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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布雷根茨⾳樂節（Bregenzer Festspiele）作為世界上最偉⼤的裝置藝術與歌劇

藝術結合代表，每年吸引將近⼆⼗萬名觀光客前來朝聖，驚⼈的創意與設計使⾳

樂節成為城市品牌，也是最具特⾊的⽂化資產。近年來，全球各地皆以藝術節慶

發展藝術觀光，⽂化藝術與觀光的結合扮演著重要的⾓⾊，觀光客在接觸⽂化的

同時也體驗獨特的創意，⽽布雷根茨⾳樂節這樣極具創意的表演確實受到全球的

矚⽬。本⽂旨在以布雷根茨⾳樂節來探討⽂化與城市的互動關係，以及分析台灣

觀光客的⽂化消費，⽬的是想從中找出藝術觀光的價值和未來發展。 

本研究⽅法以論述分析為主，其資料來源為歷史⽂獻、媒體報導⽂本及深度

訪談，論⽂的重⼼有三：⼀、以「藝術⽂創化」的概念論述⾳樂節如何以舞台創

意設計作為古典⾳樂的創意化，從舞台創意設計作為古典⾳樂的創意化與美學質

地的維繫，以及藝術品味的維持和藝術與觀光間的平衡。⼆、以「藝術觀光」的

概念來看布雷根茨如何⽤⾳樂節建構地景，強調藝術節與城市成為藝術⽂化觀光

⽬的地的配套整合製作。三、以「⽂化消費實踐」的概念看台灣藝⽂觀光客對深

度旅遊的實踐，藉由深度訪談探討觀光客對⽂化的追求和參訪實踐，也從⾳樂觀

光團的旅遊中介者⾓⾊，分析套裝⾏程如何為觀光客營造真實性體驗。  

 

關鍵字：布雷根茨⾳樂節、藝術觀光、城市地景、⽂化消費實踐、套裝⾏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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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egenz Festival is a great representative combination of the large  

installation art and opera art in the world. It attracts two hundred thousand  

travelers to visit each year. Amazing creation and design make the festival as a 

city brand and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property. Recently, various regions

 develop art tourism by art festival all over the world. To combine art and  

tourism plays a critical role. Tourists contact with cultures and also learn unique

 creation simultaneously. Creative performance of Bregenz Festival attracts  

worldwide attention certainly.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discuss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city. Also analyzing culture consumption 

of Taiwanese travelers. The goal is to search out the value of art tou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sources include historical  

literature, media report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ree dimensions. First,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culturalize and creativize of

 art’, how does the festival use the creative stage design as the creativity of  

classical music. It not only maintains the aesthetic but also the art taste.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reach the balance between art and tourism.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Art tourism’, how does Bregenz use festival to  

construct a landscape? Also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art festival and the  

city to become a cultural destination. Thirdly, discus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from Taiwanese tourists doing their tourist practices. Also,  

investigate the pursuit of cultures and practices by means of in-depth interview. 

The package tour of music tourism is an intermediary.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analyz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ourist experiences that package tour provides. 

 

 

 

Keywords：Bregenz Festival, Art tourism, city landscape, cultural consumption,  
          package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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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緒論	

第⼀節 研究動機 

筆者於五歲⾸次接觸到藝術，除了在求學階段學習了將近⼗年的鋼琴，也因

興趣學習了四年的⼝琴，不論是接觸各種樂器，或是舞蹈、繪畫、唱歌、聲樂、

戲劇的學習，都開啟了筆者個⼈對⾳樂、藝術的嚮往與著迷，⾄今無論是舞台劇、

歌劇還是交響樂，任何的藝術表演對筆者⽽⾔，都是⽣命中不可或缺的學問，也

因著對古典藝術的興趣和學習，筆者喜歡參與藝術相關活動，包括參與⾳樂節、

聆聽交響樂的演出、欣賞舞台劇，甚⾄到維也納的⾳樂景點參觀、薩爾茲堡等⾳

樂著名的城市參觀⾳樂景點，像是到名作曲家故居或是到維也納⾦⾊⼤廳欣賞⼀

場⾳樂演出，除了偶爾在閒暇之餘找尋藝術表演、藝⽂節慶及藝術展覽，也經常

關注藝⽂團體及藝⽂雜誌的資訊，特別偏愛動態的表演藝術和參加藝術節慶，⽽

當藝術與觀光彼此碰撞並結合時，藝術觀光更顯得動⼈，其所展現活⼒也充滿內

涵。藝術節慶受到⽂化的影響很深，常因不同的⽂化背景⽽產⽣全然不同的節慶，

尤其是在⽂化如此豐厚的歐洲，許多藝術節和⾳樂節被孕育出來，特別是在⾳樂

氣息濃厚的奧地利，許多城市也成為歐洲⾳樂⽂化重要的發展地。 

藝術總是能夠抓住⼈們欣賞的⽬光，由於求學⽣涯熱衷參與⾳樂與藝術的相

關節慶活動，例如：兩廳院的交響樂團演出、國內的各種爵⼠⾳樂節、美術相關

的各種藝⽂展覽，到研究所的階段更是特別喜愛藝術節慶，在碩⼀上的歐洲表演

藝術專題研究課堂中認識了奧利地的布雷根茨⾳樂節，當時⽴刻就被這個⾳樂節

的驚⼈舞台和藝術氛圍吸引，因此筆者在 2016 年暑假到歐洲旅⾏時，特別計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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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根茨這個⼩城鎮欣賞了⼀場演出。從學習到聆聽、欣賞古典⾳樂，它對筆者

來說不只是學習，還包含參與⾳樂會、⾳樂節，從以前想當⾳樂家到成為消費者

的⾓⾊，期待有不同的⽂化體驗，因此想探討從⽣產到消費是如何的轉變，當藝

術碰上觀光時，藝術觀光的觀光性會有⼀些質疑產⽣，像是藝術的真實性問題，

或是有些參與藝術觀光的觀光客可能不懂藝術等，透過布雷根茨⾳樂節的個案，

剖析從單純的歌劇表演藝術與⾳樂節之間的關係。 

 

第⼆節 研究背景 

從表演藝術到藝術觀光 

提到歌劇表演藝術，許多⼈會認為它是⼀個⽐較精緻且⾼尚、⾼消費的藝術，

在古典⾳樂的場域中，⼤多的歌劇表演以最傳統和最原始的⽅式呈現，我們都知

道很多的⾳樂節會在室內舉辦，尤其古典⾳樂更是如此，許多⾳樂廳會舉辦各種

歌劇表演，⽽也有許多節慶以古典⾳樂為表演的主題，舉例來說像是聞名遐邇的

愛丁堡藝術節、維也納新年⾳樂會、倫敦的逍遙⾳樂節、薩爾茲堡⾳樂節等等，

近年來，世界各國有著無數的⾳樂節，如何成為數⼀數⼆且重要的⾳樂節則是最

⼤的挑戰，因此許多表演藝術將創意的元素加⼊⽽使古典⾳樂創意化，各個⾳樂

節加⼊了⾃⼰的創意，不管在場地選擇、曲⽬呈現、舞台設計，讓每個⾳樂節展

現⾃⼰的特⾊，也藉此在⾳樂節的場域中增加競爭⼒。 

本研究討論的個案為在奧地利的城市—布雷根茨舉辦的布雷根茨⾳樂節，布

雷根茨（Bregenz）是奧地利西部的⼀座湖邊城市，座落於德國、瑞⼠、奧地利三

個國家交界處的博登湖（Bodensee）東岸，⽽博登湖也稱做康斯坦茨湖（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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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ce），也是德語區最⼤的淡⽔湖，由三國共同管理的湖區景⾊優美、⾵景迷

⼈，除有令⼈讚嘆的⾃然景觀之外，還有著濃厚的藝術氣氛，布雷根茨城市⾯積

約 30 平⽅公⾥⽽⼈⼝數約為 3 萬⼈，城市⾯積雖然不⼤、⼈⼝也不多，但卻為了

重建⼆戰後的經濟，善⽤⾃然景觀創⽴了以博登湖畔為⽔上舞台的藝術節慶，即

是今⽇名聞遐邇的布雷根茨⾳樂節。 

布雷根茨⾳樂節（Bregenzer Festspiele）源起於 1946 年，每年七⽉⾄⼋⽉期間

在奧地利布雷根茨舉辦藝術節慶，每到夏季此地吸引了⼆⼗萬⼈次的觀眾前來，

⼤型歌劇及⾳樂劇會在極具創造⼒的浮動舞台（Seebühne）進⾏演出，⽽少⾒的歌

劇、當代歌劇、輕歌劇及跨⽂化戲劇會分別在 Festspielhaus、Werkstattbühne、Theater 

am Kornmarkt 和 shed8/Theater Kosmos 四個藝術場館中演出，最受國內外觀光客歡

迎的浮動舞台結合了⼤型裝置藝術和歌劇藝術，兩年⼀換的劇碼與創意的舞台佈

景和演出設計確實為城市帶來良好的觀光發展條件，⽽⾳樂節也成為布雷根茨此

⼩城鎮的最佳賣點。布雷根茨⾳樂節是⼀個創意化的古典⾳樂節，⾸先，與其他

在室內演出的⾳樂節不⼀樣，它是⼀個在⼾外且在湖⾯上的⾳樂節，雖然也有其

他⾳樂節的舞台是⾯對湖，但是布雷根茨⾳樂節是把舞台和觀眾席都建造在湖⾯

上；第⼆，⾳樂節每兩年選擇聞名世界的歌劇，像是《魔笛》1、《阿依達》2、《假

⾯舞會》3、《杜蘭朵》4等著名曲⼦，由頗負盛名的維也納交響樂團5與歌劇搭配演

																																																								
1 《魔笛》（Die Zauberflöte）是莫扎特的最後⼀部歌劇，於 1791 年 9 ⽉ 30 ⽇在維也納佛利德劇

場⾸演。 

2 《阿依達》（Aida）是由朱塞佩·威爾第作曲的四幕歌劇。歌劇於 1871 年 12 ⽉ 24 ⽇在埃及開羅

的總督歌劇院⾸演。 

3	 《假⾯舞會》（Un ballo in maschera）是由朱塞佩·威爾第作曲、Antonio Somma 作詞的著名三幕

歌劇。1859 年 2 ⽉ 17 ⽇，本劇於羅⾺的阿波羅劇院中⾸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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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三，⾳樂節有壯觀的舞台設計，不僅以歌劇故事背景為設計靈感，將巨⼤

的佈景設計為舞台主體，為戲劇的場景增加許多效果。從以上這三個特點，我們

可以看出布雷根茨⾳樂節展現創意的⽅式，除了有著精緻的道具和創意的服裝巧

思，更是將⽔中和燈光的技術，展現在故事情節當中，以及配合⼤⾃然⽇落和夜

晚的景⾊，不僅將古典的歌劇變為極具特⾊的表演藝術，也使原本侷限在⾳樂廳

中不會動的靜態舞台，改變成動態的創意舞台。 

第⼀屆布雷根茨⾳樂節在 1946 創⽴，當時⼆戰剛結束，布雷根茨⼤部分地區

被炸彈摧毀、⼈⼝銳減，在這艱困的處境中，⼀群有遠⾒的⼈提出創⽴⾳樂節的

想法，創⽴當年演出的歌劇為莫札特的《巴斯提安與巴斯提安娜》，最初的舞台是

由兩艘⼤型平底駁船所組成，⼀艘為歌劇表演⽤，另⼀艘則是交響樂團演出使⽤，

1946 年開創於⽔上演出的表演，成為名副其實的⽔上歌劇，⽽後布雷根茨⾳樂節

⼀向以極具創意與噱頭的表演作為全球樂迷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樂節每兩年會選出⼀部極具代表性的經典歌劇曲⽬，為歌劇表演量⾝打造

⼀座兼具理念和美感的壯觀舞台，並皆會以歌劇背景或是來⾃著名畫作的靈感來

搭建出令⼈讚嘆的舞台佈景，這些場景增加了許多的舞台效果，近⼗年來的歌劇

曲⽬包含了 2007＆2008 普契尼6的 《托斯卡》7、 2009＆2010 威爾第8的《阿依達》、 

																																																																																																																																																																		
4	《杜蘭朵》（Turandot）是賈科莫·普契尼作曲的三幕歌劇，劇本改編⾃義⼤利劇作家卡洛·⼽⿑的

創作。普契尼部分採⽤了中國民歌《茉莉花》的曲調。	
5 維也納交響樂團（Wiener Symphoniker）為 1900 年由 Ferdinand Löwe 創辦，現任指揮為菲利浦·

約丹（Philippe Jordan）。 

6 普契尼 Puccini（1858-1924）為義⼤利作曲家，著名的作品有《波希⽶亞⼈》、《托斯卡》、《蝴

蝶夫⼈》等歌劇。 

7 《托斯卡》（Tosca）為作曲家契普尼的三幕歌劇，於 1900 年 1 ⽉ 14 ⽇在羅⾺科斯坦茲劇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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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喬達諾9的《安德列．謝尼爾》10、 2013＆2014 莫札特11的《魔笛》、 2015

＆2016 普契尼的《杜蘭朵》以及 2017＆2018 ⽐才12的《卡⾨》13，聳動的舞台為此

⾳樂節最佳亮點之⼀，以 2011&2012 喬達諾的《安德列．謝尼爾》來說，以名畫

「⾺拉之死」14為靈感，將舞台設計為巨⼤的⼈頭，也呼應了歌劇中的法國⼤⾰命

的故事背景；⽽以 2015＆2016 普契尼的《杜蘭朵》來說， 以⼀段中國⾧城作為舞

台主體，加上⼀群從⽔上堆疊起來的兵⾺俑，深刻地展現出中國符號。 

以前，古典⾳樂廣受眾⼈喜愛；現在，年輕⼈沒有那麼喜歡古典⾳樂，古典

⾳樂對現代年輕⼈來說較沒有吸引⼒，很多⼈對古典⾳樂變得沒有什麼興趣，因

此，歌劇開始透過⽂化創意的⽅式轉型，布雷根茨⾳樂節是⼀個創意與其他不同

的⾳樂節，當然，⼀個⾳樂節不會⾃然⽽然地讓⼈喜愛或是讓⼈覺得有趣，在⽂

創化的壓⼒之下，⾳樂節⽤曲⽬、舞台、樂團、主⾓來維持⾳樂品味。1946 年⼆

戰後創⽴的布雷根茨⾳樂節，從起初到七⼗年後現在的發展，其轉變的過程從歌

劇表演藝術、⽂創化到觀光發展，這些過程對藝術與觀光產⽣深遠的影響。布雷

根茨⾳樂節創⽴⾄今已成為許多觀光客朝聖的地⽅，⾳樂節投⼊了龐⼤資⾦、壯

觀精緻創意的舞台設計，廣泛吸引觀光客的⽬光，⽽歌劇曲⽬⼤眾化也為歌劇增

添許多魅⼒，除了有著相當程度的吸引⼒，同時也出現被質疑的部分，藝術本⾝

																																																																																																																																																																		
次演出。	
8	 威爾第 Verdi（1813-1901）為義⼤利作曲家，著名的作品有《吟遊詩⼈》、《茶花⼥》等歌劇。 

9	 喬達諾 Giordano（1867-1948）為義⼤利作曲家，著名的作品有《安德烈．謝尼爾》等歌劇。 

10	 《安德烈．謝尼爾》（Andre Chenier）為作曲家喬達諾於 1896 年創作的⼀部浪漫主義歌劇。	
11	 莫札特 Mozart（1756-1791）⽣於薩爾斯堡，為歐洲最偉⼤的古典主義⾳樂作曲家之⼀。 

