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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哈茨(Harz)山脈上的布羅肯峰為德國北部的最高峰，自古因為其幽深的高山密

林而流傳著無數的神秘傳說，現今哈茨地區的意象可以說是被中世紀國王時代、

矮人地下世界、女巫與惡魔的魔法世界三大類傳說塑造而成，其中又以 4/30 晚上

的女巫之夜(Walpurgisnacht)傳說在全世界流傳最廣，這些傳說都使哈茨山脈披上一

襲神秘的面紗，吸引許多觀光客到此地感受其特殊的奇幻氛圍。 

本文以德國哈茨山地區為主要背景，探討其中流傳的傳說故事、德國女巫歷

史與形象演變。並討論神秘自然景觀所催生的傳說故事塑造的文化地景，以及文

化地景如何反過來將哈茨山塑造成今日的模樣，透過地方意象、文化地景、與品

牌等多種觀點來層層分析地方塑造的過程。 

 

 

關鍵字：哈茨山脈、女巫之夜、地方塑造、傳說故事、文化地景、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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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oken is the highest peak of Mountain Harz in northern Germany. For 

centuries, its deep and enchanted forest sang of mysterious myths and legends, which 

have been kept aliv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image of Harz is shaped by 

three great myths: first, the age of the Medieval kings, second, the subterranean realm of 

men and dwarves living in the mountain, and third, the secret world of witches and 

devils. Among all its myths, the Walpurgis Night is perhaps the most deeply rooted and 

famous around the world, creating a haunting yet enigmatic atmosphere around the 

Mountain Harz. 

This thesis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history and the change of perceptions of 

German witches around the region of Mountain Harz.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myths, which are nurtured by its mysterious scenery, shape its 

cultural landscapes. The author would also like to investigate how these surrounding 

cultural landscapes have influenced and aide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modern day 

tourism. 

 

 

keywords: The Harz Mountains, Walpurgis Night, Place-making, Legend Stories, 

Culture landscape, 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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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開始，筆者感興趣的題目是女巫之夜的儀式，儀式是人類生命轉變中的重

要過程，它擁有轉變人心以及狀態的神祕力量，筆者十分好奇歐洲此種焚燒女巫

的儀式活動的背後意義與其對當地文化、人民與社會的影響。然而現代儀式多已

失傳，流傳下來的古老傳說也大多不可考，現今的女巫之夜也已轉變為單純的象

徵性慶祝活動，在文化觀光興起後，成為吸引全球觀光客的一大助力與特色，傳

統儀式的意義與細節卻是早已式微。 

 偶然地，在與當地觀光經理訪談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了哈茨山當地的觀光活

動與想像中的景象大相逕庭，德國人重視家庭與戶外活動，哈茨山景點大多主打

適合親子闔家光臨與親近大自然的戶外活動，女巫觀光與奇幻元素只是增加觀光

氛圍的一小撮調味料。因此，筆者轉變研究方向，試圖分析哈茨山如何融合自然

觀光與奇幻觀光的觀光景點與當地傳說，以及此種特殊的自然與人文兼備的景點

是如何產生、被塑造，以及其如何相互影響、造就如今的哈茨山觀光景象。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研究內容以德國哈茨山為主要背景，探討在其中流傳的民間傳說、神話故事、

及民間傳說改編或收集、編著而成的文學作品。其中又以最知名的女巫之夜(又名

瓦爾普吉斯之夜)為主要探討主題，兼以探討女巫及當地傳說的歷史與文化等背景，

並探討自然景觀如何催生傳說故事與神話，自然景觀又是如何反過來受到傳說故

事影響與被塑造，以及此種被塑造的景點可能會產生的問題。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中的歷史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輔以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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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work)中的參與觀察法。文獻分析法中自國內各大圖書館暨電子書庫搜索相關

書籍及期刊論文，並藉由網路更進一步搜索國外相關文獻，再加上少量在德國韋

爾尼格羅德(Wernigerode)圖書館所找到的相關圖書文獻，再將獲得的文獻與在當地

觀察所獲得的一手資料一併進行分類整理、分析與綜合論述。原本預計使用的半

結構式深度訪談法因為訪談結果對研究幫助不大，因此不列入研究方法中，但會

在下方解釋訪談結果。 

筆者於 2015 年 7 月赴德國哈茨山地區進行田野調查，走訪過哈茨山腳下的三

個城鎮：韋爾尼格羅德、塔勒(Thale)、奎德林堡(Quedlinburg)及哈茨山上的小鎮

Schierke 等地點以進行現場實地勘察；其中包含訪談紀錄、拍攝記錄、與觀察記錄，

以及當地文獻資料收集。田野調查時使用參與觀察法與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使

用參與觀察法時以研究者的角度同時扮演參與者與觀察者，實地體驗當地景點與

當地觀光活動；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則是先擬出十個左右大方向的問題，再與事

前聯繫好的韋爾尼格羅德當地的觀光局經理進行聊天式的訪談。以這兩項研究方

法，田野調查可得到第一手的資料，在當地獲得的文獻資料、照片、訪談紀錄等

能更確實的了解當地哈茨山的觀光現況；其他由圖書館和網路獲得的第二手資料，

期刊文獻、書籍等則可作為輔助。 

 可惜的是哈茨山當地雖盛行觀光，但觀光客多數為德國居民，多數觀光景點

商店的店員不諳英文，筆者德文也未熟練到能進行訪談。預計要訪談的各地小鎮

觀光局部分，只有韋爾尼格羅德觀光局經理回覆筆者的訪談請求信件，訪談問題

詳見附錄一。 

而韋爾尼格羅德觀光局經理所描述的韋爾尼格羅德觀光現況與筆者所見皆與

預期大相逕庭，女巫觀光非當地主推的觀光特色，甚至，在當地人心目中其他特

色與景點才更能代表當地。韋爾尼格羅德小鎮訪客以德國附近居民為主，此外也

吸引不少周邊許多國家的訪客。最受歡迎的觀光活動為運動觀光與自然觀光，一

年四季皆有觀光客經由韋爾尼格羅德登上哈茨山，或是搭乘特殊的哈茨窄軌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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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徒步健行登頂。 

一年一度的女巫之夜是當地最大、最熱鬧的觀光活動，節慶期間國際訪客數

量與過夜數皆達到一年內的最高峰。然而，非節慶期間，與女巫相關的活動則是

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哈茨山地區另一著名特色－木桁架建築也是一大觀光吸引

力。雖不如奎德林堡保存良好成為聯合國世界文教組織遺產，多經過現代改建仍

保留傳統特色，擁有五顏六色木桁架建築的韋爾尼格羅德另外以「童話小鎮」或

是「五彩繽紛的小鎮」聞名，前者為觀光客給予的稱號，後者則是當地觀光局用

以宣傳自身的招牌，另外韋爾尼格羅德城堡也是當地知名景點。 

綜合筆者的親身參與觀察與韋爾尼格羅德觀光局經理的現況描述，可拼湊出

哈茨山下的小鎮－韋爾尼格羅德的觀光現況。平時以自然觀光與運動觀光為大宗，

當地豐富的文化遺產也是觀光一大吸引力，女巫觀光則只是增添自然與文化觀光

特殊氛圍的一小撮調味料，增添當地奇幻特色，但非觀光主要吸引力。然而，為

了因應全球化的觀光競爭，當地觀光局也開始為當地奇幻氛圍增磚添瓦，如哈茨

窄軌列車(HSB)上的特殊梅菲斯特列車(Unser Mephisto-Express)，服務員會打扮成

女巫與魔鬼模樣，還有在哈茨山頂舉辦的與浮士德有關的搖滾音樂劇(Rockoper)，

和 2015 年新創的奇幻節慶(Festival Fantasia)。 

 

二、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簡要說明本研究架構與內容、研究動機與

研究範圍，第四節為文獻回顧，概括整理並論述主要引用的書籍文獻與理論。文

獻回顧可分為三個大類：德國女巫歷史與文化相關研究、文化觀光相關研究以及

景點塑造相關研究，最後一小節是預期研究貢獻。 

在探討哈茨山的景點如何被塑造前，需要先弄清楚哈茨山原本的面貌，及塑

造其面貌的傳說故事等的歷史背景及傳說內容。第二章首先梳理一遍女巫的歷史，

自最早的大母神信仰、神話中第一位女巫(魔女)到基督宗教入主歐洲後，成為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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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徵來探討女巫在歐洲文化中形象之演變。並探討發生女巫獵殺及何以女人在

那場獵巫行動中的受害者佔據百分之八十二的原因。 

第三章蒐集流傳在哈茨山的幾個影響觀光的重要傳說，以及這些傳說經過後

人整理形成的傳說或文學作品。其中分成三小節，第一小節簡述各個民間傳說故

事。第二小節大致介紹《浮士德》這部影響德國文化深遠的文學作品，自最初被

惡魔誘惑的德國浮士德傳說開始到被歌德寫進文學作品後的故事演變。第三小節

則介紹女巫之夜的傳說及其歷史演變。 

第四章首先介紹詩人海涅的〈哈爾次山遊記〉(Die Harzreise)，了解 19世

紀當時哈茨山的樣貌。再詳細介紹現今哈茨山上及周邊的觀光景點，自筆者親身

參訪的韋爾尼格羅德、塔勒、奎德林堡到 Schierke 等小鎮各自的觀光現況，從自

然觀光、運動觀光、文化觀光到奇幻觀光，各種的觀光景點類型十分豐富。不足

的部分將由官方觀光網站、在當地取得的觀光手冊及少量部落格遊記補充。 

第五章將探討傳說故事對哈茨山觀光景點的塑造。由於目前故事塑造景點相

關的專門研究仍舊十分稀少，本研究分別借用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s)中的文

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s)、觀光符號、目的地意象、媒體形塑、景點神聖化、品

牌塑造等相關理論，分別以不同角度來探討到底故事如何塑造一個景點，及其如

何將哈茨山塑造成如今世人眼中的模樣。 

 

三、研究限制 

本篇雖為研究德國觀光景點及傳說，但愧於筆者德文能力只到初級，雖能翻

譯觀光手冊以及簡單的德文文獻，卻無法翻譯專業文獻以及以流暢德語與當地民

眾訪談，是以缺乏這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如當地民眾對哈茨山以女巫元素來推廣

觀光之觀感等等。也可惜的是限於時間與經費，無法在四月三十日當天訪問哈茨

山地區親身參與女巫之夜盛宴以取得現今觀光節慶發展的第一手資料。也因為哈

茨山區廣大且傳說眾多，筆者只造訪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幾個景點，如哈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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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的韋爾尼格羅德、Hexentanzplaz 所在地塔勒小鎮、聯合國世界遺產奎德林堡及

半山腰上的小鎮 Schierke，但其實周邊尚有一小鎮戈斯拉爾(Goslar)也有零星傳說

傳出，以及哈茨山頂及哈茨山上的女巫步道皆因時間關係而未能一一親身造訪。

因此，本研究將以筆者親身造訪之地點為主要研究對象，並輔以當地取得之觀光

手冊、及觀光官方網站來探究哈茨山的觀光景點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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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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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 

 本章首先整理至今為止國內與國外的出版書籍以及期刊、論文文獻中與本主

題相關的研究成果，並進行摘要統整與分類，希望藉此更加熟悉哈茨山傳說與觀

光的相關研究領域。在整理、閱覽過相關書籍及文獻後，將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

文獻分為三類：德國女巫歷史與文化相關研究、文化觀光相關研究、景點塑造相

關研究。 

 

一、德國女巫歷史與女巫文化 

這部分的國內外的相關研究皆相當豐富，國內主要集中於女巫相關文化與童

話方面，國外蒐集到許多以不同觀點探討女巫獵殺這段歷史的文獻。 

德國地區女巫歷史 

關於德國地區的女巫歷史研究，文獻相當豐富。首先是關於女巫的大概歷史

背景，在《有關女巫》1一書中，不管是傳說、歷史、節慶、信仰還是各國獵巫情

形皆有概括略述。《女巫》2一書則以浪漫主義筆觸，以各個女巫的形象為精神代表，

虛構想像與真實史料併陳，以悲憫的角度探討法國史中女巫角色地位的歷史演變。

羅漁在〈歷史月刊〉上刊載的《女巫的遭遇》3，則記述了西方中古時期的女巫歷

史，此篇補充些許其他書籍未提到的歷史。 

在女巫歷史中，「獵殺女巫」這段時期的歷史文獻是最豐富的。貝林格的《巫

師與巫術》4一書以不同的假設以及跨學科的研究方式，將德語區發表的人類學和

歷史研究的資料以學術方法處理，範圍包括歷史、法律、神學、心理學、社會學、

人類學、醫學、語言學以及其他與古老文明相關的學科為獵巫運動這個歷史問題

帶來新的觀點。《女巫》一書作者則是以對古代女巫的想像、憐憫與滿懷柔情來平

                                                      
1
 凱特琳、艾米，《有關女巫》(台北：蓋亞，2006)。 

2
 Michelet, J. 著，張穎綺譯，《女巫》(La Sorcière)(新北：立緒文化，2012)。 

3
 羅漁，〈女巫的遭遇〉，《歷史月刊》，第 117 期，1997 年 10 月，頁 16-25。 

4
 Behringer, W. 著，李中文譯，《巫師與巫術》(Hexen) (台中：晨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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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這段女巫受迫害的歷史。在《獵˙殺˙女巫—以女性觀點重現的歐洲女巫史》5一

書中則以女性觀點來探討這段歷史，補充了大部分以男性為主的歷史所缺少的觀

點與角度，探討為何德國的獵巫行動裡有百分之八十二的受害者為女性，並以經

濟、政治、宗教及當時的父權主義等多方面來說明女性如何被視為邪惡的化身，

以及被當時社會結構當成替罪羊的原因。而不同於《獵殺女巫》一書以女性主義

角度批評、揭發當時的社會黑暗，《巫師與巫術》一書則以巫師代替女巫一詞為主

體，看待這段歷史。而《掃帚˙斗篷˙魔法棒—巫師傳奇》6一書則補充了《女巫之

鎚》此在獵殺女巫歷史中相當重要書籍的相關資訊。 

關於女巫在歷史裡的形象轉變，在以上書籍裡皆多少有提到些許，但《童話

中的反動思維—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為討論核心》7與另一篇文章〈女巫形象的

成形與中古時期女性論述的轉變〉是整理此一主題最明確的文獻。《童話中的反動

思維—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為討論核心》一書探討遠古至今女巫在童話中的形

象轉變，說明女巫如何從人人敬重的智者轉化為邪惡的象徵，到了今日又呈現出

多元的形象。雖可惜只著重探討女巫在童話中的形象，但仍然可藉不同時期女巫

在童話中的形象轉化來窺探出歷史上人們對女巫印象的轉化。〈女巫形象的成形與

中古時期女性論述的轉變〉則是以基督宗教觀點來探討女巫形象的塑造與變化，

並點出負面的女巫形象，反映出當時西歐男性對女性的觀點與規範。 

女巫文化 

 除了女巫的歷史，德國的女巫文化也必須做出相關整理。《有關女巫》8一書詳

細記載了有關女巫的傳說與文化。《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9補充了女巫

的習俗、文化與節慶的相關記載，《掃帚˙斗篷˙魔法棒—巫師傳奇》10與《奇靈精怪—

                                                      
5
 Barstow, A. L. 著，嚴韻譯，《獵˙殺˙女巫—以女性觀點重現的歐洲女巫史》(Witchcraze: a new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witch hunts)（台北：女書文化，2010）。 
6
 搜奇研究中心編著，《掃帚˙斗篷˙魔法棒—巫師傳奇》(台北：宇河文化，2008)。 

7
 嚴秀萍，《童話中的反動思維—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為討論核心》（台北：秀威，2010）。 

8
 凱特琳、艾米，《有關女巫》(台北：蓋亞，2006)。 

9
 Margaret Alice Murray, 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 A Study in Anthropology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10

 搜奇研究中心編著，《掃帚˙斗篷˙魔法棒—巫師傳奇》(台北：宇河文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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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巫師、英雄、魔怪大搜尋》11兩本書補充了女巫神話與其相關奇幻文學的背

景知識。歌德的《浮士德》12是奠定了哈茨山上女巫傳說的重要書籍。＜瓦爾普吉

斯之夜：主題與變遷(The Walpurgis Night: Theme and Variations)＞13此篇研究則整

理出文學界以瓦爾普吉斯之夜為主題的文學作品自歌德的《浮士德》開始的興盛

及其流變，並討論不同時代對此種異教奇幻文學的態度。 

 

 二、文化觀光 

文化觀光方面搜尋了文化觀光及其包含的電影觀光、文學觀光、媒體觀光相

關理論。以《文化觀光：觀光與文化遺產管理》14一書來界定文化觀光與文化觀光

客，並借用其中無形文化遺產理論來討論傳說故事遺產與觀光的關係。媒體觀光

部分，借用〈Movie induced tourism: the challenge of measurement and other issues〉

15期刊的論點來說明媒體觀光及其下分支：文學觀光與電影觀光兩者的關係。文學

觀光則借用 Herbert
16和 Pocock

17的文學觀光理論。電影觀光則有〈Movie induced 

tourism: the challenge of measurement and other issues〉、《Film-induced Tourism》、《哈

利波特的電影觀光-台灣觀光客的魔幻凝視》、《〈情遇巴塞隆納〉與電影觀光》幾篇

相關研究討論電影觀光以及其如何塑造地方意象。 

 文化觀光作為特殊興趣觀光的一種形式，在此形式中，文化是構成人們旅行

動機的基礎或是吸引觀光客的元素。其定義涉及到「動機」、「體驗」、與「行動」

幾個方面。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WTO)對文化觀光的定義提到

「本質上出於文化動機而產生之人的移動」。除此之外，觀光客不管是以文化為旅

                                                      
11

 Ingpen, R.著，張琰等譯，《奇靈精怪—精靈、巫師、英雄、魔怪大搜尋》(台北：格林，2002)。 
12

 Goethe, J. W. 著，綠原譯，《浮士德》(Faust)(台北：城邦，1999)。 
13

 Henry Hatfield, “The Walpurgis Night: Theme and Variations,” European Studies, Vol. xiii(1983): 

56-74. 
14

 McKercher, B., & du Cros H.著，劉以德審譯，《文化觀光：觀光與文化遺產管理》(Cultural Tourism: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臺北：桂魯，2010)。 
15

 Busby, G, & Klug, J., “Movie induced tourism: the challenge of measurement and other issues”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Vol. 7, No. 4, October 2001, pp.316-322. 
16

 David Herbert,” Literary places, tourism and the heritage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8 .2 (London, July, 2001), pp. 312-333. 
17

 Pocock, D. C. D., Humananisi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London, Croom Helm: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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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機，或是事先未以文化為目的，但旅途中有體驗文化活動、造訪文化地點的

行動都可以被定義為文化觀光客，這類觀光活動都可以被稱為文化觀光18。 

 同時，文化觀光也是一個傘形名詞，涵蓋了範圍廣大的觀光活動，包含歷史

觀光、族群觀光、文學觀光、電影觀光、藝術觀光、博物館觀光等19。其中文化和

遺產觀光景點被描述為有故事的目的地，而文化觀光則被描述為講述此一故事的

過程20。傳說觀光作為一個未被獨立討論的分類，但與文學觀光、遺產觀光、電影

觀光皆有些許異曲同工之妙，又民間傳說屬於無形文化的一部分，是以筆者認為

可被認定為文化觀光的其中一個面向。而套用上述文化觀光地皆為有故事的目的

地此一說法，傳說觀光/故事觀光或許是文化觀光最基本、最原始的核心。 

傳說觀光與遺產觀光、文學觀光與電影觀光的關係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無形文化遺產的定義：它包括祖先流傳下來的傳

統與生活方式，例如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

活動，與自然、宇宙相關的知識與實踐，或是製造傳統手工藝的知識與技能21。其

中口述傳統也被稱作口述知識，是一種人類用來傳播知識、藝術、想法、文化材

料等的溝通形式，經由上一代傳到下一代的口頭流傳並保存。這種傳播是通過語

言或歌曲，包括民間故事、民歌、頌歌、散文或詩句。 

 雖然文學廣義的定義只包含創意寫作、敘事散文、戲劇、詩。但文學不只包

含文字美學上的愉悅，更代表被邀請進虛構世界的讀者有自行探索的權利。不管

是主題樂園、作者的房屋或是任何與虛構世界相關的景色22。就這一點來說，傳說

故事同樣能邀請觀光客進入虛構世界探索其相關景色，口述傳說故事與出版文學

差別也只在於傳播方式的不同，未出版的傳說故事只能透過口頭傳播，已出版的

                                                      
18

 McKercher, B., & du Cros H.著，劉以德審譯，《文化觀光：觀光與文化遺產管理》(Cultural Tourism: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臺北：桂魯，2010)，頁 4-6。 
19

 ibid, p. 6. 
20

 ibid, p. 122. 
21

 聯合國文教組織無形文化遺產官方網站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what-is-intangible-heritage-00003 (最後檢索日期 03.07.2017) 
22

 Edited by Mike Robinson and Hans-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Tourism: Essays in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of Tourism (London, Thomson Learning: 2003), p.31.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what-is-intangible-heritage-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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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如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話》、《德國故事》、與歌德的《浮士德》透過紙本媒體

與文字能傳播得更廣、更為世人所知。而民間故事、傳說與神話也經常是作家創

作的靈感來源，是文學的基礎之一。是以筆者認為傳說觀光可以認為是文學觀光

及遺產觀光的一個分支。 

 而書本及戲劇經由改編到其他媒體：像是電影或是電視後，可能會鼓勵更多

人造訪拍攝的背景或片場，這也是文學觀光與電影觀光關係緊密的原因。Busby

與 Klug 提出｢媒體觀光｣(media-related tourism)的概念，可以說明兩者的關係。媒

體觀光涉及造訪與書本、作者、電視節目與電影相關而出名的景點，這些媒體替

特定的目的地景點塑造意象與故事，以吸引觀光客前往體驗23。而很明顯的現今許

多電視影集或電影都是從文學作品改編而成。Pocock 也點出，文學或是電影這兩

種觀光形式是非常相似的，他們可以在許多方面互換24。筆者將電影觀光也一併討

論的原因不只是因為其與文學觀光關係密切，更是因為電影觀光對地方的塑造以

及其理論也能套用到傳說觀光裡。如電影觀光的其中之一定義，當觀光客前往目

的地進行觀光活動，乃因目的地曾曝光於電視、電影和影片等相關媒體25。套用到

文學觀光或傳說觀光也是同樣的道理，觀光客是因為該目的地出現在電影、文學、

傳說等作品裡才促成了觀光客的旅遊動機。此外，運用於電影觀光的觀光符號理

論也可以幫助分析傳說符號對哈茨山的觀光塑造。Beeton 與其他學者在電影引發

觀光的相關書籍中皆指出目的地印象會影響觀光客的旅遊決策過程及後續觀光效

應26。Busby&Klug 兩位學者則指出地方(place)的概念容易受媒體影響27。 

傳說觀光－作為文學觀光的一個分支 

 如上所提及，傳說觀光與文學觀光及遺產觀光皆有密切關係，然而以本研究

                                                      
23

 Busby, G, & Klug, J., “Movie induced tourism: the challenge of measurement and other issues”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Vol. 7, No. 4, October 2001, p.316. 
24

 Pocock, D. C. D., Humananisi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London, Croom Helm: 1981), p.123. 
25

 Busby, G, & Klug, J., “Movie induced tourism: the challenge of measurement and other issues”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Vol. 7, No. 4, October 2001, p.317. 
26

 Sue Beeton, Film-induced Tourism (Buffalo, Channel View: 2005). 
27

 Busby, G, & Klug, J., “Movie induced tourism: the challenge of measurement and other issues”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Vol. 7, No. 4, Octo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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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哈茨山的例子來看，當地雖盛產傳說，但並未被當作「商品」之一來行銷遺

產觀光，哈茨山被保護與行銷的遺產只限於被國際教科文組織認證為世界遺產的

奎德林堡舊城區、戈斯拉爾的拉默爾斯貝格礦山和上哈茨的水利系統與哈茨國家

公園、其他自然保護區與其餘未被認證但也富有歷史的古堡及教會建築，是以本

研究會把重點放在文學觀光與傳說觀光。 

 當提到文學觀光，延伸思考莎士比亞的例子可以提示我們早期的朝聖活動與

文學觀光的關係28。文學朝聖這個名詞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在當時文學朝聖者

專指受過良好教育，有文化資本能欣賞這種形式遺產的上層階級。然而現在訪問

這些地方的旅客更多是基於好奇心與普遍興趣，而非早期的單一奉獻意識29。文學

觀光藉由作者的名氣或是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虛構世界來帶動觀光客強烈的朝聖

動機。傳說觀光也是同樣的道理，已出版的傳說故事可等同於文學觀光；未出版

的傳說故事相較於文學觀光其傳播方式略有不同，如下圖這張伍紅玉整理的表格

30： 

民間傳說 文學傳說 

口頭形式 書面形式 

表演範疇 文本範疇 

(故事家與聽眾)直接交流 (作家和讀者)間接交流 

集體創作的 個體創作或整理的 

代代傳承的 作家獨創(整理)的 

 如表格所示，兩者差別之處在於傳播、表現形式與作者上。民間傳說減少了

旅客對作者的朝聖動機，傳說觀光客只能專心於與故事內容相關的景點。兩者相

同之處在於皆藉由虛構故事提供人們一種「地方感覺」，勾起人們朝聖的動機。

Lodge 即提到讀者可以從創造性的文字中提取更多的是一種「地方的感覺」，而不

                                                      
28

 Mike Robinson and Hans-Christian Anderson, Literature and Tourism: Essays in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of Tourism (London, Thomson Learning: 2003), p.2. 
29

 David Herbert,” Literary places, tourism and the heritage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8 .2 (London, July, 2001), p.312. 早期參與朝聖活動者皆是對該領域持莊重態度並奉獻身心的學者

或虔誠教徒，是以有原文的「單一奉獻意識」此一描述。 
30

 伍紅玉，童話背後的歷史—西方童話與中國社會(1900-1937)（台北，台灣學生：2010），頁 101。

原表格為民間童話與文學童話之比較，但因學者所指「童話」定義與本研究的「傳說」定義相同，

未免混淆，筆者擅自將童話修改為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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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一個客觀的描寫31。是以筆者將傳說觀光定義為文學觀光的一個分支。 

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奇幻文學 

 《童話背後的歷史》一書提到，民間傳說是古代民眾集體創作和傳承的一種

口頭敘事類型。作為一種古老的口頭敘事類型，民間童話不僅僅是一種優美的文

藝形式，更是他們表達自身情感和意志的文化形式，其社會歷史性集中體現在它

的起源、特徵和功能上，換言之，民間傳說是古代民眾思想文化的載體32。而格林

兄弟認為，作為民間文藝之一種，神話史詩是民間故事的來源之一。由於神話史

詩裡滲透了古代民間文化、信仰和習俗，所以民間故事的神話史詩起源不僅影響

了它們的意義，而且影響到它們的特徵。作為一種古代文化的遺留，神話史詩更

具有歷史性和神祕性，民間故事則表現出更多的生活性和真實性33。 

 然而民間故事雖擁有更多真實性，但本質上，不管是神話還是民間傳說，涉

及的故事皆屬於奇幻類的虛構、非現實的故事。文學家 Forster 在《小說面面觀》

中針對奇幻一詞指出「奇幻」是一種暗示超自然之物存在的寫作手法，如在日常

生活中引入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生物，將平常人引入一個超常的境地34。對於哈茨山

流傳的各類傳說－惡魔、精靈、矮人，甚至女巫，雖然天主教教義曾經認為不相

信惡魔與女巫存在者就是背棄信仰，然而在現今社會看來，關於惡魔、女巫的文

學皆屬於奇幻文學。 

 而為奇幻文學奠定基礎理論的 Tolkien 提出第二世界理論，所謂第二世界是用

幻象去創造的想像世界，而第一世界則是人居住的真實世界，奇幻最本質的要素

是藉著描繪奇蹟或神秘的事物帶給讀者驚奇的感受35。其與 Herbert 的文學景點理

論有異曲同工之妙。根據 Herbert 所觀察，基本上具有文學元素的景點可以分成兩

                                                      
31

 David Lodge, The Art of Fiction (London: Viking Penguin, 1992), p.57. 
32

 伍紅玉，童話背後的歷史—西方童話與中國社會(1900-1937)（台北，台灣學生：2010），頁 101。

這裡同樣為為避免混淆，筆者將「民間童話」修改為「民間傳說」。 

33
 ibid, p. 108. 

