺產教育 

    後，關於威瑪世界遺產志工發展非正規教育工具、幫助權益關係人投入世

界遺產教育的情形，就筆者資料蒐集結果，供給方面包括藉威瑪耶拿學院所設計

的教材，讓成員進行闖關活動，以及與 UNESCO 德國委員會合作，辦理德國世界

遺產攝影展和公開演講等，都是在落實本項目標，又活動期間與成員互動 多的

威瑪古典基金會，因為本身即有豐富的教學經驗，除親自帶領實務操作，地方工

作者在導覽期間甚至配有歷史文件資料夾，來搭配現場環境解說（圖 4.15），如本

研究於遺產教育的發現，以 Hoppers（2006）對非正規教育成功特質的論述進行對

照，其結合非正式的人員講授、與當地環境做連結和利用當地的語言教學等，皆

達到了標準。且儘管負責解說的工作人員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其中一位在與筆者

分享經驗時提及，「我明年就⼯工作滿 30 年了，很開⼼心可以⼀一直看到年輕⼈人來這裡」

（S2），話語中尚能感受到這名花匠持續與青年互動所累積而來的成就感。然而也

正如筆者對實務操作和研習內容的分析，以需求面來說，不僅語言是本次活動中

較明顯的阻礙，過長的實務操作亦影響了成員的學習心態，尤其參與者的興趣和

動機是非正規教育學習成效的關鍵（Dib, 1988），若因過度疲憊而提不起勁，其實

對落實本目標會造成負面影響。又從休閒的角度來談，原先成員在提及投入的動

機時，或多或少表明了自己對世界遺產議題的興趣，不過在分享獲得的效益時，

卻鮮少在第一時間對研習的過程表示肯定，這再次說明了威瑪世界遺產志工，在

青年接受世界遺產教育這個面向，尚欠缺了縝密的考量。 

 



	   91	  

 

 

 

 

 

 

圖 4.15  威瑪古典基金會人員以德語介紹伊爾姆河公園。右方為協助將內容翻譯成

英語的成員 Maria。筆者攝於 2015 年 7 月 29 日。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世界遺產志工因為本身就有官方組織所制定的詳盡規則，

地方組織為獲得申請許可，其在擬定計畫時要達到倡議目標並不是件不可能的任

務，但以實際發生情形來檢視，就連作為歐洲地區領頭羊的組織 Open	  Houses，在

實踐活動上都還有改善的空間。對此，筆者也欲於本文末章結合理論進一步說明，

並就實務面提供未來執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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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隨著人們越發重視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存，正如世界遺產中心主任 Mechtild 

Rössler 2018 年在世界遺產日公開表示，「教育是此刻及未來，保護我們共同遺產的

第⼀一步」（UNESCO, 2018），近年與遺產相關的工作坊和教育活動，如雨後春筍般

地在國內外舉行。其中，世界遺產中心作為國際間的領頭羊，世界遺產教育計畫

提供了不同方案，將對象擴及至更多年輕族群，又 晚實行的世界遺產志工因搭

上國際志工旅遊浪潮，使得過去帶有需要「長時間投入支持」或「具備專業技能」

等刻板印象的遺產志願服務，變得更加平易近人。這樣的突破事實上正意味著疆

界和參與門檻的改變，亦即今日協助維護世界遺產的人們，在每年特定的時間內，

都可能來自四面八方，甚至是不同領域。 

    然而，這落實「行萬里路」、親手操作的活動，因為其特殊的休閒型態，計畫

在透過創新方式為遺產注入活力，並提供參與者學習機會的同時，除了為個人和

社會帶來效益，也帶來了挑戰。對此本章欲再次申述研究發現，也將依個案歸結

休閒和遺產教育之間的關係，回應相關學者提出的理論之餘，思考增進活動實踐

成效的可能，並就本文研究限制，提出未來在相關研究上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摘要    

    為釐清世界遺產志工這一休閒活動所屬之休閒模式，並就該特色了解其融入

遺產教育的情形，進而檢視實踐狀況，筆者根據各式文件、網路訊息，以及訪談

和觀察等一手資料，針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其中發現，世界遺產志工作為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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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計畫型休閒，成員投入的動機多元，且有較深刻的參與，同時也能獲得部