12	 ⽐才 Bizet（1838-1875）為法國作曲家，著名作品包括歌劇《卡⾨》和戲劇配樂《阿萊城的姑娘》。 

13	 《卡⾨》為法國作曲家⽐才於 1874 年秋天的⼀部歌劇，該劇在⽐才死後才獲得成功。 

14	 《⾺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為雅克路易．⼤衛於 1793 繪製的油畫作品，為法國⼤⾰命時

代最著名的畫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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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樂節極⼒營造太多吸引⼒的結果，可能造成過度的商業化，反⽽失去⾃⾝的

特⾊與品味，觀光客的品味差異也可能造成體驗的不同，在這種古典⾳樂轉型的

例⼦中，筆者想思考藝術與觀光的結合拿捏是否適當？藝術與觀光結合的⽭盾之

處是什麼？⼜是如何⽭盾的？ 

 

從藝術觀光到城市地景 

除此之外，布雷根茨城鎮裡⾯有幾座博物館、美術館及觀光景點，舊城區也

可以⾒到中世紀古城的⾵貌，成為⼀套觀光路線，不僅促進觀光客的移動，也讓

為了尋求⽂化體驗的觀光客有了凝視及實踐旅遊的機會。由於喜愛藝術、⾳樂和

節慶，筆者於 2016 年的夏天親⾃前往奧地利參加布雷根茨⾳樂節，透過欣賞⼀場

室內歌劇《哈姆雷特》15（Hamlet）的演出，感受⾳樂節的⽂藝氣息和創意，從⽽

讓⼈體會出此節慶為城市塑造出的地景和意象。 

在全球化成為當代社會重要的趨勢下，不論是⽂化或國家彼此間越來越沒有

界線，全球的⼈員、資訊、資⾦的流動，加上網路和傳播科技的效應，使觀光造

成⼤量的⼈⼝流動，因此旅遊增加了更多移動性，⼈與物質的整合創造⽂化觀光

的新轉型。從全球化的觀光脈絡中，藝術、節慶與觀光三者有緊密的連結，越來

越多城市以⼤型節慶發展⽂化觀光，“藝術觀光”為城市帶來吸引⼒，⽽布雷根茨以

⾳樂節慶創造了城市形象。 

近年來，全世界各個城市都以藝術節慶做為城市⾏銷，藝術節為城市帶來了各

種層⾯的影響，不論在經濟、⽂化及環境上，特別是在觀光⽅⾯成為最有利的城

																																																								
15	 《哈姆雷特》⼜名王⼦復仇記，為莎⼠⽐亞於 1599 年⾄ 1602 年間的⼀部悲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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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銷品牌及產物。根據 Richards (2001) 提出⽂化觀光的概念，包含不僅只是過

去的⽂化產品消費，也同時是當代⽂化或是⼀群⼈或⼀個地區的⽣活⽅式。當⼈

們遠離居住地⽽移動到⽂化景點時，不僅是為了搜集新的信息，也是想要獲取經

驗來滿⾜⾃⼰的⽂化需求，⽂化觀光涵蓋了所有⽂化景點的造訪，不管是博物館

還是紀念碑，甚⾄是⽂化表演和其他⽂化事件，都可以成為⼈們進⾏⽂化觀光的

⽬的地。藝術觀光是⽂化觀光中⼀個重要的類型，其⽂化觀光景點包含劇場、節

慶等活動，⽽⾳樂節做為藝術觀光的發展途徑，可以根據 Zeppel & Hall（1992）

提到遊客參加節慶主要因為他們對產品、活動、⽂化遺產或具紀念性的傳統儀式

產⽣特殊興趣，因此⾳樂節能夠在短期之內吸引⼤量遊客造訪。 

Zeppel＆Hall (1992) 認為藝術為觀光的世界帶來了不同⾵格、不同⽂化、不同

美麗，還有那⽣命的連續性。來到藝術觀光景點參與節慶的觀光客，不單只是來

觀賞演出，更多的是感受當地氛圍和在地⽂化特⾊，然⽽，藝術節慶活動的設計

必須經由多⽅⾯考量，布雷根茨⾳樂節除了有創意的表演內容外，最令⼈為之驚

豔的是驚⼈、聳動的舞台，使⼈們在藝術觀光的過程中，能得到額外的驚喜並強

烈地感受藝術觀光的吸引⼒。⾳樂節以藝術觀光串聯了布雷根茨這個城市，不管

是城市的交通配套連接景點與景點、城鎮的⽂化歷史遺產，或是城市中的各種⽂

化與藝術場館以及不可或缺的⼈們，藝術觀光為城市創造地景，使布雷根茨成為

⼀個創意的城市。 

 

從城市地景到觀光客旅遊體驗 

Urry (2016) 提到觀光客在凝視地⽅時，⾃⼰也是⽣產者，並共同參與觀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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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製造，透過各種型態、感官、實踐，從不同⾓度體驗⼀個地⽅。觀光客對⼀

個地⽅產⽣的凝視可以很廣泛，從主題、建築、⾵景到任何感官都能夠增加旅遊

體驗。對於特定主題的旅遊，不同種類的觀光客有著不同的看法，舉布雷根茨⾳

樂節的觀光為例⼦，有些觀光客是藝術愛好者，有強烈的動機與⾜夠的⽂化資本；

有些觀光客有⼀點興趣，願意到當地觀賞，但不會到城市其他地⽅；⽽有些觀光

客則是到當地旅遊順道看看。不可否認的是，藝術觀光受到許多觀光客的歡迎，

也由於藝術觀光的盛⾏，台灣近年來出現了以奧地利⾳樂觀光為主的旅遊團，旅

⾏社將奧地利中幾個以⾳樂節為盛名的城市，包含維也納、薩爾斯堡及布雷根茨，

讓參與的觀光客以深度旅遊的⽅式進⾏藝術觀光，本研究將以⾳樂觀光套裝⾏程

切⼊，探討作為重要的藝術觀光景點之⼀的布雷根茨⾳樂節，以旅⾏團中介者研

究套裝⾏程和分析藝⽂觀光客的⽂化消費，從參與在奧地利⾳樂觀光套裝⾏程中

的台灣觀光客，討論⾃⾝的動機與⽬的、實踐與創意體驗和節慶的意義與價值。 

 

第三節 研究⽬的與問題 

筆者藉由 2016 年前往奧地利參與布雷根茨⾳樂節的⾃⾝體驗為動機，深刻感

受到⾳樂節的影響⼒，不僅是為城市建造地景也塑造出獨特的意象，本研究宗旨

乃在分析布雷根茨⾳樂節中，藝術觀光與創意呈現出的成果，從節慶在城市的歷

史脈絡、⽂化意涵和舞台裝置的運⽤，來探究其演變。在歐洲，⾳樂節慶如此豐

富多元，布雷根茨如何透過⾳樂節為城市帶來影響，城市的地景⼜是如何被建構

出來，⾳樂節的成⾧提升了觀光，吸引了⽂化觀光客，也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

在藝術觀光的蓬勃發展下，觀光客的⽂化消費隨之⽽來，不僅使觀光客願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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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當中，更多的是對創意體驗的需求，本研究預期探討以下三個⽬的： 

⼀、 布雷根茨⾳樂節如何以舞台創意設計作為古典⾳樂的創意化，展現其奇觀

的獨特性並能在⾳樂節場域中勝出，維持其藝術品味、藝術與觀光間的平

衡？ 

⼆、 布雷根茨如何將⾳樂節慶發展藝術觀光，建構城市地景與城市意象，並強

調⾳樂節與城市成為藝術觀光⽬的地的配套整合製作，透過⾳樂節如何觀

光化？ 

三、 探討台灣赴布雷根茨⾳樂節的藝⽂觀光客如何進⾏⽂化消費、實踐深度藝

術觀光，並從台灣的奧地利藝術觀光旅⾏團中介者的⾓⾊，套裝⾏程是否

營造出的深度真實性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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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獻回顧	

為回答前⼀章所聚焦的三個研究問題，本章將依循研究問題的架構來探討三

個層⾯的⽂獻理論，試圖在⽂獻中找出具體的理論路線。第⼀節⾸先回顧節慶與

藝術的創意展現、藝術品味的維持的相關⽂獻，探討以古典⾳樂的創意展現，以

及⾳樂節與藝術觀光作為藝術的⽂創化，在⾳樂節場域當中的藝術品味如何保有

獨特性並從中勝出。第⼆節將回顧節慶觀光、藝術觀光、城市地景建構的相關⽂

獻，探討⾳樂節如何成為城市藝術觀光的重⼼，並串聯城市中的各個⾓落創造城

市地景，也為城市塑造鮮明、藝術氛圍濃厚的意象，最後第三節回顧了藝⽂觀光

客、⽂化消費品味、旅遊實踐與體驗的相關⽂獻，除了探討藝⽂觀光客的品味、

⽂化消費外，也特別從觀光客的⾓度來分析他們的旅遊實踐和體驗。本章節試圖

串聯三個不同的理論⾯向，從三個視野來分析布雷根茨⾳樂節作為藝術創意的節

慶本⾝的多重意涵。 

 

第⼀節 藝術⽂創化  

⽂化創意在藝術領域中已經持續發展了許久，從全球經濟的⾯向來看，藝術

也屈服於使⽤新的互動性科技和媒體以提升⾃⾝特⾊，但從藝術的⾓度看，可能

失去本⾝美感並抹滅其真實性，許嘉猷（2011）提到在⽂化藝術場域中，⽂化創作

者所競爭的主要為名氣、尊崇和聲望等之權威，⽽此權威的基礎乃是符號，布爾

迪厄（Bourdieu）把這些符號視為⽂化創作者的符號資本（symbolic power）。在⾳

樂領域中，有著各式各樣的⾳樂類型，其中的流⾏⾳樂及搖滾樂極受眾⼈的喜愛，

古典⾳樂雖然也佔有⼀席之地，但卻少有變化及創意的展現，若古典⾳樂沒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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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好⾃⾝的品味，除了變得無趣以外，也使得品味與古典藝術⾯臨新的危機，因

此如何⾯對新挑戰，以及在競爭場域中勝出成為主要關鍵，若以節慶的⽅式來呈

現古典⾳樂會增加許多可看性及創意度，因為節慶使古典⾳樂活化，也能夠使⼀

個地⽅變得不⼀樣，有了節慶的設計使得古典⾳樂以不⼀樣的空間及形式展現，

⽽⽐起聞名世界的愛丁堡藝術節、倫敦逍遙⾳樂節、薩爾斯堡⾳樂節、維也納新

年⾳樂會等著名藝術或⾳樂節，雖然奧地利布雷根茨⾳樂節不是觀眾最多、最全

球化的節慶，但是它依然能在古典歌劇場域中勝出，其中的原因包含了創意舞台

和創新的表演⼿法，雖然創意很容易使原本的藝術失去本質、失去原有的藝術性，

但布雷根茨保留了古典歌劇的精神和表演藝術的精髓，以精緻並且有趣的⽅式呈

現在舞台上，⾳樂節的創意可以從很多⾓度去展現，包括舞台與空間設計、樂團

現場轉播、多媒體應⽤、演員演出與⾳場、特效與環境應⽤、東西⽅時代跨界融

合、結合雜耍特技等等……，這些將藝術創意化的⽅式不⼀定適⽤於每⼀個⾳樂

節，也不⼀定能夠持續的⾧期保持，如何界定及維持藝術品味以及平衡消費者和

創作者之間的品味，以下將詳細的加以探討。 

 

⼀、節慶與藝術的創意展現	

放眼世界，歐洲蘊藏著迷⼈的⼈⽂⾵情，名城、古蹟、古建築不勝枚舉，當 

充滿藝術感的建築與⾳樂結合時，那樣的激盪成為新的創意。⼀個城市如果想要

維持創新的地位，就必需在智識⽂化、科技等層⾯上保持創意與創新（Landry, 2012）。

近年來，城市以節慶作為觀光發展的重⼼，當越來越多⾳樂節、藝術活動出現時，

⾃⾝的特⾊就變得⾮常重要，將⽂化、藝術結合不同層⾯的創意，可以提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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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續性，同時也是城市發展的⼀⼤關鍵。從⽂化產業開始轉變為創意產業後，

我們知道創造⼒是這個世界中不可或缺的，根據 Hartley（2005）所說：創意產業

乃是出⾃於⽂化產業與創意藝術的結合。因此，將創意的想法融⼊⽂化觀光發展

中成為必要的⼀環，透過⾳樂節的模式激發更多可能性，將藝術與觀光帶出創意

的⼀⾯，古典⾳樂需要有壓⼒來產⽣創新的動⼒，使得原本無趣且沒有吸引⼒的

⾳樂活化，藉此創造並維持⾃⾝的品味。 

如何適當地將古典⾳樂創意化呢？如何讓藝術與觀光間得到平衡呢？當古典

⾳樂加⼊創意元素時，會出現許多的問題和危機，從⼀個⾳樂節來看，品味的維

持不只需要視覺上的創意，還需要在⾳樂本質上展現⽔準，並⾮所有⼈都認為將

創意融⼊古典⾳樂是加分的，但對許多⼈來說，布雷根茨創造這種形式的歌劇是

有趣的，或許會使歌劇不再是⾼消費的表演藝術，也使歌劇不再是⼩眾⼈才聽得

懂的⾳樂，卻使得精緻的歌劇成為⼤眾能欣賞的表演藝術。 

Pettitt（2000）提到歌劇是⼀種純粹的⾳樂戲劇，由於古典⾳樂逐漸演變後，

歌劇的藝術形式就這麼形成了，因此，歌劇是何時產⽣的，很難明確的界定。關

於歌劇的理念起源，誠如 Pettitt 在《歌劇》（2000）⼀書中所說： 

 

    「一群激進的佛羅倫薩知識分子，召開由兩位領導人伽利萊伊
16
和巴迪

17
 

    主持的例會，他們談論藝術的意義、生活和所有事，就想到了歌劇這個 

    主意。這個聚會真正意圖是重新創造古希臘戲劇的理念和原理，決定將 

    新作品遵循戲劇性朗誦的模式，對個別重要詞語要加以修飾，而按著這 

    些理論寫出東西的人是雅各布．佩里
18
。」 

																																																								
16	 伽利萊伊 Vincenzo Galilei (1520-1591)為義⼤利曲藝家、作曲家及⾳樂理論家，為劃分巴洛克時

代開始的⾳樂⾰命做了重⼤的貢獻。	
17	 巴迪 Giovanni Bardi (1534-1612) 為義⼤利⽂學評論家、作家及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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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500 年起看歌劇的歷史發展，我們會想到許多經典的作品，堪稱歌劇之⽗