34
 Edward Morgan Forster 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1973)。 

35
 Tolkien, John Ronald Reuel, On fairy-stories. Expanded Edition, with Commentary and Note ,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pp.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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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第一，作家所生活過的地方與其足跡；第二，作家筆下所描繪出的世界，這

種由作家創造的，結合想像與真實的世界給予地方一種特殊意義36。 

 

三、景點塑造 

 目前專門研究故事如何塑造地景的研究幾乎沒有，因此筆者將借用文化地景

中的文學地景、觀光符號、目的地意象、媒體形塑、神聖化、品牌塑造等相關理

論來探討到底故事如何塑造一個景點。然而在開始討論塑造之前，筆者想從文化

節慶在觀光中扮演的角色與對其的影響談起。 

文化節慶 

 自 1960 年代至今，節慶被視為解決廣大城市問題的管道。如《開普頓主要活

動行銷策略》一書中提到的：節慶在旅遊目的地的計畫、品質提升、以及結合觀

光和商業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包括：意象製造者、經濟效益生產者、觀光勝地、

克服季節性、促進地方商業及社區發展37。而為了在全球化與系列複製下突出在地

的特色，也為了塑造出城市獨一無二的品牌，在今日，城市建立品牌的策略常常

藉由強調文化和創意去塑造出城市獨特的定位，也為了提升城市的意象來吸引觀

光客。因此，文化節慶越來越普遍被用來建立主辦城市的品牌38。這也是文化節慶

越來越受城市歡迎的原因。 

而根據 Richards 和 Palmer 所指出，文化節慶是由一連串的活動組成、具有有

限的時效、大多會重複發生，且經常帶有慶祝性質。文化節慶通常也透過內容聚

焦藝術與社群根基，且文化節慶必須有一個文化焦點，才能與普通節慶作區隔，

而這裡談到的「文化」適用於特定的社會的文化產品(如文學、音樂、藝術作品、

                                                      
36

 David Herbert, Literary places, tourism and the heritage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8 .2, (London, July, 2001), p.314. 
37

 Richards G. & Palmer R.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譯，劉以德審訂，《文化節

慶管理》(Eventful Cities: Cultural Management and Urban Revitalisation)(台北：桂魯，2012)，頁 6。 
38

 Yi-De Liu, Event branding and urban regeneration: A case study of Liverpool, Journal of Urban 

Regeneration and Renewal, 9 .4(2016):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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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飲食、時尚)以及文化進程(文化作為「生活方式」或傳統)
39。而女巫節作為

一個每年固定於 4/30 至 5/1 舉行，又是因民俗傳統及文學改編傳說而流傳下來的

傳統節慶，明顯可被歸類為「文化節慶」。 

除了女巫節以外，筆者在前往哈茨山時所參加的奇幻節慶(Festival Fantasia)
40

明顯也是當地觀光局為了替哈茨山塑造「奇幻」品牌所創造的新興節慶。當地觀

光局舉辦奇幻節慶的其中一個重要意圖是為了提供奇幻愛好者一個奇幻世界，將

Schierke 小鎮打造成「Schierke 奇幻王國」，以充滿魔法生物的奇幻故事為節慶背

景搭配劇場演出，並有奇幻風味的音樂表演，在場工作人員皆是「Schierke 奇幻王

國」中的角色人物，並邀請遊客穿上奇幻風格的衣裝加入他們，成為奇幻王國的

一員41。 

觀光消費與體驗 

根據《觀光客的凝視》一書，觀光之所以有人願意消費，是因為它們帶來一

種不同於日常生活中所能體驗到的愉快經驗。並且，這類經驗有部分是為了凝視

或觀賞那一幕幕有別於平常的景緻－無論是自然景色或城市風光42。並且說明觀光

行為涉及到「偏離常軌」(departure)這一觀念：一種有限度地擺脫那些日常生活習

以為常的慣例與行事作風，好讓感官投入一連串與平凡生活完全不同的刺激43。 

而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認為，所有社會中出現的消費，都是「跨越商業範圍

的」；也就是說，消費不限於商業系統，相反，他既表現為一種文化現象，又表現

為一種經濟現象。它既與意義、價值及交流有關，又和交換、價格及經濟關係有

關44。許多學者指出有閒階層試圖通過在休閒活動中使用消費品，包括旅遊，向公

                                                      
39

 Richards G. & Palmer R.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譯，劉以德審訂，《文化節

慶管理》(Eventful Cities: Cultural Management and Urban Revitalisation)(台北：桂魯，2012)，頁 24。 
40

 第一屆於 2015 年 7 月 25~26 日於哈茨山上的 Schierke 小鎮舉辦，第二屆同樣在 Schierke 舉辦於

夏季 2017 年 7 月 29~30 日。 
41

 參考奇幻節慶官方網站：http://www.festival-fantasia.de/english-visitors/ (最後查閱日期 12.17.2016) 
42

 Urry J.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台北：書林，2007)，

頁 19。 
43

 ibid, p. 21. 
44

 Corrigan, Peter. 著，王宏仁譯，《消費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台北：群學，2010)，

頁 10。 

 

http://www.festival-fantasia.de/english-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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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展現其地位，也有人指出消費動機不僅僅是想獲得社會地位的慾望，促成消費

的因素還有享樂主義、逃避現實、幻想和渴望新奇的思想或「個性價值」45。如今

在觀光的後現代思維下，當前遊客常追尋的是觀光消費所能帶來的情感滿足、體

驗的深化，購買想像的趨勢導致在現今的旅遊市場中被無限延伸。視覺消費結合

了美學鑑賞、歷史傳說、文學聯想等融入觀光旅遊中，逐漸成為消費主流。也因

此各地方開始進行文化建構，以塑造能標示出當地獨特性的觀光符號46。由此得出，

人們消費觀光是為了擺脫日常生活、逃避現實、為了享樂或獲取與日常相異的感

官刺激體驗，以滿足情感及體驗的慾望。因此各個觀光景點為了吸引觀光客，或

自歷史中尋找關聯，或是無中生有，開始將遺產或自然景點套上一個個迷人的傳

說、或是文學故事。 

辛尼加(Seneca)主張：「人們開始到各式各樣的地方旅行，找尋不同的娛樂消

遣。因為他們是如此善變，如此厭倦平淡無味的生活，並且總是想要追求他們所

無法捉摸的事物」47。而 Turner, V 與 Turner, E 提出觀光客有一種「中介迷離症狀」，

即在觀光旅遊之時，所有平時的責任義務都可以暫擺一邊，甚至可以逆向操作48。

這表示，觀光客為了脫離日常生活軌道而投入觀光活動，並可能會因為處於一陌

生、截然不同的環境而做出與平時大相逕庭的行為，或是為了得到與日常相異的

奇幻體驗而參加觀光。而這些都是人們參加女巫節，打扮成妖魔、女巫等樣子參

與狂歡的原因之一。 

意象(image) 、觀光符號與神聖化(sacralozation) 

 《觀光客的凝視》一書中指出，一個地方之所以選擇被凝視，是因為人們對

該處有所期盼。這類期待建立在種種與觀光無關的事物上，如電影、電視、文學、

                                                      
45

 ibid, p. 37. 
46

 Urry J.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台北：書林，2007)，

頁 162-164。 
47

 ibid, p. 24. 
48

 Urry J.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台北：書林，2007)，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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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也是由這些東西來維持。它們挑起並且強化人們的觀光凝視49。而在羅德恩

對《情遇巴塞隆納》這部電影的景點塑造研究探討結果中指出，文字媒體的存在

對於觀光同樣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這是因為目的地意象的形塑過程中，媒體和

媒體之間通用著、使用著同樣語言。在引用複製彼此所累積出的成果，成為了大

眾認識地方的一種方式50。由上可得出，各種平面及數位媒體能形成訪客對目的地

最初意象的認識，挑起訪客對目的地的觀光凝視。 

根據 Ferrari 對目的地意象的定義，意象指的是人們給地方的一種信念、想法

和印象的總合，特點是極為主觀的評價，並能影響訪客的對目的地的偏好與決定51。

影響訪客造訪目的地的因素通常為地方的第一有形(disignative)的意象，如建築或

自然景觀，而影響再訪的因素則為地方無形(appassive)的意象，如目的地是否安全，

環境乾淨與否與訪客的整體體驗。然而訪客的單次體驗所塑造的意象十分容易隨

著時間沖刷而消失，唯有持續不斷地推陳出新觀光策略，一次又一次的鞏固城市

意象才能進一步將意象品牌化，也只有獨一無二的意象才容易成功塑造城市品牌。

除了媒體之外，持續不斷推出新的觀光策略、文化節慶活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關於旅行，Urry 指出凝視對象的建構仰賴符號，而觀光旅遊也可以說是一種蒐集

符號的過程52。正如 MacCannel 所觀察，「任何事物都有潛力可以成為觀光凝視的

對象，只消有人願意費力為別人指出某物值得注意，或者為何值得一看」53。

MacCannel 又說觀光景點本身是一種人為的符號集合，而不是一個自然而然就存在

的地方54。是以自然景點是透過被人類「標示」後才成為觀光景點的，而這「指出」

或是「標示」，即是透過符號建構、或是神聖化。MacCannell 接著把標示物分成兩

種主要類別：現場標示物(on-site marker)與不在場標示物(off-sight marker)。現場標

                                                      
49

 ibid, p. 22. 
50

 羅德恩，《〈情遇巴塞隆納〉與電影觀光》，(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2013

年)，頁 48。 
51

 Ferrari, Sonia, and G. Emanuele Adamo. Event marketing and destination image: residents' 

perceptions. LSA PUBLICATION 92 (2006): 25. 
52

 Urry J.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台北：書林，2007)，

頁 23。 
53

 ibid, p. 34. 
54

 Dean MaCannell,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Scocken, 1989),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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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物指在現場存在的具體標示，像是當地的地標、建築、自然景觀、指示牌等。

不在場標示物則是提醒旅客某地方是景點的相關資訊，如故事、傳說、旅遊資訊。

而景點通常會是以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印象，出現在大眾面前55。特定意義如惡

魔牆即為擁有惡魔傳說的神奇自然景觀、布羅肯峰為女巫與惡魔狂歡的地點，而

景點特色必定是經過特定組合的結果，而不是一堆零散的物件，是以目的地意象

的形成其中一個原因是被其各個景點的特色與符號所交錯組合而成。藉由

MacCannel 的觀光符號理論56我們可以了解風景與觀光符號間的關係，如下方表

格。 

MENTAL IMAGE Sight→ Marker→  Sight 

心理意象 實際的艾菲爾鐵塔→ 象徵→巴黎 

PICTORIAL IMAGE Sight→   Marker→ Sight 

圖像意象 實際的塔→塔的象徵→ 巴黎 

表 1，MacCannel 的觀光符號理論。 

 

 以旅客的心理意象來說，巴黎風景與象徵意義的結合等於實際的艾菲爾鐵塔

風景；對圖像意象來說，實際塔的風景加上塔的象徵意義才是巴黎。由此來看，

實際存在的風景如果沒有被賦予象徵意義單純就只是個風景，惡魔牆如果剝離人

為賦予的傳說，就只是個長相奇特的砂岩峭壁。反過來說，是因為賦予了它傳說

的象徵意義，單純的砂岩才成為了「惡魔牆」。 

景點要使觀光客得以觀看，需要透過「神聖化」過程，使得觀光客得以消費，

也需要透過商品化，而這些都需要借助符號來形成。這正如 MacCannel 曾提出的，

符號學即是符號的科學。在他的景點的公式裡，是連接景象、標記和遊客的一段

關係57。而神聖化該如何進行？馬坎奈爾主張，要讓某個天然形成或人工製造的東

                                                      
55

 ibid, p. 111. 
56

 ibid, p. 132. 
57

 ibid,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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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為觀光儀式中的聖物，需要一個神聖化的過程才行。需透過以下步驟：為某

個景物命名，幫某物鑲框、舉揚(elevation)、置入神龕保存，然後對聖物進行機械

複製，最後，會有新的景物或景點以著名的稱呼來命名，而產生社會複製58。 

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s) 

 何為地景？《文化地理學》一書裡說明了地景是自古至今對大地的集體塑造。

它並非個人資產，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59。Ross 則認為地方是

一個獨立的同時又是人們意識的社會反映，如教育、組織架構、生活經驗與想像

力。且地方同時被社會上及物理上的觀光意象所建構60，而地方的建立有很大部分

是奠基於虛構的作品61。在 Robinson 和 Anderson 所編輯的《Literature and Tourism》

一書中提到文學地景是文化地景的一種特別形式，Ringer 形容文化地景是居民與

觀光客情感附著於一個地方展現出的一種可見形式，包括地方是如何被製造、形

成、競爭意象、及其如何被實行(enforced)
62。Ringer 並進一步解釋文化地景有兩種

元素：第一，文化地景是地方的圖像或神話，由各種因素如居民、觀光相關產業

人員競爭、實行和製造。第二，他們是人類情感、文化附著於地方的可見架構。

第一個元素是地方的神話，這些在文學地景中作家幫助形成的「地方神話」成為

被廣泛散布的象徵意象與意義。這些「地方神話」可能被旅遊業以及旅遊推廣者

轉換、加強，也可能被訪問它的旅客重新詮釋與改變63。人們的行動或做法能相當

大程度地「空間化」(spatialize)地方神話，由此得出觀光活動與觀光產業可以空間

化文學地點的神話。最後，Tetley 和 Bramwell 下了結論，文學地景是「地方神話」

與實際作用的殼(shell)，人們在這個殼裡根據不同的社會背景製造自己的意義64。

                                                      
58

 Urry J.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台北：書林，2007)，

頁 34。 
59

 Crang M.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台北：巨流，2003)，頁 18。 
60

 Busby, G, & Klug, J., “Movie induced tourism: the challenge of measurement and other issues”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Vol. 7, No. 4, October 2001, p. 322. 
61

 ibid, p. 329. 
62

 Edited by Mike Robinson and Hans-Christian Anderson, Literature and Tourism: Essays in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of Tourism (London, Thomson Learning: 2003), p.156. 
63

 ibid, p. 156. 
64

 ibid, p.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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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文學地景是書籍和小說所創造的地理65。同理推斷，由故事所創造的地理，

或許可被稱為「故事地景」。 

 《文化地理學》中另外提到了「觀光地理」一詞，書中藉由華茲華斯與湖區

的例子說明，詩人的詩作受當時的社會脈絡支撐，繼而反過來支撐了這個脈絡。

其他人因此來到湖區尋求詩人描述的崇高體驗，詩人的地方召喚影響了觀光地理

的塑造非常深遠66。另外，書裡提到地景有所謂的雙重編碼(doble encoding)。指已

經充滿意義的地景被置入另一種再現中，又添上其他的當代價值。使情形變得錯

綜複雜67。這表示地景不僅只會被塑造一次，也不只有單一因素，而是持續不斷地，

被各種因素影響而改變。  

文化節慶對景點的品牌塑造 

根據 Lury 所說，品牌是一種新的媒介物品(media object)，他引用了 Callon、

Latour、Law 等學者的說法，認為品牌就像一種「圖像工具」(image instruments)

或「翻譯媒介」(media of translation)。在現今，品牌成為一種新的媒體，幫助宣傳

「商品」68。他又說明，品牌代表了多面向的骰子，就像一個窗口，他連接並分開

兩個空間：內與外的環境。他是個框架，在時間和市場之間管理並交換情報，告

知顧客資訊並傳遞顧客的訊息69，在《文化節慶管理》一書中引用 Keller 所說，品

牌形象會在消費者心目中創造一個整體的印象，並提到品牌的涵義遠比標誌深遠；

它承載了居民和遊客如何評價在你的城市的經驗，以及他們對你繼續提供有趣且

引人入勝的體驗的期望70，Richards 和 Palmer 也提出「城市品牌化」一詞，他們

認為城市品牌化可以是建立居民共識、認同感和吸引對核心城市品牌關注的手段，

並引用 Hankinson 的理論，認為節慶也有許多方式可以為節慶城市的「品牌資產」

                                                      
65

 Crang M.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台北：巨流，2003)，頁 9。 
66

 ibid, p. 61. 
67

 ibid, p. 52. 
68

 Celia Lury, Brands : The Logos of the GlobalEconomy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Sociology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Routledge, 2004), p.6. 
69

 ibid, p. 7. 
70

 Richards G. & Palmer R.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譯，劉以德審訂，《文化節

慶管理》(Eventful Cities: Cultural Management and Urban Revitalisation)(台北：桂魯，2012)，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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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如品牌聯想，將城市與節慶形象連結；對目的地認知；品質的領悟；品牌

忠誠度，刺激重複造訪者使其對目的地忠誠；目的地定位，以節慶區分目的地在

消費者中的屬性71。而文化論述也能影響品牌的神話，根據哈雷機車的例子，有兩

種文化論述能影響品牌神話的過程，分別是移花接木與重新包裝論述。重新包裝

論述，不光是散播這個神話而已。他們藉由重新聚焦與詮釋某些特性，並隱藏其

他特性，重新打造了神話72。 

營造特殊的時空氛圍 

Urry 指出，觀光凝視通常會被導向日常生活所經驗不到的自然風光或城市景

觀的特色。這些特色之所以有人觀賞，是因為它們在某些方面被認為與眾不同73。

引起訪客到訪目的地的很大一個因素，是因為該目的地意象「與眾不同」，有其特

殊之處。根據 McKercher & Cros 的理論，創造文化觀光景點需要透過：一，講述

一個故事；二，使資產生動化；三，使體驗具有可參與性；四，使體驗對觀光客

具有相關性；五，突出品質和真實，並指出品質和真實性是重點問題74。進一步的

將文化資產轉變為可消費觀光產品的策略有75： 

 為資產編織神話 

 圍繞資產構建故事 

 強調資產的他性 

 表現過去和與現在的直接聯繫 

 使其具有勝利感 

 使其成為奇觀 

 使其成為幻境 

                                                      
71

 ibid, p. 165. 
72

 Holt, Douglas. B.著，《從 Brand 到 Icon 文化品牌行銷學》(台北：臉譜，2009)，頁 233-234. 
73

 Urry J.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台北：書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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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Kercher, B., & du Cros H.著，劉以德審譯，《文化觀光：觀光與文化遺產管理》(Cultural Tourism: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臺北：桂魯，2010)，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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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其有趣、輕鬆、愉悅的 

其中哈茨山當地觀光局為營造更完整的奇幻世界所採用的幾個觀光策略為：

強調資產的他性、表現過去和與現在的直接聯繫、使其成為奇觀、使其成為幻境、

使其有趣、輕鬆、愉悅的。 

 

四、預期貢獻 

 綜觀上述論文、專書、期刊等研究來看，女巫歷史文化與文化觀光各自領域

的相關研究皆非常豐富且十分完善，只有專門談論故事塑造景點的研究仍稍顯匱

乏。與哈茨山相關的英文旅遊研究也幾乎為零，如此特殊的旅遊景點，其相關的

觀光研究卻非常稀少，筆者所搜尋到的文獻絕大多數皆為哈茨山的礦產與地理研

究。 本研究分頭討論各學者所整理的觀光與文化相關研究，再引用其他學者們關

於故事塑造景點的理論，嘗試將其結合，期望能藉由不同的切入點，來增添一點

文化觀光中關於塑造景點方面的一點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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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德國的女巫歷史 

在討論女巫前，需要先釐清「女巫」一詞的意義。女巫英文通常寫作 witch，

沒有性別之分，雖然在中文裡 witch 普遍被翻譯成「女巫」或「巫婆」，但究其原

意，witch 代表「巫」或者為「巫師」，此名詞可稱呼女巫、也可稱呼男巫，只不

過在傳說故事與眾人的既定印象中，通常以女性居多。76有學者認為 witch 來自古

英語(或稱盎格魯撒克遜語)wit，意思是「得知」，在最開始代表追求知識與智慧。

另有一說認為 witch 一詞源自 wicca，wicca 在英文中代表智者77，由此可推斷出最

開始被稱為巫或女巫之人為智者或追求智慧之人。而在十六世紀之前，具有超自

然力量的女人又被稱為女智者(cunning woman)
78、「以法術交鬼之人」(Communion 

with Demons)、或是「行巫術者」(Witch of Endor)，最早在聖經也將具有超自然能

力的女人稱為「女先知」(prophetess)，意為「上主特召以充先知直［sic］之婦女」

79。 

德文中的女巫為 Hexen，男巫為 Hexe。德文中的 Hexe 這一單字在德國地區基

督宗教化後開始用於稱呼儀式活動祭祀者、擁有特殊知識之人，或是描述非基督

宗教文化的神話人物、女神等等80。 

綜合以上來看，在歐洲的英語與德語區，最早被稱為「巫」或「女巫」之人

即是有魔力、追求智慧、擁有知識之人，或被稱為智者，也可能是負責施行儀式、

祭祀之人。而被稱為「巫」之人有男有女，只不過因為傳說故事、及父權主義下

對女性的刻板印象，提到「巫」一詞，眾人腦海中浮現的以女性形象居多。 

本研究中將偏重討論女性巫者「女巫」，原因不只在「歐洲女巫大審判」中，

女性佔了犧牲者百分之八十，也因為在大部分社會形象中，女巫幾乎已是「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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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特琳、艾米，《有關女巫》，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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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名詞。《女巫之鎚》撰寫者其中之ㄧ司布倫格(Jacques Sprenger)神父於公元 1500

年說:「我們應該說女巫異端，而非巫師異端，男巫的數量微不足道。」路易十三

世時期也有一說法：「每有一名男巫，就有一千位女巫。」81
 

回到女巫的歷史，最初在日耳曼文化裡，女性十分受到尊重，尤其是那些製

藥、行醫、智識豐富的女智者，在當時的社會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基督宗

教在德國的發展帶來了深刻的變化。教會崇尚父權主義，《聖經》認為女人為男人

的肋骨所生，是以女人應該絕對服從於男人。於是女人的社會地位被一再壓抑，

並由此而產生了醜化女人的女巫形象，被視為「女巫」的女人也受到迫害。值得

ㄧ提的是，最初在《聖經》中即明確反對施行巫術或與鬼神溝通，〈出埃及記〉曾

記載，行巫術的女人不容許存活於世間，應處以死刑82。中世紀晚期《女巫之鎚》

的作者之一克拉馬(Heinrich Kraemar)認為女巫是基督宗教社會中的叛亂份子，他們

在神的默許下造成莫大的破壞，因而有必要趕盡殺絕。其實初時男巫和女巫被指

控的人數一樣多，但在 1484 年，多明尼加(Dominicains)巫術法庭中的審問官 Kramer

和 Sprenger 修士合作撰寫了《女巫之鎚》，書中詳列了多種識別女巫的方法，並在

書中強調了「巫術僅限於女性」，這令整個歐洲社會將獵巫的矛頭指向女性。從此

之後巫術與女巫成為了天主及基督教會剷除異己的藉口之一，只要被指控為女巫，

就將會被活活燒死，它開啟了瘋狂的、聲勢浩大的歐洲女巫大審判的熱潮。但在

一片撻伐巫者的聲浪中，也是有零星的聲援者：十六世紀的獵巫行動反對者 Johann 

Weyer 認為，巫師只是重度憂鬱症的病患。到了啟蒙時代，對巫者的形象再次改變，

August Ludwig Schlozer 主張巫術並不存在，殺害巫師乃是防衛過當的司法謀殺。

浪漫主義時期的 Jacob Grimm 則是主張巫師為保存了古老民族文化的智慧女性，也

因此她們才會遭到教會壓制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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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神話中的女巫 