分參與認真休閒會得到的效益。而遺產教育無論是透過非正規抑或非正式途徑，

則皆支持了學習情形與個人態度相關的說法。另一方面從供給面的角度來談，活

動短暫的特性，使得傳達意念出現挑戰，但非正規教育中尤其「以遺產為目的」

的教育，能夠讓成員與遺產產生有意義的互動，志工不僅可習得維護的技能，也

有機會為其發聲，甚至從受教育者轉為教育者、投入遺產的教育，而這也有助於

增加參與者的休閒效益。然而將上述組織的供給和參與者的需求合併討論，會發

現休閒結合遺產教育，亦即在試圖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時，參與者對於兩者之間

的期待與組織有所出入，因而帶來負面影響。是故組織在執行活動時應同時考量

甚至滿足成員的需求，在休閒和遺產教育間取得平衡。除此之外如前章提及，世

界遺產志工本身因為有眾多社群投入，倡議目標自是亦將其納入考量，對此研究

歸納發現，主辦方在提供非正規教育時須有組織性的規畫，這對促進機構間的合

作關係有所幫助，且媒體露出和公開演講等操作，其實也有將教育對象擴及至社

會大眾的作用，儘管效果無從得知，尚可稱是有喚起他人意識的企圖。 

    下方是進一步從休閒與遺產教育相關論述，及官方訂定之目標中擷取出有助

於落實計畫的關鍵： 

ㄧ、促進青年參與，激起不同火花 

    世界遺產志工作為短期的計畫型休閒活動，在徵選成員時能夠吸引到持有不

同動機和背景的青年加入。就休閒來談，這一操作有助於參與者在短時間內獲得

投入認真休閒能夠得到的效益，像是因為和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專業的夥伴互動，

所以有了一段深刻寶貴的經歷（自我充實），或是對自己認識到各國文化及遺產知

識（自我實現）感到滿意。這些乍看之下並非實踐活動的成功條件，但計畫型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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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對參與者來說不具未來性這一特點，執行方要延長世界遺產對青年志工的意義，

甚至持續吸引未來的學子投入，就得確保參與者的需求被滿足，或是提供令人激

賞的體驗。而研究結果顯示，成員對夥伴來自世界各地的這一特色給予相當正面

的評價。 

    再者從遺產教育來說，無論是非正規抑或非正式教育途徑，兩者的學習效果

皆取決於參與者的興趣和動機，當成員能夠從不同角度欣賞遺產，如具有美術專

長的志工認真參觀包浩斯建築及設計；文學底蘊深厚的成員因住進尼采故居而感

動，經由同伴相互分享再結合組織的推動，遺產教育的內容自然不再受限於建物

本身。又對照世界遺產志工倡議目標，混合專業與非專業的參與者如筆者於前一

章論述，這樣的作法不僅落實提供青年參與的機會，也能在幫助其表達想法和養

成基礎維護技能之間，亦即在或深或淺、難易度適中的系列活動裡，讓成員透過

互動達到平衡。 

 

二、善用地方資源，發展遺產教育 

    威瑪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再加上執行單位多年的豐富經驗，使得世界遺產

志工於此能有不錯的發揮。儘管官方在入選標準明訂，活動必須提供青年實際動

手操作的技能訓練，威瑪古典基金會和 Open Houses 另將實務內容劃分為「歷史道

路挖掘」和「日常維護」的作法，讓參與者有機會感受到不同的文化遺產保存方

式，尤其前者因為集中在特定區域、範圍較小，成員得以體驗完整的修復過程，

甚至因而獲得休閒效益，像是在活動接近尾聲時出現成就感（自我滿足），或是肯

定自己利於他人的作為（團隊成就）。 

    又在研習部分，除了 Open Houses 所主導的內容，包括透過市區導覽帶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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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闖關遊戲卡讓成員穿梭於文化遺產間，威瑪古典基金會使用自製輔助教材，讓