的蒙泰⾱爾迪有《奧爾菲歐》、《波佩阿》等歌劇作品，還有英國作曲家珀塞爾的

《狄朵與埃涅阿斯》、莫札特的《魔笛》、《費加羅的婚禮》及《唐．喬望尼》、⽐

才的《卡⾨》、威爾第的《奧賽羅》、普契尼的《杜蘭朵》、《托斯卡》及《蝴蝶夫

⼈》、華格納的《帕西法爾》等。許多⾳樂節會以古典歌劇曲⽬做演出，很多曲⽬

是專業⼈⼠才聽得懂的⼩眾歌劇曲⽬，⽽現今許多⾳樂節則是選擇較為⼤眾化的

曲⼦，才能夠使⼤眾更容易地參與藝術表演中，布雷根茨⾳樂節會選擇較為⼈熟

悉但卻不是最⼤眾的歌劇曲⽬，這樣的⼤曲⽬對觀眾有熟悉感，使觀光客更願意

前來觀賞，⽽ Pettitt（2000）也說由於歌劇院必須盈利、不敢冒眾多空位的⾵險，

因此會演出許多歷久不衰的歌劇。 

上述提到這些深受當時⼈喜愛的歌劇會在世界各地的歌劇院中演出，這些歌

劇院是我們熟悉的室內⾳樂廳，⽽當布雷根茨⾳樂節將⾳樂節舞台搬到外⾯時，

⾳樂節與城市、觀光就有了連結，同時產⽣視⾓的轉變，這種跟室內⾳樂廳呈現

⽅式不同的表演，可能吸引對古典⾳樂較沒有興趣的年輕⼈或是其他觀光客，當

然這種⼤資本的創意舞台有⼈認為很特別，也有⼈對這種奇觀感到感冒，嚴肅的

⾳樂專家也不喜愛這種給⼤眾看的表演藝術。當節慶與藝術結合時，藝術節的創

意、定位、特質將為考量觀光旅遊的重要因素，由於許多藝術節慶以肢體舞蹈與

各種聲⾳來表演，這種⽅式使得節慶內容注⼊活⼒，也更能抓住觀光客的⽬光，

觀光客總是⾃然⽽然地被吸引，因為⼈們總是喜歡會移動的、感官的、活潑的表

演內容，觀光旅遊就是⼀種無時無刻不在經歷感官體驗的⾏為。 

																																																																																																																																																																		
18 雅各布．佩⾥ Jacopo Peri（1561-1633）為義⼤利⽂藝復興時期作曲家和歌⼿，被稱為歌劇的發

名者，1597 年所作曲的歌劇《達芙妮》常被視為⾸部歌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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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 & Wilson (2006) 指出許多創意可以被融合到都市與觀光發展的形式，

包含了「創意奇觀」、「創意空間」、「創意觀光」。在創意奇觀中，我們可以

指節慶和各式活動，由於每個節慶需要舞台和場地，以⼤型的舞台設計、壯觀的

舞台背景成為創意奇觀，布雷根茨⾳樂節就是以湖⾯上的巨型舞台作為奇觀的主

軸，以舞台特效和舞台技術，將表演藝術⽤創意的⽅式展現出來，映⼊觀光客眼

簾的是巨⼤的圖像。在創意空間中，透過對不同空間進⾏不⼀樣的設計，⽤創意

化的⼿法把藝術、⽂化呈現給觀光客，像是將⽂創園區和閒置空間設計成為城市

的新景點，或者是使舊有的空間和地區加以打造、翻新、注⼊新的⼈事物。Smith

（2009）說到對於城市⽽⾔，建築變得更為重要，不僅是⼀地⾃我認同的指標，

也成為觀光景點。⽽在創意觀光中，包含了創意產業觀光、與當地⼈連結和互動、

⽂化體驗等，以創意的觀光景點來發展成為特殊興趣觀光，舉例來說，像是舞蹈

課程、戲劇⼯作坊和全包式度假村等活動。 

因節慶與藝術結合⽽出的創意展現，在藝術場域中建構了獨有的符號，許嘉

猷（2011）在藝術場域中提到，符號商品既是商品，也是符號事物，他們的⽂化

價值與商業價值各⾃保持相當的⾃主性。Landry (2008) 提到無論成敗，競爭⼒⾏

動是最基本的創造誘因之⼀，⽽城市間持續交換意⾒、相互競爭，還有⼈員在城

市間遷徙，都營造出新型的創意氛圍，⼜因較普遍依賴新科技⽽有不同的重⼼。 

	

⼆、藝術品味的建構	 	

從布爾迪厄對《情感教育》的社會學分析中，點出了藝術等⽂化⽣產場域⼀

⽅⾯是屬於⼀個被宰制的位置，另⼀⽅⾯⼜是屬於宰制階級中的被宰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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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1993, p.37-40 ; 許嘉猷, 2004, p.412）。Bourdieu 強調⽂化場域是宰制階

級中的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相互衝突的最具代表性之領域，他認為： 

 

「由於宰制者擁有政治與經濟勢力，他們護衛著他們認為正統的意識型 

態和藝術品味，但這些所謂正統的意識型態和藝術品味卻又需引用文化 

生產者（藝術家、作家、思想家）之理論和觀念加以支持和護衛 ; 另 

一方面，藝術家等文化生產者擁有符號與文化資本，但卻缺乏政治與經 

濟權力，而符號與文化資本與政治、經濟勢力相抗衡之程度，決定了文 

化場域自主性之程度（Bourdieu, 1993, p.37-40 ; 許嘉猷, 2004, p.412）。」 

 

Bourdieu 認為藝術場域本⾝的歷史就是⼀場⾏使界定感知與鑑賞的正當性之

壟斷權⼒的爭⾾史，經由爭⾾⽽使場域有了時間的層⾯，同時也創造了場域的歷

史，它是成名者與未成名者間不斷爭⾾的戰場（Bourdieu, 1993, p.106-107 ; 許嘉猷, 

2004, p.414）。藝術場域不僅與政治場域爭奪對藝術品味的界定權，在其場域內，

藝術家們也彼此相互爭奪對藝術感知與鑑賞的界定權利（許嘉猷, 2004, p.414）。 

布爾迪厄強調：美學的感知（perception）、傾向和慣習是整個藝術場域史的產

物，也是藉由所有藝術的潛在消費者，通過⼀種學徒⾝份⽽不同地再製的產物

（Bourdieu, 1993, p.264 ; 許嘉猷, 2004, p.391）。關於藝術能⼒之養成教育，誠如許

嘉猷在《藝術之眼》（2011）⼀書中所說： 

 

「布爾迪厄強調美學的感知、傾向和慣習，也就是藝術感知模式， 

藝術的感知和領會能力，包含了下列幾個重要的層面，第一為有意 

識或無意識的解碼活動，第二為美學的感知、傾向與慣習的建立， 

後為美學感知、傾向與慣習的養成是長期浸淫的結果，並非天生 

的能力而是與家庭教育或社經背景有連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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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古典⾳樂作為品味的區分，Bourdieu 更指出沒有⽐參與⾳樂會和演奏⾼

尚樂器更具「分類化」的社會實踐，因為要了解⾳樂⽂化必須具備相對應的知識

與經驗才有能⼒談論。此外，由於⾳樂屬於⾼精神層次的藝術，因此對⾳樂的喜

愛就是⼀個⼈具有「靈性」（spirituality）的保證（Bourdieu, 1984, p.18-19 ,轉引⾃

羅雅馨, 2014, p.23-24）。Bourdieu 認為社會階級和教育程度與⾳樂品味有密切的關

係，他以古典⾳樂為例提出三個層次的分類： 

1. 正統品味（Legitimate taste） 

指的是教育程度⾼的宰制階級，偏好的⾳樂包括巴赫的「鋼琴⼗⼆平均率」

（Well-Tempered Clavier）和拉威爾的「左⼿鋼琴協奏曲」（Concerto for the 

Left Hand）。 

2. 中等品味（Middle-brow taste） 

指的是中產階級，偏好主流藝術中的次要作品或是次要藝術中的主流作品，

例如蓋希⽂（Gershwin）的「藍⾊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和李斯特

的「匈⽛利狂想曲」（Hungarian Rhapsody）。 

3. 通俗品味（Popular taste） 

指的是⼯⼈階級，偏好輕⾳樂（light music）或其他通俗曲⽬，例如「藍

⾊多瑙河」（Blue Danube）、「茶花⼥」（La Traviata）等。 

Bourdieu (1984) 聲稱品味絕不只是⼀個美學範疇，他說到「品味會被分類，

也會分類分類者。」任何藝術的感知和領會與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解讀活動有關，

提到藝術感知、領會與解讀，許嘉猷（2004, 轉引⾃ Bourdieu, 1993）強調充分掌

握藝術品背後所指涉的⽂化符碼才能⼀看到藝術品就⾺上有不⾃覺的解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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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了正確和適當的領會。許嘉猷（2011）提到：⽂化素養較缺乏的⼈較傾向於

寫實主義的品味，因為他們並不像藝術愛好者擁有對藝術類別與⾵格的具體知識，

因此他們會以⽇常⽣活經驗去了解藝術，⽽⼈們對於視覺的要求常常是⽿濡⽬染、

⼝⽿相傳之結果。⽂化⽣產的場域由兩個相對的次場域所建構⽽成，⽣產受限制

的場域和⼤量⽣產的場域，前者⽤「⾼級⽂化」來想像，如博物館、畫廊、表演

藝術中⼼等，後者指涉的是「⼤眾及通俗⽂化」（Bourdieu, 1996）。 

如上所述，每個⼈對藝術的品味有所不同，這種藝術品味與⽂化素養、藝術

感知、慣習相關，當從⾳樂節看⼈們的藝術品味時，也會發現感知、領會和解讀

影響觀光客移動的動機和⽬標，參與⾳樂節的⼈有許多種類，包括⾳樂、歌劇專

業⼈⼠，他們會將注意⼒放在⾳樂上；有些⼈因⾳樂節有壯觀、華麗的舞台⽽前

來；有⼈在觀光旅遊時順便看看⾳樂節；甚⾄有⼈只是來拍照留念，對於表演沒

有太多留意。 

藝術場域如果要⾃主，要建⽴起⾃⼰獨特的領域（許嘉猷，2011），⽽任何⼀

個⾳樂節從策劃的那⼀刻起就開始累積其品味，許多的⾳樂節因為沒有⾃⾝的特

⾊⽽⼗分類似，⽽在競爭場域當中即會產⽣各種的商品化以及系列複製的問題，

越來越多⾳樂節發展已經往⼤眾化轉移，也出現了古典⾳樂的商業化，為了要吸

引觀光客，很容易使藝術⼤眾商品化和把重⼼放在視覺化上，但是在商品化的同

時需要作平衡，⾳樂節應為維持吸引⼒⽽同時不會淪於⼤眾藝術商品化。Landry 

(2008) 說到城市進步是由城市競爭造成的，⽽對競相爭取投資、國際觀光活動的

城市來說，創意更是不可缺的。全世界有許多像布雷根茨⾳樂節以古典歌劇為主

軸的⾳樂節，⾵格如果太過相像就會失去特⾊、沒有記憶、無法吸引觀光客，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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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居民的⽀持，因此，如何建構和維持品味即是筆者想要探討的。 

不管是⼩眾還是⼤眾的⾳樂節慶都能具有獨特的品味，將⾳樂節上⽽下從創

意出發，設計出⼀套特別並且有記憶點的品牌形象，從⾳樂節 logo 和表演舞台的

設計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樂節的細膩和巧思，甚⾄是透過節慶場地規劃、臨

時建築與攤位、戲劇主題置⼊周邊服務來建⽴形象，藉著許多細節、特⾊和營造

的氛圍增加更多優勢和提⾼競爭⼒。誠如 Urry 在《觀光客凝視》（2007）⼀書中

所說： 

 

    「幾乎任何場所裡面，各種不同的感官會互相聯合起來，共同製 

造出一種融合了該時空所有人與物在內的整體感覺。而感覺的環境 

不只有自然景色，還有聽覺景域（soundscapes）、瀰漫於空氣中的 

嗅覺景域（smellscapes）、味覺景域（tastescapes）以及地質的觸感。」 

 

藝術品味的建構能夠決定⼀個⾳樂節的形象，進⽽擴展影響了城市給⼈的形象，

⾳樂節的品味從舞台與空間設計、樂團現場轉播、多媒體應⽤、演員演出與⾳場、

特效與環境應⽤、東西時代跨界融合及寓教於樂跨界表演去建構，⽽觀光客也影

響了藝術的品味，⼈群為藝術形成了分類，⽽菁英界定了精緻藝術與⼤眾藝術。

布雷根茨⾳樂節在歌劇曲⽬上，選擇的是眾多歌劇中的⼤曲⽬，⽽不是最⼤眾化

及受歡迎的，也不是很難的曲⽬，⽽是選擇中等的曲⼦，因此，⾳樂節的藝術品

味定位在有深度卻讓⼈看得懂。 

Landry (2008) 還提到：城市展現獨特性的競爭⼗分激烈，要證明創意的價值，

其中最顯⽽易⾒的⽅式始終是建築，如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設計的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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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博物館，是畢爾包成為世界焦點的⽅式。布雷根茨雖然沒有聞名世界，卻能夠

在古典⾳樂節中佔有⼀席之地，在城市互相在經濟、⽂化、社會競爭的環境下，

創意是⼀個很好加以發揮，成為城市發展影響⼒的主要途徑。布雷根茨⾳樂節由

於帶動城市藝術觀光發展，也因此有奇觀建築與裝置的出現，以「創意」為基⽯

發展出能夠建構其品味的服務，包含了從每年的歌劇主題激發出的創意商品、舞

台與後台的專業導覽、演出前後的餐飲服務、演出前的導聆講座及 VIP 包廂位置，

我們可以看出布雷根茨為節慶投⼊許多重點和周密的服務，營造出具質感、創意

的品味。 

城市發展藝術觀光中需要追求⾃⾝的「藝術品味」，除了在國際間提⾼競爭⼒

以外，也對於在地⽂化有根深柢固的影響，布雷根茨因為藉著⾳樂節做了跨國區

域觀光規劃，從城市到布雷根茨之間的交通連動，到觀光旅遊的各項特點，包含

住宿、⽕⾞、接駁巴⼠、市區公⾞，交通配套和⾳樂節作為城市地景和城市意象

的重⼼，帶動了藝術節體驗經濟。藝術和觀光是如何相關呢？盛⾏的藝術⽣活提

升了城市或國家的形象，使對於個⼈決定前往的旅遊⽬的地增添更多吸引⼒

（Tighe, 1986）。提到觀光旅遊，城市的形象是觀光客前往的⾸要考慮點之⼀，對

於想要參與⾳樂節的觀光客來說，其藝術的品味即可能是考慮的主要動機，布雷

根茨⾳樂節能夠以創意的表演藝術、精緻歌劇的品味吸引觀光客，以城市各個⾓

落帶給⼈們藝術氛圍，不僅將城市的藝術⽣活化，也把觀光客帶進城市，最重要

的是把藝術品味融⼊市民的⽣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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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本節提到的藝術⽂創化，以⾳樂節來看已經越來越往⼤眾化轉移，要將古典