  邱于芸認為，人類在世界上創造許多故事，而且多半依照故事的情節生活行

動，人類的生命有很大程度仰賴於有意無意間所採取的故事藍圖準則，而神話是

其中最古老久遠的集體故事。84雖然上述這段原意為闡述故事的重要性，但同樣的，

我們也可以藉此了解故事以及神話對人類生活的巨大影響力。藉由了解歐洲古老、

既有的與女巫相關的神話，可以了解歐洲女巫最早的起源，以及歐洲人對女巫的

形象的傳承與認識。而世界各地皆擁有女巫的神話，本研究只列出幾個影響歐洲、

德國較大的女巫神話。 

希臘神話—瑟西(Circe) 

 女巫瑟西為太陽神的女兒，有一頭火焰般的紅髮，傳說，當瑟西出現時，大

地會因此顫動、草木灰白失色。她以操縱黑魔法、變形術及幻術聞名，擅長藉由

魔藥、咒語來施展法術，或將人變成動物，甚至藏起太陽與月亮，使大地成為一

片黑暗。 

 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記載著瑟西與奧德修斯(Odysseus)的故事。希臘勇士

奧德修斯在結束了與特洛伊的戰爭後的返程途中，因為得罪了海神波賽頓，十年

中一直無法找到返鄉歸途，途中被迫停靠在女巫瑟西所在的島嶼愛亞亞島(Aeaea)。

奧德修斯的其中一隊船員因闖進瑟西的宮殿，吃了摻進魔藥的食物而變成了豬。

奧德修斯在前往瑟西住所救回船員途中遇見雅典娜(Athena)派遣的宙斯(Zeus)信使

赫米斯(Hermes)。赫米斯教他使用神聖的藥草摩莉(Moly)可以使他不受瑟西魔藥與

魔法的影響並告訴他對付瑟西的方法。之後，奧德修斯救下他的船員並得到瑟西

的承諾，一年後幫助他返回家鄉。一年後，瑟西為奧德修斯生下了孩子，但奧德

修斯還是執意離開，瑟西只好遵守承諾，帶著奧德修斯進入冥界，要求先知為奧

德修斯指引道路，並告知奧德修斯如何安然通過危險漩渦和塞壬女妖海島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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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神話—莉莉絲85
(Lilith) 

 在神話中，亞當的第一任妻子莉莉絲—上帝最初創造的人類之一，同時被視

為夜之魔女與撒旦的情人，在基督徒心目中，女巫、吸血鬼、惡魔等幾乎都與莉

莉絲相關。聖經中並未記載著莉莉絲的存在，她的故事多流傳於猶太神話。猶太

神話裡，亞當與莉莉絲是孿生兄妹，一同生活在伊甸園裡，然而莉莉絲不甘心附

屬於亞當，於是她要求上帝賜予她與亞當相同的地位。上帝拒絕了莉莉絲的要求，

莉莉絲一怒之下離開伊甸園，奔向紅海（紅海有一說為地球），轉投惡魔的庇護，

從此墮落為邪惡的女巫。於是上帝另外取了亞當的肋骨製造夏娃，以確保夏娃會

服從亞當。也有傳說引誘夏娃吃下禁果的毒蛇就是莉莉絲的化身。又另有一傳說

流傳，當三位天使奉上帝之命要將莉莉絲帶回時，莉莉斯堅持不肯，於是三位天

使懲罰她一天生下一百個孩子，又使她隨之失去一百個孩子，作為背叛上帝的懲

罰，因此莉莉絲只能偷取他人孩子藉以慰藉。後來傳說變形，莉莉絲變成因喪子

之痛瘋狂、嗜殺嬰孩的魔女，並將嬰孩的血液獻祭給嗜血的紅海。 

邪眼(Evil eye)
86

 

 傳說中邪眼是來自人們心中的妒忌，當一個人將不滿及怨氣累積到極點，以

目光投射在人身上，會形成詛咒的力量，並能將災禍與不幸降與他人。這種說法

與民間信仰最早出現在希臘、羅馬傳說，後來隨著亞歷山大帝國的擴張，也擴散

到中亞、西亞與非洲地區，後也在美洲盛行。 傳說神話中的高更(Gorgon)女妖、或

稱為蛇髮女妖皆具有邪眼能力。民間也傳說著，女巫具有邪眼的詛咒力量，除能

以邪眼傷人，更能媚惑、控制他人神智，因此絕不能與女巫對視，否則會失去自

我，成為女巫的僕役。 

女巫信仰的神祇 

 基督宗教興盛後，將異教皆貶為邪教，並斥責其信奉惡魔，使人們相信女巫

就是惡魔的信徒。然而，根據現存的女巫團體，其實依地域不同，女巫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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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對象，其中三位主要的神祇分別為希臘神話中的巫術女神赫卡蒂(Hecate)、賽

爾特神話中的光明女神布莉姬(Brigit)，與北歐神話的愛與美之神芙蕾亞(Freyja)。87
 

 

第二節 從原始社會到十六世紀的女巫 

巫術自早期人類社會未出現律法時就已出現，當時人們相信天地間有神靈的

存在，唯有懂得巫術的大巫能與神靈溝通，也只有巫能向天祈福。88
 

在遠古時代，土地是人類延續生命的本源，人們對大地相當敬畏。而女性的

角色就像大地孕育萬物一般，因此人格化時大地即是以女性形象被呈現，女性的

生育功能是保證部落繁榮的重要指標，這自然而然形成母系社會，女性成為主宰

一切的力量，也是智慧的化身。因此，早期人類社會中，許多神話、儀式、傳說

中都出現「大母神」這個抽象概念，根據 Erich Neumann 的說法：「在『大母神』

這個術語中，『母親』和『偉大』兩詞是結合兩個富含感情色彩的象徵。……此象

徵的大母神形象，包含女神和仙女、女妖和女巫、友善和不友善的，其中包含正

面與負面屬性以及各種屬性的組合聯合在一起。」89女巫也是如此，擁有善良與邪

惡的雙重特質。在原始母系社會中被視為社會的領導者，在古代歐洲，被描繪成

女智者，被視為無所不能。90
 

女巫的形象普遍被大部分學者定義為擁有神奇的力量，可以運用此神祕力量

達成自我及他人的欲求之人。女巫在原始時期扮演著智慧的傳授者和女祭司的角

色，她們懂得控制超自然的神祕力量，能施展助人或傷害人的魔法，他們可能用

符咒或藥劑來治療人或動物、或從事預言、卜卦未來，或以邪眼傷人91或對人施以

詛咒或助人解除詛咒92，或擁有與神靈溝通的能力、知曉天地間的秘密93。綜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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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資料可知道，在早期被認為是巫或女巫之人，通常擁有傑出的智慧或神祕的特

殊能力。 

在十六世紀，被指控為施行巫術的受害者身分擴展，舉凡治療師、藥劑師、

產婆、理髮師(主要為人放血)、預言者、施法者、喚靈者、巫師、尋寶者、水源探

尋人、星象師、驅魔人、下咒者等等以超自然、魔法、或民俗療法工作的人都很

容易被指控施展巫術94。也因為當時女性地位低下，神職人員、醫生等角色皆是男

性專屬，擁有知識及治療能力或異能的女智者的治療者身分，從早期的備受尊重，

到當時備受猜疑，男性開始懷疑、恐懼擁有「未知」力量的女人。 

在十六世紀以前女性一樣能從事地位高的工作，但因為政治和地方法律的變

化，在十六世紀初女性被逐出了工會之外，也逐漸被禁止從事高地位及高收入的

工作。95
 

 

第三節 基督宗教入主歐洲到十六世紀之後 

 隨著歐洲進入羅馬及中古時代，基督宗教也漸漸掌握整個歐洲，藉由羅馬皇

帝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出巫術與基督宗教勢力的此消彼長。羅馬皇帝戴克里先

(Diocletian)在位時，巫術已十分盛行，他立法對施巫術害人者處以火刑，以巫術助

人者則不罰。君士坦丁大帝一世(Constantius I)頒布米蘭敕令承認基督宗教為合法

且自由的宗教後，君士坦丁大帝二世(Constantius II)視所有巫師為全民公敵，不分

善意或惡意皆加以處決。狄奧多西一世將天主教立為國教，並宣布天主教以外的

異教崇拜皆是非法行為。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立法反巫術對巫術嚴加取締，並

頒布《查士丁尼法典》，進一步訂定異端學說為反國家的死罪。96羅馬時期的神學

家聖奧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在天主教教條中建立了反巫術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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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施行巫術在物理世界中是不可能的，此必然是透過惡魔的助力才得以完成。

使用護符、占卜的巫術，所應用的符號和工具都與惡魔的幫助有關。」97到了天主

教掌控歐洲的時代，在中古世紀的巫術禁令中，如此定義巫者：「巫可以是任何人—

通常為女性—只要是曾經自願背棄之前所受的天主教洗禮，將自己奉獻給撒旦並

為撒旦服務之人，都可以被稱為巫或女巫(witch)。98」 

 在基督宗教信仰中相信，有長角的動物是惡魔的化身，有角的神祇是與惡魔

有關的邪神，如現今傳說中的撒旦形象通常為腳下踢著羊蹄、頭上頂著兩根鹿角。

當天主教入主賽爾特地區後，為了使他們信仰上帝，即將塞爾特的傳統多神信仰(又

稱德魯伊信仰)神祇瑟那諾斯(Cernunnos)「有角神(Horned God)」貶為邪神99。瑟那

諾斯為塞爾特神話中的自然與豐收之神，形象為長著雄鹿角的健壯男性，主要知

名於高盧的東北部地區。 

 教會如此趕盡殺絕這些智者，原因並不只是因為他們使用巫術傷害他人，或

是他們使用可疑、極具危險性植物當作鎮靜劑或興奮劑為病人治病100。更大的原

因是因為他們是教會的競爭對手101，並威脅到教會的地位。在天主教掌握歐洲人

生活的全部之前，人們生病，或遇到任何困擾時，第一時間都傾向於求助民間的

智者，而非教會裡的神職人員。民間的治療者以民俗療法、符咒、藥草來治療病

患，這些男人女人在地方上十分受到尊重，產婆掌握生育方面的知識與為產婦接

生，占卜預言者替人預言未來，甚至驅魔者為人驅邪等。女性的治療者更是比神

職人員多佔了一項優勢：她們為性方面事務的專家，掌握了當時已知的資源和技

能來控制生育力、懷孕、胎兒健康，及懂得治療男性的性無能及女人的不孕。也

因為同行相妒，產婆的角色被說成是一種罪名，由於她處於女性治療者的優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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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以能夠搶先以惡魔之名為初生嬰孩「施洗102」。在人們染上一些羞於向教會

啟齒的疾病時也傾向找尋巫醫、及女性治療者。如痲瘋病這種皮膚病和ㄧ些女性

疾病。在那些時代女人絕不可能找男醫生看病，她們不會相信他、對他吐露秘密。

因此女巫成為女性疾病的唯一觀察者，對女人來說，她更是唯一的醫生103。 

 著名的清教牧師劍橋的威廉˙伯今斯，深信智者的所有工作成果都是來自惡

魔，不管病人是被治好了還是被詛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使用惡魔的力量，

他們必須被懲罰，「所有這些通稱為男女智者的占卜者、下咒者、耍把戲的人、巫

師，是的，不論任何人，只要他做了(而且知道自己做了)無法以自然或人工方式達

成的事」。而他最恐懼的就是成功的治療者，因為人們會尊敬他、聽信於他104。 

 在整個中古世紀，歐洲人都相信巫術具有害人的威力，這種信仰非常盛行，

迫害卻很少，但從十六世紀開始，當地的上層階級裡開始有人相信撒旦企圖覆滅

基督宗教文明，誘惑大批女巫作其幫手，撒旦和侍奉撒旦的女巫正在攻擊基督宗

教世界，這就是所謂巫術的「陰謀論」。原本只是當地民眾藉著害人魔法和反魔法

的控訴來發洩彼此之間的不睦的手段之ㄧ，但一旦與惡魔扯上關係，就導致當地

菁英階級將越來越多人判處死刑。105
 

 以上所述全是使女巫的形象由善惡兼具的雙面形象轉化為單一邪惡代表的原

因。另外，父權取代母權也是原因之一。神話大師坎柏指出，西洋文明誕生於信

奉女神的世界，入侵的閃族與印歐民族則是遵從狩獵、戰爭的男性主神文化，入

侵行為帶來了戰神、雷神，以男性為中心的神話開始控制一切，消滅當地信奉的

神106，男神取代了女神的地位，取代了女巫原本正面的形象，徒留下負面邪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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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107。 

 

第四節 德國的女巫獵殺行動 

 在十五、十六世紀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現今的德國地區已有了零星的獵巫行

動。在教宗英諾森八世(Innocent VIII)頒布了女巫敕令：「巫術越來越猖狂，而我們

不能眼見四周的人就這樣沉淪下去，巫術得被禁止108。」以及 1532 年神聖羅馬帝

國的「查理王」(Carolina)法典109中規定，邪惡的巫術可以由審判官施以酷刑來確

認，並且判處死刑，尤其是火刑110。在《女巫之鎚》發行之後，獵殺女巫更是如

火如荼的展開，是推動巫術仇恨的最大推手之一。《女巫之鎚》第一版於一四八六

年於科隆(Köln)發行，作者為兩位多明尼加巫術法庭中的審問官 Jacob Sprenger 與

Heinrich Kramer，是他們根據多年審理宗教、巫術法庭的心得而整理出的紀錄。前

後陸陸續續發行了十四種不同的版本，在十六世紀翻譯成英、法語版本。該書基

本思想可含括為：一、巫術僅限於女性。二、巫術是宗教和社會的罪行，必須剷

除。三、應用教會法處理，即應由裁判所審訊制裁111。《女巫之鎚》的作用為引導

審問官如何查找、審問，甚至是嚴刑拷打女巫以問出「真相」。內容甚至強調：「相

信女巫這種東西的存在，是一個基督徒基本的信念，如存有疑慮，即是異端。」112
 

 值得ㄧ提的是，全歐洲因巫術罪而被處刑的案件，有一半以上甚至可能多達

四分之三都是發生在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也就是現在的德國及其周邊地區，因

此也被學者稱為獵巫熱核心地帶113。以下筆者所稱的德語地區皆指當時的神聖羅

馬帝國統治時期的德意志地區，現今的德國地區。巴斯托(Barstow)依數據推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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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地區約處死了三萬人114，貝林格(Behringer)則根據資料統計出西元 1600 年被「合

法」處以死刑的有兩萬五千人，居全歐洲之冠。1631 年史培甚至說：「德國115乃是

眾多巫師的母親」116。造成德語地區如此嚴重的迫害行動的因素，其中之一為神

聖羅馬帝國缺乏中央權威。因為德語地區處於分裂的政治情勢，沒有強硬的政府

來管控地方上的狂熱份子，所以攻擊外來者團體在德語地區比其他地方容易117。

另一因素則是德語地區的法律容許酷刑，其他國家如英格蘭則不允許，也因此英

格蘭被迫害的人數相對較少，行動也較溫和。118在德語地區中，天主教領土對巫

術的迫害尤其嚴重，其中差異在於新教路德教派認為天災及厄運是上帝的意旨而

非惡魔作祟，且惡魔不具有一般人觀念及天主教認為惡魔擁有的強大邪惡力量，

這些新的理論都使得大部分新教地區搜捕女巫的行為不致於過份激烈119。而推動

這些掌權者如此狂熱的處死女巫、巫師的另一因素是利益。教會給予法官和原告

沒收女巫、巫師財產的權力，因此獵巫審判不斷增加，教會就越來越富裕120。 

俗事法庭開始採用宗教審判的訴訟程序也是造成大規模女巫迫害的原因之一。

宗教審判採用秘密審判：不透露控告者，接受有偏見的來源的證據，在沒有反詢

問即下達含糊的判決，假定被告有罪。雖然以上這些出發點都是為了保護教會和

社會不受異端份子和女巫的侵害，但採用秘密審判對女巫迫害影響最大的是使用

酷刑來逼迫被告認罪及供出共犯。121
 

 在德語地區，最著名的獵殺女巫事件發生在班堡(Bamberg)，根據紀錄，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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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教親自下令處死了六百人，其中包括他的機要秘書和當地市長122，而受害者

中最年輕的為一名六個月大的嬰兒123，總計班堡共有一千五百人被處死124。在十

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當時的班堡在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下，遭遇了一段小冰

河期，氣溫陡降、穀物欠收，當時的人們把這歸因於女巫與惡魔勾結作惡的結果125。

但也有一說是當時班堡雖以釀造啤酒出名，但釀造技術卻還不成熟，經常失敗，

人們將釀造失敗的原因都推給女巫—因為傳統迷信中認為女巫出沒之地的食物會

特別容易腐壞。126
 

 德語地區之所以成為獵巫熱核心地帶，原因除了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治情勢之

外另有其他因素。在獵巫熱之前，自一九零五年開始，德語地區在整個中世紀都

進行著反猶太行動，是全歐洲最嚴厲壓迫猶太人的地區。巴斯托認為，因為長久

以來德語地區就有著將厄運產生的原因怪到一個沒有防備能力的少數團體身上的

習慣，以一個外來者團體作為替罪羊。從一開始的猶太人，到後來搜捕異端邪說

團體，再到男巫女巫。這種行為造成的最大傷害就是將他們貶到非人的地位：既

然他們不算是人，用任何方法虐待他們都可以，而且是應該的。而其中猶太人和

女人是最大的兩大受害者。當時的德語區住民將兩者相提並論，這兩個團體都被

認為會施魔法：調製藥劑和毒藥，配戴護身符，具有邪眼，以針戳刺人偶用以詛

咒，對夢境、算命或寶石的魔法性質有不正常的知識，且兩者都被認為會帶來風

暴和瘟疫，都是撒旦的僕人127。 

 德語地區最初審判的受害者主要是貧窮或普通階級的女人。在窮苦階級被處

刑得差不多後，人們轉而指控貴族階級的男人、女人們，甚至擴及到兒童，到最

後大型審判的受害者及指控者中幾乎都有孩童存在。在受害者轉向全年齡、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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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階級後，德語地區的獵巫熱終於逐漸消退，上層階級擔心自己性命不保，於是

運用了影響力遏制了此種瘋狂行動。128
 

 而為何德語地區會在查理王法典之下興起了一場盛大的獵巫熱？巴斯托相信

單一因素無法說明問題。宗教方面，宗教改革動亂，早前對異端和猶太人的迫害；

政治方面，大公國內中央集權、卻沒有一個有效力的統治者管理群眾；社會方面，

女人經濟、社會地位的轉弱。這些因素分別都能解釋謎題的一部分，但不是整體129。

貝林格則認為，作物歉收、物價飆漲、天災流行病等原因之外，鄰里間的齟齬、

愛情的咒語、個人的染病及中邪等等也都是引發巫師指控的原因，但獵巫運動的

發生，其中最主要原因為政治關係人與其屬下利益相一致所導致的結果130。 

 

第五節 為何是「女巫」？ 

 吉拉爾(Rene Girard)(2004)在《替罪羊》一書中建構了「替罪羊131」的理論，

他認為西方社會普遍存在一種現象，即為了防止整個社會危機的爆發而利用替罪

羊的機制－透過將危機的責任推到具有「受害者標記」之人身上，並透過消滅他

們，或至少將他們趕出團體來解決危機，以一人之死換取他人之生存。雖然多數

時候替罪羊之死並不會解決災難，只能疏導大眾恐慌的情緒。這種機制縱容了迫

害和集體犯罪行為的存在。而替罪羊一詞與群眾暴力的其中之一不同，就是對替

罪羊的迫害通常具有神聖性，迫害者群眾舉著為神、為國家、為人民的大旗行迫

害之事而不自覺自身行為有異，甚至可能將自己當作鏟惡除奸的英雄。也因為替

罪羊非自己同類，是獻給神的祭品，或是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所以迫害者不會

感到愧疚及負罪感。 

 吉拉爾提出被當成替罪羊之人都有「受難標記」，指的是一種特殊身分，通常

為一個團體中的少數人群、或是具有「異常」者，標準可以是文化、種族、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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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甚至是身體上。如吉拉爾在書中提到的一則伊底帕斯神話改寫的小故事： 

  

 作物歉收，母牛流產，人們不和，好像不幸降臨在村莊裡。這是個跛腳人，

 事情很明朗，他在作惡。他在一個晴天到來，誰也不知他來自何方，他既在

 村裡待了下來。甚至，他竟敢娶了村裡最富有的女繼承人，並生下兩個孩子。

 他們家裡似乎很平靜，但大家懷疑這個外地人謀害了妻子的前夫；後者是當

 地的領袖，不明不白地失蹤，新來者有點太快取代了他的種種職位。一個晴

 天，樹上的小夥子忍不住了，他們舉起長杈，迫使這個令人不安的人離開村

 莊。 

 

 故事中所描述，「跛腳」、「外來者」、「暴發戶」等等，都是吉拉爾所提的「受

難標記」。只要一個人的身分、生理或精神上有任何「異常」或「突出」，都會成

為「受難標記」，更容易在事件發生時被當作替罪羊，不管是極度貧窮、極度富裕，

極度聰明或極度愚笨。 甚至人們具有會將認定的「替罪羊」心理異常和身體異常

混合的傾向，如老巫婆的形象通常被描繪成跛腳的、O 型腿的，臉上布滿疣痣和

贅疣，使她醜陋無比，從而使她身上一切都將成為迫害選定的標記。 

 以此來看歐洲的中古世紀的女巫獵殺，西元 1562 年歐洲開始出現一陣氣候反

常的小冰河期，冬季延長、穀物歉收、春季延遲，夏季又降下過多雨水，洪水氾

濫造成的災情過後，又是瘟疫爆發，1626 年甚至在夏季創下一日降下一公尺高冰

雹的紀錄132。氣候異常導致的天災，糧食短缺，再加上找不出原因突如其來的疾

病與瘟疫，人們生活在未知的災害所帶來的恐懼之中。1550-60 年左右，歐洲面臨

了人口飽和、土地短缺，食物匱乏，以及自美洲新大陸湧進大量財貨造成的通貨

膨脹，隨之而來的飢饉、失業使得歐洲鄉村和城市的犯罪率直線上升。通貨膨脹

導致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貧富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漸上升，巫術指控成為了發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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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緊張的表面方式之一133。而當時爆發的宗教改革與衝突也是原因之一，基督

宗教的分裂不但造成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狂熱，也造成宗教混亂、焦慮與猜疑，

而產生的衝突部分發洩在搜捕女巫的行動中134。 

 自中世紀以來，不斷受到排擠和迫害的異教徒及猶太人，常被當作是呼風喚

雨的罪魁禍首135。在找不到災害原因，甚至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統治階級迫

切需要替罪羊來減輕災難或其帶來的衝擊：如貧窮、疾病、犯罪、飢荒、瘟疫、

戰爭，以及革命份子帶來的動盪等136。有些歷史學家指出，專制的中央政府以及

有心改革的教會加諸於人民的壓力，也觸發了搜捕女巫的行動137。天主教將天災

及厄運歸為惡魔肆虐，新教路德教派則認為是上帝的意旨。據巴斯托的《獵˙殺˙

女巫》一書所說，天主教德語地區對惡魔與巫術的恐慌來自兩大信念。第一，他

們認為撒旦企圖覆滅基督宗教文明，所以誘惑大批女巫作其幫手，這種信念導致

了巫術的「陰謀論」，因此將巫術視同於企圖推翻國家與教會的叛國罪。第二，由

第一信念延伸，既然巫術如此不可饒恕，那麼使用酷刑也是無可厚非。天主教的

神職人員更是將惡魔崇拜塑造成天主教的反面：例如魔宴是以孩童的肉作為聖餐。

他們堅稱邪惡的力量與善的力量一樣強，或者說不定更強。然而這些造成對女巫

恐慌的「信念」，並非來自神話傳說，而是來自菁英階級138。而就是這種害怕惡魔

力量比上帝還強大的偏執的恐懼，幫助點燃了德語地區更大規模、更慘烈的焚燒

女巫的火焰。而除了政治上與宗教上產生的危機會產生巫術的替罪羊，小到在社

區中、家庭中人際關係的齟齬也導致女性成為替罪的受害者139。另外、經濟上的

動機也是一大推手，給一個鄰居貼上女巫的標籤、毀掉她、以便佔有她的土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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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或者公開處決吸引的龐大群眾也能為酒館帶來商機140，卡丹就曾直言不諱