機構人員直接在操作現場進行解說，或是協助安排至周遭博物館參觀等，其實都

代表執行者對地方資源有著絕對的了解，才能掌握並且運用得宜。此外，組織於

活動期間提供的博物館通行證及自行車，不僅是用在研習，這些福利尚鼓勵青年

利用休息時間造訪其他景點，故主辦單位於此還可說是非正式教育的推手。暫不

論學習成效如何，依 Copeland（2005）對遺產教育的內容分類來談，威瑪古典基金

會與 Open Houses 至少嘗試提供了關於遺產、透過遺產，和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表

4.5）。 

 

三、串聯在地社群，擴大合作關係    

    除了上述提及 Open Houses 與威瑪古典基金會，在現場執行活動時的密切合作

關係，以及組織利用威瑪耶拿學院所設計的遊戲卡讓成員進行學習，2015 年威瑪

世界遺產志工的活動內容尚觸及了其他團體，抑或加深當地社群的融入，像是安

排青年和 Europa Nostra 專家談話、與他團志工互動、和當地花匠們一同烤肉，以

及和 UNESCO 德國委員會合作辦理世界遺產攝影展暨公開演講等，特別是後者和

實務操作的情形另透過地方媒體露出，這些帶來「眾所周知」效果的操作，除了

將世界遺產議題擴及至更多人，還有助於參與者在短時間內獲得如自我表達、個

人形象和社會吸引力等利益。 

    再者就遺產教育而論，部分活動不僅可能促成他人透過非正規或非正式途徑，

學習關於遺產的教育，對成員來說更有機會和遺產產生有意義的互動，透過實際

行動保護遺產，也就是落實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至於世界遺產志工倡議目標，

在此也尤其重視權益關係人的投入和機構間的合作，雖然計畫入選標準即提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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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條件，Open Houses 長期深耕於相關領域的經驗，使得該活動幕前幕後在串聯社

群和組織這方面有更顯著的成果。 

 

    然而，在執行世界遺產志工這一結合休閒和遺產教育的活動時，兩者之間有

些特點會相互影響，如參與者投入的動機是否包含了對遺產的興趣，會關係到學

習效果，又活動期間所學的內容足以影響成員在休閒中獲得的利益，幾乎可用牽

一髮而動全身來形容。另一方面青年志工並非唯一需要考量的對象，像是地方社

群的感受是否被重視，也是該活動能不能長時間獲得支持的關鍵。換言之，每個

細節都可能影響計畫的落實。下方即是依照資料蒐集順序結果，列出威瑪世界遺

產志工在執行時所發生的問題： 

（一）青年難以深刻感受到活動意義 

      作為世界遺產教育計畫中的一環，世界遺產志工倡議首項目標即是，喚起

參與者和相關人士體認保護世界遺產的必要，但成員在受訪及團體討論時卻鮮少

就此部分給予正面回饋，這或許可歸咎於動機、需求及語言等因素。首先成員經

常在活動期間表示實務操作的時間過長，或是研習內容不夠正式、有趣，導致身

心俱疲，學習的意願降低。另外採分組方式進行差異甚大的活動其實有失公平，

像是前往貝爾維德城堡公園操作的成員一定得騎單車，而不善於騎乘或是不堪負

荷的志工只能待在另一組，這樣的現象造成部分參與者的負擔。且同樣因為分組，

只有一半的成員接受了媒體的採訪、刊登在報紙上，或是失去至其他地方參訪學

習的機會。正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這種種的遷就加劇消磨了志工專注於活動的

意願，進而影響參與者投入休閒能獲得的效益，以及吸收遺產相關知識的成效。

至於語言問題亦是如此，除了影響分組，在研習時也難免為成員帶來困擾，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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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力不從心，故活動雖圓滿落幕，組織也提供了多元的學習管道，青年因為上