⾳樂轉變成為有趣的東西，除了將歌劇加⼊創意，展現新的元素、提升特⾊外，

也能以⾳樂變成觀光性的⽅式呈現，但是，當藝術創意化後與觀光接觸後，必須

在發展中找到平衡，需要考慮許多細部⾯向，從舞台設計、曲⽬選擇、樂團、選

⾓，每⼀項品味的維持和定位將是建構⾳樂節的核⼼。布雷根茨⾳樂節屬於⼀個

⽐較視覺化的節慶，觀光客雖然看的是歌劇，卻可以像看到⼀個劇場，奇觀舞台

變為⾳樂節的焦點，但卻不會失去⾳樂性，在古典⾳樂商業化後，使觀光客有機

會接觸⼤眾藝術，也使得精緻藝術更加普及化，⽽被吸引來的這些觀光客根據藝

術感知的不同，以不同的領會能⼒和慣習做出不同的觀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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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藝術觀光與城市地景 

前⼀節談到古典藝術⽂創化以及成為⾳樂節後的藝術品味維持，這⼀節將從

藝術加⼊「觀光」層⾯探討之間的⽭盾關係，如何在兩者之間保持平衡及適當的

拿捏⽂創化和觀光化，以及藝術觀光帶來的影響和改變，探討層⾯包括節慶、藝

術觀光以及城市地景的⽣成。 

 

⼀、藝術與觀光之⽭盾性	

台中歌劇院於 2014 年底開幕⾄今已三年多，筆者為台中⼈，曾多次思考像 

歌劇院這樣的⼤型⽂化設施，對⼈、藝術及城市觀光有什麼利與弊。有許多喜愛

藝術、具專業背景的⼈，認為在室內的⾳樂廳、表演廳、劇院欣賞演出才是有品

味的，他們注重的不僅是環境品質、聲⾳效果，也看重⾓⾊、演出內容、表演素

質，⽽對於像布雷根茨⾳樂節這種⼾外的藝術表演不⾒得認為是好的。因著布雷

根茨⾳樂節有著⼗分吸引⼈且壯觀的舞台，常常吸引⼤量觀眾前來，由於⾳樂節

舞台位在⼾外，不像在室內⾳樂廳那樣可以約束觀眾，許多觀光客來可能是為了

將奇觀的舞台拍攝下來，這些⾏為容易影響其他純粹為了觀賞表演⽽來的觀眾，

⽽使得視覺⽂化品質下降。 

⾳樂節與⼀般⽂化節慶有些不同之處，對於某些藝術家或愛好者來說，藝術

有觀光的加⼊不⼀定是件好事，他們認為藝術與觀光的配套是有危險性的，除了

無法維持藝術品味，也會導致素質下降，因此，藝術與節慶之間存在者許多的⽭

盾性。⼀個⾳樂節在發展藝術觀光時，會有什麼問題出現？Urry（2016）提出對於

主題空間的看法，認為主題環境主要是透過壯觀、預料得到的著名符號刺激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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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這種超感官（hypersensuous）體驗是主題空間的基礎，將視野所⾒化約成少

數特點，再加以強化和誇⼤，讓視覺壓過別的感官活動。提到「主題營造」，Edensor

（1998）提出「⾶地」的概念，誠如 Urry 在《觀光客凝視 3.0》（2016）⼀書中所

說： 

 

    「飛地空間因為觀光客身在其中，跟周遭環境徹底隔絕，裝潢、晚場秀 

、展演的服務生全都洋溢濃濃的異國情調，飛地空間彷彿是一個環境泡 

泡，替觀光客擋掉了令人反感的味道、品味和地點，這樣更像是自家空 

間，身邊也全是跟自己志趣相投的旅客……。」 

 

觀光客來到景點中，與當地⼈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如同⾶地的概念所說，觀光客

已經在⾶地營造出的空間中體驗⼀切。⾳樂節要如何成為⼀個觀光景點？如何串

連當地觀光？Urry（2016）說唯有把地⽅銘刻在期待、展演、記憶這三者構成的

循環上，此地才有辦法成為觀光景點。節慶與藝術皆為發展⽂化觀光的良好途經，

根據 Richards（1994）在理論上定義的⽂化觀光為：⼈們離開⽇常⽣活的居住地，

參與⽂化展演活動，並期望從中得到新的資訊和體驗，藉此滿⾜他們對⽂化的需

求。 

在全球⽂化觀光持續成⾧時，許多的國家更多⾯地重視其⽂化資產並加以利

⽤，將⽂化發展出觀光即為最有效的⽅式之⼀，尤其是透過舉辦藝術節慶，⽽

Smith（2009）曾經說過：當國家已經把⼀個地區發展為觀光⽬的地，節慶顯能在

短期內聚集⼤量遊客，也因此多數節慶規劃者往往能把景區設計為符合觀光客需

求的理想⽅案。觀光客是維持觀光⽣態平衡中最重要的⼀群，認識他們的背景、

了解他們的偏好為策劃節慶活動時所需注意的，除此之外，藝術節慶活動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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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考量，創意的內容和特殊的舞台能夠滿⾜遊客需求，讓⼈們在觀光的

過程裡⾯感受到驚豔，獲得額外增加的驚喜，⽽布雷根茨藝術節就是⼀個會顛覆

⼈們想像的節慶。 

 無論是⼯作或是玩樂，移動已經成為許多⼈的常態（Molz, 2006）。全世界許

多城市都迅速地在發展觀光，旅遊已經是現代⼈⽣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旅遊

使觀光客從原本居住地離開，移動到觀光景點、節慶活動或是其他地⽅。MacCannell 

(1976) 曾說：「任何事物都有潛⼒可以成為觀光凝視的對象，只要有⼈願意費⼒為

別⼈指出某處值得注意，或者為何值得⼀看。」布雷根茨讓⾳樂節成為城市發展

藝術觀光的重⼼，從⾳樂節本⾝到鄰近的美術館、博物館、⾃然⾵光、歷史建築

到其他旅遊景點，觀光客能透過⼀連串的對象來進⾏凝視。 

 ⾳樂節與觀光結合後要如何吸引⼈卻不會過於⼤眾化呢？⾸先，藝術本⾝要

讓⼈看得懂並可以接受外，還必須偏向於⼤眾品味，除了曲⽬要⼤眾化外，也要

思考⾳樂節要如何進⾏、觀光客源和⾳樂節的時間性，如此，觀光的形式才會出

現，有觀光客才能使觀光活動⾧久，吸引⼈前來以及讓來過的⼈覺得值得⽽願意

再訪，如果⾳樂節的藝術本⾝很專精，吸引的可能是少數的藝術家⽽使觀眾變少，

因為⼤部分的⼈沒有⾜夠的⽂化資本，但如果表演本⾝過於⼤眾，也會使藝術品

味下降，觀光也跟著失去品質，因此，要怎麼拿捏精緻化與平衡藝術與觀光？ 

 

⼆、節慶觀光	

〝觀光〞顧名思義為觀賞⼀國之光，⼈們喜歡去旅遊和到不同國家觀光，因

為想要看與⾃⾝不同的⽂化，從觀賞⼀個城市的⼈、建築、街道、歷史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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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景觀，到親⾝體驗飲⾷、節慶活動，在經驗的過程中可能產⽣的⽂化接觸和⽂

化衝擊都是實現觀光的⽬的和意義。從⼀般觀光轉變到⽂化觀光，越來越多⼈願

意離開居住地，到外地參與⽂化展演，並且期待獲得新的⽂化資訊及體驗，

Richards（2001, 轉引⾃ Prentice & Andersen, 2003）指出創造⼒已經成為額外的

定位，⼤量的城市使⽤⽂化來定位⾃⼰，由於⽂化觀光在全球觀光中⽇益增加，

使節慶成為全球旅遊的現象之⼀，⼈們更會選擇節慶觀光作為⽂化消費。蔣⽟嬋

（2006）說到〝觀光〞意味著發現⼀個地區固有的光，藉著與之接觸，使造訪此

地的⼈及迎接賓客的當地⼈之間，共同享受⽣活的喜悅。〝接觸〞是旅⾏中最重

要的部分，不管是參與在藝術欣賞裡⾯，或是到⾃然景點遊玩，觀光的任何時候

都將與當地⽂化、當地居民進⾏交流、接觸，城市意象都是⼀點⼀滴在這當中被

塑造的。 

在觀光旅遊的研究中，Urry (2007) 提出了觀光⾏為涉及到「偏離常軌」 

（departure），這是⼀種擺脫⽇常⽣活習慣並使感官投⼊⼀連串與平凡⽣活形成強

烈對⽐的刺激⾏為。Urry 也提出了觀光旅遊的必備特性，包含觀光中的各種凝視，

⼀個地⽅之所以被凝視是因為⼈們的期盼，⽽所期待的往往是強烈的愉悅或是慣

常所經驗不到的感官知覺。在全球化的觀光旅遊之下，節慶成為⼀種新的凝視⽅

式，Urry (2007) 提到因為現今的觀光客各個都是名勝⾵景的影像收藏家，對於重

溫舊地去看同樣的景⾊是興趣缺缺。因此，除了⼀般的觀光旅遊外，越來越多觀

光客想要尋求新的體驗，包括了參與有時間感的節慶活動，如此⼀來，也能透過

節慶將城市變得有趣，節慶的內容不⼀定是在地的東西，有可能加⼊了新的元素、

新的創意，因此，和原來的東西加乘後變得有新鮮感，加上周邊活動及營造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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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使節慶也與空間有所關聯。 

節慶是⼀種觀光活動並能夠帶給觀光客各式各樣的凝視，Adams (1986) 提出

節慶與旅遊互惠互利的現象已經有悠久的歷史。Richards & Palmer（2012）說節

慶成為城市裡⽂化全球化的⼀部份，也是⽂化、空間、經濟上的交流⼯具，⽂化

節慶成為⽂化全球化及地⽅化過程中的中介傳遞者。全世界各個城市喜愛⽤節慶

發展觀光，節慶的舉辦對於當地的觀光影響多⾯且快速，在短時間即能夠吸引⼤

批的⼈潮。 

Smith (2009) 認為許多節慶的⽬的是要提⾼該地區的形象並且讓它「名聞遐

邇」，當國家已經把⼀個地區發展為觀光⽬的地，節慶顯然能在短期內聚集⼤量

遊客，也因此多數節慶規劃者往往能把景區設計為符合觀光客需求的理想⽅案，

節慶作為⼤規模的活動，快速地聚集了⼤量的觀光客並造成龐⼤的流動量，也帶

來了很⾼的流動性。 

⽂化節慶⾄今也尚未有明確的定義，Richards & Palmer (2012) 提出⽂化節慶

的基本特質，包含了⽂化內容、時間與地點、觀眾與利害關係⼈，兩位學者認為

⼀場⽂化節慶需要有⼀個⽂化焦點，內容可以是⾳樂、⽂學、電影、飲⾷、時尚

等主題，這些主題可以在正式場所或是城市公共空間舉辦，⽽每⼀種企劃的形式

都是決定這個節慶內容的重要過程，節慶更是⼀個在特別的時間與地點舉⾏的活

動，不管是被吸引或是被邀請來的觀眾都是⾒證節慶發⽣的⼈，⽽在策劃節慶時，

除了直接參與節慶企劃的⼈以外，⽂化節慶也有許多利益關係⼈，他們可能是以

某些⽅式被節慶影響或是對節慶產⽣影響的個⼈或團體。 

Silvanto & Hellman (2005) 提出了節慶可以締造的「節慶時刻」（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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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也就是從中創造出戲劇性的卓越和⾼品質的內容，締造凝聚觀眾、表

演者和籌辦者的深刻體驗。⼀個節慶從概念到實踐，不可或缺的就是節慶的內容，

也就是觀光客來到旅遊地點時想要得到的，不管是什麼樣的形式，節慶內容要盡

可能滿⾜觀光客的需求，節慶帶來的教育、氣氛、創意、樂趣、體驗、美感都是

產品的⼀部份。任何⼀個想成為⼀個⼗分⽣動的、活潑的、極具創意的、拉近與

觀眾距離的⽂化節慶，不僅是靠舞台設計，節慶本⾝的品味、精緻度及專業度也

是成功的因素，節慶之所以能為觀光客和城市帶來吸引⼒，正是因為節慶能夠培

養⽂化資本、有娛樂和教育性，並且重建城市外在形象、改善當地⽣活空間、豐

富⽂化⽣活和⽂化觀光。 

Richards & Palmer (2012) 提到透過挑選⼀個具有辨識度的主題，節慶就可以

連結對主題有興趣的重要潛在市場群眾，⽽城市中任何⽂化聯想物都可以被⽤來

創造主題，利⽤有特⾊的主題強化城市或區域的形象，也能夠透過主題來連結城

市的周圍環境，將建築物串連起來。Silvanto & Hellman (2005) 也提到節慶影響了

⼈們對於⼀個城市的想法。Richards & Palmer (2012) 說⼀個成功的城市品牌必須

在廣⼤的市場中具有極⾼的辨識度，並且要滿⾜⼤家的需求，⽽節慶之城的⼝號

已經成為⼀種城市品牌形象的流⾏選擇。Prentice & Anderson (2003) 也提到由於

不同的因素，節慶在數量上有爆炸性的成⾧，從供應的⾓度來看，原因包含城市

的⽂化計畫、觀光發展及公民重新定位，⽽從需求⽅⾯來看，可能是因為休閒、

⽣活⽅式、社會化需求、對創意渴望等因素。 

任何的⽂化節慶不僅促進了觀光客的流動，也因為舉辦節慶造成的⼯作機會，

增加了就業⼈⼝的流動，Urry (2007) 在觀光旅遊⾏業的研究中提到新興的產業，

 



	 27	

特別是運輸、飯店、餐飲和娛樂等產業，全都與提供「服務」給消費者有關。⾯

對每年節慶帶來龐⼤的觀光客流量，因此，⼀個⼤型節慶帶來的除了是觀光⼈⼝，

還有周圍相關產業的就業⼈⼝。當然，舉辦⽂化節慶⼀定有隨之⽽來的問題，

Richards & Palmer (2012) 說許多城市節慶時間表越來越擁擠，這時就需要詳加規

劃避免產⽣節慶之間的衝突，或是將節慶發展成為城市裡更有魅⼒的據點。⽽兩

位學者也提到⽂化節慶不⼀定都會成功，可能是因為沒有提供奇觀的場所或是無

法產⽣魅⼒，但卻花費與有形的基礎建設相近的資⾦，因此每⼀個節慶都必須思

考如何投⼊創造、維持，並且良好地發展節慶活動，使節慶可以滿⾜觀光客的體

驗需求。 

 

三、藝術觀光	 	

繼上段討論的⼀般觀光旅遊和節慶⽂化觀光後，進⽽討論藝術觀光這種更特

定的觀光類型，不同於前兩者，藝術觀光除了參與節慶活動外，還與特殊的空間、

藝術的品味、地點的氛圍有關係。藝術也許是⼀種特殊的精神⽂化產品，也許是

⼈類⼼裡真實情感的反映，藝術為城市帶來的是⽂化、吸引⼒、美感，對⼀個城

市來說，⾳樂節和藝術觀光的出現和發展成為經濟、社會和⽂化上的重要因素，

⽽當我們提到藝術與觀光時，⾸先想到的可能是參訪博物館或美術館，然⽽節慶

作為藝術觀光的⼀種⽅式，能夠讓藝術更加的貼近⼈群，增強⼈們想欣賞藝術的

動⼒，藝術、節慶與觀光三者有緊密的連結，越來越多城市以⼤型節慶發展觀光，

因此，“藝術觀光”為城市帶來很⼤的吸引⼒。 

⽂化是⼀個⾮常廣泛的概念，通常包括了“遺產”和“藝術”兩者（Rich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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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對於⼀個城市來說，我們從它歷史遺產和藝術中就能看出此地的⽂化，