的說：「為了得到受害人的財產，同一批人身兼原告、法官，處死清白無辜的人，

無中生有許多虛構故事以為佐證。141」 

 而套用吉拉爾的替罪羊理論，為了防止社會崩潰，也為了挽回天主教會的聲

望—因為教會口中的神也無法救贖生活在苦難中的信徒們。他們急需要一個突破

口，一個發洩的對象，一個轉移仇恨的對象。而傳說中流傳的惡魔、與聖經中所

記載的撒旦與女巫就成了他們發洩的對象，天主教將一切罪孽推到他們的對立

者—異教者頭上，只要不信奉天主，就全都與惡魔有關。他們把未知的災害推到

同樣擁有未知能力的族群身上，或是生物、或是人類，任何跟傳說中能與惡魔扯

上關係的族群身上。如黑貓在中世紀被視為惡魔的象徵或是女巫化身，如賽爾特

神話即有賽爾特巫術女神會化成黑貓的傳說142，在十二世紀前後黑貓曾被大量殺

害，教會宣稱：「從黑貓鼻中呼出之氣含有鼠疫病毒，黑貓若飲水後落至泉中，則

那處水源就不能再飲用了。」殊不知正是因為教會大量捕殺貓後，才導致鼠疫猖

獗、一發不可收拾143。 

 然而巴斯托認為，替罪羊理論某些方面適合，某些方面不適用那些被判罪的

女巫。第一，女巫被犧牲後並沒有被神聖化。第二，不是所有人都參與殺死女巫

的行動，刑罰主要還是由法庭方面實行。第三，女巫處死後並沒有召開慶典活動。

第四，這些儀式性的殺戮並沒有帶來安寧，也沒有解決社群裡的憎恨。女巫公開

遭受酷刑無疑疏導了社群部分的毀滅性，但由於每個女巫被殺之後都有更多人被

害，巴斯托認為長期下來，公開的酷刑和殺戮並沒有減少群眾的殘暴性，反而使

之變本加厲144。最後巴斯托下了結論，由於這些受害者的犧牲缺乏重要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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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需要以嚴厲的酷刑來彌補其缺失的神聖性與重要性145。Richard Horsely 也認為，

巫術指控是「一種高度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146
 

為何是「女人」？ 

 在女巫搜捕的行動中，幾乎所有地區，被指控及處死的女人都多於男人。平

均百分之八十的被指控者以及百分之八十五的被處死者都是女性。而約百分之二

十被指控者男性的身分大多與已被判有罪的女性是親戚，少數自身與女巫無關的

男性當中，大部分有犯過重罪的前科，巫術因此主要被認為是女性的罪行147。 

 在釐清女人是因為什麼原因成為獵巫熱中最大受害者的原因前，需要將獵巫

熱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早期，巫術成為一種犯罪時的開端，此時的指控

者多是教會團體與上層階級，被指控者多為典型的女巫形象—獨居、貧窮、醜陋、

年老、盛氣凌人的潑婦、身旁養有一隻狗或貓等148；第二階段獵巫行動蔚為熱潮，

典型的女性受害者被殺光了之後，此時指控他人使用巫術成為一種剷除異己的手

段，一個人只需要以「女巫」兩字為武器，就能隨意殺死他憎恨的任何人。嫉妒

的女性、貪婪的男性，都樂於緊抓如此便利的武器149。指控者不再限於上層階級，

也擴大到平民及女人本身。 

 在前面討論過爆發獵巫熱的原因之後，接下來要接著討論為何是女性成為最

大的犧牲者。為何女性作為性別上的一半人口，會落入如此低下的地位。女人之

所以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原因非常多，各個方面造成的影響，合併在一起推動了

持續四百年間的對女人的大屠殺。這幾個方面的原因筆者綜合各學者的說法將之

區分為：一，神話傳說塑造的女巫刻板印象；二，社會方面，女人持續被邊緣化

的地位；三，宗教上，教會對女人的貶低；四，經濟方面，女人經濟上的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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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話中的女巫形象，最早可以追述到「大母神」，「大母神」為女神的原型，

其中，女神包含正面與負面的屬性，女巫也有分白女巫與黑女巫。以基督宗教觀

念來看，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女性也依其力量來源－上帝或惡魔，被區分為聖女

(virgin)或女巫(witch)。150然而隨著時間與社會價值的轉變，只剩下負面屬性的女神

形象與女巫連結，女巫成了邪惡的代名詞。其他女巫形象如猶太神話中的莉莉絲、

希臘神話中的瑟西等都成了當時人們可供想像的女巫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神話

中女巫形象也在持續轉變。 

 要了解女人何以成為獵巫行動的主要受害者團體，可以從當時女性的社會地

位來談起。在歐洲整個中古世紀，國家法規禁止女人接受高等教育以及職業訓練，

將女人為控制生育所做的任何努力都視為違法。151有家庭的女性的工作主要為家

庭事務、或輔助丈夫的工作、或做些雜工補貼家用，沒有家庭的女人只能去做最

低下的工作，她們工資比男性低，無法擁有家中財產的所有權。換言之，當時的

女人被定義為只能以家庭為重心，沒有自己的地位，只能附屬於家庭、附屬於一

家之主的男人，而沒有家庭的女人則會被認為沒有價值，會被鄙視與看輕。一直

到十六世紀晚期，歐洲的法律仍把女人、小孩、僕人、奴隸等通通都歸於附屬財

產的範圍內152。女人唯一能掌握自己財產的機會只有在丈夫死去之後，但她們依

然沒有發言權，不能成為議會一員，也不可能擁有與男人同等的權力和聲望，而

這就是寡婦及單身女性多數被指控為女巫的最大原因。這些女性犯了「不附屬於

男性」的罪，就如當年莉莉絲不甘心附屬於亞當，而逃出伊甸園、逃入紅海並投

奔撒旦一般，並認為她們犯了打破社會規範的罪。153蒙特(Monter)認為：「厭女主

義是這些巫術審判底下的基本力量」。154
 

 法律的偏見與女性社會地位的邊緣化也是造成女人為主要受害者的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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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女性依法不能做法律證詞，也不懂得為自己辯護或上訴。又因為男人被認

為比女人有價值，及當時人們對女人天生邪惡的恐懼觀念，男女雙方在受到同樣

罪名的指控時，女性被判有罪及受罰的嚴厲程度都比男性高155。 

 獵巫熱中的第一階段，對女性的攻擊由教會及較高階層的人民發端。由於天

主教否定性慾、否定對今世幸福和快樂的追求，只重視死後能否進入天堂，統治

階級便利用宗教禁慾主義的信條，建立嚴明的禮教規範，使男性成為家庭的掌權

者，而女性附屬於男性156，除了聖潔的婚姻之所必須，人們要竭盡所能的避免性

愛歡愉。在「原罪說」的基礎上，天主教認為「性快樂是一切犯罪的開端」。並且

由於教會相信女性具有這些特質：生性輕浮、性慾旺盛、意志薄弱、容易憂鬱157，

因此女性比男性更易於被誘惑，受淫慾驅使而走上歧途158，甚至認為所有性生活

豐富的女人都是女巫。159又因為「撒旦企圖覆滅基督宗教文明」的傳言在當時社

會上層階級間甚囂塵上，恐慌蔓延導致教會大量逮捕他們認為「容易受引誘投入

惡魔麾下」的女人們。同時，也有許多女性因為「性犯罪」：墮胎、避孕、私通等

罪被判刑，或者被混而指控為女巫。 

 對於獻身惡魔這件事，米榭勒(Michelet)提出了不同觀點。在《女巫》一書裡

她提到，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使人民被籠罩在絕望之中160。領主及皇帝們肆意圈畫

領土，原本應為獻上忠誠即能與領主(皇帝)共享榮耀的崇高的騎士(領主)們，在無

賴的領主、皇帝下的任意施為下全都變了樣。一覺醒來，自由民農民的土地被劃

進了領主的領地，自身也成了農奴，騎士們也從可隨意脫離附庸的高貴騎士成了

被土地束縛的奴隸。自由民下墜為封臣，再降為奴僕，再淪落為農奴。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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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擁有權力可取走領地上任何一切，以及布爾日教區要求對每位新娘行使的「初

夜權」，再加上不只領主，領主的武士、侍從、僕役時有凌虐、以農奴家庭取樂的

情況發生。這些都是中世紀苦難的特徵，促使人們獻身給魔鬼161。是以米榭勒認

為，要讓人類出賣靈魂，必須先使他墮入絕望的地獄。並不是因為教會認為的輕

率、意志不堅或色慾誘惑，是因為時代的致命壓力與殘酷要求，於是地獄和人間

煉獄相比之下，儼然是一個能使他們喘口氣的庇護所162。 

 獵巫熱的第二個階段，利益、經濟與階級問題也是指控他人為女巫的原因之

一，貧富問題差距之間的緊張，引起人們的焦慮與忌妒心。在《獵˙殺˙女巫》一書

中曾舉出多個因為經濟或財產而指控他人施行巫術的例子。1550-1700 年間，資本

主義制度導致原本能自食其力養活自己的許多女性落入貧困(因為無法和男人競爭

求職)，西歐女性乞丐的人數急劇增加，造成了有錢鄰居的不安，並指控這些女性

為女巫來企圖擺脫她們。另一個例子則是一位有錢的寡婦，她擁有價值非常高的

土地，但沒有再婚，也沒有兒子與兄弟，她選擇自己管理她的土地。但附近的農

夫無法接受她這種違反清教徒父權體制的行為，他們破壞她的作物、傷害她畜養

的牛馬，法院也判處她交一大筆罰金。最後，同時身為算命師及治療者身分的寡

婦以女巫之名被趕出了村莊，財產也被沒收163。但有錢寡婦事實上是極少數的例

子，指控巫術者社會地位幾乎總是比被指控者地位還高，貧窮、無防禦能力的人

常被有錢有勢的人拿來當作替罪羊，十六世紀的貧富差距產生「一群少數的有錢

人掌握法庭，和一群窮困的無產階級被告」的情況164。 

 

第六節 現今德國的女巫形象 

 十六世紀以降，因為文藝復興運動及人本主義、中產階級的興起、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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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導致了天主教對人民生活與精神上控制的減弱。1560 年荷蘭籍醫師維爾(Ioannes 

Wierus)出版了一本經典之作《魔鬼的特權(De praestigiis daemonum)》，從神學、法

學、及醫學的觀點來探討即使本人認罪，有巫術罪嫌的人仍不適合受處分，維爾

提出精神失常及無行為能力的觀點，影響了日後歐洲在巫案審判時的判決165。但

獵巫行動的浪潮並無法如此簡單的被阻止。十六世紀末，日耳曼帝國特里爾城大

學教授勞斯神父(Fr. Loos) 於 1592 年曾寫了一篇激進的文章，諷刺巫案審判乃是

利用人血以換取黃金的高明伎倆，後因主教的干涉而不得已宣布放棄這個觀點以

保住自身性命166。在此之前也有零星幾位神父反對獵巫行動，為無辜婦女伸冤，

但因正處如火如荼的獵巫熱時代，公開反對的神父、修士們無一例外皆被誣告為

撒旦同黨，如女巫一般被處以火刑167。直到十七世紀，日耳曼出現首位為女巫伸

張主義之人，耶穌會會士唐奈神父(Fr. Taner)。他在《大眾神學》中分析中世紀與

文藝復興時代的女巫問題，認為女巫能翱翔天空，在某處聚會，做出害人的勾當

等，全是人類幻想的產物，所謂同夥則多是酷刑下所招供的結果，全是中世紀人

們懼怕魔鬼而延伸出來的產物。168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之後，在理性主義的影響下，

雖然教會持續倡導巫術存在，但人們開始傾向認定巫術指控全是毫無基礎的幻覺

169，對巫術的迷信開始急速消退，加上社會宗教法制的放寬，這間接的促進了十

八、十九世紀的巫術復興：如威卡(Wicca)教派的巫師會，在二十世紀左右登記為

正式且合法的宗教團體170。十八世紀末，為了與理性主義抗衡，浪漫主義興起，

精靈、女巫的奇幻題材重新回到文學的舞台上，掀起一股風潮，女巫之夜(Walpurgis 

night)成為一個新興的、熱門的文學主題。在浪漫主義的影響下，歷史上遭受迫害

                                                      
165

 Behringer, W. 著，李中文譯，《巫師與巫術》(Hexen)(台中：晨星，2005)，頁 87。 
166

 ibid, p. 88. 
167

 早在十五世紀中期，因為聖女貞德事件，法國提早其他歐洲國家展開一段宗教寬容時期。這段

期間法國法院為許多巫案平反，在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和法蘭西一世在位期間，不見任何巫術判

決及定罪案件。宗教寬容時期結束在亨利二世上位之後。而本論文旨在探討德國女巫，就不在正文

中多加贅述。出自 Michelet, J. 著，張穎綺譯，《女巫》(La Sorcière)(新北：立緒文化，2012)，頁

184。 
168

 羅漁，〈女巫的遭遇〉，《歷史月刊》，第 117 期(台北，1997.10)：頁 22。 
169

 Candace Savage 著，廖詩文譯，《女巫：魔幻女靈的狂野之旅》(台北：三言社，2005)，頁 122。 
170

 凱特琳、艾米，《有關女巫》(台北：蓋亞，2006)，頁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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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巫重回童話的舞台，擔綱演出重要的反派角色，如德國的格林兄弟 1812 年所

著的《格林童話》，但受到民間故事傳說的影響，女巫形象與特徵被極度醜化，成

為人類內心深處邪惡的寫照171。歌德的《浮士德》則是其中重要文學作品的典範，

自歌德開始陸續有作家陸續出版以女巫之夜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如愛爾蘭作家

Joyce 的《Ulysses》、蘇聯時代的俄羅斯作家 Bulgakov 的《The Master and Margarita》

等，這些作品的出版也深刻影響了女巫的地位與形象：透過歌德，女巫的形象被

廣泛傳頌，並在啟蒙運動中被保存，再經過浪漫主義時代的美化才漸漸形成了現

代女巫的形象172。 

 在觀光上，某些地區採取了較不令人愉悅的路線。1925 年在萊姆戈(Lemgo)

將獵巫此一主題首度商品化，並以此推廣觀光，並有展覽、表演、遊行、城市導

覽等等，納粹宣傳家 Alfred Rosenberg 將之變成具有政治意涵的招攬活動。1933

年在奧芬堡(Offenburg)的巫師形象則轉變成為納粹文化大遊行的主題之一，為響應

納粹活動，在德國各地出現了巫師隊，在嘉年華或政治節慶中以傳統的巫師舞蹈

做為納粹活動的啦啦隊173。而自 80 年代起大眾對巫師的興趣，也導致巫師、女巫

的商品化，薩爾(Saarland)的地方展覽以及 1987 年《女巫之槌》的紀念日，皆被大

量的民俗藝品所淹沒。商品(藥酒、燒酒、三明治等等)，歌曲、戲劇、紀念碑及旅

遊業在哈茨山地區因應而生174。 

 對於女巫，女性主義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1935 年，賴梅德(Friederiki 

Muller-Reimerdes)在他的論文〈基督教的女巫恐慌：論德國婦女爭取宗教自由的抗

爭〉中呼籲「具有北方意識的婦女參與抗爭」。她認為「猶太人的思考方式，自由

主義的數典忘祖，以及反藝術、反種族的基督宗教教條，嚴重傷害了德國女性的

人性尊嚴。」她批評基督宗教的「反種族的世界觀」演變成為「德國男性大沙文

                                                      
171

 嚴秀萍，《童話中的反動思維—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為討論核心》(台北：秀威，2010)，頁 259。 
172

 Henry Hatfield, “The Walpurgis Night: Theme and Variations,” European Studies, Vol. xiii 1983, 

Science History, pp.56-72. 
173

 Behringer, W. 著，李中文譯，《巫師與巫術》(Hexen)(台中：晨星，2005)，頁 108。 
174

 ibid,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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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把「原來可以容納女性的英雄主義，掉換成為東方的沙文主義」。1970 年

代新女性主義風潮盛行，婦女節當晚在西歐的婦女大遊行中高舉「女巫又回來了」

的標語，以及「恢復女性的靈魂和權力」的主張，重現了女巫的歷史形象175。 

 Monica Wilson 認為，不同的女巫形象可以體現不同的社會特徵與結構，因此

中古歐洲的女巫形象可以反映當時社會落後的狀況，而女巫也可以成為婦女運動

的象徵176。另有一說認為，女巫形象轉變代表中古西歐社會對女性的規範日益嚴

苛，加諸在女性身上的「標準」與「鐐銬」日益增多。女性必須是潔身自好、服

從男性、信仰虔誠、意志堅定甚至是溫柔婉約的，不符合規範的女性，即容易被

指控為女巫，而或者此種轉變反映的不是「女性素質」的改變，而是「男性心理」。

177
 

小結 

 從最初原始社會敬畏女巫的正反兼具形象，到中世紀的獵巫熱，女巫被打成

邪惡的代表，十八世紀開始破除對女巫的偏見，再來浪漫主義重拾萬物有靈說的

觀念，女巫、精靈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角，浪漫主義為女巫創造新的意義，顛覆了

男性理性秩序的支配，十九、二十世紀的女權運動中，女巫更化身為女性主義殉

難的先驅，動搖了父權社會中男權中心的根基178。到了現代，女巫形象已經擺脫

傳統僵化的刻板印象走向多元，隨著時代的進步及科學的發達，人們不再把災禍

病毒歸咎於女巫身上，女巫角色逐漸擺脫傳統刻板的負面評價，也洗去被污名化

的標籤，許多作家利用文學空間塑造了更多元化的女巫形象179。可能是《哈利波

特》中與常人無異的巫師、女巫們，哈茨山區布羅肯(Broken)列車(HSB)的特殊列

車(Unser Mephisto-Express)上的女巫服務員或是哈茨山上舉辦的浮士德搖滾音樂

會的搖滾女巫。 

                                                      
175

 Behringer, W. 著，李中文譯，《巫師與巫術》(Hexen)(台中：晨星，2005)，頁 108-109。 
176

 ibid, p. 114. 
177

 黃淑敏，〈女巫形象的成形與中古時期女性論述的轉變〉，《新北大史學》，2 (2004)，頁 28。 
178

 邱于芸，《用故事改變世界：文化脈絡和故事原型》(台北：遠流，2014)，頁 150。 
179

 嚴秀萍，《童話中的反動思維—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為討論核心》(台北：秀威，2010)，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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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歷史上的女巫形象雖然被ㄧ次次推翻、改變，但並沒有消失。他們仍透

過文本記載或口耳相傳存在在人們心中，再加上現代衍生的各種新的女巫形象，

才構成如今女巫的多元面貌，可能是開天闢地的、智慧卓絕的、邪惡危險的、醜

陋年老的或是與凡人無異的。然而，在德國影響最深的仍然是中世紀時期對女巫

的刻板印象，由在哈茨地區當地所見的女巫造形與女巫之夜的女巫扮相可見一斑。

 

圖 1，2016 年德國女巫之夜的照片180。 

 

 

 

 

 

 

 

 

 

 

 

                                                      
180 圖片來源：http://www.wheniscalendars.com/walpurgisnacht/。(最後檢索日期 01.30.2017) 

 

http://www.wheniscalendars.com/walpurgisn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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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德國哈茨山地區的傳說故事 

第一節 哈茨地區民間傳說 

哈茨英文版官方觀光網站如此介紹當地與傳說有關的景點。三種重要的傳說

神話塑造了哈茨地區：中世紀皇帝與國王時代、女巫與惡魔的魔法世界、礦工與

矮人的地下世界181。而根據《普魯士的故事書》(Sagenbuch des Preußischen Staats)
182

所蒐集的傳說故事，其中有關哈茨山的故事就有將近 155 則，與哈茨山相關又與

惡魔或女巫相關的有 8 則，其中幾則故事也同時被收錄在格林兄弟蒐集的德國傳

說(Deutsche Sagen)一書裡，筆者在眾多傳說中挑選出與本論文主題較密切相關，

且當地觀光手冊或是文學經典中提到的傳說略為介紹。 

 

一、少女伊爾塞(Jungfrau Ilse)
183

  

 在德國流傳著兩個與少女伊爾塞相關的傳說。其中一個是掉入洪水中的戀人

們故事，另一個則是公主伊爾塞的故事。 

 伊爾塞岩(Ilsenstein)為一塊小山般高大的花崗岩，如圖 2 所繪，坐落於韋爾尼

格羅德北邊，靠近伊爾賽堡(Ilsenburg)與哈茨山山腳，並被伊爾塞河沖刷著，是哈

茨山最大的岩石之一。在它對面有一塊與之相似的岩石，以地層來說兩者也相符，

兩者似乎是因為地層變動而分裂的。 

                                                      
181 英文版哈茨官方觀光網站 http://en.harzinfo.de/pure-culture/harz-myths.html (最後檢索日期

03.16.2017) 
182

 Johann Georg Theodor Grässe. Sagenbuch des Preußischen Staats: Eester Band (Berliner, 2014), < 

http://www.zeno.org/Literatur/M/Gr%C3%A4sse,+Johann+Georg+Theodor/Sagen/Sagenbuch+des+Preu

%C3%9Fischen+Staats/Erster+Band/Der+Harz/>. 
183

 W. Grimm, J. Grimm, Deutsche sagen (Verlagsdruckerei" Merkur", 1904), 

<http://literaturnetz.org/5576> (最後檢索日期 02.2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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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伊爾塞岩的插圖。 

傳說在大洪水中，有兩位戀人逃到峽谷上想逃離不斷上升的水位，在岩石斷

裂之時，兩人剛好站在不同的石頭上，站在右方的是少年，而站在左方、面對著

布羅肯峰的是少女，兩人一起掉入了大洪水中，而這位少女的名字是伊爾塞。 

 在那之後每天早晨伊爾賽會封閉伊爾塞岩，在伊爾塞河裡沐浴，只有少數那

些瞭解並歌頌他們的人會被允許看見。曾經有一次，她發現一位親切與她打招呼

的製煤工人循著她的標誌走到伊爾塞岩，在岩石前，她借走製煤工人的背包走進

岩洞，填滿背包後再才交還給他，但要求他必須回到家裡才能打開。在回程中因

為背包實在太過沉重，當走到伊爾塞橋時，製煤工人實在無法再克制自己地打開

了背包，發現裡面裝滿了橡實與松果，並不小心地把它們灑進了河裡。不幸的是，

當它們掉到河底時，ㄧ聲清脆地鈴聲響起，製煤工人驚恐地發現他灑出去的全是

黃金。幸而殘留在背包角落裡的黃金已足以使他之後過著富足的生活。 

根據另一個傳說，過去在伊爾塞岩的地方曾有一座屬於哈茨國王的城堡，國

王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兒伊爾塞。城堡附近住著一位女巫，女巫有一位醜陋的女

兒。有非常多的單身男人向伊爾塞求婚，卻沒人追求女巫的女兒。女巫非常生氣，

她將城堡變為石頭，給大門施了魔咒，使之只能被伊爾塞一人所看見，被施了魔

咒的伊爾塞會在每天早上走出大門，到伊爾塞河裡沐浴。如果一個男人能夠幸運

 



48 
 

地遇見在河裡沐浴的伊爾塞的話，她將會帶他進入城堡，精心地招待他，並給予

豐富的禮物。然而嫉妒的女巫又另外施了一個魔法，使得伊爾塞沐浴的姿態在一

年中只有少數幾天會被看見。據說想解除伊爾塞公主的魔咒，只有同樣擁有美貌

與美德，並在同樣的時間與她一同在河裡沐浴的人才做得到。 

 

二、惡魔牆(Teufelsmauer)的傳說184
 

 惡魔牆，是哈茨山許多口耳相傳的故事景點其中之一，其傳說在當地不只有

一個版本。這奇特的岩石是大自然氣候的產物，相傳為惡魔所建造。 

傳說中的第一個版本為一位趕集的婦人帶著公雞從 Cattenstedt 來到一個靠近

布蘭肯堡的一個小村莊裡。上帝和惡魔當時正爭奪著世界的統治權，祂們同意上

帝擁有肥沃的平原，而惡魔，如果祂能在第一隻公雞啼叫之前在邊界蓋好一堵牆，

祂就能擁有哈茨礦山。當惡魔將牆延伸到哈茨邊緣的同時，自 Cattenstedt 趕路來

到布蘭肯堡的婦人提著一個裝著公雞的籃子。正當惡魔的牆就差一粒石子就能完

成之時，婦人籃子裡的公雞開始啼叫。惡魔的心血全部毀於一旦，祂氣憤地毀了

城牆。 

 第二個版本是一位來自 Timmenrode 的農婦。在天色灰暗之時惡魔與上帝達

成一個協議。祂想要哈茨歸於祂的統治之下。於是祂們打賭，如果惡魔能在一夜

間建造一座與城堡一樣高一樣堅固的城牆，惡魔就能取得哈茨山的統治權。城牆

在黑夜中被興建起來。然而上帝讓一位來自Timmenrode的農婦帶著公雞趕往市集，

並讓她絆倒在一顆鵝卵石上。於是在籃子裡的公雞伸長脖子鳴叫了起來。惡魔以

為夜晚結束憤怒地將基石甩在牆上，只在原本祂站立的腳下留下一地碎石。 

這兩個涉及賭注和一隻公雞版本的北部哈茨地區傳說皆與其他流傳在下巴伐

利亞多瑙河地區的傳說故事非常相似。而位於魔鬼牆不遠的地方有一處平坦的岩

                                                      
184

 哈茨旅遊資訊網站

http://www.harz-urlaub.de/sportundspiel/wandern/weddersleben-teufelsmauer.htm(最後檢索日期

01.12.2017) 

 

http://www.harz-urlaub.de/sportundspiel/wandern/weddersleben-teufelsmauer.htm


49 
 

石區域，則被人們稱為魔鬼的舞池(Des Teufels Tanzplatz)。 

圖 3，惡魔牆中段。 

 

三、北哈茨的矮人傳說(Zwergsagen auf der Nordseite des Harzes)
185

 

 曾經有段時間，有上千個矮人住在山峰上或是現今仍然存在的矮人洞裡，但

是他們極少現身在人類的居住區域，他們通常戴著兜帽四處走動，如此可以隱形

並不容易被發現。大部分的矮人是善良的，在某些情況下會幫助人類，在人們婚

禮和兒童受洗時，他們會出借矮人洞裡的許多用具。但他們不允許有人類惹任何

一個矮人生氣，否則，他們會變得奸詐又充滿惡意，並盡所有可能去報復冒犯他

們的人。 

有一位住在塔勒的麵包師傅，他注意到一些烤好的麵包總是失蹤，但卻一直

找不到小偷，這個持續不斷卻神秘的竊盜事件使他變得越來越貧窮。最後，他開

始懷疑矮人可能是他不幸的原因，於是他用米桿編成的長鞭四處擊打，直到他碰

到一些矮人的兜帽，使他們無法再隱藏自己。矮人們發出吵鬧的噪音，一些被當

成竊賊抓了起來，其他全部的矮人也被強制搬家。為了賠償所有城裡被偷竊的居

民，也為了計算矮人的數量，一個大桶子被放置在城裡。每個撤離的矮人必須往

裡面丟一塊硬幣，在所有矮人離開後，桶子裡充滿了數量龐大的古錢幣。自此，

矮人就從這個地方消失了，只有非常幸運才能發現一、兩個矮人。 

                                                      
185

 Johann Georg Theodor Grässe. Sagenbuch des Preußischen Staats: Eester Band (Berliner, 2014), 

<http://www.zeno.org/Literatur/M/Gr%C3%A4sse,+Johann+Georg+Theodor/Sagen/Sagenbuch+des+Pre
u%C3%9Fischen+Staats/Erster+Band/Der+Harz/581.+Zwergsagen+auf+der+Nordseite+des+Harzes/>. 