述問題，還是難以深刻感受到維護世界遺產使命的重要性。 

（二）與在地工作者產生衝突和誤解 

      儘管青年志工每天都會和當地的花匠一起工作長達 6 小時，因為語言的隔

閡，且與成員密切相處的工作人員有限，較少接觸計畫的花匠其實曾在活動期間

和志工發生衝突，像是貝爾維德城堡公園起初並未特別安插精通德語的成員，志

工在和地方工作者共用休息室時因溝通不良，給彼此留下不好的印象，情況一直

到活動進入尾聲才好轉。又日常維護組曾經傳來有花匠認為，安排在該組的志工

比較懶惰的傳聞，導致青年和地方工作者的關係一度緊張。這些現象突顯了語言

和缺乏互動可能造成的問題，事實上也是該活動在落實幫助地方社群，體認促進

世界遺產的重要，與投入世界遺產教育這部分所面臨的挑戰。 

（三）活動時間短暫，影響效果有限 

      無法避免地，活動期程約莫兩週的威瑪世界遺產志工 後對成員來說多半

僅止於美好的回憶，並沒有人明顯因此投入相關事業，或是轉為積極擁護各地的

文化和自然遺產。這支持了 Stebbins（2007）的說法，計畫型休閒不像認真休閒，

有著幫助參與者發展終身職業的可能。雖然官方在制定目標時，關於青年的部分

主要還是集中在活動當下的能力培養，包括意識到保護世界遺產的重要性、學習

基礎維護技術及表達想法等，但世界遺產志工作為世界遺產教育計畫底下的項目，

或多或少有著傳承的意味，這一短暫的休閒活動對接受遺產教育的志工而言，究

竟能達到什麼樣的效果，也許是執行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的面向，而不只是透過

簡易的回饋表詢問參與者，對於研習景點的評分和想法，以及休息時間參觀了哪

些博物館等問題來回應教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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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上述於本研究所發現的問題，以下是筆者針對該活動在未來發展上提出

的幾點淺見：     

（一）加強實務操作的公平性、增加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並改善語言問題 

      關於成員的動機，青年在申請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時，比起其他的國際志工

營，其實要求了更多的程序像是填寫完整的動機信等，這顯示主辦方早已意識到

參與者動機對於活動成效的影響，且暫不論程度上的差異，確實根據資料蒐集結

果，成員 初都表明了自己對世界遺產的興趣，故筆者認為以個案來說，可優先

改善操作的公平性，亦即平衡受教育者的需求。儘管如組織負責人所言，每個人

都有不同的期待，但若能適時地介入，像是協助解決前往操作點的交通問題，或

是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出現在報導上等，減少引起眾人反彈的不公現象，就有可能

幫助成員獲得更多休閒效益，提升整體的滿意度。 

    再者，針對喚起青年保護遺產意識的問題，就學習內容來談，當成員動機趨

於複雜、熱忱程度不一時，主要應是經由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來傳達，也就是讓

學習者和遺產產生有意義的互動，而非大量提供「關於」或「透過」遺產的教育。

換言之，被成員認為乏味的博物館行程，其實可以移至非正式教育途徑，讓成員

依照個人喜好自行前去參觀。 後，有關語言的障礙，除了錄取符合條件又諳德

語之青年，也能透過製作翻譯小卡，幫助成員減輕學習上的負擔。 

（二）增加青年和在地社群的互動 

      關於成員與社群間的互動，這裡尤指和本次活動關係 為密切卻也疏遠的

花匠們。雖然組織和基金會以烤肉聚餐作為活動的閉幕，但若細看流程，這群在

地工作者似乎沒有因為該活動得到太多好處，也無怪乎青年志工容易被視為麻煩

製造者？對此筆者認為，除了上段提及排除語言的問題，於活動期間幫助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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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組織其實還能有些積極的作為，像是在活動前試圖先讓