當有良好的觀光發展時，不僅是⽂化和遺產被看⾒，藝術的氛圍也能被⼈們感受

到，藝術是⼀個發展觀光很好的途徑，它增加了地⽅的吸引⼒，也為城市、地區

建⽴很好的觀光意象，歌劇和⾳樂是藝術的⼀⼤部分，Stokes (1999) 說到⾳樂

觀光正在慢慢的成⾧，這些發展⾳樂觀光的地⽅，不僅吸引了⾳樂家、愛好⾳樂

的⼈，甚⾄是為了⾳樂⽽到當地旅⾏的旅客。Zeppel & Hall（1992）也說過藝術

作為觀光的元素，能改善產品內容，增強其吸引⼒，使得觀光產品更容易銷售。 

Schmitt (1999) 提到藝術節慶實際上作為⼀系列體驗，作為商品化和提供感官

體驗，包括感覺、感受、思維、表演和關聯。藝術注重的是品味、真實性、完整

性，⽽藝術觀光能夠協助擴⼤多元化的藝術市場，為藝術提⾼知名度，雖然藝術

觀光的優點確實能夠提升藝術的吸引⼒，不過在品味層次上，藝術和觀光之間有

衝突也有連結，兩者的品味是截然不同的。Hughes (2013) 提到藝術被認為更加

苛刻，並且需要努⼒去欣賞，在某些⽅⾯⽐娛樂更加嚴肅，因此藝術與許多其他

活動截然不同，參與的⼈⾮因花費多寡的原因⽽出現在那，無論貨幣價值如何，

他們聲稱藝術是值得的，然⽽在⼆⼗⼀世紀初，藝術在這種⾮商業性基礎上⽣存

變得越來越困難。 

藝術觀光顯然為城市帶來許多優勢，不僅能提升城市的國際知名度，更能促

進當地經濟、社會、⽂化發展。Smith (2009) 也曾說過在藝術觀光蓬勃發展的⽬

的地中，旅遊組織傾向把藝術當作⼀種深具吸引⼒的途徑來推展⽂化觀光產品。

藝術觀光包含表演藝術、美術和娛樂，雖然藝術觀光與遺產觀光之間有⼀些重疊，

特別像是參觀藝術博物館，藝術觀光⽐遺產觀光更以當代的⽂化形式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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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 2000）。藝術觀光的活動包含了參觀博物館及美術館、參與各種⾳樂

節及藝術節、⼿⼯藝及觀光⼯廠等，在⽂化觀光市場中，藝術觀光是最具活⼒的

類型之⼀，⽽藝術⽣產變得更商業化並依賴於訪客的收⼊，因此藝術觀光的發展

包含越來越多流⾏的⽂化元素。 

藝術觀光中的創意帶來⼀起的兩個極端：藝術和商業市場（Urry, 2003）。雖

然藝術和觀光互惠互利，但卻有可能在創意化的過程中失去本質，並演變成系列

複製的問題，以布雷根茨⾳樂節的例⼦來說，雖然不像薩爾斯堡有著名⾳樂家莫

札特作為光環，卻能以有別於其他⾳樂節的舞台設計，以獨樹⼀格的⾵格創造⾃

⼰的藝術品味。⾳樂節要如何包裝？如何使⾳樂節成功地串連在地觀光，使藝術

觀光有良好的發展？⾳樂節可以為觀光客帶來⼗分強烈的感官體驗，⾳樂節的意

象和觀光⽬的地是為了觀光凝視⽽設計的，這些中介使觀光客接觸並看到⾳樂節

的不同⾯向。Urry（2016）提到鑒於觀光消費強調視覺感官之體驗，⽽且觀光客

的⽬光⼜總是給引導⾄作為凝視對象的建築物上，有必要全⾯檢視建築物在美學

⾵格、樣式、造型、主題上的變化和⾛向。 

Kirschenblatt-Gimblett (1998)表明說節慶是遊客融⼊⽬的地和體驗當地⽇常

⽣活的理想⽅式。來到藝術觀光景點參與節慶的觀光客，不單只是來觀賞演出，

更多的是感受當地氛圍和在地⽂化特⾊。MacCannell (1976) 認為成功的景點必須

要能夠提供「有意義的體驗」（meaningful experience）以及「視覺參與」（sight 

involvement），前者決定了⼀處景點是否被認可為真實物件或經驗，後者的涉⼊

程度則取決於觀看者和所⾒事物、其標⽰物（marker）的連結關係。藝術觀光可

能是浪漫的、視覺體驗強烈的、古典的、創意化的，來到布雷根茨⾳樂節的觀光

 



	 30	

客以各種藝術觀光活動親⾝體驗在地的⽂化，不僅如此，吸引眾⼈⽬光的舞台更

是使觀光客有視覺的參與，真實地體驗歌劇的創意化。 

觀光凝視對於觀光客到特定的區域或城市旅⾏，就是為了建⽴在視覺、印刷

品或其他⼤眾媒介訊息的期待感，體驗他們對於地景的期待 (Urry, 2007, 轉引⾃

劉怡君, 2018, p.24)。 Schmitt (1999) 說到藝術節實際上是將感官體驗商品化，並

將節慶作為⼀整套體驗組成的⼀部分，包含了感覺，情感，思考，⾏為。Hughes 

(1996) 將⽂化觀光客主要的消費⽅式分類，有⽂化的、偶然的或是意外的，意味

著節慶觀光客都與⼀般遊客有著根本的不同，並不是每個⼈到了在節慶期間的⽬

的地都可以被認為是⼀個節慶觀光客，因此，我們有必要認識到⼀系列潛在的動

機和觀光客⾏為以及兩者與旅遊形式的結合。 

 

四、城市⽂化地景建構	 	

何謂地景？地景指的是地表上⼀切視覺可⾒的有形景物，是⼈與⾃然結合的

成果。本⽂針對⾃然現象與社會⽂化的價值結合⽽成的地景，特別是⼈為的活動

造就的都市樣貌，節慶為城市建構獨⼀無⼆的樣貌，⽽藝術觀光不僅為城市增添

⾊彩，也使地景有了多樣的變化。 

⼀個城市的⽂化地景可以從⼈類⼀切活動來建構，包括居住環境、節慶、藝

術觀光路線等，在 UNESCO 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知道⽂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s）

是「⼀種⽂化資產，它們呈現⾃然與⼈類結合的成果，也闡明⼈類社會與居地如

何受到⾃然環境的限制與機會，以及社會、經濟與⽂化⼒量相繼⽽來的內在與外

在影響。」UNESCO 進⼀步將⽂化地景區分為三種類型：⼀為⼈類刻意設計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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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庭園與公園，包括為了各種美學或宗教理由⽽營建的，⼆為有機演變的地景，

這是由社會、經濟、⾏政因素所造成的，形貌與所處的⾃然環境相呼應，三為關

聯性地景，與宗教、藝術或⽂化有重要關聯的⾃然元素。 

Hughes (2013) 提到許多城市現在正舉辦節慶活動，作為其再⽣策略的⼀部份。

城市會以節慶來創新，不管是以舊有的⽂化成為的節慶，或者是因為其他原因⽽

促發創造⼀個新的節慶，都是為了要讓城市更加進步、多元、完整。節慶、藝術

觀光及創意氛圍加在⼀起，變成了有吸引⼒的朝聖點，⽂化景點在現代形式的朝

聖觀光中變成特別重要，這些景點不僅為了從遠處來旅⾏及凝視的，也變成了國

家或甚⾄是國際上關注及認可的重要因素（Richards, 2001）。 

在觀光的領域上，⽂化觀光以不同種形式呈現，使每⼀個⽂化觀光景點為地

區增添了⼀種樣貌，⽽整個城市就構成了地景多樣性，在整個城市空間當中，交

通成為城市地景中⼗分重要的⼀部份，節慶和城市的交通有良好的配套措施，為

觀光客提供了便利的服務，公⾞路線和接駁⾞將旅館、主要⾞站、⾳樂節會場、

劇院、美術館、博物館、其他⾵景區串連起來，不僅縮短了移動的距離，也使景

點與景點之間能夠互相搭配，交通的連動構成⼀條藝術觀光路線，城市的各個⾓

落因舉辦節慶有了連結，創造具特⾊的城市地景。 

對於許多觀光客來說，⽂化特⾊是他們對⼀個城市最重要的印象之⼀，許多

節慶喜歡在⼾外的鄰⽔地區舉辦，除了有相對⽐較不受限制和廣闊的空間外，還

能夠有優美的⾃然景觀，⼈們也喜愛親近⼤⾃然、舒適、悠閒的景點。Richards & 

Palmer (2012) 提出城市空間的應⽤決定了吸引⼒與氣氛之間的關係，因此空間不

僅是體驗的場所，更是形塑出增加體驗感覺的原因，節慶最⼤的挑戰是要創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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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可以被相信的空間 (Richards & Delgado, 2002, 轉引⾃ Richards & Palmer, 

2012) 。除了外部空間之外，⽂化場館在藝術觀光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特

別是歌劇院、美術館、博物館及展覽空間，因為有了這些場館使藝術觀光開啟新

視野，也讓觀光客有新的體驗，在城市的空間中，鄰近的劇院與劇院、博物館和

博物館、美術館和展覽中⼼都互相牽引，當觀光客進⾏旅遊路線時，他們⼀直都

在凝視城市中的環境、感受當地的氣氛。 

隨著城市⽂化機構趨於成熟，他們也開始建⽴起⾃⼰的⽂化節慶，透過節慶

建構城市地景，特別是透過舉辦各種節慶、⾳樂節慶等⼤型活動，Richards & Palmer 

(2012) 說流⾏和⾼雅⽂化因此被帶進露天的使⽤公共空間，像是透過公園或是廣

場贏得新的觀眾，並且以樂團、舞台和露天劇場互相搭配。城市地景的建構要有

完善的發展，除了⽂化資源外，也必須要有 “⼈” 投⼊其中，⼈們的⽣活造就了周

圍的環境，⽽周遭環境也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了各式各樣的⽂化，Richards & Palmer

說藉由舉辦節慶，在城市重新定義⾃⼰及社群的同時，也建⽴新的⾝份認同和社

會凝聚⼒。越來越多城市以地⽅歷史館、⽂化館的⽅式來呈現城市⾯貌，蔣⽟嬋

（2006）在地⽅⽂化館研究中提到：地⽅⽂化館在發展的過程中，居民對地域有更

深⼊的瞭解及認識，進⽽產⽣了認同與驕傲感。對於布雷根茨⾳樂節來說，當地

⼈的認同感也是很重要的，當觀光客前來時，當地⼈及居民可以透過導覽、解說、

指引等……，讓觀光客留下深刻、正⾯的印象，居民的認同感和對⾳樂節及藝術

觀光路線的驕傲，使觀光客願意再次拜訪，甚⾄推薦親朋好友前來。 

對於建構城市地景來說，地⽅意象的形塑⼗分重要，Richards & Palmer 說城

市以活動為中⼼來運⽤城市空間，活動已經成為「地⽅形塑」（placemaking）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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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藉由舉辦節慶的⽅式提供可以成為奇觀的場所，⽤來延伸地標形象，⽽

有時候城市以節慶來創造⼀座地標的平台，也是城市定位⾃⼰與其他不同及獨特

性的機會。創意可能來⾃四⾯⼋⽅，Landry (2008) 提出了關於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概念，其中提到能透過結合不同的領域或⼈，不僅能擴⼤眼界，也能激發

嶄新的創意，讓藝術家參與城市各項更新，也可能產⽣意想不到的結果。創意氛

圍可以使建築、節慶活動對當地的⾃尊、社會凝聚⼒及活⼒產⽣正⾯影響，城市

的〝氛圍〞能夠給⼈們帶來深刻的體驗與感受，藝術觀光可以從城市的地景來營

造氛圍，從⼤型的場館、⼾外舞台，到公園和廣場的設計、造景、雕塑品，城市

裡的每個⾓落都充滿藝術元素，在藝術觀光中除了能夠培養美學涵養與氣質，環

境美感經驗之傳遞成為建構城市地景的重⼼。 

如何成為⼀個創意的城市，「創意氛圍」是⼀個⼗分重要的因素，Landry 提

出的創意氛圍是⼀種空間的概念，指的是建築群、城市的某處、甚⾄整座城市或

區域。創意氛圍涵蓋了必要的先決條件，⾜以激發源源不絕的創意點⼦與發明⼀

切「軟」、「硬」體設施。在 Landry《創意城市》（2008）⼀書中提到創意氛圍包含

了許多特質，其中之⼀為「當地具備某種程度的原創、深厚知識，加上現成的技

術與能⼒，還有⾝懷互相溝通需求及能⼒的⼈。」城市氛圍有必要提供建⽴網路

的機會，⽽單有地⽅機構網路，還不⾜以維持⼀個地⽅的成功，還必須依賴社會

⾵氣和建⽴制度的流程來營造氣氛。「軟體」設施藉由社會關係、⼈際關係、個⼈

與機構間的互動產⽣，⽽提到「硬體」營造的創意氛圍包含了⽂化、教育、交通

設施等。 

傳統上，城市是由⽂化、智識、技術、組織等⽅式創造出來的，並營造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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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配合，在⽂化產業興起的狀況下，⽂化與技術的創意、創新有合流的傾向，

這些連結關係有助於發展新的果效，以逐步形成需要新組織、經濟及政治形態的

新產品、新服務。Landry 說城市間持續交換意⾒、互相競爭，還有⼈員在城市間

遷徙，都營造出新型的創意氛圍，⼜因較普遍依賴新科技⽽有不同的重⼼，在城

市視⽂化為資源的討論中提到，連結並利⽤⽂化的⼀切層⾯，不僅迫使它與其他

領域協作，也有助於激發新創意。這固有的建⽴關係、橫跨與模糊界線流程，既

促進創新，也創造出著重地⽅特⾊的城市規劃策略。 

城市要建⽴品牌需要有⼀個定位，Landry 提到愈來愈多城市使⽤諸如「智慧」、

「教育」、「綠⾊」或「創意」城市等品牌定位法，這樣的⾏銷⼝號提⾼了期許，

在現實上必須跟得上⼤肆的宣傳，圓滿執⾏⾏銷活動能夠發揮龐⼤的乘數效應。

建⽴城市的⾵格⼗分重要，城市⾵格的形成影響了城市的意象，從城市的觀光發

展來看城市意象，透過不同的景點構成⼀條觀光路線，不管是從⽂化歷史、⾃然

景觀、環境，還是古蹟遺產、場館、建築，甚⾄是當地居民、商店攤販、⽣活型

態，這些有形和無形的元素都是塑造意象的⼀部份，多元化的展現使城市增添⾊

彩、提⾼豐富度。⼀個城市或是地區的意象建⽴在⽂化資產和資產周遭的體驗上，

也延伸到⽣活⽂化和地⽅的氛圍裡⾯（Wilson, 2002）。 

近年來，由於節慶能夠很快地被注意，因此節慶活動越來越受到重視，除了

快速吸引⼈潮之外，也適時地結合地⽅⽂化特⾊，使當地居民體認到⾃⾝⽂化的

珍貴，因⽽產⽣對地區的榮耀及認同，Landry (2008) 提到：認同感與獨特性提供

給城市必要的⽀柱及基礎。強烈的認同感有正⾯的影響，並能為城市⾃尊、社區

精神，以及城市環境製造先決條件，對整體城市活⼒有所貢獻，並且不⾄於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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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或是分裂，⽽有了認同感，節慶活動才能更加精緻化，使當地⼈也能⼀同參