 



50 
 

四、哈茨山的山僧侶(Der Bergmönch im Harz)
186

 

 是德國民間傳說中的山精靈，也被稱為鍛造專家(Meister Hämmerling)。外表

像個巨人，一頭白髮，有著一雙圓盤一般大、火焰般的眼睛，頭上戴著黑色的罩

頭頭巾，如僧侶所使用的一般，因此德文被稱作 Bergmönch (山僧侶)。他也會打扮

得像個礦工，也因此被稱為鍛造專家(Meister Hämmerling)。他能變形成有著長脖

子、嚇人雙眼的馬的樣子，也會隱形。他們住在山谷和礦山裡。在禮拜五那天，

是山精靈們最忙的時候，他們忙著將挖好的礦石堆滿一個又一個桶子。山精靈們

通常是個不穩定又危險的存在，他的呼吸有毒，能一次殺死十二個人。傳說他有

時會抓著礦工把他推下山谷，太過強壯的力氣使得倒楣的礦工四肢粉碎。山精靈

有著壞脾氣，喜歡愚弄人類。他不喜歡被否定或開玩笑，如果誰冒犯了他，一定

會被他懲罰。但山精靈有時也會幫助他人，保護善良礦工並懲罰惡人。他懲罰邪

惡如吹口哨、詛咒、利己主義、無信仰與懶惰之人。 

在德國也有其他知名的山精靈，其中最知名的即是 Dwarves (矮人)，也常被稱

為 Zwerg (小矮人)。  

在格林兄弟所撰寫的《德國故事》(Deutsche Sagen)一書中記載著山僧侶的故

事。故事中有兩位礦工總是一起工作，有一次他們走了很遠的路途才抵達採礦的

地點，但抵達後發現剩下的燈油已經不夠用了。「我們該怎麼辦？」他們互相詢問。

這時，他們察覺對面有一團燈火的光亮正接近他們，在一開始他們重新燃起了希

望，但等對面的人影靠近後，他們嚇壞了。對面的人非常高大，身形彎曲，頭戴

著黑色的大頭巾，這使得他看起來像個僧侶，但他手上提著一個非常亮眼的礦燈。

當他走到兩人面前時，他直起身子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不會傷害，甚至會幫

助你們。」說著把手中的燈油倒進兩人的礦燈裡，並幫助他們挖了一小時的礦，

奇蹟的是，這一小時所產的礦甚至比起他們一個禮拜辛勞挖礦的成果還多。他接

著說：「別告訴任何人你們曾見到我。」最後，隨著他的拳頭用力擊向左方牆壁，

                                                      
186

 W. Grimm, J. Grimm, Deutsche sagen (Verlagsdruckerei" Merkur", 1904), 

<http://literaturnetz.org/5262/>.(最後檢索日期 02.22.2017). 

 

http://literaturnetz.org/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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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壁應聲而裂，現出一條長廊，金銀礦閃著耀眼的光芒，他也隨之碎裂消失。不

敢置信於突然出現的光芒，兩人背過身再轉了回來，此時礦道已消失不見，但如

果他們丟出他們的採礦工具，礦道會再一次打開。 

山僧侶留下的燈油始終取之不盡。但直到某天住宿旅館的夜裡，他們以這個

神奇的經歷作為談資透露給另一位好朋友並互相取笑之時，隔天燈油隨之消失殆

盡。 

 

五、尼德霍格龍(Der Drache Nidhögg) 

為北歐神話中一種像蛇的龍187，住在地底的 Náströnd，尼德霍格以死者靈魂為

食。 

又稱為嫉妒龍 Nidhögg，象徵著煩惱和痛苦。這種龍與女神赫爾(Hel)生活在地

獄(Unterwelt)的 Náströnd，眾多罪惡亡者的聚集之地。Nidhögg 不斷蠶食支撐著日

耳曼世界的世界樹 Yggdrasil 的樹根，終於使得世界樹生病，如圖 4 所示，Nidhögg

也成功進入了日耳曼世界。這最終導致了「諸神黃昏」，造成日耳曼諸神世界的崩

毀。這種龍也會以死人為食，所以根據日耳曼的信仰，人們寧願戰死在沙場上也

不願衰老、病死於床鋪上以避免進入地獄。 

這種被認為邪惡的龍與一隻住在樹冠上被視為善良一方的老鷹長年發生衝突

188。 

 

圖 4，17 世紀的冰島手抄本中啃咬世界之樹根部的尼德霍格龍插畫。 

                                                      
187

 Valkauskas Andrew, Denizens of the North (Canada, Pendelhaven: 2015), pp. 96-97. 
188

 Bodetal 官方網站

http://www.bodetal.de/urlaub-im-harz/urlaubsregion-bodetal/ausflugsziele/mythenweg-thale/der-drac
he-nidhoegg.html (最後檢索日期 12.22.2016) 

 

http://www.bodetal.de/urlaub-im-harz/urlaubsregion-bodetal/ausflugsziele/mythenweg-thale/der-drache-nidhoegg.html
http://www.bodetal.de/urlaub-im-harz/urlaubsregion-bodetal/ausflugsziele/mythenweg-thale/der-drache-nidhoegg.html


52 
 

六、布羅肯奇景(Brockengespenst) 

 是觀察者背向陽光的陰影投射在雲層上後被放大的巨大影子產生的現象，如

圖 5，影子的頭部經常會有彩色光環圍繞著，像是宗教界的榮耀光圈。這是當陽光

照射在大小均勻的水滴上，背向陽光時看見形成的光環。這種現象可能出現在任

何一處薄霧壟罩的山腰或雲層上。但哈茨山的布羅肯峰因為長年迷霧繚繞，經常

發生此種特殊現象，並因此產生當地傳說，是以成為此種特殊現象的名稱。Johann 

Silberschlag 在 1780 年首度發現並描述了此種現象之後，哈茨地區的文學作品及傳

說即經常描寫此種現象189。 

 

圖 5，布羅肯奇景。 

 

七、馬岩(Die Roßtrappe) 

在塔勒山上女巫舞蹈之地對面的 Bodetal 山谷裡，可以見到一個個馬蹄印狀的

淺坑鑲嵌進岩石裡，如圖 6-2，這座印著馬蹄印的岩石就是馬岩。傳說有一位巨人

Bodo 因為想娶國王漂亮的女兒 Brunhilde 而追趕著她，但 Brunhilde 並不願意。公

主 Brunhilde 原本能騎著馬安全地跳過壯闊的峽谷，但巨人卻害她摔下峽谷而死。

如圖 6-1 的插畫，騎著馬穿紅裙的是公主 Brunhilde，身後追趕著她的是巨人 Bodo，

下方是水流湍急的 Bode 河。巨人 Bodo 在公主死後成為一隻黑犬守護在她墜河之

地。也因為這個傳說的巨人Bodo，這條河被稱為Bode河，整個山谷被稱為Bodetal，

                                                      
189

 http://www.atoptics.co.uk/droplets/globrock.htm (最後檢索日期 12.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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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這一整個區域的自然保護區稱為 Bode Gorge。 

          

圖 6-1，馬岩傳說的插畫。       圖 6-2，馬岩上的馬蹄印。 

 

第二節 浮士德傳說(Faust) 

歌德的《浮士德》對哈茨山地區觀光影響深遠，它塑造了哈茨山中女巫與魔

鬼的奇幻世界。 

浮士德的故事是在德國流傳已久的民間傳說，傳說煉金術士浮士德為了追求

知識和青春，與魔鬼交易出賣了自己的靈魂。有許多文學、音樂、歌劇、電影作

品以之為藍本進一步改編，例如李斯特的《浮士德交響曲》（Faust Symphony）、文

藝復興時期英國劇作家克里斯多福·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浮士德博士悲

劇》（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歌德的《浮士德》，還有以歌德的《浮

士德》為藍本改編的白遼士的歌劇《浮士德的天譴》和古諾的歌劇《浮士德》等。 

 

一、歌德《浮士德》 

 時間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交接點，浮士德有一天突然發現他將光陰全花費

在研究哲學、法學、醫學和神學等學問上，卻仍無法追求到世界的真理與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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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體會到人生的任何樂趣，為此他陷入苦悶、痛苦不堪，並向精靈、魔鬼與

神靈祈禱，希望能擺脫當前的困境。最後，他引來了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並

與之簽訂契約，約定今生梅菲斯特為浮士德服役，帶領他去經驗一番精彩人生，

來世浮士德則為梅菲斯特僕從，意即死後將靈魂交予梅菲斯特。此前魔鬼梅菲斯

特曾與天主打賭他能引誘天主的僕人(人類)浮士德墮落，然而天主深信人類，以及

祂賦予人類的天性不管歷經多少磨難，還是會不斷努力向上。 

梅菲斯特依約帶著浮士德經歷一遍大千世界，從酒吧開始，歷經女巫丹房向

女巫求取使浮士德重返青春的靈藥。為了讓高齡的浮士德再次擁有品嘗愛情與樂

趣的能力，也為了浮士德對美的追求，於是梅菲斯特帶著浮士德拜訪了女巫的丹

房，向女巫尋求幫助。在丹房裡，他們先是遇見了三隻一公一母一年幼的猿猴，

牠們是女巫的僕人，負責看顧女巫的熬著丹藥的大鍋。浮士德在丹房的鏡子裡看

見了世界最美的女性形象，那是浮士德所追求的美的象徵。稍後在女巫返家後先

是震怒於兩個陌生人的闖入，但在發現了梅菲斯特的馬蹄190後，女巫態度轉為惶

恐。欣然為浮士德提供重返青春的丹藥。在行了一番儀式後，女巫讓浮士德喝下

丹藥。但這丹藥除了能使人重返青春，也是會勾起情慾的魔藥。最後，梅菲斯特

透露，喝下這丹藥，浮士德將會把任何女人都看成海倫191，而海倫代表的就是最

美的女性形象。這一幕也是全書第一次提到女巫之夜(瓦爾普吉斯之夜)，梅菲斯特

讓女巫如果有任何要求，到瓦爾普吉斯之夜時再告訴他。 

浮士德重返青春後，他與善良虔誠的少女格雷琴(Grechen)相遇並展開熱戀，

但卻害死了格雷琴的兄長與母親。梅菲斯特帶著浮士德逃往哈茨山頂參加女巫之

夜，卻留下格雷琴因壓力與自責陷入瘋狂，殺死自己的孩子後因殺人罪被逮捕入

獄，而後死在刑場上。 

心灰意冷的浮士德再次展開旅程，進皇宮扮演巫師面見皇帝。為了皇帝要見

希臘美女海倫(Helen)與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幽魂的要求進入陰間(或稱虛無幻

                                                      
190

 當時人們普遍相信魔鬼必是長角、長蹄並帶著兩隻烏鴉。 
191

 Goethe, J. W. 著，綠原譯，《浮士德》(Faust)(台北：城邦，1999)，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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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浮士德見到一閃即逝的海倫後即失魂落魄，執意尋找美的理想海倫，此時梅

菲斯特協助浮士德的助手華格納成功製造了小人「荷蒙庫路斯(Homunculus)」，在

拉丁語中指以煉金術創造的小人。浮士德、梅菲斯特與荷蒙庫路斯進入希臘，前

往古典的女巫之夜，追尋各自的理想。在追尋到海倫後，浮士德進一步擴大野心

欲打造自己的天下。最後他凝視著自己打造的國土嚥下最後一口氣，在梅菲斯特

即將收走他的靈魂之時，天使降臨帶走了浮士德的靈魂。 

 

二、《浮士德》書中虛構的古典女巫之夜(法爾薩洛斯曠野) 

 原本在女巫之夜中是沒有古希臘概念的，這個名稱及其內容完全是歌德的獨

創，歌德透過描寫女巫之夜，抒發了他本人對於真善美的追求，由第一場布羅肯

峰到第二場希臘的法爾薩洛斯曠野舉辦的女巫之夜，代表的是歌德對美的追求自

中世紀的哥德式浪漫主義，轉移到希臘的古典主義之美。在第二場古典的女巫之

夜裡，不同於德國的妖怪女巫們，這次希臘眾神怪紛紛登場。法爾薩洛斯為位於

希臘北部以東忒薩利亞平原、阿匹達諾斯河上的著名城市。其近郊為公元前四十

八年六月六日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與龐貝(Gnaeus Pompeius Magnus)進行法爾

薩洛斯戰役(Proelium Pharsalicum)的古戰場。 

 

本場和第一部的〈瓦爾普吉斯之夜〉是姊妹篇，都偏離全劇的劇情，

以獨特的方式抒發了歌德本人對於真善美的追求。不同的是前一次狂歡是

在德國的布羅肯峰，體現了中世紀哥德式的浪漫主義，而這一次則充滿古

典的詩意。……。八十高齡的詩人久已遠離北方的魔術世界，這時他以激動

人心的創作喜悅描繪從古代源源而來的美的圖景。他在本場讓浮士德通過

其美感的覺醒和發展，走進了更高的人生階段，同時也就把文學藝術中古

典因素和浪漫因素聚在一起，以便在一個崇高的擺脫各民族和各時代的習

俗限制的領域將二者調和起來。歌德說過，〈古典的瓦爾普吉斯之夜〉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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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者走向「海倫」的一個斜坡，又把他稱作「海倫的履歷」。……。〈瓦爾

普吉斯之夜〉的本質在於混亂，表理這種混亂本是作者的藝術意圖，但是

讀者如能深入整體或個別部分，就會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次序和結構，其

中每個細節對於主題思想都有其特殊的關係。 

                        -----摘錄自《浮士德》中的中文翻譯註解 p.304 

 

第二節 女巫之夜或瓦爾普吉斯之夜 (Walpurgisnacht) 

一、女巫之夜的起源 

 有一說女巫集會的形式起源於英國塞爾特人(celtic)德魯伊教(Druidism)的傳統，

月圓的夜晚於樹林中聚會是德魯伊巫師的傳統之一，聚會中，德魯伊巫師們會互

相分享與學習知識。之後的異教團體集會多沿用此種聚會形式，聚集於夜間秘密

場所，交換巫術的知識與心得，由於聚會需保持隱密，巫師女巫們多半穿上黑斗

篷以防人耳目。然而此種神秘、可疑的行徑，導致各種謠言與傳說的出現，導致

民眾恐慌並認為他們必定是在做見不得人之事。192
 

在塞爾特傳說裡，記載著一則女巫聚會的源頭：傳說女神芙瑞亞(Freya)會於

月圓之夜化身黑貓與信徒們會面。通常召喚芙瑞亞女神的儀式需要十二位女巫組

成讚美女神的團體，歡迎女神的降臨，也因此後來的傳說中，女巫的聚會多半由

十三位女巫組成，其實最初的型態是由十二位女巫加上芙瑞亞。芙瑞亞被稱為賽

爾特的巫術女神193，也是貓的女神，她駕駛著由兩隻貓拉著的戰車。 

女巫之夜也被翻譯成瓦爾普吉斯之夜，因瓦爾普吉斯為基督宗教化後的名稱，

因此筆者以女巫之夜之名來強調其女巫聚會的意義，並與紀念基督宗教聖人的瓦

爾普吉斯之夜作區隔。女巫之夜也被稱為女巫的安息日(witch’s sabbath)、魔宴日

(sabbat)，在法文中女巫集會則被稱為 Esbat，在英國稱作 Roodmas 或 Rood 

                                                      
192

 凱特琳、艾米，《有關女巫》(台北：蓋亞，2006)，頁 121。 
193

 ibid, 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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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94。 

安息日(sabbath)一詞來源於天主教希伯來文的בַׁש 在猶太教中指，(休息之日) תָּ

希伯來曆法週的第七天。而相對的女巫們也有其休息、狂歡之日，因此有了女巫

的安息日(witch’s sabbath)一詞。在文獻中最常被提到的魔宴日(sabbat)有二月一號；

復活節；五月一號大魔宴日(Great sabbat)，也就是女巫之夜 Walpurgis night；八月

一號收穫節；十一月一號萬聖節；聖誕節等195。 

 女巫之夜發展到今日，結合了許多不同的傳統習俗與節日。在德國民俗傳說

(German Folklore)一書裡提到，在德國哈茨山的布羅肯峰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女巫的

聚會地點，尤其在女巫之夜。從歷史上來說，這是來自異教的春季習俗，女巫們

在春天來臨時的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一號這一晚會升起熊熊大火慶祝並與他們的神

(惡魔)狂歡。 

 

二、傳說、文學上的女巫之夜 

Walpurgisnacht or Hexennacht 瓦爾普吉斯之夜或是女巫之夜 

 最早在德國民間傳說裡，每年的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一日之間的夜晚被稱為女

巫之夜(Hexennacht)，人們相信這天晚上女巫、巫師們會聚集在哈茨山的最高峰，

以奇幻現象聞名的布羅肯峰峰頂上，與魔鬼徹夜狂歡慶祝，並等待春天的降臨。

這個傳說不只流傳在德國，捷克、荷蘭、愛沙尼亞、芬蘭、拉托維亞、立陶宛、

斯洛維尼亞和瑞典的文化裡皆流傳著這個傳說。 

在基督宗教傳入歐洲之後，異教節日逐漸消失或基督宗教化。女巫之夜也與

基督宗教節日結合成了今日的瓦爾普吉斯之夜。瓦爾普吉斯(Walpurgis)此名稱來源

於基督宗教聖徒聖瓦爾普加(Saint Walpurga)之名。她是中世紀英國傳教士聖威利巴

爾德(Saint Willibald)之妹，隨其兄由英赴德傳教。傳說她曾被請求對抗巫術守護天

                                                      
194

 Margaret Alice Murray, 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 A Study in Anthropology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p.63. 
19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tches%27_Sabbath (最後檢索日期 12.20.201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tches%27_Sab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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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信仰，並能提供保護使信徒免於受瘟疫、飢荒與遭狂犬病犬隻嚙咬後的傷害196。

她死後在德、荷、英等國被尊為最負眾望的聖徒之一，在五月一日被教宗哈德良

二世(Pope Adrian II)封為聖徒，五月一日也成了紀念她的日子，至此「Walpurgisnacht」

成為魔鬼狂歡的代名詞197。 

在綠原的《浮士德》中文翻譯本裡有著描寫女巫之夜場面的形容，雖然作品

裡明顯充滿了基督徒對異教過於誇張的想像，但我們仍能從中窺探出當時人們對

女巫之夜的印象： 

 

G˙希爾特編著的《三百年文化史畫冊》中有一幅銅版畫，題為《邪

惡的該死的魔鬼節日的精確描摹稿》是以〈瓦爾普吉斯之夜〉為題材：

左上角是一隊跳躍的、舞踊的、賣弄風情的男男女女，有的穿衣服，有

的半裸或全裸。吹奏風囊笛和號角的樂師。上方是羊型撒旦；……。空中

是騎著羊、叉棍和掃帚成群飛行的女巫。……。中央是一口鍋，一個穿衣

服的女巫在燒火，一個裸體女巫掀起了鍋蓋，隨著蒸汽升起了各種怪異

的形體。其右是隻貓，下面是個攤販，手持劍、頭蓋骨、死嬰，還有一

些手捧秘典及瓶瓶罐罐的女人。右下方是傾圮教堂裡的亂七八糟的風魔

活動。 

                -----摘錄自《浮士德》中的中文翻譯註解 164 頁 

 這段對女巫之夜的描述，透露出許多當時人們的對女巫、撒旦信仰及女巫

之夜的印象、或是想像。首先參與者有普通男人女人、作為主角的羊形撒旦和

無數女巫，參與的男人女人或許是信仰撒旦的信徒。而在這特殊的夜晚裡進行

的活動，如跳躍、舞踊、賣弄風情這些行為，透露出女巫之夜的主旨，女巫與

惡魔的狂歡，也側面點出了人們相信撒旦的信徒都是些熱衷於追逐慾望、不檢

點的墮落人類。根據塞爾特傳說中召喚女神芙瑞亞聚會可能是女巫之夜的源頭

                                                      
196

 資料來源自哈茨地區觀光手冊，Germany’s hidden tresure-where fairy tales begin- Harz, p.13。 
197

 Goethe, J. W. 著，綠原譯，《浮士德》(Faust)(台北：城邦，1999)，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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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來看，上文中敘述的吹奏風囊笛的樂師似乎也暗示人們對女巫之夜的想

像是基於塞爾特人的異教信仰與文化。而騎著羊、叉棍或是掃帚也點出女巫能

騎著掃帚或其他物品飛行的傳說。下半段敘述女巫的詭異行徑，女巫熬著可能

是害人藥劑的大鍋裡，隨著蒸汽升起了各種怪異的形體，透露出人們認為女巫

藥劑的來源必定是不可告人或邪惡、詭異的。貓的出現也符合貓與邪惡、惡魔

有關的信仰。文中描述的手持劍、頭蓋骨與死嬰的攤販或許代表撒旦信仰與死

亡象徵的關聯性，手捧秘典與瓶瓶罐罐的女人則與神秘的異教信仰者相似，也

是被貶為「信仰撒旦的女巫」形象，傾圮教堂則明示了撒旦信仰的反基督宗教

行為。 

其他流傳下來的版畫中也記錄下了女巫之夜，如下圖，畫中惡魔與女巫們

圍著中央的羊角獸型撒旦198跳舞狂歡，撒旦背後的女巫正在親吻祂的屁股，表

示對撒旦的忠誠並作為背棄天主的證明。天空零星有幾個騎著羊飛行或騰空的

女巫，與會的除了撒旦、女巫、一些赤身裸體長著角獸形人身的惡魔之外，還

有一些吹奏號角或是風笛的樂師。樂師、女巫與惡魔們以撒旦為中心圍成一圈

跳舞、狂歡，間有幾對女巫(女人)與惡魔相擁著尋歡作樂。這張由 Johannes 

Praetorius 所畫的 Witches' Sabbath 圖，與上一篇《邪惡的該死的魔鬼節日的精

確描摹稿》所描述的女巫之夜內容相差不遠。 

                                                      
198

 雖然平常撒旦和惡魔兩者名詞可互相通用，但兩者同時出現時，撒旦通常指比普通惡魔更高級

別的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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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Witches' Sabbath, By Johannes Praetorius.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從法蘭克(Martin Le Franc)的描述來一窺傳說中女

巫之夜的景況： 

  有數以千計的老女人以貓或是山羊的模樣參加大型秘密聚會。

聚會一開始女巫們分別以最恭敬的方式靠近、公開親吻他們主人的屁

股以表示服從，公開否定上帝力量。儀式結束後，有的開始向撒旦學

習能力與反常的巫術，之後用以犯下許多邪惡的事；有的跳舞取樂，

也有的享受宴會與酒。……。然而，若有人想反悔，就會遭受撒旦的

嚴厲處分，而虔誠信仰者撒旦會給予所有他們想要的。這位撒旦，現

在正化身為貓的模樣上下走動巡視，像個法官或是律師，聽取所有人

的請求，每個人都會給予其如同給予上帝的尊崇。在女巫之夜(sabbat)

結束後，男人可以與任何女人性交。而如果有女性落單，此時惡魔會

化身男人為該名女性服務。之後她們各自騎著掃帚返家，像一陣風般

199。 

                                                      
199

 Martin Le Franc, “The Defender of Ladies" in Alan Charles Kors and Edward Peters, ed., Witchcraft 

in Europe, 400-1700: A Documentary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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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段落描述女巫之夜是巫者們與撒旦學習巫術並狂歡的聚會，巫者們必須表