雙方了解彼此的立場，或是詢問花匠意願，在活動正式開始時安排破冰互動，甚

至藉各國食物的交流開啟話題。而於營隊結束時，除了匯集青年頒發紀念品、檢

討活動，也能給予這些第一線的花匠們鼓勵、一個發聲的舞台，讓他們有機會可

以從知道、接受到精神上也能夠支持這個具有教育意義的志願服務計畫。 

（三）檢視未來延伸活動的可能性 

      世界遺產志工原來的設定即是短期遺產志願服務結合教育的活動，不過計

畫型休閒不具未來性而遺產教育帶有傳承的意義，兩者之間似乎有些矛盾。當然

活動所關心的對象還包括長期在地深耕的其他權益關係人，但若能兼顧對參與青

年的影響，也許就有機會讓這如煙火般絢爛卻未能留下的活動，變成下一代願意

長時間投入文化遺產的墊腳石，像是動機信中有關參與者會如何運用本次經驗這

一問，執行方不妨嘗試發展合適的評估機制，鼓勵成員以創意的手法去落實，並

換取電子紀念證書，讓青年和遺產的互動能夠延伸回自己生長的土地。 

 

第二節 理論貢獻 

    遺產和博物館因為長期仰賴當地志工支援的特性，使得遺產志願服務和人們

長時間投入的認真休閒之間出現許多研究，又近年盛行的國際志願服務，也為遺

產帶出不少和志工旅遊相關的討論。然而像世界遺產志工這類混合國內外參與者

的新型類別（Benson & Kaminski, 2014），因為無法再輕易地利用主客關係去區分，

又不同的休閒類型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為討論進一步討論遺產教育融入休閒的

情形，在彙整不同休閒的特色之後，結合眾多學者的研究加以佐證，試圖為該活

動先行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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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發現，世界遺產志工作為短期而特殊的活動，參與者來自四面八方、

持有不同動機，但難易度適中且投入程度較深的性質也為成員帶來效益，這部分

全然支持了 Stebbins（2005）對計畫型休閒的論述，也藉此呼應了其與客串型志願

服務概念相符一說（Holmes & Smith, 2009; Lockstone-Binney, Holmes, Smith & Baum, 

2010）。再者於休閒效益的部分，「自我充實」、「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等，和

人們投入認真休閒 常獲得的效益相同（Stebbins, 2007），而另外成員有較為明顯

的肯定，且與其他遺產志願服務相關研究相符的則有「自我表達」（表 2.2），這或

許和人們原先就對該領域感到興趣有關（Heritage Lottery Fund, 2011），亦即參與者

本身就具備一些知識與技能，才更有展現的可能。此外研究尚發現，「金錢上的回

饋」這一效益在遺產志願服務相關研究中皆未被提及。 

    至於在遺產教育方面，也許是因為文化遺產學算是近年才興起的學科，且與

其他領域如考古、歷史和博物館學等有著部分重疊的關係，加上教育學本身也有

這樣的綜合特性，目前有關遺產教育的研究尚缺乏較具系統性的討論。本研究在

爬梳相關文獻，歸結出遺產教育有著資源豐富、學習管道和內容廣泛，以及對象

眾多等內涵之餘，為更深入地探究，則再以 Copeland（2005）對文化遺產和教育之

間的分類，與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等三種教育途徑進行交叉檢視，並將休閒的

概念納入，專注於後兩者的內容。其中發現，參與者的動機，是非正規及非正式

教育的成效關鍵（Dib, 1988; Light, 1995; Timothy, 2011），而活動幾次有失公平進而

影響志工參與態度的情形也顯示出，配合學習者的需求在非正規教育中的重要性

（Carron & Carr-Hill, 1991; Dib, 1988; Heimlich, 1993; Romi & Schmida, 2009），一方面

筆者認為這也是休閒和遺產教育之間的連結，關係到活動成敗因此不容忽視。此

外，部分操作確實呼應了 Hoppers（2006）針對非正規教育所提出的成功特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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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地方工作者講解並與環境做連結等，不過在使用當地語言這點卻反而造成負