與投⼊此⾏列中，居民對於⾳樂節的認同越⾼，並願意⽀持前往和推薦給他⼈，

對於⾳樂節有正⾯的意義，對於城市意象來說更是增加其良好的果效。Scharl, 

Dickinger &Weichselbraun（2008）說到城市不但被轉化成各式各樣可以欣賞的景

觀，也出現了各種視覺⽂化的表現⽅式，使得⼈們⽣活在⼀個景觀社會中，可以

更加了解實體建設的視覺美感，以及⽂化價值對都市形象的影響⼒與重要性。 

Urry (2007) 提到觀光旅遊在本質上就是⼀種視覺的經驗，由於視覺的凝視⾮

常重要，所以觀光旅遊業⼀直都著重在奇觀的場⾯，以及那些交相重疊難以歸類

的⽂化活動上，⽽凝視（gaze）促成我們與「他⼈」相遇，視覺經驗使我們能夠

區分各種不同性質的快樂，或是應該在什麼空間、時間享受。城市可觀看的對象

包含⼈、空間與設施，Landry (2008) 在城市的空間與設施中提到，在激發靈感、

意⾒交流與建⽴城市的形象，⽂化設施與活動是其要素。它們有助於吸引技巧純

熟並能幹的⼈才，同時為居民提供機會，並且在經濟能⼒許可的創意空間中，創

意城市需要經濟能⼒可負擔的⼟地與建築。 

Urry（2007）認為在任何場合，各種不同感官會互相聯合起來營造出⼀種融

合了該時空所有⼈與物在內的整體感，就像是⼀幅「聽覺地景」（soundscape）。

觀光旅遊中這類「名勝」的發展及複製過程中所涉及的複雜關係時曾說過，他們

是發⽣在「標⽰物」（marker）、「景緻」（sight）以及「觀光客」（tourist）這三者

之間的關係（MacCannell, 1999, 轉引⾃ Urry, 2007, p.249）。 

⽂化活動被視為城市再⽣的催化劑，常以像⼤型節慶這樣具⾼曝光度的旗艦

計畫來塑造城市意象（Evans, 2011, 轉引⾃趙美筑, 2016, p. 26）。節慶加速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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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觀光發展，以藝術路線、藝術地圖發展城市意象，當地居民若對城市意象

認同越來越⾼，並且願意前往⽀持、推薦給他⼈，並深植在地⽂化，投⼊創新資

源帶動周邊的觀光，將原有的場館創造新亮點，才能使藝術觀光有永續、創意的

發展。城市⽂化發展策略包含指標性建築、遺產保存、舉辦⼤型活動（mega-event）

和城市主題化（thematization），其中舉辦⼤型活動不但能促進經濟發展，亦能提

升城市知名度，⽽為了佔有⼀席之地，開始發展城市主題化並定位⾃⼰(Richards & 

Wilson, 2007, 轉引⾃趙美筑, 2016, p.39)。 

 

⼩結 

⼀般歌劇演出會出現在像⾳樂廳、歌劇院這樣的場館中，若⾳樂節要與城市

有連結，就必須加⼊觀光的元素，雖然藝術與觀光之間存在了許多⽭盾點，但隨

著藝術的⽂創化及⾳樂節的觀光化發展，⼀⽅⾯我們可以在⾳樂節中，看⾒藝術

的創意展現，聽⾒平常聽不到的曲⼦及樂團演出，另⼀⽅⾯，也因著藝術觀光為

觀光客創造城市空間，從觀光路線、觀光地圖、觀光景點中建構的⽂化地景帶動

城市的主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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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觀光客⽂化消費與實踐及藝⽂觀光客 

Urry（2007）說每個⼈都有權利去旅⾏，因為那正是⽣活中不可或缺的 

⼀部份。⼈們暫時離家到外地，透過交通運輸⼯具加速時間與空間的壓縮，在空

間移動過程中所做的休閒、玩樂、⽂化及學習體驗等相關活動，遠離⽇常⽣活並

到外地進⾏⽂化消費和實踐旅遊⾏為。觀光客在旅遊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親

臨現場，不論這個「現場」是否在全球觀光旅遊業裡佔有重要的地位（Urry, 2007）。

觀光客從家中離開到外地旅遊，為的是尋求體驗，不管是從移動到⽬的地的過程

中，或是在觀光景點旅遊時，都是⼀連串的凝視，搭乘的交通⼯具、窗外的景⾊

及接觸到的⼈事物都是旅遊體驗的⼀部份，只有親⾃看到、摸到、聽到、聞到或

嚐到某個地⽅的感覺，才能算是曾經「與之同在」（co-presence）(Urry, 2007)。我

們從後現代的觀光中可以發現，⽂化觀光客對於⽂化的消費有更多的追求以及在

親⾝感受上有多的期待，當他們在移動的空間中旅⾏時，重視的是多元的感官體

驗、⼈與⼈的互動以及深⼊當地的⽣活，使他們願意遠離家鄉體驗⽂化差異性與

真實性。 

    從 Urry 提出的「看」與「被看」中，我們可以知道透過他⼈和攝影鏡頭能表

現旅遊，能夠讓觀光客停下腳步、找尋記憶中的影像，觀光旅遊重視的是感官上

的經驗，不僅⽤眼睛看更要⽤⼿腳去感受，在⾯對與⾃⾝不同的⽂化時，必須⽤

最真實的⽅式去體驗，⽽當觀光客在凝視眼前的⼈、事、物時，同時也被他⼈凝

視著，當他們在觀光活動中的各種空間裡，成為觀看他⼈與被觀看的對象，這些

地⽅的每⼀個⼈都在看著別⼈，同時也被別⼈看著（Urry, 2007）。 

觀光客在各地體驗⽂化，不論是欣賞古蹟、觀賞建築、聆聽⼀場古典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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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品嚐在地特⾊飲⾷，都是以消費者的⾝份進⾏了各種的⽂化消費⾏為，⽂化

消費的因素很廣，可能因為個⼈的興趣、嗜好加上過去的經驗產⽣不同動機，也

可能因為外界的資訊及媒體影響，⽽刺激了⼈們的⽂化消費，我們可以說這樣的

⽂化消費是⼀種體驗，包含了感官上的及⾏動上的體驗，觀光促使⼈移動，⼈若

沒有移動就沒辦法稱作「旅遊」，在現今流動的世界中，觀光和⽂化有緊密的連結，

我們會因為⽂化與⾃⾝不同⽽到異地旅遊。正因為⽂化的可流動性變得如此強烈，

當今的公民才會認為他們有權把⾃⾝的⽂化帶到其他地⽅，甚⾄是其他⽂化之中

（Urry, 2007）。 

 

⼀、⽂化消費	

Bourdieu (1984) 在《秀異》⼀書中提到：品味判斷的社會評論取決於家庭背 

景和正規教育，因為教育系統對不同⽂化教育的認可程度有所不同，⽽社會出⾝

的影響⼒是最強的，對社會公認的藝術等級⽽⾔，每⼀種類型的藝術等級都與消

費者的社會等級相對應。Urry (2007) 提到：觀光旅遊業裡存在著⽂化習慣，就是

⼀套以品味差異區分⽽架構出來的偏好性社交活動，這套⽂化區使⼈們想與特定

類別的⼈為伍，想前往某些地⽅觀賞某個特定的對象。 

Storey (2002) 認為我們消費的內容與⽅式，說明了我們是誰，我們要成為怎

樣的⼈，以及別⼈如何看待我們。顏家芝（1994）在研究中提到消費者在⾯臨不

同的消費⾏為時會有不同的決策⽅式。當觀光客在選擇要消費什麼時，會根據產

品的內容、形式、價值或是⾃⾝經驗來決定，Nicholas（2005）提到隨著⽂創產

業的興起，⽂化產品轉向⽂化⽣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消費者會因為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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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消費，就像到布雷根茨⾳樂節的觀光客會因為城市的吸引⼒、表演藝術的

魅⼒⽽來，Storey (2002) 說到我們現今的⽂化消費模式，總是很可能根據我們過

去的⽂化消費，以及我們⾃⼰的個⼈歷史，和我們在社會形構中所佔據的位置。 

Campbell (1983, 轉引⾃ Storey, 2002) 討論浪漫倫理，提到主張從經驗中學習

的浪漫主義，不但強調所有感覺的價值，還特別注重歡愉（pleasure）的價值，誠

如 Storey 在《⽂化消費與⽇常⽣活》（2002）⼀書中所說： 

 

「對於歡愉經驗的投入，這種理論從智識上合理化了消費的模式，因為 

    透過強烈的經驗，我們可以了解這個世界上和我們自己，重新界定如何 

    透過許多經驗來提升個人，Campbell 認為正是這種浪漫主義的自我，促成 

    了消費倫理（consumption ethic）的發展。」 

 

Storey (2002) 提到 Campbell 認為現代消費的主要模式乃是源於浪漫主義的理論關

懷與實踐結果，當他分析當代的⽂化消費後，區分了傳統與現代的享樂主義

（hedonism），兩者的差別在歡愉的領域從特定的經驗擴展到所有的經驗，因為歡

愉的重⼼不再是「感官」（sensations）了，⽽是「情緒」（emotions）。 

關於消費的循環，了解⽂化消費的本質前，必須先了解期待經驗和實際經驗

之間持續不斷的相互作⽤，以及⼒求拉近兩者差距的深刻想望（Campbell, 1987, 轉

引⾃ Storey, 2002）。期待與幻滅的循環，驅動了消費慾望。要讓這個過程繼續推進，

只需出現新的⽂化消費商品即可，⽂化消費雖然是⼀個主動的過程，消費者的基

本活動仍是在於追求歡愉的想像過程，因此必須關⼼的是產品的「意義性」

（meaningfulness），⽽不是⼀個產品的意義本⾝（Storey, 2002）。 

 ⽂化消費與社會階級息息相關，Bourdieu (1984, 轉引⾃ Storey, 2002) 認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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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是⼀種溝通，以差異與區分（difference and distinction）爭辯，誠如 Storey 在

《⽂化消費與⽇常⽣活》（2002）⼀書中所說： 

 

        「布爾迪厄認為文化消費同時還生產、維繫與再生產了社會區分 

        與差異，而社會差異與社會權利的來源，在象徵上從經濟領域轉 

        移到文化消費領域，從而看出特定的文化性向（cultural disposition） 

        ，文化消費構成一種社會區分的模式，也指出那些奠基於經濟不平 

        等的權利與控制的形式。」 

 

對布爾迪厄來說，藝術的消費是所有⽂化消費形式的典型，位於品味層級體系頂

端的是「純粹的」美學凝視（pure aesthetic gaze），消費的實踐是⼀種「聯合⽣產」

（joint production），與其他消費者共同創造⼀個價值的體系，⽂化是⼀種「儀式

活動」，⼈們透過消費與其他消費者溝通，這些⽂化消費的⾏為累積起來，構成⽂

化的創製（Storey, 2002）。 

⽂化消費與認同有絕對的關連性，Storey (2002) 提到我們的認同是由我們⽇常

⽣活的社會存有所形成的，認同有部分出⾃我們的消費，我們消費的內容與⽅式

證明我們是誰，在表現⾃我感的⽅式中，⽂化消費可能是最重要的⽅式之⼀。⾳

樂節慶使⼈們的⽂化消費從期待和經驗⼀直到破滅，整個過程體現了歡愉感受程

度及意義以及社會階級的權利與⽀配。 

 談到藝術場域的⾃主化時，從中思考這個⾳樂節是不是想像中的那麼⾃主性，

誠如許嘉猷在《布爾迪厄論西⽅純美學與藝術場域的⾃主化—藝術社會學之凝視》

（2004）⼀⽂中所說： 

 

「伴隨著教育的擴張以及社會經濟發展，使藝術場域之代理機構及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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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一直增加，也因此增進了文化場域本身的自主性。藝術場域自主化 

的發展，除了要建立藝術制度外，也要建立詳盡的藝術語言，而促成藝 

術場域邁向自主化的過程主因，包括藝術工作者對其場域及作品的自我 

反省與批判，以求更嚴謹地歸至藝術的源頭。」 

 

由於布雷根茨⾳樂節在表演、曲⽬、舞台設計上維持⾃⾝品味，使得它的創意和

其他⾳樂節⽐較不⼀樣，⽽它的藝術價值除了創造者，也是由整個藝術場域中所

有跟藝術有關的⼈員所共創，⽽觀眾的不同觀點和興趣決定了這個⾳樂節的意

義。 

	

⼆、旅遊實踐與體驗	

Urry（2007）提到移動性的主要觀念之⼀是意味著移動或是能夠移動的東 

西。在全球的⼈員、資訊、資⾦的流動下，⽂化間或國家間已經越來越沒有界線。 

Urry (2007) 也說由於各式各樣的東西與⽇常科技產品在擴展⼈類感應外在世界

的知覺能⼒，各種集⼈、物、科技、⽂字於⼀⾝的組合體相繼問世，意外地增強

了我們在移動時的持久性與穩定性。羅瑞⽟＆⿈蔚蘭（2015）說現代社會遠距離、

⼤眾化運輸，改變了⼈類移動的⽅式與旅遊的形式。Adey (2008) 提到像機場這樣

便利的地⽅，促進並象徵性地展現了國際旅⾏、移民、資本和商品的流動性。因

此，全球化使得⼈有快速移動的能⼒，現代旅遊的便利性提⾼許多，⽽社會階層

的流動也增加觀光的可能性，良好及⾜夠的交通讓觀光客⽅便的移動，也由於快

速流動的空間壓縮下，使整個觀光空間被創造出來。 

    全世界的許多城市都迅速地在發展觀光，旅遊已經是現代⼈⽣活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旅遊使觀光客從原本居住地離開，移動到觀光景點、節慶活動或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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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孫治本（2007）在全球流動中說到不論是「距離的消失」或「對遠⽅的