現出對撒旦的崇敬，以親吻撒旦的儀式以示背棄上帝信仰，虔誠者能實現所有願

望，反之，背叛者將受到懲罰。狂歡的方式為飲酒、跳舞與性交。 

比起上述兩篇，此篇更強調女巫之夜是巫者們學習巫術的聚會，對撒旦的信

仰是巫者法力的來源及實現欲望的方法，並說明撒旦與其追隨者皆有變形成貓或

是公羊的能力。  

 在 Grässe 的《普魯士的故事書》裡有一則內容與日期不太一樣的女巫之夜傳

說，名為<Der Hexensabbath auf dem Brocken>，中文可稱為布羅肯峰上的女巫安息

日。 

 這則傳說的敘述者是一對生活在哈茨山上的牧羊人兄弟。在 5 月 11 號那天，

兩兄弟目擊到女巫們騎著掃把、乾草叉等各式各樣的飛行工具而來，最後一個女

巫甚至乘著沒有馬匹拉著的馬車上山。見狀，牧羊人兄弟大喊著希望女巫載他們

一程，而女巫也答應了。兩兄弟坐在女巫的掃把上一起到達了布羅肯峰。山上燃

燒著大火，許多客人乘著叉子和山羊而來，已經到達的客人們跳著舞，會場演奏

著最美妙的音樂。而頭上長著兩支大角的撒旦開完舞後，即開始自娛自樂起來。

兩兄弟也加入了舞會，在盡興地玩了半小時後，全部人停了下來，他們必須跪在

女巫祭壇(Hexenaltar)前，用角自女巫噴泉(Hexenbrunnen Wasser)取水，倒入兩桶水

進女巫水槽(Hexenwaschbecken)，這些水會被用來清洗用具，以及淨身。然後舞蹈

重新開始，直到半夜 12 點一切都消失殆盡，只剩兩兄弟坐在地上、捲心菜花圈的

上面，之後來了一位負責人，詢問對於兩兄弟的演奏想要什麼報酬，他們回答想

要那把他們演奏的樂器。但回到家後，兩兄弟發現樂器成了一隻年老的貓，吹嘴

的部分則是它的尾巴200。 

  

                                                      
200

 Johann Georg Theodor Grässe. Sagenbuch des Preußischen Staats: Eester Band (Berliner, 2014), < 

http://www.zeno.org/Literatur/M/Gr%C3%A4sse,+Johann+Georg+Theodor/Sagen/Sagenbuch+des+Preu

%C3%9Fischen+Staats/Erster+Band/Der+Harz/531.+Der+Hexensabbath+auf+dem+Bro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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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國哈茨地區今日的女巫之夜 

雖然標題寫為女巫之夜，但實際德國哈茨地區的慶祝活動是由 4/30 白天持續

到隔天 5/1，4/30 白天稱為女巫慶典或瓦爾普吉斯慶典(Walpurgisfeier)，慶典持續

到晚上，夜晚則被稱為女巫之夜或瓦爾普吉斯之夜(Walpurgisnacht)，隔天則是五月

節、或稱為五朔節。 

Walpurgisfeier 

女巫慶典、或瓦爾普吉斯慶典，此一慶典名稱是後來為了稱呼 4/30 白天的慶

祝活動而產生，在德國民俗中一開始並無此傳統。節日主要是為了慶祝冬日結束，

迎接春天女神的到來，因此人們會狂歡、跳舞持續到隔天 5/1 日，傳統上五月一日

是春天的開始，並且在街道的牆上、路燈上、樹上或窗上裝飾上具有典型女巫形

象的女巫布偶：黑色的高帽子、花俏的醜陋臉龐、尖尖的長鼻子、腥紅的長舌和

突出的暴牙。參加慶典的群眾也會打扮成女巫的模樣，下午時間是屬於兒童的惡

魔、女巫、巫師的遊行時間。結束遊行後則是燃燒篝火的驅魔時間，將女巫的掃

帚投進烈火中象徵燃燒女巫達成驅魔避邪的意義，慶典直到晚上，即是女巫之夜201，

又是另一輪屬於惡魔與女巫們的狂歡。 

Walpurgisnacht 

在今日的德國哈茨地區，許多城市在 4/30 夜晚這天皆會慶祝女巫之夜，哈茨

山上女巫跳舞之地(Hexentanzplatz)舉行的女巫之夜，已成為每次有一萬人左右參加

的民俗慶典。雖然女巫之夜的題材被寫入許多文學作品，但是是歌德的《浮士德》

塑造了今日在哈茨山上的盛大宴會。在四月三十日這天，從世界以及德國各地的

人們為了體驗女巫之夜而紛紛齊聚在哈茨地區，街道上充滿了長著長鼻子的惡魔、

女巫與巫師們，而哈茨地區當地的居民的慶祝活動開始的更早，為了驅趕邪惡的

女巫，並歡迎春天的到來，他們會盡可能的狂歡並製造聲響。202
 

                                                      
201 北德傳奇 哈茨山的隱士 韋爾尼格羅德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72eac30100ne0v.html (最後檢索日期 12.20.2016) 
202

 資料來源自哈茨地區觀光手冊，Germany’s hidden tresure-where fairy tales begin- Harz,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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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Day 

5/1 這天在歐洲被稱為五月節(May Day Festival)或五朔節，是傳統北半球許多

地方慶祝春日的節慶，對於賽爾特人則稱為 Beltane。最早起源自基督宗教前的時

代，為慶祝羅馬春天與花朵之女神芙洛拉(Flora)的節日，與女巫之夜同為異教節日，

許多異教節日在基督宗教入主歐洲後逐漸被捨棄或基督宗教化，隨著基督宗教化，

五月節失去宗教特徵成為世俗慶典，女巫之夜也與基督宗教聖人瓦爾普吉斯的紀

念日合併。今日在德國哈茨山地區，女巫節慶會混合五月節一起慶祝，自 4/30 直

到 5/1 日，人們除了晚上圍著篝火狂歡之外，尚會在白日時圍繞五朔節花柱

(Maibaum)跳五朔節花柱舞(maypole dance)，五朔節花柱是一種豎起非常高的木製

長竿，如圖 8，人們也會在其上裝飾、或繫上彩帶拉著跳舞203。 

 

圖 8，德國慕尼黑的五朔節花柱。 

 

四、女巫之夜作為一個主題 

 自 18 世紀以來，隨著啟蒙思想興起導致的巫術迷信消退，浪漫主義興盛，女

巫之夜 Walpurgisnacht 逐漸成為一個文學與藝術上的主題。其中，歌德的《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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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Aveni, "May Day: A Collision of Forces". The Book of the Year: A Brief History of Our 

Seasonal Holid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p. 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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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是所有重要文學作品的典範204。除了歌德的《浮士德》，愛爾蘭作家喬伊斯(Joyce)

《尤里西斯》(Ulysses)中的〈瑟西〉(Circe)章節以及俄國作家布爾加科夫(Bulgakov)

的《大師與瑪格麗特》(The Master and Margarita)、德國小說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皆將女巫之夜寫進作品裡，除了小說以外阿

爾比(Albee)的劇本〈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美國劇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作品《薩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也在故事裡納進女巫之夜的元素。

甚至也衍伸了許多音樂作品，除了上述在浮士德章節提過的歌劇以外，古典音樂

家孟德爾頌(Mendelssohn)留下樂曲 Die erste Walpurgisnacht，現代音樂家如德國異

教民謠樂團 Faun 在 2014 年也發表了一首描述女巫之夜的歌曲〈Walpurgisnacht〉，

除了以上的經典文學與古典音樂外，以女巫之夜為主題的大眾文化作品多不勝數，

不管是音樂、文學、繪畫、戲劇、電影、電視或漫畫、遊戲等都有與女巫之夜主

題相關的改編作品。 

 

五、小結 

 女巫之夜作為一個異教節日，充滿了基督宗教對異教信仰、與撒旦女巫們的

想像。筆者認為，藉由上述對傳說中女巫之夜的敘述、與女巫之夜的歷史可以歸

納出，女巫以及女巫之夜被污名化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基督宗教對異教的排

斥。從《三百年文化史畫冊》的《邪惡的該死的魔鬼節日的精確描摹稿》中描述

的吹奏著風囊笛的樂師、長角的撒旦、和法蘭克口中女巫之夜為巫者學習法術的

聚會來看，都依稀可以看出塞爾特人文化與其傳統德魯伊信仰的元素，長著角的

撒旦原型可能是塞爾特傳統信仰的神祇「有角神」瑟那諾斯，甚至傳統德魯伊巫

師們會在月圓之夜披上黑斗篷聚集於秘密場所交換巫術的知識與心得，這些都符

合世人對女巫之夜的描述與想像。 

 筆者認為，在中世紀基督宗教入主歐洲後，或許是對未知的懼怕，也或許是

                                                      
204

 Henry Hatfield, “The Walpurgis Night: Theme and Variations,” European Studies, Vol. xiii 1983, 

Science History,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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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信仰不容許他神存在，除了天主以外的神在當時皆被貶為惡魔，連帶著異教

信仰也成了撒旦崇拜，自其他神祇手中獲得力量，也被認為是自惡魔處獲得了力

量。因此，非基督宗教體系的一切民間信仰才容易被指控與女巫、惡魔有關。然

而，至此為止或許女巫不會遭受如此嚴重的迫害。中世紀由於戰亂，人民朝不保

夕，顛沛流離，信仰成了人民唯一的心理支柱，教會權力逐漸大過世俗君王，掌

控了整個歐洲，權力越大伴隨而來的是無止境的爭權奪利，教會開始排除異己，

試圖統治整個歐洲，伴隨著宗教狂熱、巫術陰謀論、與宗教改革等一連串衝突，

女巫以及異教信徒們成為了衝突下的犧牲者，再加上氣候異常、疾病肆虐，於是

被認為是邪惡化身的女巫成了最好的代罪羔羊。或許，女巫與異教信徒們不幸的

是成為大環境、宗教、與人們偏見下的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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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哈茨山觀光現況 

 在探討過哈茨山的傳說、歷史與觀光理論後，要來看現今哈茨山的觀光現況。

此章將會首先介紹詩人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在 1824 年於哈茨山徒

步旅行後寫下的《哈爾次山遊記》205，經由 19 世紀普魯士人的角度來了解當時哈

茨山的樣貌。再描述筆者在 2015 年時造訪當地幾個哈茨山下的小鎮的樣貌，並著

重於與傳說和女巫相關的景點。再以當地取得的哈茨地區觀光手冊、觀光官方網

站以及網路上的旅遊文章來綜觀哈茨地區的各式觀光景點。 

 

第一節 〈哈爾次山遊記〉(Die Harzreise) 

海涅在 1824 年 9 月和 10 月間作了兩個月的徒步旅行。他從哥廷根(Göttingen)

出發，經過哈茨山、哈雷(Halle/an der Saale)、耶拿(Jena)到了威瑪(Weima)，在威瑪

他會見了歌德，又從威瑪經過哥達(Gotha)、卡瑟爾(Kassel)回到哥廷根，在當時他

是哥廷根大學的學生。而哈茨山從 18 世紀起就已成為供人遊覽的風景區，現在是

德國民眾休憩的好地方206。 

在〈哈爾次山遊記〉裡提到，1824 年在〈哈爾次山遊記〉刊登之前，德國有

一位作家尼曼寫了一本《哈爾次山遊行手冊》，內容含括山的高度、磁針角度、城

市負債等相關確切數據，但海涅不滿意於此書的枯燥乏味，兩年後 1826 年於柏林

〈伴侶〉雜誌另發表此篇遊記，文中以浪漫抒情又帶點諷刺時事的筆觸書寫這兩

個月間行走在哈茨山地區看見的風景與人事物，夾雜有感而發的詩句。在文章中

提到登上哈茨山的情景： 

 

……按著太陽的位置是正午了，我遇到一個這樣的牧群，牧童是一個

和藹的金髮少年，他向我說，我站在它的山腳下的這座大山便是古老的、

                                                      
205

 這裡馮至將 Harz 翻譯為哈爾次山，與筆者的翻譯哈茨山不同，但仍是指同一個地區。 
206

 Heine, C. J. H. 著，馮至譯，《馮至全集》〈哈爾次山遊記〉(Die Harzreise)(河北：新華，1999)，

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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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聞名的布羅肯207。 

……當瓦爾普吉斯之夜女妖們騎著帚柄和糞叉走來，荒唐無恥的狂

歡正開始時，這些石塊或許是魔鬼們互相拋擲的球，這情景正如迷信的

保母所述說，而且在雷至畫師美麗的《浮士德》插圖裡也可以見到。 

……事實上，若是登上布羅肯的上半，便不由得不想到許多可笑的

布羅肯山的故事，尤其要想到關於浮士德博士偉大的、神秘的、德國的

民族悲劇。我總覺得，好像有馬蹄傍著我向上攀行，並且有人在詼諧地

喘氣。我相信，就是梅菲斯特登上他所鍾愛的山，也得費力喘氣。這是

一條非常使人疲倦的路，可是當我最後看到思慕已久的布羅肯旅舍時，

我卻快樂極了208。……。事後我又在布羅肯峰上散步；因為那裡從不會

完全黑暗。霧也不濃，我觀看那人們稱為妖女祭壇和魔鬼講台的兩座山

丘的輪廓209。 

 

由此可知，在 19 世紀德國人的眼中，哈茨山和布羅肯峰是古老且非常出名的。

山上的景點如女巫祭壇和魔鬼講台和魔鬼、女巫、女巫之夜及其他許多傳說也已

廣為人知，而有關歌德的《浮士德》中這自德國民間傳說延伸的故事，鑒於歌德

與海涅為同時代的人，又海涅在徒步旅行中還特地到威瑪特地會見歌德的事實，

詩人海涅欣賞歌德的作品是以知曉此篇當代文學鉅作，但歌德的《浮士德》未必

已廣被普通德國民眾知曉。 

在文中藉由〈布羅肯紀念冊〉，這一本放在布羅肯旅舍中提供給過路旅客寫下

心情與日記的一本冊子得知，除了各種傳說，人們千辛萬苦徒步登上布羅肯峰的

另一個重要目的是賞日出與登山望遠： 

                                                      
207

 Heine, C. J. H. 著，馮至譯，《馮至全集》〈哈爾次山遊記〉(Die Harzreise)(河北：新華，1999)，

頁 236。 
208

 ibid, p. 240. 為了讓讀者更容易理解，筆者修改了這一段譯者對瓦爾普吉斯之夜和梅菲斯特的翻

譯，原譯為「瓦爾普爾基斯之夜」與「靡非斯托」。 
209

 ibid,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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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所謂的〈布羅肯紀念冊〉，所有登山的旅客都把他們的姓名寫在

裡邊，大部分人還添注一些感想，在沒有感想時，就書寫他們的情懷。……

這裡敘述日出的莊嚴燦爛；那裡抱怨壞天氣、失望的期待和妨礙一切遠

景的沉霧。「迷霧濛濛地上來，迷霧濛濛地下去！」是一句這裡被無數人

引用的成為俗套的趣語210。 

 

海涅也在清晨時被旅舍主人喚醒看日出，可惜的是，他抵擋不住對早餐的思

念，在朝日尚未完全升起時便下了樓。雖然詩人並未親眼見到日出時壯麗的景色，

但仍然藉由瑞士人的口完整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瑞士人紅脹著臉走進來，他充滿興奮，講說他在望樓上享受的壯麗景

色，太陽純潔寧靜的光是真理的象徵，它和夜的濃霧戰鬥，看來有如一場

神靈的征戰，憤怒的巨人伸出他們的長劍，甲冑的騎士騎著高大的駿馬趕

來，戰車、飄揚的旗幟、奇異的獸體從最粗暴的混戰裡出現，直到最後一

切都在最瘋狂的怪像中蜷縮在一起，逐漸蒼白地消失了，幻散得毫無痕跡

211。 

 

文中尚提到少女伊爾賽的傳說，海涅稱其為伊爾賽公主，因為這個傳說，海

涅在離開哈茨山後與途中相遇的同鄉們跟著嚮導前往伊爾賽堡(Ilsenburg)，在旅途

中，詩人海涅被美景所感動也寫下一首與伊爾賽公主相關的詩，以下為文中一段

對少女伊賽爾傳說的描述。 

 

正如自然由於地勢和形狀用奇異的美景裝飾伊爾賽石巖一般，傳說

                                                      
210

 Heine, C. J. H. 著，馮至譯，《馮至全集》〈哈爾次山遊記〉(Die Harzreise)(河北：新華，1999)，

頁 258。 
211

 ibid, p.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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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那上邊注射它玫瑰的色彩。郭特沙可寫道：「人們說：這裡有一座魔

宮，豐富而美麗的伊爾賽公主住在裡邊，她如今還天天早晨在伊爾賽河

裡洗澡：誰若是有福氣，遇到那恰好的時刻，誰就被她引到石巖上她的

宮殿裡，得到國王一般的享受。」另外有一些人關於伊爾賽小姐和威斯

敦卑爾格騎士的愛情講述一段美好的故事，我們最熟識的詩人中有一位

曾經浪漫地在晚報裡歌詠過。又有一些人說法不同：那是薩克遜地亨利

皇帝，他同伊賽爾，這美麗的水妖，在她魔術地巖堡中享受過最有帝王

風味的時刻。 

 

途中海涅行經戈斯拉爾，他提到市集廣場內有個噴水池，底部的銅製水槽傳

說是魔鬼的贈禮。實際上根據戈斯拉爾的觀光網站簡介，如圖 9 所示，這個哥戈

斯拉爾市集廣場(rund um den Markt )中央的象徵－噴水池，它的底部水槽為 12 世

紀最大的羅馬式青銅鑄器，13 世紀在其上新增金色的雄鷹雕塑－也是戈斯拉爾的

象徵，18 世紀又為雄鷹戴上一頂皇冠212。 

 

戈斯拉爾的名子是這樣好聽，和它聯繫著這樣多古代的帝王的回憶，

使我期待著看到一座莊嚴壯麗的古城。但是當我在近旁觀看那些名勝時，

也不過如此！我看見一座小城，街道多半是狹窄、迷亂而彎曲的，一條

小水，大概是哥塞河，在街道中間穿流，腐敗而潮濕，有一條石道，坎

坷不平的有如柏林的「六腳韻詩」。……。城內的市場不大，中央有一個

噴水池，水注入一個大銅槽裡。起火時在那裏敲幾下；它發出一種洪大

響亮的聲音。人們不知道這個銅槽的來歷。有些人說，魔鬼有一回在夜

                                                      
212

 來源自戈斯拉爾官方觀光網站：

https://www.goslar.de/tourismus/geschichte-erleben/rund-um-den-markt/31-marktplatz-und-marktbrunnen(最後

檢索日期 02.20.2017) 

 

https://www.goslar.de/tourismus/geschichte-erleben/rund-um-den-markt/31-marktplatz-und-marktbru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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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把它放在市場中央。那時候人還糊塗，魔鬼也糊塗，他們互相送禮213。 

 

 

圖 9，戈斯拉爾中央廣場上的噴水池。 

 

第二節 奎德林堡 Quedlinburg 

 奎德林堡位於哈茨山麓北部，自 1994 年 12 月奎德林堡的老城區、城堡和協

同教堂(Stiftskirche)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老城區的特色為半木桁架建築

(Fachwerkhaus)和石板鋪面，如圖 10-2，房子外牆的木架構為半木桁架建築的特色。

奎德林堡在二戰時屬於東德，因躲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成為歐洲保存中

世紀和文藝復興建築最完善的城市之一，城市內至少存有五個不同世紀的半木桁

架建築，其中最古老的可追溯到 14 世紀，也是德國最古老的建築之一，在老城區

的外圍有著 19 世紀晚期到 20 世紀初期的新藝術(Jugendstil)建築典範。 

                                                      
213

 Heine, C. J. H. 著，馮至譯，《馮至全集》〈哈爾次山遊記〉(Die Harzreise)(河北：新華，1999)，

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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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奎德林堡老城區廣場。 

 

圖 10-2，奎德林堡半木桁架建築。 

 

第三節 韋爾尼格羅德 Wernigerode 

韋爾尼格羅德座落於哈茨山腳下，位於霍特美河(Holtmme)和欺里爾巴荷斯河

(Zillierbach)的匯流處，並隨其延伸入哈茨山谷。因其城市中色彩多樣的半木桁架

式建築，在 1929 年時德國詩人 Hermann Löns 到訪此地後，寫下詩盛讚其為哈茨

山腳下的彩色小城(Die Bunte Stadt am Harz)，直至今日韋爾尼格羅德觀光當局也將

之當作官方宣傳標語，如圖 11-1 的韋爾尼格羅德觀光手冊封套，封面即印有

「Wernigerode tourismus. Die Bunte Stadt am Harz(韋爾尼格羅德觀光局，哈茨山腳

下的彩色小城) 」的一行字。其半木桁架式建築雖不如奎德林堡保存良好、具有豐

富歷史而被列為聯合國文教組織遺產，但因其建造時間較晚而另有較為現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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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的風味。如果奎德林堡可被比喻作一位充滿復古風情的古典美人，那韋爾尼格

羅德就是不失典雅卻年輕活潑的小美人，如圖 11-2 韋爾尼格羅德街道上各有特色

的房屋。 

有趣的是，有一則關於 Wernigerode 名稱由來的傳說214，並未被當地觀光局寫

入觀光手冊或觀光網站上。很久以前，韋爾尼格羅德城堡曾經住著三個兄弟，他

們的姓氏為沃夫岡(Wolfgang)，被稱為盜賊伯爵而被整個國家所畏懼，因為他們時

常穿紅色的衣服，而這件事也流傳到整個國家被知曉。如果有人想到那個區域去，

他會被勸告說：「Ik werne jü vör de roden.」(德文：Ich warne dich vor den roten. 我

建議你別穿紅的)。而這也漸漸成了韋爾尼格羅德的名字。 

 

圖 11-1，韋爾尼格羅德觀光手冊封套，封面印有「Wernigerode tourismus Die 

Bunte Stadt am Harz」。 

 

圖 11-2，街道上色彩各異的半木桁架式房屋。 

                                                      
214

 Johann Georg Theodor Grässe. Sagenbuch des Preußischen Staats: Eester Band, Der Name von 

Wernigerode (Berliner, 2014), 

<http://www.zeno.org/Literatur/M/Gr%C3%A4sse,+Johann+Georg+Theodor/Sagen/Sagenbuch+des+Pre

u%C3%9Fischen+Staats/Erster+Band/Der+Harz/555.+Der+Name+von+Werniger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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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街道上的女巫相關商店 

在韋爾尼格羅德的大街上，雖不是女巫節節慶期間，四處仍然可以見到不少

女巫相關商品與裝飾，如圖 12-1 用以吸引目光、招攬生意的女巫人偶。但大部分

多是在商品上印上女巫圖樣，或販賣些女巫周邊小物，如圖 12-2、12-3 與 12-4，

幾乎沒有與女巫更深層的文化相關之商品與商店。 

 

圖 12-1，街道上騎在摩托車上的女巫人偶，用以廣告宣傳。

 

圖 12-2，路邊商店販賣的女巫布偶鑰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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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12-4，印上女巫圖樣的酒瓶與其他紀念品。 

 

二、韋爾尼格羅德城堡(Schloß Wernigerode) 

 韋爾尼格羅德城堡座落於山上俯瞰著整個韋爾尼格羅德，在城市內只要抬頭

就幾乎都能在山頂上找到城堡，如圖 13-1、13-2 的街道照片。 

圖 13-1、13-2，自不同地點都能看見韋爾尼格羅德城堡。 

 

韋爾尼格羅德城堡建於中世紀，歷經多次修建，16 世紀重建為文藝復興風格，

到了 19 世紀逐漸改建為具有新哥特式豪華風格代表性的城堡215。站在城堡前庭廣

場上能瞭望整個韋爾尼格羅德城與哈茨山山腳，如圖 14-1 可以看見韋爾尼格羅德

城中成片紅色屋頂的小巧房屋，這也是韋爾尼格羅德「童話小鎮」名稱的由來之

一。 

                                                      
215

 摘錄自韋爾尼格羅德觀光手冊。 

 



75 
 

  

圖 14-1，自城堡向下俯瞰的景色。 

 

圖 14-2，韋爾尼格羅德城堡官方網站的城堡全圖。 

 

 12 世紀初，韋爾尼格羅德城堡被建造成一個確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前往哈茨

山狩獵路徑的中世紀城堡。從 1930 年開始，城堡部分開放參觀，展示了 19 世紀

德國伯爵階層的生活樣貌，成爲見證韋爾尼格羅德伯爵家族歷史的博物館。此外，

城堡經常舉辦活動、研討會，中央露臺更是經常上演戶外劇場及音樂會，也常成

為民眾舉辦婚禮、宴會的場地216，而到了每年重要的女巫節五月一號時，也會有

「城堡-瓦爾普吉斯」(Schloß-Walpurgis)活動，當天在城堡露臺舉辦中世紀市集，

並有適合闔家觀賞的騎士對戰表演。自 1998 年開始，韋爾尼格羅德城堡致力成為

德國第一個 19 世紀(1803-1918)的藝術與歷史文化中心217。 

                                                      
216

 北德傳奇 哈茨山的隱士 韋爾尼格羅德部落格 http://blog.udn.com/kuopaiyen/37585985 (最後檢

索日期 12.13.2016)。 
217

 韋爾尼格羅德城堡官方網站 http://www.schloss-wernigerode.de/ihr-besuch/zur-geschichte/ (最後

檢索日期 12.13.2016)。 

 

http://www.schloss-wernigerode.de/ihr-besuch/zur-geschic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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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韋爾尼格羅德城堡中央露臺218。 

 

圖 15-2，城堡內裝飾的瓦爾普吉斯活動照片。 

 

三、城堡區的女巫時鐘(Hexenuhr)小店 

在韋爾尼格羅德城堡旁有一間特別的小店，女巫時鐘。整間商店販賣的都是

與女巫相關之商品，如女巫玩偶、女巫明信片、貓頭鷹與玩具匕首等。除此之外，

顧名思義的每當特定時間一到，如圖 16-2，一尊女巫玩偶將如布穀鳥時鐘般出現

在商店外牆上報時。 

                                                      
218

圖片來源：韋爾尼格羅德城堡官方網站

http://www.schloss-wernigerode.de/ihr-besuch/zur-geschichte/ (最後檢索日期 12.13.2016)。 