面影響。倒是非正式學習環境，雖然也有語言上的困擾，但人們志願且學習環境

與內容無所不在的特性（Diamond et al., 2009; Light, 1995），於個案中產生的問題相

較不明顯。 後，本研究也支持了 Copeland 提出三個文化遺產教育的方法，只是

未在非正式教育途徑中發現「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且在同一地點提供相同的

學習，不一定能導向同樣的結果，這尚取決於學習者的興趣與態度。 

    有關遺產教育的研究，可能因為學生和遊客一直都是主要的探討對象，正規

和非正式的教育模式較為普遍，志工作為利他的特殊族群，儘管遺產志願服務已

存有大量的研究，在接受遺產教育這部分還有討論的空間。隨著人們越發重視遺

產的教育，又世界遺產志工作為休閒和遺產教育的結合體，這不僅是個趨勢，也

是值得追蹤探討的議題，縱使休閒和遺產教育之間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注入，本文

於此只限於探索，但筆者在測試相關理論時，也從個案中反思了兩者之間的關連

與衝突。 

 

第三節 實務貢獻   

    世界遺產志工這一計畫項目至今已在世界各地運作 10 年，擁有豐碩的成果，

且本文研究對象正是由官方在歐洲地區的協作夥伴所主導的活動、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許多操作方式都值得臺灣借鏡。然而國情不同，目前國內絕大多數的文化

遺產還是歸公部門管理，遑論世界遺產潛力點，即便志工的文化已經發展成熟，

一時之間要引進類似的活動仍有困難，尤其是要能開放一般青年親手去體驗修復

文化遺產，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不過近年來國內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逐

漸抬頭，相關工作坊和論壇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各地舉行，像是 2015 年於屏東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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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資產青年論壇暨工作坊，從議程看來也嘗試結合了實務操作，包括帶領青

年走訪老七佳石板屋部落，並要求學員將成果製成微電影等，雖然效果無從得知

也不宜比較，但這確實給予參與者和文化遺產產生互動的機會，一方面也展現了

臺灣在這領域的努力，故筆者於此從休閒面提供遺產教育一種新的認識之餘，也

欲就本次發現，分享一些未來在規畫相關活動時可多加留意之處： 

（一）地方資源的整合 

      威瑪世界遺產志工能夠在短時間內提供豐富的教學內容，除了當地獨特的

人文風景，更因為 Open Houses 和威瑪古典基金會，對於自己所擁有的資源瞭若指

掌，而經驗的累積也使他們可以運用得宜。這裡的資源指的不僅是文化遺產，根

據環境的不同，也可能是自然生態、地方社群、人文歷史等，任何可作為遺產教

育教材的資源。若執行單位能透過與多方合作，將這些特色串聯成多元且有趣的

學習活動，則有機會吸引到更多年輕學子投入。 

（二）與地方社群的互動 

      儘管研究結果顯示，執行單位已經試圖將更多的權益關係人，納入世界遺

產教育，但 貼近活動的花匠，似乎也是和青年志工 容易發生衝突的一群，這

表示兩者之間的關係有待改善。為避免類似的問題發生，往後在舉辦相關活動時，

除了在規畫期間就邀請地方耆老共襄盛舉，在實行期間若能取得同意，也應給予

參與者和地方社群互動的機會，理解彼此的立場和使命，降低產生誤解的可能。 

（三）了解休閒特性，於各方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參與世界遺產志工這一短期計畫型休閒的人，通常會持有不同的動機，雖

然主動投入遺產志願服務的人們，本身就對該議題感興趣，但若能事先了解青年

選擇參加活動的原因、於過程中確認志工狀況，在不干擾其他權益關係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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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適度介入替他們做調整，提供一個公平而難易度適中的活動，就有機會幫助