效應」，都意味著「疆界毀壞」。觀光的距離越來越短，移動及流動越來越容易，

不論是國與國或是城市與城市，距離上的問題可以由便利的交通來解決，到遠⽅

旅遊已經不是難事。觀光促使⼈移動，若沒有移動就沒辦法稱作「旅遊」，在現

今流動的世界中，觀光和⽂化有緊密的連結，我們會因為⽂化與⾃⾝不同⽽到異

地旅遊。正因為⽂化的可流動性變得如此強烈，當今的公民才會認為他們有權把

⾃⾝的⽂化帶到其他地⽅，甚⾄是其他⽂化之中（Urry, 2007）。 

觀光客的旅遊實踐與旅⾏團的概念有相當⼤的關聯，以 Thomas Cook19建⽴

的旅⾏團最為著名，Peters (2006) 提到 Thomas Cook 旅⾏團的概念，1841 年隨著

⽕⾞⽇漸受歡迎，Cook 意識到乘客需要⼀個理由去某個地⽅、做某些事情，並想

透過新開發的鐵路路線創造故事、⽇記來宣傳他的旅⾏團。Urry (2007)在全球化

與觀光旅遊經濟學中討論到國際化旅遊，度假國際化在英國⽐在其他⼀些國家有

更⾧⾜的發展，其原因⼀部分來⾃早期創發於英國的「套裝式」（package）或「包

辦式」（inclusive）度假的興起。Cook 的旅⾏團是⼗分引⼈注⽬的，然⽽，開始有

⼈對旅⾏團這種⽅式感到⾼同質性，旅⾏團變得無聊也失去特⾊。 

Ritzer & Liska (2004) 提出⿆克迪斯奈化（McDisneyization）與後現代觀光

(Post-tourism)的論點，由於⿆當勞化的論點導致⼈們越來越多地去其他地⽅體驗他

們在⽇常⽣活中經歷的許多事情。Ritzer & Liska（2004）把⼈們習慣在⿆當勞化世

界的⽣活想要有的假期分成四種： 

1. ⾼度可預測的假期（Highly predictable vacations） 

																																																								
19  Thomas Cook （托⾺斯．庫克），1808 年⽣於英格蘭墨爾本，英國旅⾏商，為近代旅遊業先驅，

也是第⼀個組織團隊旅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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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們的⽇常⽣活越來越可預測，我們越來越不容忍和處理不可預知事

件的能⼒，⽽除了避免與不同的⽂化相關的陌⽣之外，許多遊客還需要⽇常

所熟悉的東西。 

2. ⾼度效率的假期（Highly efficient vacations） 

⼈們往往希望獲得最多的假期，儘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多看到更多。 

3. ⾼度可計算的假期（Highly calculable vacations） 

很多⼈都想提前知道⼀個假期的所有花費，因為他們憎惡成本超⽀，他們

也希望有⼀個⾏程來確定某個特定的時間。 

4. ⾼度控制的假期（Highly controlled vacations） 

    有⼀種⼈的⾏為傾向於受腳本的嚴重控制，⽽不是那些希望可以⾃由⾏ 

    事的⼈。  

Tighe（1986）認為藝術觀眾清楚地代表⼀個⼤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和⾼收益

的市場，這對旅遊、觀光產業來說是極具吸引⼒的，⽽盛⾏的藝術⽣活增加了城

市或國家的形象，使對於個⼈決定前往的旅遊⽬的地增添更多吸引⼒。藝術觀光

客的類型和⼀般⽂化觀光客⼤致相似，他們通常擁有相對⾼⽔準的教育、收⼊和

⽂化鑑賞⼒（Smith, 2009）。藝術與觀光的結合包含了美術、⾳樂、表演藝術及博

物館，這些地⽅能帶來流動的參觀者，觀光客來到景點體驗某個特定的主題，提

升了知名度也增加市場景點的吸引⼒。然⽽，當觀光客來到節慶的空間中，除了

在移動時從⽕⾞、巴⼠、汽⾞的窗外中感受在地景⾊，坐在湖上觀眾席的觀光客

們也能有多重感官的感受，在⼀個⼾外的空間裡，除了令⼈震撼的視覺享受外，

還有環繞四周的聽覺及嗅覺，觀光客來到這邊不只體驗表演，也體驗在地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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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和真實，像是認真地在當地參與其他觀光活動，也與當地居民和服務從業⼈

員互動，節慶可以成為⼀個區域和當地居民的精華 (Smith, 2009)。 

Reynolds（1989, 轉引⾃ Urry, 2007）提到包辦式度假之所以在英國產⽣巨⼤

的影響，主要是因為整合式公司（integrated companies），也就是極其善⽤噴射客

機以及電腦等新式科技來完成乘客轉運或訂票服務的旅遊業者，先前已經出現。

也由於「無紙張作業旅⾏社」時代的來臨，Desforges（1998, 轉引⾃ Urry, 2007）

隨著閒暇時間增多，現在的⼈越來越不會去選擇制式化的套裝度假旅遊，他們追

尋的是更豐富多樣的休閒活動，包括⾃由⾏。 

MacCannell (1976) 提到社會不是由個⼈組成的，⽽是由團體和團體組成，就

像旅遊景點⼀樣，某些團體特別為觀光客的利益展⽰了他們的群體特徵，像是儀

式、服裝等。Urry（2007）提到凝視對象的建構仰賴符號（signs），⽽且觀光旅遊

也可以說是⼀種蒐集符號的過程。在這個流動的時代，⾝為某⽂化的⼀份⼦，總

是需要旅⾏，⽤來培養與維持某⼀⽂化的旅⾏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像旅⾏到該⽂

化所認定的聖地，或是旅⾏到某些重⼤事件的發⽣地，去看特別值得注意的⼈與

物，甚⾄是強化⾃⼰的⽂化依戀⽽去參觀他⼈的⽂化（Urry, 2007）。  

許嘉猷（2004）提到符號產品既是商品，也是符號事物，他們的⽂化價值與商

業價格各⾃保持相當的⾃主性。當符號與符號加總在⼀起的時候變為可參觀的對

象，這時對於觀光客來說，蒐集什麼符號變得更加重要，⽽當觀光客到⼀個城市

進⾏觀光⾏為時，他們所看到的每個景點，能夠建構出好幾個層次的加總，都市

建構什麼樣的⽂化資本形式，就會形成什麼樣的地點，布雷根茨⾳樂節透過每兩

年⼀換的歌劇主題，透過交響樂團歌曲的傳遞以及精細的舞台設計，⾳樂節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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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尚品味的歌劇透過創意的⽅式呈現，讓歌劇不再是只給少數⼈觀賞的表演藝

術。在城鎮交通配套的部分，由於每年七⽉底到⼋⽉初的⾳樂節帶來了⼤量的觀

光客，城市也以憑⾳樂會票根就可以免費搭乘公⾞的⽅式，輸運飯店和⾳樂會場

地的遊客往返，也可以透過⽕⾞到達市中⼼的博物館，便利的⼤眾運輸⼯具把⼈

帶到觀光景點，⽽其他景點像是空中纜⾞也可以⽤步⾏的⽅式到達。 

觀光客在實踐旅遊時，任何的服務都會成為體驗之⼀，Urry (2007) 提到⽣產

者與消費者之間，通常在⽣產地點⼀定要產⽣某種社會互動才會有服務，業者所

提供之服務形式不應牴觸或減損觀光品質，並且最好能有所助益。Smith (2009) 認

為當節慶越來越國際化，它們往往會失去⾃⼰的本質以及與特定地區的連結。所

以當我們提到成功的節慶時，我們還得去思考真實性的問題，為了提升觀光效益

是否因此忽略了藝術的本質。 

 

三、藝⽂觀光客	

這⼀⼩節主要探討因特定⽂化主題產⽣旅遊動機的⽂化觀光客，特別針對表

演藝術⽂化、⽂化節慶有強烈興趣的藝⽂觀光客。Urry (2007) 說當觀光客要在某

個特定時間進⾏某種「現場活動」時，另⼀種旅遊種類也會跟著出現，舉例來說

像是⽂藝性的活動，這類的場合都會製造出令⼈緊張萬分的與之同在時刻。想要

「與之同在」，通常得旅⾏到別的地⽅去，前往景觀獨特的地點，去看⼀場現場

活動。藝⽂觀光客⽐起⼀般觀光客來說，他們會有特別強烈的動機，因⽽構成意

願實踐旅遊⾏為。 

McKercher & Cros (2002) 提出⽂化觀光客被描述為⼀個誘⼈⽽⼜易於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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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市場。Richards (1996) 說⽂化觀光客經常到處旅⾏，⽽他們往往⽐其他觀光

客停留更⾧的時間，也消費更多參加更多的活動。許多⽂化觀光客會以⽂化作為

他們的旅遊動機，說到⽂化觀光客的興趣、預期、動機都有⾮常⼤的不同(Smith, 

2009)，McKercher & Cros (2002) 提出五種⽂化觀光客的類型：⽬標明確型

（purposeful）、遊覽型(sightseeing)、意外發現型(serendipitous)、隨意型(casual)、

偶然型(incidental)，此五種不同的⽂化觀光客類型⼤致上是依據尋求體驗的深淺

度、⽂化觀光在造訪某⼀⽬的地決定中的重要性來分類。 

McKercher & Cros (2002) 提到⽂化空間不⼀定是遺產地，可以是表演或相關

物件，以節慶來說，⽂化空間可以是城市街道或建築群。⽂化空間是指通俗和傳

統⽂化活動聚集之處，它通常具有某種週期性特點和節慶活動之特點（UNESCO, 

1998）。 藝⽂觀光客喜愛尋找異國⽂化以體驗他們認為的「真實性」，因此，根據

每個⼈的背景、興趣及動機的不同，體驗⽅式也會不⼀樣，在布雷根茨這個⼤型

的藝術節慶當中，許多到訪旅⾏的⼈是藝⽂觀光客，這些藝⽂觀光客可能因為對

藝術、歌劇表演、⾳樂曲⽬有興趣，也可能有相似的背景及對藝術、⽂化有⼀定

程度的憧憬，並且都想要來到此地追求深刻的體驗，藝⽂觀光客不單只是在看舞

台上的表演，欣賞表演並思考藝術的表現和表演的意涵，在觀賞表演之餘，感受

當地氛圍體驗⽂化空間的真實性，藝⽂觀光客可能到城鎮湖畔散步、搭船遊湖、

乘坐空中纜⾞、參觀美術館及博物館，這種深度的觀光才是他們來到此地的原

因。 

藝術參觀者⽐藝⽂觀光客和⽂化觀光客體驗來得深，這些藝術參觀者們是為

了表演⽽移動的，他們不等於觀光客也不喜歡被認為是觀光客，通常這些⼈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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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感知，也習慣到環境好、品質穩定的⾳樂場館欣賞表演，然⽽，從⽂創

開始轉型後，⾳樂節已不是單純的古典⾳樂，⽽成為把藝術融合觀光的新產物以

及⽂創體驗的延伸，因此，藝術參觀者漸漸地轉型成藝⽂觀光客，觀眾不再能接

受乏味的表演，⽽是需要新的體驗，每⼀類型的觀眾對品味的要求⼤不相同，真

正的藝術家對這種有觀光成份的藝術品味抱持懷疑，因品味的層次不⼀樣使得競

爭出現。 

對於藝⽂觀光客，Hughes（2013）進⼀步對觀眾進⾏了分類，第⼀類屬於藝

術 核 ⼼ （ arts-core ）， 這 些 ⼈ 視 旅 ⾏ 是 ⼀ 種 假 期 ， 第 ⼆ 類 在 藝 術 的 外 圍 

(arts-peripheral) 中，他們可能視為是假期、商務或是拜訪朋友。 Hughes (1996) 將

⽂化觀光客主要的消費⽅式分類，有⽂化的、偶然的或是意外的，意味著藝⽂觀

光客都與⼀般遊客有著根本的不同，並不是每個⼈到了在節慶期間的⽬的地都可

以被認為是⼀個節慶觀光客，因此，我們有必要認識到⼀系列潛在的動機和觀光

客⾏為以及兩者與旅遊形式的結合。 

對藝⽂觀光客來說，體驗的深度（depth of experience）也成為⽂化觀光客重

要的分類標準，對國際觀光客⽽⾔，⽬的地⽂化與旅客⾃⾝⽂化的距離越⼤，⽬

的地吸引⽬標明確性⽂化觀光客的可能性就越⼤（McKercher & Chow, 2001, 轉引

⾃ McKercher & Cros, 2002）。Urry (2007) 提到以⾝體活動為特⾊的⾏為，可以在

那些特殊的「休閒空間」裡找到，無論是在地理上或本質上，這些地點都距離⼯

作或居家場所相當遙遠，⽽這些地點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他們所能帶給⼈的感

官經驗和其他⼀般場所⼤不相同。 

Urry（2007）說現今的觀光客個個都是名勝⾵景的影像收藏家，對於重溫舊

 



	 48	

地去看同樣的景⾊這種事可說是興趣缺缺，欣賞⾃然⾵景或城鎮景觀，通常都帶

有⼀種「主宰」的意味，⽽攝影能表現旅遊，是讓觀光客停下腳步的理由，攝影

也包含⼀種義務，⼈們覺得他們不應該錯過某個景⾊。另外 Urry 也提到度假不再

像過去⼀樣，是件與教育和學習相對⽴的事情，從許多⽅⾯來看，觀光旅遊已經

⾛回像過去那種⼤旅遊的時代，與學習越來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像博物館受歡

迎的程度⽇益增加，⽽藝術和⽂化性質的旅遊團成⾧迅速。 

 

⼩結 

綜覽本章三節的⽂獻探討，將藝術⽂創化並發揮在古典⾳樂上是布雷根茨⾳

樂節最⼤的特點之⼀，因為⽂創化使得每個⾳樂節都⼗分雷同，⼀樣的歌劇、相

同的曲⼦、同樣的主⾓等，但是為什麼⾳樂節總是會選擇演出經典的曲⼦？要怎

麼讓經典不只是重複卻有創新的設計、充滿活⼒？如何使⾳樂節⾮⼀般⼤眾藝術

節的品味，卻還是受⼤眾喜愛？也從節慶的⾓度看城市的地景，不論從⾳樂節、

藝術觀光或是城市觀光路線來思考，布雷根茨⾳樂節不是⼀個太⼤眾化的節慶，

從舞台設計、城市氛圍、景點，創造出⾮⼀般⼤眾⾳樂節的品味，雖然藝術與觀

光之間存在著許多⽭盾，從藝術商品化的⾓度來看，可能會過於商業化，也因此

產⽣了真實性的問題，⽽本研究個案雖然是個與觀光有著緊密關係的表演藝術，

卻保有其⾼⽔準的品味，沒有太多的周邊商品或是過度⾏銷，將藝術創意性發展

得恰到好處、展現其創意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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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將以布雷根茨⾳樂節（Bregenzer Festspiele）為討論個案，為了瞭解⾳

樂節的不同⾯向以及所帶來的影響，本⽂將討論⾳樂節作為古典⾳樂的創意化、

品味的建構及帶給城市的藝術觀光，針對⾳樂節本⾝及湖上舞台、城市的觀光景

點、台灣藝⽂觀光客及套裝⾏程策劃⼈作為研究對象。 

 

布雷根茨⾳樂節 

布雷根茨⾳樂節從 1946 年創⽴⾄今已七⼗年之久，布雷根茨位於德瑞奧交界

的博登湖（圖 3-1）東岸，善⽤其湖畔的⾃然景觀創⽴了以湖上舞台聞名的藝術節

慶，隨著節慶觀光的盛⾏，布雷根茨這個城市也將⾳樂節作為城市推廣觀光的最

佳途徑，每年的⾳樂節都加⼊了創意及創新的技術，營造精緻的場景和規模，以

藝術創意性展現出的創意奇觀，維持好的⽂化品味使得歌劇作品廣受歡迎，每年

吸引的不僅是⾃⾏前往的⽂化觀光客，也使⾳樂節成為旅⾏團中套裝⾏程的重要

景點之⼀。 

 