 

http://www.schloss-wernigerode.de/ihr-besuch/zur-geschichte/


77 
 

 

圖 16-1，女巫時鐘店外所展示的商品。 

 

圖 16-2，女巫時鐘外牆及報時女巫。 

 

四、舊市政廳 

舊市政廳建於中世紀，位於小城的市中心，前方就是市集廣場，新市政廳位

於舊市政廳的後方，也是韋爾尼格羅德觀光局辦公處所在。舊市政廳前的市集廣

場是小城舉辦活動的中心，每個周末市集廣場上會有市集，一年一度的聖誕市集

也會在此揭幕，許多大型的音樂表演也會在此上演，其中活動中最知名的便是一

年一度的城堡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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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廣場中央的舊市政廳。 

 

圖 17-2，市集廣場上的假日市集。 

 

第四節 塔勒 Thale 

 塔勒同樣位於哈茨山腳下，自塔勒搭乘纜車可到達布羅肯峰上知名的女巫跳

舞之地，傳說女巫之夜時，女巫就是在此與惡魔狂歡。在塔勒街上豎立著幾座神

話傳說的角色雕塑，昭示著此處的奇幻氛圍。此外，女巫跳舞之地上有著一座塔

勒動物園，和一座專門演出奇幻類戲劇的露天開放式劇院(Berg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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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塔勒街上的傳說人物「山僧侶」的雕塑。 

 

圖 18-2，塔勒街上的北歐傳說中的尼德霍格龍。 

 

一、女巫跳舞之地(Hexentanzplatz) 

女巫跳舞之地是傳說中女巫之夜女巫們聚會的地點，現在已完全是個以女巫

為主題的觀光景點，路上充滿與女巫相關的商品或招牌，連販賣啤酒的小店也將

自己取名為女巫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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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小攤販女巫啤酒。 

 

圖 19-2，販賣印有女巫圖樣 T 恤的小店。 

 

傳說中女巫狂歡的廣場中央立有女巫與惡魔的三尊雕塑，雕塑充分展現德國

人對傳說中女巫與惡魔的想像，女巫為年老、醜陋及有個標誌性的鼻子，惡魔有

著羊角與馬蹄，或是能化為獸型。附近尚有一座瓦爾普吉斯會堂(Walpurgishalle)。 

 

圖 20-1，女巫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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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2，惡魔雕塑。 

 

圖 20-3，另一尊惡魔雕塑。 

 

二、瓦爾普吉斯會堂 Walpurgishalle 

 瓦爾普吉斯會堂為 1901 年時 Hermann Hendrich 和 Bernhard Sehring 所建造，

為古老的日耳曼風格建築，並在同年開放參觀，現今成為一座博物館。建築由

Sehring 依照 Hendrich 的想法所設計，內部展示的五幅歌德筆下《浮士德》女巫之

夜的繪畫則由 Hendrich 所繪，這五張繪畫分別是：鬼火舞(Irrlichtertanz)、瑪門洞

穴(Mammonshöhle)、女巫之舞(Hexentanz)、風的新娘(Windsbraut)和最後一張，格

雷琴的樣子或稱為格雷琴的悲劇 Gretchenerscheinung (Gretchentragö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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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鬼火舞。 

 

圖 21-2，瑪門洞穴。 

 

圖 21-3，女巫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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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風的新娘。 

 

圖 21-5，格雷琴的樣子(格雷琴的悲劇)。 

 

第五節 Schierke 

 位於哈茨山布羅肯峰上的 Schierke 是屬於小城韋爾尼格羅德中的一個小區，

可搭乘哈茨窄軌列車抵達，是最接近布羅肯峰的休閒景點。為來到哈茨山、或是

哈茨國家公園享受健行、山地自行車或是滑雪的度假者們提供了休憩與住宿服務

219，其他當地舉辦的觀光活動有 4/30 的女巫之夜、Schierke 的夏日音樂節(Der 

Schierker Musiksommer)、冬季運動週(Die Wintersportwochen)。近年來當地觀光局

為了進一步提振觀光，在 Schierke 舉辦新創的節日—奇幻節慶。 

 

                                                      
219

 資訊來源自韋爾尼格羅德官方觀光網站：

http://www.wernigerode-tourismus.de/sehenswertes/schierke-am-brocken/ortsteil-schierke.html(最後

檢索日期 02.03.2017) 

 

http://www.wernigerode-tourismus.de/sehenswertes/schierke-am-brocken/ortsteil-schierk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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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奇幻節慶 Festival Fantasia 

第一屆舉辦於 2015 年 7 月 25 到 26 日，為當年當地觀光局新創的節日。節目

內容包括面向孩童的巨龍回歸劇場，勇敢的騎士將打敗巨龍找到寶藏，如圖 22，

是劇場演出中騎士與巨龍決鬥的畫面。觀客中有半數以上皆是帶著孩童參與的家

長，其餘主要是穿著各種奇幻角色服裝的奇幻故事愛好者。 

 

圖 22，劇場中騎士與巨龍爭鬥的場面。 

 

節目中尚有音樂、舞蹈演出，說書形式的表演，其中的共通點是，節慶中的

任何員工，不論是表演者或單純的飲食販售小販皆穿著奇幻、或中古世紀的服裝，

如圖23-1，為販賣酒類與醃製品穿著奇特綠色毛茸大衣的攤主與上前攀談的觀客。

同樣的，主辦單位也邀請觀客打扮成奇幻世界的角色來同樂，如圖 23-2，為場內

扮演女巫最傳神的觀客與其友人，臉上的妝容與女巫標誌的鷹勾鼻，胸前的神秘

吊飾與蛇形裝飾，還有裝出來的駝背，都將女巫這一角色演繹的維妙維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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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一家酒類與醃製品的小販。 

 

圖 23-2，打扮成女巫的觀客。 

 

第六節 哈茨地區觀光景點 

 在上述的文化觀光景點以外，哈茨山尚有其他類型的景點。統整觀光手冊以

及官方觀光網站後可得知哈茨地區的觀光景點主要分為三大類：自然觀光、文化

觀光、運動觀光。雖然區分為三大種類，但事實上各景點多有重疊、相混的情況，

如下圖表 1 所示。例如屬於自然觀光景點的哈茨山國家公園內可供健行、登山等

運動觀光活動，在健行、登山的同時可選擇女巫步道進行，同時欣賞沿路有關女

巫的傳說景點。如 Busby 和 Klug 所說，觀光是複雜的，典型的觀光行為是觀光客

努力的去滿足自己的多種需求220。是以雖然試著將景點類型分類，但我們仍無法

清楚界定其中的界線。 

 

表 1，哈茨山觀光類型。 

                                                      
220

 Busby, G, & Klug, J., “Movie induced tourism: the challenge of measurement and other issues”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Vol. 7, No. 4, October 2001, p.329. 

文化觀光 

自然觀光 運動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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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觀光景點 

在《生態旅遊》一書中引用 Litvin 所言:「自然觀光(Nature-Based Tourism)範

圍包含冒險觀光(adventure tourism)、生態觀光(ecotourism)、另類觀光(alternative 

tourism)、教育觀光(educational tourism)、反傳統式的觀光(anti-tourism)、永續觀光

(sustainable tourism)、負責的觀光(responsible tourism)，以及其他許多不同的戶外

活動類型，但不包含大眾觀光。換言之，它是一個集合名詞，包含大範圍的環境

相關旅遊主題。」221雖然自然觀光包含如此大範圍的觀光種類，但本文與哈茨山

相關的討論，只會談到其中的生態觀光。 

生態觀光的定義，各家說法多少有些不同。Honey 定義生態觀光是「到一個脆

弱原始且受保護的地區旅遊，力求最低和最小範圍的衝擊。」除此之外，他也加

入一些個人看法，認為生態旅遊可以協助教育遊客、為保存自然資源提供資金、

對於當地社區經濟發展有直接獲益，以及促進對不同文化和人權的尊重。222

《Nature-based Tourism and Conservation》223則引用 Hector Ceballos-Lascurain 的定

義: 「觀光涉及到相對未受干擾與污染的自然地區旅行，並具有學習、欣賞和享受

風景、野生動植物以及在這塊區域發現的任何文化表現形式(過去和未來)。」224。 

綜上所述，學者們大致同意生態觀光為到一個原始、未遭受汙染、被保護的

自然區域旅遊，並具有教育遊客的功能。哈茨山上部分的自然觀光景點，就屬於

典型的生態觀光，如哈茨國家公園、綠化帶、自然公園等。 

哈茨國家公園(Nationalparks Harz)
225

 

河流、沼澤、和山林提供給豐富的動植物們合適的棲息地，在管理國家公園

上，保護自然與格言「順其自然」(let nature be nature)是中心思想。在現今的哈茨

                                                      
221

 Page, S. , Doling, P. 著，郭乃文等合譯，《生態旅遊》(Ecotourism)(台北:五南，2006)，頁 65。 
222

 Honey, M.著，李麗雪等譯，《生態觀光˙永續發展》(Eco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o 

Owns Paradise?)，頁 76。 
223

 Clem Tisdel and Clevo Wilson, Nature-based Tourism and Conserv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2, 7-8. 
224

 原文：Tourism that involes travelling to relatively undisturbed or uncontaminated natural areas with 

the specific objective of studying, admiring and enjoying the scenery and its wild plants and animals, as 

well as any existing cultural manifestations(both past and present) found in these areas. 
225

 原文出自當地觀光手冊：Harz: Germany’s hidden treasure - where fairy tales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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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裡，24,700 公頃的自然保留區裡有稀有、重新復育的物種棲息著。保護

野生動物與大自然是哈茨國家公園的重要目標。在公園裡，遊客可以發現當地物

種如野豬、紅鹿、西方狍(又稱麆鹿)和豐富的鳥類生態，其中包含黑啄木鳥和環頸

鶇，如果非常幸運甚至還能瞥見一眼斑貓或是猞猁(也稱山貓)。 

充滿歷史傳說以及神話的布羅肯峰即處於國家公園上。高度達 1143 公尺，是

德國北部的最高峰。在以前，東西德的邊界曾將哈茨國家公園分為兩半，在冷戰

時期，也曾被蘇聯軍和東德秘密警察「Stasi」架設監聽站，用以監聽西方的無線

電通信。除此之外，《浮士德》塑造的女巫傳說與特殊的布羅肯奇景也是旅客們造

訪布羅肯的目的。 

此外另有許多步道，較有名的像是哈茨女巫步道(Harzer-Hexen-Stieg)、歌德之

路(Goetheweg)和惡魔牆步道(Teufelsmauerstieg)可讓觀光客走過各種傳說、奇幻景

點。94 公里的哈茨女巫步道自西邊的奧斯特羅德(Osterode)延伸到東邊的塔勒。全

程長九公里的歌德之路自 Torfhaus 延伸至布羅肯山頂，而沿著惡魔牆步道行走可

沿途欣賞綿延 30 公里，傳說中惡魔所建造的惡魔牆峭壁。 

綠帶(Grünes Band) 

綠帶有著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德國的綠帶全長 1400 公里，如圖 24 所示，地

圖中央直切半個德國的粗線即是綠帶。這裡曾經是世界上最長的東西德邊界，佈

滿了城牆、瞭望台與地雷。在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後，德國的保育團體隨即設立

保護區確保此地許多受威脅的物種受到保護。歐洲綠帶(European Green Belt)的點

子發起於 2004 年，歐洲各國承諾將綠帶當作歐洲歷史的紀念，現今已擴張到橫跨

全歐洲，包含 150 個自然保護區、橫跨 23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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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德國的綠帶。 

 

地質公園(Geopark) 

包含哈茨自然公園(Naturpark Harz)、南哈茨自然公園(Naturpark Südharz)、南

哈茨喀斯特地形生態保護區(Biosphärenreservat Karstlandschaft Südharz)、和國際認

證的地質公園 Geopark Harz Braunschweiger Land. Ostfalen。因為擁有一段豐富的採

礦歷史，哈茨山地理被研究的非常透徹，也可以看到許多博物館與歷史礦洞。南

哈茨喀斯特(Karst)地形生態保護區，擁有全歐洲最顯著的喀斯特地形之一，包含多

樣的景象，此地在 2 億 5 千萬年前曾是熱帶海洋，現今被一片白木海葵地毯所取

代。 

 

二、運動觀光景點 

哈茨除了擁有非常豐富的自然生態，同時也非常適合戶外活動，是在德國極

受歡迎的假日休閒去處，當地觀光局提供了許多運動選擇給予喜愛運動的遊客。

以活動類型可主要區分為山地與陸地、水上及適合兒童進行的幾種活動。 

山地與陸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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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茨山上主要最受歡迎的運動有健行、登山、山地自行車(Mountain-biker)

等活動，哈茨是德國北部最好騎山地自行車的區域，為歐洲最大的自行車公園之

一。擁有自短到長，簡單到極限、標示良好的登山路徑。另外在哈茨山上最有名

也最長的步道是哈茨女巫步道(Harzer-Hexen-Stieg)，步道總長度約為 100 公里，沿

途充滿了女巫、童話與傳說等故事。另外有惡魔牆步道(Teufelsmauer-Stieg)，可徒

步沿路欣賞傳說中惡魔留下的惡魔牆。 

 除了上述幾個較廣泛的戶外運動，哈茨還提供了其他許多活動，比如 攀岩、

滑雪與其他雪上活動、直升機與熱氣球，甚至騎馬、射箭、室內與室外高爾夫、

網球，還有天空繩(Skyrope)，天空繩為一種行走於 4 到 10 公尺高度繩子上的平衡、

挑戰極限運動。 

水上活動 

哈茨擁有未受汙染的自然美麗湖景、河流與水庫。在夏日溫暖的季節，哈茨

森林中的露天泳池、湖水也是非常受歡迎的景點，划獨木舟、釣魚與其他水上活

動都是非常受遊客歡迎的活動。 

兒童活動 

哈茨也非常適合家庭出遊，不管是青少年或是幼兒都有適合的戶外活動。塔

勒的女巫跳舞之地與 Schierke 上有孩子們最喜愛的戶外活動落山雪橇(Rodelbahn 

or Harzbob)。這是一種如雪橇一般坐在特製小車上沿著軌道自高處向下滑的戶外活

動，不同於雪橇這種活動在非冬天的日子裡也能進行。 

 

三、文化觀光景點 

除了上面提到的景點以外，哈茨山還有許多文化觀光景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景點 

哈茨地區也擁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指定的世界遺產，如戈斯拉爾的拉默爾

斯貝格(Rammelsberg)礦山和上哈茨的水利工程(Oberharzer Wasserregal)、舊城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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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堡和路德市艾斯萊本(Lutherstadt Eisleben)。 

戈斯拉爾的拉默爾斯貝格礦山在 1992 年被認定為世界遺產，是德國第一件被

認證的工業遺址，在 2010 年上哈茨水利工程加入拉默爾斯貝格礦山的遺產列表，

該水利系統主要用來協助採礦。這套系統最初由中世紀熙篤會(Cistercenses)僧侶建

成，16 世紀到 19 世紀進一步被大規模開發，由人工池塘、小通道、隧道及地下水

渠組成，建造目的是協助進行採礦和冶金，是西方世紀採礦的重要革新遺址。自

1000 年前自拉默爾斯貝格礦山開採的豐富礦石：銀、鉛、銅、鋅等曾經為戈斯拉

爾現在歷史氛圍濃厚的舊城區帶來輝煌歲月。 

奎德林堡是德國國家的發源地，在神聖羅馬帝國的薩克森王朝(Die 

Liudolfinger)時期是東法蘭克公國(Ostfränkisches Reiches)的首都，自中世紀開始就

一直是一個繁榮的貿易市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奎德林堡形容為「中世紀歐洲

小鎮的非凡典範」。在 1994 年因城堡、協同教堂和舊城被登錄為世界遺產。擁有

充滿歷史的狹窄鵝卵石街道、文藝復興式的市政廳與羅蘭雕像座落於市集廣場、

羅馬式院教堂、舊城堡以及自第八世紀以來超過 2000 座的半木桁架建築，羅馬風

格、哥特風格、文藝復興風格和巴洛克風格的建築遍布整座城市，形成奇特的建

築景觀。 

 

圖 25，奎德林堡舊廣場。 

 

路德市艾斯萊本為新教改革運動修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出生與生活的地

方，他於 1483 年出生、1546 年去世於路德市艾斯萊本。該地在 1996 年因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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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馬丁路德與其信徒的紀念館建築群與維滕貝格市(Wittenberg)一起被登錄為世界

遺產，紀念館建築群包括馬丁路德出生與去世時的住所、當地講道教堂以及 1517

年他提出的著名的與贖罪券相關的《九十五條論綱》時的城堡教堂等。 

哈茨山礦區 

哈茨曾經是德國最重要的礦區其中之一，蘊藏豐富的礦產。在 16 至 19 世紀

幾乎全德國一半的銀礦皆來自哈茨礦區。除了拉默爾斯貝格礦山被指定為聯合國

世界遺產外，位於巴特格倫德(Bad Grund)的一座山洞裡的博物館

Höhlen-Erlebnis-Zentrum Iberger 也是著名的礦區景點，其展示了全世界最古老，自

三千年前開始一支家族的故事。松德爾斯豪森(Sonderhausen)最大的礦區則提供多

種冒險活動，可以在 700 公尺的地下打保齡球，乘船跨越鹽湖，並透過 36 公尺的

滑坡直達最底層。除此之外哈茨也有許多礦業博物館供遊客探訪。 

哈茨窄軌列車(Harzer Schmalspurbahnen) 

哈茨窄軌列車擁有德國最大的窄軌鐵路網絡，並在 1972 年被指定為歷史遺產。

最古老的一輛列車自1897年開始行駛，鐵路連接韋爾尼格羅德、北豪森(Nordhausen)

和奎德林堡三個城市，並可抵達哈茨山的最高點布羅肯峰。 

 

圖 26，哈茨窄軌列車月台。 

城堡與教堂 

哈茨曾是信仰與政治權力中心，因此在哈茨留下許多城堡與教堂與建於奧托

王朝時的修道院與僧侶院，除了韋爾尼格羅德城堡之外，尚有許多城堡。其中，

位於戈斯拉爾的歷史皇帝宮殿被認為是歐洲保存最好、最古老的世俗建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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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宮殿建於 11 世紀的神聖羅馬皇帝亨利二世。 

其他女巫、惡魔傳說相關景點 

沒有其他任何一座山像布羅肯峰一般，與女巫、惡魔之類有如此密切的連結，

除了上面介紹的與女巫、惡魔相關的景點外，尚有哈茨女巫步道和惡魔牆步道，

和狀似女巫祭壇(Hexenaltar)和惡魔講壇(Teufelskanzel)的兩塊岩石，如圖 26。 

 

圖 27，布羅肯峰上的女巫祭壇與惡魔講壇岩石。 

 

 女巫祭壇和惡魔講壇為兩塊位於布羅肯峰頂的花崗石。據說在 1777 年的冬天，

當歌德在布羅肯峰山頂見到女巫祭壇、惡魔講壇，他為這兩塊神奇的石頭著迷，

並得到《浮士德》中女巫之夜場景的靈感226。 

 惡魔牆步道全長 30 公里左右，自東南部的巴倫斯特(Ballenstedt)延伸到西北部

的布蘭肯堡(Blankenburg)。惡魔牆(Teufelsmauer Naturpark)是德國最古老的國家公

園之一，國家公園內棲息著稀有的動植物，和傳說中惡魔留下的砂岩峭壁。因為

其神奇的自然景觀，也是十分受健行者歡迎的景點。 

 哈茨女巫步道自東到西全長 97 公里，橫跨整個哈茨山，是哈茨健行徽章系統

的其中一條路徑。為哈茨觀光協會(Harzer Tourismusverband e.V)、哈茨俱樂部

(Harzklub e.V.)合作的一個計劃，其標記出哈茨山上的重要地點，包含風景名勝、

                                                      
226

 哈茨景點網站。(最後檢索日期 03.16.2017) 

http://www.ausflugsziele-harz.de/ausflugsziele-sehenswertes/natur-nationalpark/teufelskanzel-hexenalt
ar-brock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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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文化和歷史景點，讓徒步旅行者能更了解哈茨山的豐富多樣性。如

下圖所示，步道自奧斯特羅德(Osterode)橫穿布羅肯峰到達塔勒。 

 

圖 28，哈茨女巫步道途經地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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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故事對哈茨山觀光景點的塑造 

 要如何說明故事－包含神話、出版文學、童話等形式對觀光景點的塑造，似

乎是一件困難的事，也無法單純的用一個理論說明。在這一章節，筆者試圖透過

文學觀光、意象(image)、品牌、觀光符號等多方面理論來一步步分析，並借用文

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s)理論來說明神話、當地居民與觀光客對觀光景點的塑

造。 

 

第一節  從神秘的自然環境到文化地景 

 綜合文獻回顧中與景點塑造相關的理論，筆者整理出以下圖表。                                          

   

    地方意象/目的地意象 (灰色部分) 

                                                       

         符號+           符號+          符號+         灰色與白色合起 

         風景=           風景=          風景=         來為「真實的地方」 

          景點           景點            景點                                        

     地理上的地方 (白色部分)         景點透過神聖化、營造特殊時空氛圍 

         (觀光化) 

地方觀光景點 

    媒體形塑                                          親身到訪後再認識 

引發觀光凝視 

旅客 

 

表 2，景點塑造相關理論關係示意圖。 

 

首先景點本身是自然風景被賦予象徵符號的結果，而地理上的地方是由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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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點組合而成，地方意象則是由無數象徵符號與觀光符號所組成，地理上的地

方與地方意象合起來才是真實的「地方」。而地方意象又是透過媒體形塑或是旅客

親身體驗所認識的目的地意象，媒體與旅客會交互影響地方意象，進而影響真實

地方的塑造。 

另一方面被賦予象徵符號的風景尚需要被「觀光化」才能算觀光景點。「觀光

化」指觀光相關產業人員為旅客指出哪裡值得凝視的相關動作。如通過當地觀光

局為之命名、標上指示牌，被記錄進觀光手冊等神聖化步驟，或是旅行社將之列

入觀光行程等動作。 

 

一、觀光符號 

 由此來看哈茨山被塑造的過程。在最早的時代，傳說尚未流傳於哈茨山之時，

哈茨山為德國北部最高的山脈，擁有幽深、廣袤的森林、豐富動植物、礦產，與

極具特色的大自然風景，如連綿 30 公里的惡魔牆、斷成兩半的伊爾賽岩、形狀怪

異的女巫祭壇與惡魔講壇、與布羅肯峰上高海拔的多霧氣候所產生的布羅肯奇景。

這些原本都只是純粹的大自然恩惠，但在早期多神信仰時代的德意志民族人眼裡，

這些奇特的自然風景激發了他們的想像力與對鬼神的敬畏，ㄧ個個基於特殊自然

景觀的神話傳說被醞釀，經過家族口耳相傳、說書人或是吟遊詩人的整理，最受

歡迎、被傳授最廣的傳說就此流傳下來，然而也因為是口耳相傳，傳說故事多有

出入或版本不一的情況。就此，自然風景被賦予了象徵意義，成為ㄧ個個被賦予

傳說象徵、具有觀光符號的觀光景點。而這些象徵意義的傳播還需要傳播媒介的

幫助。 

 

二、傳播意象的媒介 

 哈茨山的意象塑造過程中的傳播媒介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口傳媒介，藉

由口耳相傳傳播民間傳說故事與神話，傳播範圍最小，只限於哈茨山與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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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是紙本媒介，傳說故事經由格林兄弟或其他作者收集出版，傳播範圍稍

大，最初是整個德語地區，經過其他語言翻譯出版後能傳播到周邊歐洲國家，吸

取傳說故事元素改編的如《浮士德》或是將故事記載於文學作品中的如〈哈爾次

山遊記〉也屬於這個階段。第三階段是近、現代的其他媒介，改編自紙本或口頭

媒介，以哈茨山最聞名世界的傳說女巫之夜為例。自十八世紀末浪漫主義興起，

精靈、女巫等奇幻題材重新回到文學的舞台上，掀起一股風潮，女巫之夜也成為

一個新興、熱門的文學主題，在世界各國都有以之為藍本的文學作品出版。除了

文學，音樂、戲劇、繪畫、漫畫、電影、電視與其他藝術形式也參與了女巫之夜

傳說的傳播。 

 

三、媒體傳播的限制 

 然而透過媒體所傳播的目的地意象容易因為語言隔閡導致資訊流通的限制，

也會受到當地的觀光業者所散布的地方意象影響。以德國當地與台灣比較為例。

如表 3 和表 4，哈茨山觀光景點實際可分為六大類，然而普遍對哈茨山有初步了解

的台灣人可能也只會聯想到女巫一種要素。 

 

表 3，德國當地對哈茨山的意象。 

 

 若是對德國文化有點了解的台灣人可能會知道歌德《浮士德》書中描寫的其

女巫與惡
魔傳說 

礦工與矮
人傳說 

中世紀傳
說 

自然觀光 

運動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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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ㄧ個重要場景為哈茨山，有打算到當地觀光而收集了些景點資料的人，或許會