青年增加或維持住原先想投入的意願。 

（四）以提供能和遺產產生互動的活動項目為主，其他為輔 

      像世界遺產志工這類短期的遺產志願服務，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傳達保護遺

產的理念，必須讓成員和遺產產生有意義的互動、進行實務操作，亦即執行單位

要能提供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像是親手維護、透過考察為遺產設計宣揚提案等，

給予青年落實保護行動的機會，而不只是認識遺產。 

（五）降低門檻，擴大參與族群 

      計畫本身寬鬆的申請條件再加上地方執行單位的用心，威瑪世界遺產志工

在徵選成員時，混合了專業與非專業背景、但都對該議題有興趣的青年，幫助激

起不同的火花。不僅青年志工覺得有趣，可以認識來自不同領域的人，在一同進

行實務操作和學習期間，也有機會出現創意的發想。 

（六）檢視延伸活動的可能 

      具有明確期程的計畫型休閒運用在遺產教育上較大的挑戰，是其不具有幫

助參與者發展成終身事業的可能，換言之活動不具未來性，要能在短時間傳達且

讓青年深刻體悟到保護遺產的重要性，除了盡可能提供以遺產為目的的教育，也

可思考成員在活動結束後，是否能夠輕易地再接觸到相關、可以長時間投入的活

動，幫助青年從該休閒中的新手，成為認真休閒的參與、甚至愛好者，讓理念有

機會生根，不斷地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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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ㄧ、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以個案為出發點，亦即是透過世界遺產志工的內容發展出研究架構，

除了議題本身新穎，在理論上縱使盡可能地爬梳文獻，目前計畫型休閒與遺產教

育相關的討論，似乎集中在博物館所提供的社會教育功能，而兩者之間並無太多

直接的連結，所以本文僅止於探索，尚未能與更多的研究進行比較和討論。再者

雖然選擇的理論確實為研究提供佐證，其適切性得再經由更多的研究測試，且本

文採單一個案研究，因為特殊、不具通則性的特色，也使得無法泛化的研究結果

成為限制之一。	  

	   	   	   	   至於在執行時所遇到的困難，首先世界遺產志工計畫有著特定的申請流程和

期程，在時間方面會受到諸多限制，尤其從錄取到活動的實際執行皆充滿不確定

性，難以事先做足準備，因此在彙整文獻與擬定訪談大綱等過程都面臨挑戰，又

蒐集資料的時間非常集中，許多一手資料必須即時取得，且活動發生在特定的空

間，在主要訪談對象（即志工）的部分抽樣就是母群體的情況下，也使得資料難

以達到飽和，筆者僅能於當下隨機應變，盡可能地完整蒐集，並於田野調查結束

後回頭調整欲檢視的理論。另一方面，儘管筆者有幸成為研究對象中的參與者，

事實上這正意味著在考察的過程中無法顧及整體，特別是分組操作的項目必須藉

零碎的資料補足。而訪談的部分也因為受限於活動的進行與受訪者的態度，不僅

未能更深入地接觸在地工作者，許多時候就連青年志工都僅能把握研究欲檢視的

要點詢問，故只盼能藉這有限的資源盡力發揮、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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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研究建議 	  

	   	   	   	   關於未來的研究方向，本文是以參與者身份進行田野調查，並透過相關文件

的蒐集，以及 2015 年威瑪世界遺產志工成員對活動的看法，來檢視休閒與遺產教

育之間的關係。縱使活動期程短暫、對當地來說一年僅舉行一次，且是處於變動

的狀態，不是每個計畫都能像威瑪一樣持續舉辦，但目前就官方資料來看，這應

是會持續下去的操作，故建議研究者之後可以拉長時間軸，也不妨提前與相關單

位聯繫、事先擬定訪談大綱，將更多的權益關係人納入討論，尤其是長期為遺產

付出的在地工作者，從非官方的角度深入檢視計畫在這部分的實踐，另一方面也

可透過其他個案，來確認本研究的發現，為休閒和遺產教育在實務和學術方面做

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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