知道哈茨地區ㄧ年一度的女巫之夜很有名，然而如果是ㄧ般普遍民眾對哈茨山可

能是完全不了解，這是媒體的限制，也是語言的隔閡，是以對德國文化了解不多

的台灣本地227才會將哈茨山的城鎮概括簡化為「巫婆城」228。筆者最初在得知哈

茨山每年 4 月 30 號時會舉行女巫之夜後，在確定研究主題前進行了資料收集，然

而中文所能找到有關哈茨山地區的資料幾乎都與女巫相關，這讓筆者一度認為哈

茨地區是以女巫觀光為主。但是在實際前往當地後發現，當地除了女巫傳說有更

多觀光資源。如當地有不少世界文化遺產，城堡、教堂、修道院、舊城區等豐富

的歷史與文化遺址，而當地除了盛產礦產，早期也盛產巧克力，韋爾尼格羅德觀

光局因此會舉辦一年一度的巧克力節(Schokoladenfestival)，其他也有許多配合文化

遺產舉辦的中世紀活動。除了文化方面，也有許多國家公園與自然保留區等豐富

的自然資源。觀光方面更不是女巫觀光獨占鰲頭，而是許多觀光資源相輔相成，

當地傳說也不只有女巫傳說ㄧ類，另有中世紀國王們的傳說、矮人和其他奇幻生

物的傳說也相當重要。為什麼會造成此一現象是因為地域限制與語言隔閡導致當

地完整的地方意象無法傳播外，更是因為台灣本地的觀光業者為了行銷哈茨山觀

光而只簡化、挑選出其中最有特色的女巫意象進行傳播。這說明了存在語言與距

離隔閡的兩地在地方意象傳播與形塑時是受單一媒體主導的，而這單一媒體很大

的可能都是指觀光業者。 

 

四、歌德的文學地景 

 Busby & Klug 提到地方的建立有很大部分是奠基於虛構的作品229。歌德藉由

                                                      
227

 這裡指的是台灣的旅遊相關業者與本身對哈茨山不了解而單方面接受旅遊業者與網路資訊的民

眾。 
228

 以「巫婆城」三個中文字於網路搜尋皆會得出戈斯拉爾的結果，然而以「Goslar」搜尋卻找不

到任何與「Hexenstadt」或「witch city」相關的稱呼，哈茨觀光手冊內與戈斯拉爾官方網站也皆未

有類似的宣傳標語。 
229

 Busby, G, & Klug, J., “Movie induced tourism: the challenge of measurement and other issues”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Vol. 7, No. 4, October 2001, p.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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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與其影響力對哈茨山地景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這影響中有歌德與其作

品的號召，私人店家的參與，也有觀光局的努力。如布羅肯峰以及哈茨山附近城

市每年都會舉辦的女巫之夜，與哈茨山上的步道歌德之路與女巫步道。歌德之路

是女巫步道的其中一部分，而歌德之路的路徑即是歌德在《Schriften zur Geologie 

und Mineralogie》一書中寫下的他在哈茨山上走過的路徑。其他還有哈茨窄軌列車

的特殊活動－我們的梅菲斯特列車(Unser Mephisto-Express)，服務員們會打扮成女

巫與魔鬼模樣，車廂內也會有相關的特殊活動。還有在布羅肯峰上舉辦的搖滾音

樂會「FAUST - I&II Die Rockoper auf dem Brocken」，下圖為浮士德搖滾音樂會的

宣傳圖，該音樂會以浮士德故事中的女巫與惡魔為主題，演出者畫上惡魔般的妝

容，配上女巫之夜中燃燒的火焰作為搖滾的意象。 

 

圖 29，浮士德搖滾音樂會的宣傳圖。 

 

 影響哈茨山地景的除了歌德外尚有詩人海涅與 Hermann Löns。前者寫下〈哈

爾次山遊記〉，後者詩作中留下經典的一句：「哈茨山腳下的彩色小城(Die Bunte 

Stadt am Harz)」。海涅留給後人探尋他的腳步的可能，也記錄下當時的哈茨山情景

與流傳的傳說。Hermann Löns 的這一句話則成為韋爾尼格羅德最好的招牌，讓人

想到韋爾尼格羅德即聯想到它是個五彩繽紛的小城。 

 以上哈茨山的例子都證實了這段話：這些在文學地景中作家幫助形成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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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神話」成為被廣泛散布的象徵意象與意義。這些「地方神話」可能被旅遊業以

及旅遊推廣者轉換、加強，也可能被訪問它的旅客重新詮釋與改變230。一開始是

歌德作為旅客拜訪哈茨山後寫下文學作品，這幫助當地形成「地方神話」－浮士

德、女巫與惡魔梅菲斯特的故事成為了在哈茨地區被廣泛散布的象徵意象，而這

些意象被當地觀光局加以加強推廣或轉換，也可能在後來在另一位訪客寫下著名

的作品被後重新詮釋與改變。 

 

五、想像世界中的傳說地景 

 據哈茨英文版官方觀光網站的介紹，哈茨山的意象由三大類傳說所塑造：中

世紀皇帝與國王時代、礦工與矮人的地下世界、女巫與惡魔的魔法世界。也就是

這三類傳說塑造了哈茨地景的第二世界/想像世界。第一類景點如韋爾尼格羅德與

戈斯拉爾的城堡，配合城堡舉行的中世紀市集、騎士對戰表演活動或其他中世紀

主題的活動一直是非常受歡迎的景點。第二類礦工與矮人的地下世界如傳說章節

所提到：哈茨山的山僧侶與北哈茨的矮人傳說，哈茨山由於其豐富的礦產產生了

悠久的採礦歷史，許多當地居民從事礦工相關職業，使得礦工生活與傳說成為哈

茨居民生活中息息相關的事物。第三類女巫與惡魔的魔法世界則是本研究的重點，

這一類傳說導致哈茨山的周邊城市皆與女巫扯上關係，除了一年一度重要的女巫

之夜，零星散落在哈茨地區裡的女巫相關景點，如戈斯拉爾的女巫博物館、女巫

跳舞之地上的瓦爾普吉斯會堂。就算並非女巫之夜的時節，街上也會有販售女巫

相關商品的紀念品店。而作為傳說中女巫之夜舉行的地點女巫跳舞之地更是全年

無休的充滿了濃厚的女巫氣息，不管是各種雕塑、紀念品店、飲食小販、或是面

向兒童的女巫秀。 

 但以上都只是哈茨地景中的想像世界，傳說塑造的想像世界與真實世界合起

來才是完整的哈茨地景，傳說觀光、文學觀光等文化觀光與自然觀光、運動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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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才是真實的哈茨山觀光地景，如下圖整理的哈茨山意象。 

想像世界：中世紀傳說、礦工與矮人傳說、 

女巫與惡魔傳說 

真實世界：文化遺產實物、自然景點、運動觀光景點 

表 4，哈茨山意象組成。 

 

六、文化地景是居民、訪客與觀光業者競爭的結果 

 在《文學與觀光》的論述合集裡談到：第一，文化地景是地方的圖像或神話，

由各種因素如居民、觀光相關產業人員競爭、執行和製造。第二，他們是人類情

感、文化附著於地方的可見架構231。由此論點切入，哈茨地景由居民、觀光相關

產業人員競爭與塑造，但筆者認為在此必須再增加一個因素：訪客。作為文學作

家的訪客拜訪了哈茨山，代表當地居民的民間傳說，和後期觀光產業人員的塑造，

這三種因素互相競爭著才形成了現今存在的哈茨地景。 

 關於文化地景塑造的順序，首先是當地居民口耳相傳的民間傳說塑造了基礎

的文化地景，再來是作為作家的訪客們在傳說的基礎層地景上添磚加瓦，塑造出

第二層文化地景。最後是觀光相關業者，不管是公部門還是私部門的觀光相關產

業從事人員們在前二層的基礎上將之觀光化、推廣行銷，或是以之為基礎新增其

他元素，這才完成了哈茨山的文化地景。 

  

第二節  文化地景到觀光景點 

 觀光景點雖然也屬於文化地景中的一類，但未被觀光化的文化地景可還不能

被稱為觀光景點，因此尚需要觀光化的步驟。 

一、將地景觀光化 

 根據馬坎奈爾主張神聖化的步驟：為景物命名，為之鑲框、捧高、置入神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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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保存，然後對聖物進行機械複製，最後，會有新的景物或景點以著名的稱呼來命

名，而產生社會複製232。以此理論套用哈茨山的女巫景點。當地觀光局為了推展

觀光，將哈茨山上的女巫步道和歌德之路神聖化了。他們原本都只是哈茨山國家

公園內的步道，但因為經過一些重要的景點，或就是歌德走過的路線而被世人注

意。當地觀光局為之命名，製作路標，並在地圖上標上路線，為觀光客指出此處

有景點可看。因為被特別賦予名人或特殊角色的名稱，這兩條步道的地位也比其

他普通步道相比超然、特別許多。 

 而之前的理論談論到觀光客為了脫離日常生活軌道而進行觀光活動，他們是

為了得到與日常相異的奇幻體驗而參加觀光，這也是人們參與奇幻觀光的原因之

一。是以要吸引觀光客並令他們滿意，勢必得營造一個不同於日常生活的特殊氛

圍。哈茨地區擁有豐富的有形文化資產(建築、傳說景點)與無形文化資產(傳說故

事)。因此當地觀光局不必為景點無中生有的編織故事，而是需要在原有的文化地

景的想像世界上營造更完整、有趣的想像世界。如同迪士尼同時恢復和發明集體

記憶，哈茨地區的女巫相關觀光景點也創造出一種「女巫樂園」，排除歷史上負面、

黑暗的女巫元素，納進正面元素233。女巫的傳統負面元素：邪惡、殘忍、淫邪、

陰森、嗜吃嬰孩等在這裡都已經被排除，只留下無關痛癢的外表負面元素如年老、

醜陋、歪斜的尖鼻等作為女巫的特色，和神秘、美妙的巫術與迷人的奇幻氛圍持

續吸引遊客到訪。 

當地觀光局學習了迪士尼化的模式，也採取了幾個觀光策略營造更完整的奇

幻世界：強調資產的他性、表現過去和與現在的直接聯繫、使其成為奇觀、使其

成為幻境、使其有趣、輕鬆、愉悅的。在介紹哈茨景點與住宿資訊的觀光手冊裡，

封面介紹標語為「sagenhaft schön－Das Bodetal. Der Sagenharz.」意思是傳說般美

麗的 Bodetal 與充滿故事的哈茨。Bodetal 是位於哈茨山旁的一座山谷，名稱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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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馬岩傳說故事中的巨人 Bodo，Sagen 在德語中有述說與故事、傳說的意思。在

哈茨的官方觀光網站上也經常將哈茨稱為「Sagenharz」。 

 

圖 30，封面為 sagenhaft schön－Das Bodetal. Der Sagenharz 的哈茨觀光手冊。 

 

 由這本手冊可以看出當地觀光局試圖將哈茨山與其他山林自然景點作區隔，

將哈茨山充滿傳說與故事的特性突顯出來，這是第一點，強調資產的他性。第二

點表現過去和與現在的直接聯繫則表現在許多當地舉辦的中世紀活動、中世紀國

王們故事的演出。最後，使其成為奇觀、使其成為幻境、使其有趣、輕鬆、愉悅

的這三點可藉由女巫之夜與奇幻節慶來呈現。4 月 30 日的女巫之夜在哈茨的許多

地點都有舉辦，布羅肯峰、女巫跳舞之地、塔勒、韋爾尼格羅德、戈斯拉爾、奎

德林堡，2017 年甚至在 Schierke 也新增了女巫節的活動234。雖然每一地的活動節

目略有不同，有些會增加搖滾音樂或其他類的表演活動，有些會結合中世紀市集，

將中世紀特色與巫術世界結合一起狂歡。但共通點是居民與遊客都會打扮成女巫、

巫師或惡魔的模樣，在 30 日的夜晚圍繞著篝火狂歡迎接春天的到來。 

為了使哈茨山成為更吸引人的奇幻世界，也為了在 4 月 30 日女巫之夜以外的

淡季也能保持觀光熱度。韋爾尼格羅德觀光局在 2015 年 7 月 25 與 26 日於哈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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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Schierke 小鎮舉辦了第一屆的奇幻節慶 Festival Fantasia。並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到 5 月 1 日在 Schierke 新增女巫節(Walpurgis in Schierke)的活動。在 Schierke 新

增的女巫節與其他女巫之夜的活動內容相差不大，皆是邀請居民與遊客一同打扮

成女巫、巫師或惡魔來一同狂歡，但舉辦在密林環繞、充滿神祕氣息的 Schierke

上，想必奇幻的氣氛會比在城市中更有味道。 

在奇幻節慶裡，可以看出觀光局向迪士尼化模式學習的特徵，迪士尼化包含

四個特徵：主題化、混合消費、商品化、與表演性勞動235。在奇幻節慶中，當局

將 Schierke 小鎮設定為 Schierke 奇幻王國，將 Schierke 奇幻王國主題化，並為之

撰寫背景故事與歷史，並在節慶中以創造的背景歷史為奇幻故事作為劇場演出的

戲劇節目，在場工作人員也都參與了角色扮演，皆是「Schierke 奇幻王國」中角色

人物的一員，不管是表演者、場內支援者、或是販賣飲食、玩具的小販，這屬於

表演性勞動。在節慶中，除了劇場和音樂、舞蹈表演，尚有販賣各種奇幻風格或

中世紀風格的服飾，提供給來不及準備的觀客，此外尚有在小孩子間最受歡迎的

面部彩繪攤子，許多小女孩喜歡彩繪成小仙女的模樣。奇幻節慶中觀客可以消費

的商品除了包含表演活動的入場券，尚有衣服飾品、彩繪服務與飲食類，符合了

迪士尼化模式的混合消費。但在商品化這一塊，或許是第一屆試辦的節慶，尚未

建立起品牌，場內也未販售相關的主題紀念品，因此不符合商品化。 

 

二、女巫之夜對哈茨山品牌的塑造 

如果說奇幻主題即是哈茨山觀光所期望打造的地方品牌的其中之一，它即代

表了一個媒介、窗口，將哈茨山與女巫節的形象連結，並初步將哈茨山定位為一

個充滿女巫傳說與惡魔的奇幻山脈，當然，在哈茨山的運動觀光和自然觀光方面

也是同樣的道理。在對哈茨山完全不熟悉的情況下，觀光客或許首先會因為女巫

之夜這全球知名的節慶而對哈茨山有初步了解，並開始對目的地的特殊氛圍有了

                                                      
235

 Alan Bryman, The Disneyization of society(Sage, 2004), p.6. 

 



104 
 

期盼，當地居民或觀光局也透過女巫此一意象來形塑、進一步加強對哈茨山的形

象塑造與自我認同，而實際在女巫之夜期間拜訪過當地後，觀光客對哈茨山的印

象會進一步加深，哈茨山的奇幻意象也被逐漸鞏固，旅遊經驗決定了對哈茨山奇

幻意象的領悟與認知，如果令訪客非常滿意，使得訪客有了再訪意願，並因此多

次造訪哈茨山，此時在訪客心中對哈茨山會形塑出「奇幻」這一意象，女巫之夜

此一文化節慶也會逐漸形成哈茨山的一個品牌，並透過持續造訪使旅客產生對目

的地的忠誠。 

然而只有成功的節慶才能成功建立品牌價值，城市的品牌價值也可能會被過

程中所有節慶影響。以歐洲文化之都為例，歐洲文化之都為歐盟為推動歐洲國家

文化交流，及推廣城市文化發展的節慶活動，每年會選出幾個城市作為當年的歐

洲文化之都。如 1990 年的英國格拉斯哥或 2004 年的法國里爾，因為上一年的節

慶非常成功，他們即受益於前個節慶強烈而正面的品牌形象；而反之亦然236。也

因為品牌形象需要透過長時間且成功的節慶活動累積而成，如其中一次給了訪客

負面的意象，整體品牌形象即會受到影響。這表示如果某一年的女巫之夜帶給訪

客不好的觀感，這將會影響哈茨山長年累積的良好奇幻品牌的信譽。 

 

第三節  塑造地景中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一、文化商品化 

 然而在地景被觀光化的過程中，觀光業傾向於簡化和用少量的地方神話代表

文化地景237，這也是一直以來觀光和文化遺產管理間產生摩擦的根源。這種現象

也發生在哈茨地區，如韋爾尼格羅德和塔勒的女巫跳舞之地上充斥、浮濫的女巫

紀念商品或一些粗糙的女巫秀。另外在上面章節談到的媒體傳播限制導致只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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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意象被傳遞的問題中商品化也是原因之一。這些私人販售的商品或表演多

只是將商品強加附會上女巫的符號，實際上與女巫文化、或女巫傳說沒有任何關

係，將豐滿的女巫意象壓縮成單薄的女巫既定印象的醜陋外形。台灣方面的旅行

社相關業者也做了類似的事，他們為了行銷德國觀光行程，但基於便利省事或其

他理由將多元的哈茨山意象削減，只挑出對台灣人來說最具特色的女巫元素重點

宣傳。  

 然而文化商品化是一體兩面的，雖然文化在商品化的過程中將被削減、簡化，

但透過商品化的標準化、制度化，文化可以被媒體行銷地更廣更遠，也更容易被

消費者接受。如現今德國的女巫之夜，透過一年一度盛大的表演性質節慶和大量

的女巫相關紀念品，都使每一個來到當地的觀光客增加了一點對哈茨山女巫傳說

文化的認識，而媒體與觀光相關業者的行銷也幫助更多尚未到訪當地的潛在觀光

客了解了當地盛行的女巫文化。 

 

二、負面的地方意象 

 筆者根據文獻分析、當地參訪及訪談後的結果推斷出負面地方意象的可能性，

但可惜的是目前難以得出確切證據可證實。雖然女巫的形象發展到今日已擺脫單

一的、曾經被深惡痛絕的邪惡象徵，走向多元形象，但早期神話、傳說與沉重的

歷史所塑造的負面女巫形象仍然沒那麼容易自當地居民的心裡完全消除。作為一

個傳統的儀式節慶，最早哈茨山的居民在 4 月 30 號這天單純的迎接春天到來，中

期受傳說與基督宗教影響開始在迎接春天的同時燃燒女巫的象徵—掃帚驅邪，現

代則發展為嘉年華式的狂歡節慶。當地居民與觀光局或許都很歡迎每一年舉辦一

次熱鬧又能吸引觀光客的節慶，但要是將哈茨地區的意象與女巫單一形象連上等

號，或許他們會不大贊同。 

 若將女巫觀光嚴格分類，其中會涉及大量的文化、奇幻、傳說觀光以及部分

的黑暗觀光。就算現在英國文化裡女巫與巫師形象因為哈利波特而大幅提升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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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追捧，但在德國文化裡，提到女巫首先聯想到的仍是惡魔、醜陋的外表與邪惡

的巫術。或許仍然有人對黑暗觀光感興趣，但要將黑暗觀光或負面意象等同於城

市的意象，或許不是當地公私部門與居民樂見的結果，而這或許這也是哈茨地區

的觀光局們在推廣女巫觀光的同時，也積極發展其他相較之下更加正面的運動觀

光與自然觀光的原因之一。 

 

三、「失真」的想像世界 

 真實性方面，馬坎奈爾提到部份觀光者被渴望拜訪當地人真實生活的動機所

驅使而前往觀光，同時也有部分觀光者並不在意是否能觀看他們拜訪的地方的背

後景象238。特殊的奇幻觀光即是一例，觀光者前往該地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看到「真

實」，而是為了觀看其「被構建的真實」。 

Ning Wang 提出了現代定義的三種真實性，第一種為最早也是最原始對真實性

的定義，客體、客觀主義的真實性(Objective Authenticity)，以客觀角度來定義其是

否真實，也相同於馬坎奈爾所說的舞台本真(staged authenticity)。第二種起源於社

會建構，為建構主義的真實性(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是否真實的定義會隨著

他人想法、不同地方而改變。最後一種則是主體、存在主義真實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受到後現代解構主義的影響而產生，為主體的真實性，239個人認為

是真的那就是真的。 

以女巫之夜的例子來看，當符合第二類建構主義的「被構建的真實」。女巫之

夜的的氣氛營造，雖不是當地的「真實」，卻是被建構出的符合當地民眾與觀光客

對女巫節想像的「真實」。 

然而，此真實仍有可能「失真」。MacCannell 曾提到當遊客到電影場景時，有

可能會因為他們沒辦法看到一個跟電影裡面描述一樣的地方而感到失望。在本研

                                                      
238

 Dean MaCannell,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 Scocken, 1989), 

pp.94-96. 
239

 Ning Wang,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26, 

No. 2, April 1999, p. 351. 

 



107 
 

究的例子上，遊客極有可能因為當地的奇幻氛圍不如品牌所宣傳的而感到失望。

如筆者在非女巫節期間到訪哈茨地區，再到訪當地以前曾滿心認為會進入充滿女

巫的奇幻地區，然實則當地只有零星的女巫周邊商店提示了當地為以女巫傳說聞

名的哈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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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哈茨山脈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幽深的山林景色，終年霧氣繚繞的高山

森林以及奇特的地理景觀賦予當地人們神秘的意象與想像力，並藉此誕生出各種

神祕的傳說，這些傳說經由人們的想像力誕生但也與當地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

人們將自身身處的自然、社會環境與想像力結合，因此哈茨山才會主要流傳著國

王、矮人與女巫三種類型的傳說。經由人們口耳相傳後，這些傳說成為象徵符號

賦予哈茨山風景額外的意象，而這些複數的意象會融合成哈茨山的整體地方意象。

透過紙本媒介或其他傳播媒體將地方意象散布給旅客後會引起旅客們的旅遊動機

並在觀光客心中塑造出目的地意象，在旅客到訪當地後旅遊經驗會修正旅客心中

的目的地意象，而透過文學作品或遊記的傳播，旅客的目的地意象甚至會反過來

影響地方意象。 

 在現代文化觀光興起後，因為人們開始尋求更深、更特殊的體驗，這些擁有

特殊地方意象的文化地景開始被哈茨山觀光相關從業人員進一步觀光化，透過景

點神聖化、舉辦文化節慶或是為景點塑造特殊氛圍或是行銷觀光的行為，這些行

動全部都影響了哈茨山地景的塑造。 

 然而如果旅客在實際到訪當地後的體驗不如媒體所傳播的預期意象，將會導

致「女巫世界」的幻想世界失真，令旅客們感到失望。這些傳說所形塑的文化地

景組成了哈茨山的「想像世界」，引起旅客們的旅遊期待，令旅客渴望到哈茨山體

驗女巫的魔法世界、矮人的地底世界或是重返中世紀的國王時代。然而實際上當

地的觀光景況並不如觀光標語或觀光媒體宣傳的如此夢幻，傳說故事在當地擁有

的戲份只出現在觀光手冊、觀光網站及標示牌上景點介紹的短短幾行文字，或是

一年一度的幾個奇幻類節慶裡。 

 而德國女巫的歷史與形象走過幾個世紀，從最早崇高的女神形象到中世紀惡

魔的化身，到現代正反形象並存。然而在德國人心中，曾經發生過的沉重獵巫歷

史與其伴隨的女巫負面形象卻難以完全抹滅，隨著女巫之夜的節慶與傳說一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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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鞏固著女巫與惡魔關係的紐帶與醜陋的女巫形象。但不管是好是壞，這些傳

說、歷史與文化因素都幫助塑造了如今哈茨山獨一無二的文化地景與獨特的女巫

之夜。有趣的是，隨著女巫形象的轉變，女巫相關的傳說、神話與童話中女巫的

形象也會跟著改變，如希臘神話中的瑟西，根據當時時代對女巫的正反印象，瑟

西曾被描繪成年輕貌美癡情的女巫，也曾被塑造成邪惡令人畏懼的女妖。 

這些都影響了哈茨山脈的地景塑造，最早先是流傳著正反面皆有的傳說故事，

或令人畏懼、也令人嚮往。在女巫被汙名化後，哈茨山脈的意象被女巫與惡魔所

覆蓋。慢慢地到了現今，逐漸一次又一次被新興的、不同的文學作品或是媒體、

觀光節慶活動等推翻或重新賦予意義、並加以融合，才成為現今的哈茨山地景，

如前面提到地景塑造中「雙重編碼」的理論所說。地景不會只被塑造一次，也不

會只有單一因素。哈茨地區的地景在未來也將會持續不斷地，被各種因素影響而

持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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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anoramio.com/photo/60576555  

圖 27，哈茨女巫步道途經地點示意圖。圖片來源：哈茨女巫步道網站：

http://www.hexen-stieg.de/  

 

 

 

 

 

 

https://www.goslar.de/tourismus/geschichte-erleben/rund-um-den-markt/31-marktplatz-und-marktbrunnen
https://www.goslar.de/tourismus/geschichte-erleben/rund-um-den-markt/31-marktplatz-und-marktbrunnen
http://www.schloss-wernigerode.de/
http://www.mz-buergerreporter.de/wernigerode/kultur/die-hexenuhr-oben-rechts-erscheint-die-hexe-m18731,4808.html
http://www.mz-buergerreporter.de/wernigerode/kultur/die-hexenuhr-oben-rechts-erscheint-die-hexe-m18731,4808.html
https://de.wikipedia.org/wiki/Walpurgishalle?veaction=edit&section=2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arte_Deutschland_Gr%C3%BCnes_Band.png#/media/File:Karte_Deutschland_Gr%C3%BCnes_Band.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arte_Deutschland_Gr%C3%BCnes_Band.png#/media/File:Karte_Deutschland_Gr%C3%BCnes_Band.png
http://www.panoramio.com/photo/60576555
http://www.hexen-stie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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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問題 

1. What are your aims to construct the tourism of this area? 

2. How did you come out of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the witch tourism? 

3. After constructing the witch tourism, did the numbers of visitors increase? 

4. Do you have the statistics of how many proportion people came here aims for 

the witch’s sites a year? And how many tourists a year? 

5. Did the witch tourism influence local area? If did, how? 

6. The Harz Mountain is famous for Walpurgis Night, apart from the April 30, 

have you done any efforts to improve witch tourism? 

7. I noticed that there are some special stores about witch, did you have any 

cooperation with nongovernmental units to improve witch tourism? If did, 

how? 

8. Did you have any cooperation with other area to improve witch tourism? If 

did, 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