         

圖 3-	1	 德瑞奧交界的博登湖 	

圖⽚來源：Retrieved Feb. 17, 2018 from 

http://www.bsb.de/en/timetable-o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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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台灣近年來有越來越多⾳樂、藝術的節慶出現，以古典⾳樂為主的節慶和

表演團體開始思考如何維持古典⾳樂的品味及持續的發展，⽽國⽴台灣交響樂團

想借鏡布雷根茨⾳樂節的成功經驗，於 2010 年 8 ⽉赴布雷根茨⾳樂節實地參訪，

⽽筆者於 2016 年 7 ⽉⾄布雷根茨實地參與⾳樂節，因此，本研究更仔細地將研究

範圍定在 2010 年⾄ 2016 年之間的布雷根茨⾳樂節，包含⾳樂節本⾝的各項演出活

動、⾳樂節的藝術觀光景點、台灣觀光客及台灣藝術觀光旅⾏團的套裝⾏程。布

雷根茨⾳樂節的歌劇演出，除了⼾外舞台每兩年⼀次的主題外，也選擇⼀部歌劇

在 Festspielhaus 的室內⾳樂廳演出，但由於浮動舞台為⾳樂節創造奇觀景緻，同

時也是藝術⽂創化和維持藝術品味的成果，因此，本研究的重點置於歷年湖上歌

劇，以及其他藝⽂場館的演出、舞台後台導覽活動、城市觀光景點。歷年的湖上

歌劇曲⽬整理列表如下： 

表 3-	1	 布雷根茨⾳樂節歷年湖上歌劇曲⽬ 

年份 歌劇曲⽬ 舞台總監 舞台設計 

2016 普契尼 

《杜蘭朵》 

Puccini- 

Turandot 

Marco Arturo 

Marelli 

 

2015 

2014 莫札特 

《魔笛》 

Mozart-The Magic 

Flute 

David  

Pountne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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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喬達諾 

《安德烈．謝尼爾》 

Giordano- 

Andrea Chenier 

Keith  

Warner 

 

2011 

2010 威爾第 

《阿依達》 

Verdi- 

Aida 

Ulrich  

Khuon 

 

2009 
Graham  

Vick 

2008 普契尼 

《托斯卡》 

Puccini- 

Tosca 

Philipp 

Himmelmann 

 

2007 

2006 威爾第 

《遊唱詩⼈》 

Verdi- 

il trovatore 

Robert  

Carsen 

 

2005 

2004 伯恩斯坦 

《西城故事》 

Bernstein- 

West Side Story 

David  

Pountney 

 

2003 
Alfred 

Wop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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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普契尼 

《波希⽶亞⼈》 

Puccini- 

La bohème 

Richard Jones 

& Antony 

McDonald 

 

2001 

2000 威爾第 

《假⾯舞會》 

Verdi- 

A Masked Ball 

Marcello Viotti 

& 

Lodovico zocche 

 

1999 

1998 蓋希⽂ 

《波吉和⾙絲》 

Gershwin- 

Porgy and Bess 

Götz 

Friedrich 

 

1997 

1996 ⾙多芬 

《費德⾥奧》 

Beethoven- 

Fidelio 

David  

Pountney 

 

1995 

1994 威爾第 

《納布科》 

Verdi- 

Nabucco 

David  

Pountney 

 

1993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整理⾃布雷根茨⾳樂節官⽅網站 Retrieved Jan. 7, 2018 from 

https://bregenzerfestspiele.com/en/company/history 

http://chronik.bregenzerfestspiele.ne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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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來源：Retrieved Jan. 17, 2018 from 

http://www.atlasofwonders.com/2013/04/floating-stage-bregenz-festival.html 

 

城市藝術觀光地圖 

 

從布雷根茨⾳樂節主要會場出發，筆者將上述所提到的城市觀光景點放⼊

Google 地圖中，並把每個景點都以⿈⾊字及記號標註，城市藝⽂觀光地圖（圖 3-2）

包含布雷根茨⽕⾞站及⾳樂節的主要場館 Seebühne 和室內⾳樂廳 festspielhaus，

以及 Theater am Kornmarkt、Theater Kosmos、Vorarlberger Landesmuseum、

Kunsthaus Bregenz 這四個藝⽂場館，最後是其他觀光景點 Pfänderbahn、Pfänder。

從地圖上可以看出這些景點距離很近，可以⽤步⾏的⽅式到達，城市也特別實施

以⾳樂節的⾨票免費搭乘市內公⾞，使參與布雷根茨⾳樂節的觀光客能夠以便利

的⽅式到達景點。 

 

 

 

 

 

 

 

 

 

 

 

 

 

圖 3-	2	 城市藝術觀光地圖 	

圖⽚來源：筆者⾃⾏製作，截圖⾃ Google map 

 

Seebüh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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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觀光景點 

 

 布雷根茨⾳樂節除了著名的湖上舞台外，⾳樂節也透過舞台後台導覽讓觀光

客探索世界上最⼤的湖泊舞台，除了欣賞幕後的各種作品，也幫助觀光客了解布

雷根茨⾳樂節的歷史和發展，此外，在⾳樂節期間筆者也造訪了城市周圍的景點，

從⽥野觀察中整理了城市觀光地圖，包含了美術館、博物館、湖上瞭望台、博登

湖畔遊船、登⼭纜⾞等觀光景點，使來參與⾳樂節的觀光客能透過這些地⽅，體

驗藝術觀光的各種路線。舞台後台導覽及城市觀光景點列表如下： 

 

表 3-	2	 布雷根茨城市觀光景點 

觀光景點 性質 說明 圖⽚ 圖⽚來源 

Backstage 

guided tours  

後台

導覽 

透過五⼗分鐘觀看幕

後的各種作品，了解

布雷根茨⾳樂節的歷

史和發展外，也能看

到劇院的核⼼業務。 
 

https://bregenze

rfestspiele.com/e

n/experience/gu

ided-tours 

Bregenzer 

Festspiele 

⾳樂

節慶 

每年七⽉⾄⼋⽉間舉

辦的藝術表演節慶，

以在博登湖畔的浮動

舞台聞名，也在其他

四個場館有不同的表

演節⽬。  

http://en.theout

look.com.ua/arti

cle/4968/bregen

z-to-the-theatre-

in-a-tuxedo-and-

on-a-catamaran.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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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bühne 

Bregenz 

浮動

舞台 

布雷根茨⾳樂節最主

要的表演舞台，可以

容納七千名觀眾，兩

年變換⼀次舞台，以

壯觀的表演舞台搭配

交響樂團的演出。  

https://common

s.wikimedia.org/

wiki/File:Carme

n_Festspiele_Bre

genz_2017_by_

Olaf_Kosinsky-1

2.jpg 

Festspielhaus 
⾳樂

廳 

連接在浮動舞台旁

邊，為布雷根茨⾳樂

節的表演場館之ㄧ，

演出內容以較少⾒的

歌劇曲⽬為主。 
 

http://www.foto

community.de/p

hoto/festspielha

us-bregenz-ludwi

g-mennel/15008

662 

Theater am 

Kornmarkt 

藝術

表演

劇場 

為布雷根茨⾳樂節的

表演場館之ㄧ，演出

內容以輕歌劇與戲劇

為主。 

 

https://common

s.wikimedia.org/

wiki/File:Bregen

z,_Theater_am_

Kornmarkt,_Vor

arlberger_Lande

stheater_1.JPG 

Theater Kosmos 

藝術

表演

劇場 

為布雷根茨⾳樂節的

表演場館之ㄧ，演出

內容以跨⽂化的戲劇

為主。 

 

https://www.fal

ter.at/location/

6691/theater-ko

smos-areal-scho

eller-2welten 

Vorarlberger 

Landesmuseum 

博物

館 

福拉爾⾙格博物館為

國家博物館，1857 年

建於布雷根茨，收集

福拉爾⾙格邦的考

古、歷史、藝術等。 
 

https://common

s.wikimedia.org/

wiki/File:Vorarl

berg_museum_i

n_Bregenz_1.JP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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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sthaus 

Bregenz 

美術

館 

布雷根茨藝術館由著

名的瑞⼠建築師

Peter Zumthor 設

計，是世界上重要的

當代博物館建築之

⼀，時常作為國際展

覽空間。  

https://www.arc

hdaily.com/1075

00/ad-classics-k

unsthaus-bregen

z-peter-zumthor 

Pfänderbahn 
登⼭

纜⾞ 

離⽕⾞站全程約⼗五

分鐘的路程，隨著纜

⾞⾼度的增加，站在

1064 ⽶⾼的⼭頂觀景

台，廣⼤的博登湖景

映⼊眼簾。  

https://www.bo

densee.de/ausflu

gsziele/pfaender

bahn 

Pfänder 
瞭望

台 

從布雷根茨湖上舞台

旁的公園延伸出去的

瞭望台，在湖上享受

美⾷的同時也⼀覽湖

上美景。 
 

http://www.bod

ensee.eu/en/whe

re-to-travel/lake

-constance-cities

/bregenz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整理⾃布雷根茨觀光旅遊官網 Retrieved Jan. 10, 2018 from 

https://www.bregenz.travel/en/ 

 

第⼆節 研究⽅法 

由於本研究試圖分別從藝術創意化、城市藝術觀光和地景建構、藝⽂觀光客

的⽂化消費與旅遊體驗三個⾓度來分析布雷根茨⾳樂節的品味和發展。本研究的

⽅法有三種：⼀為⽂獻資料分析法；⼆為⽥野觀察法；三為深度訪談法。⽂獻資

料分析對象有三：⼀為⾳樂節官⽅網站；⼆為影⾳光碟；三為媒體資料⽂本，⽽

深度訪談法的研究對象有⼆類：⼀為台灣觀光客，⼆為台灣旅⾏團⾳樂觀光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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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策劃⼈，透過以上分析⾳樂節的品味建構以及觀光客的⽂化消費與體驗，希

望能透過多重的資料蒐集和分析，勾勒出布雷根茨⾳樂節作為⼀個「世界知名的

⽔上舞台」所呈現的古典歌劇新⾯貌。 

 本研究試圖從布雷根茨⾳樂節以古典歌劇作為藝術創意化的展現，在⾳樂節

競爭場域中如何建構它的品味和獨特性，進⽽討論對於城市的藝術觀光發展中佔

有什麼樣的位置，並且透過布雷根茨⾳樂節的藝術觀光帶動城市周圍景點和⽂化

場館間的連動關係，此外，是什麼理由使藝⽂觀光客來到布雷根茨這個⼩城鎮欣

賞歌劇表演，以及如何進⾏他們的觀光旅遊、⽂化體驗？對於台灣的奧地利⾳樂

節套裝⾏程，他們是如何設計及串連景點？ 

 

⽂獻資料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獻資料分析法，瞭解並說明⽂獻資料的內容與分類，針對

資料的意義進⾏分析。⽂獻資料幫助我們瞭解、重建和解釋過去，並推測將來⽽

有助於研究的進⾏，⽂獻資料基本上是記錄過去有歷史價值的知識，其範圍很廣

泛，包含博物館、圖書館到私⼈所收藏的⼀切⽂字、符號、圖案等載體（葉⾄誠、

葉⽴誠，2011）。本研究旨在透過布雷根茨⾳樂節探討⽂化與城市的互動關係，以

及分析創意化的舞台設計，⽂獻資料分析除了分析⾳樂節官⽅網站及影⾳光碟外，

也將分析各種媒體報導的⽂本，茲詳細說明如下： 

1. 布雷根茨⾳樂節官⽅網站：⾳樂節的網站中有針對歷史發展的介紹，包含歷年

的湖上歌劇主題、舞台總監、各項表演活動、展覽、其他特別的活動項⽬及聯

絡資訊等等（⾒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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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雷根茨城市官⽅網站：城市官網中包含城市觀光、⾳樂節、公民服務、城市

⽂化等幾個⼤主題，每⼀主題均有網站更詳細的說明，筆者特別著重在城市觀

光此主題的網⾴，從中觀察城市如何串連觀光景點、如何介紹觀光⾏程等。 

3. 影⾳光碟：由於布雷根茨⾳樂節歌劇兩年為⼀個曲⽬，筆者從實體通路找到兩

張影⾳光碟，觀看了 2011 到 2014 兩次的湖上舞台，包含 2011/2012 年喬達諾

的《安德烈．謝尼爾》（Giordano-Andre Chenier）、2013/2014 年莫札特的《魔

笛》（Mozart-The Magic Flute），並從網路上找到 2016 年普契尼的《杜蘭朵》

（Puccini-Turandot），從以上三個影⾳中分析舞台設計與創意，⾳樂節是如何

設計的？它的⽂創性、設計性特質為何？也從媒體⽂本蘊含的意義進⾏特點分

析，包含舞台場景、壯觀景象、聲光效果、基本曲⽬、演出⼈員的藝術特徵、

歌劇詮釋的特⾊等（⾒表 3-3）。 

4. 布雷根茨⾳樂節相關媒體資料：布雷根茨⾳樂節、各項相關表演及展覽活動在

本地及歐洲頗負盛名，每年的⾳樂節吸引了許多表演藝術、舞台設計相關領域

媒體採訪報導、地⽅媒體報導。相關媒體資料包含英國⽇報 The Guardian、

MUZIK 古典⽉刊、The Telegraph、Pinterest 社群媒體（⾒表 3-4），從⽂中看作

者是如何談⾳樂節，以及對⾳樂節的評價和藝術與觀光的⽭盾性等問題。 

以上資料是研究布雷根茨⾳樂節作為古典⾳樂創意化的重要⽂本，筆者試圖從

影⾳光碟和媒體報導中分析⾳樂節的品味，並以⽂獻資料分析法來瞭解並說明

⽂獻資料的內容，將資料中的意義和重點深⼊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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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布雷根茨官⽅網站、影⾳網站＆影⾳光碟 

編號 名稱 網址/出版處 分類 

1 BREGENZER 
FESTSPIELE https://bregenzerfestspiele.com/ 

⾳樂節 

官⽅網站 

2 BREGENZ 
TOURISMUS https://www.bregenz.travel/ 

觀光旅遊 

官⽅網站 

3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675369/ 

2015/2015 

杜蘭朵 

影⾳網站 

4 

Die Zauberflöte / 

Mozart/ Staged by 

David Pounteny 

Berlin: C Major 

Entertainment, [2015] 

2014/2013 

魔笛 

影⾳光碟 

5 

Andrea Chénier/ 

Giordano/ Directed 

by Keith Warner 

Berlin: C Major 
Entertainment, [2013] 

2012/2011 

安德烈．謝尼

爾 

影⾳光碟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表 3-	4	 布雷根茨⾳樂節相關媒體資料 

編號 類型 名稱 報導主題 年份 

1 線上雜誌報導 VERANDA 8 Amazing Opera Houses And How 

They're Keeping The Art Alive 

2016 

2 線上媒體報導 MUZIK 2015 布雷根茲⾳樂節 2015 

3 線上雜誌報導 
NATIONAL 

GEOGRAPHIC Top 10 Outdoor Music Venues 
2014 

4 社群媒體⽂章 
BOND 

LIFESTYLE Being an extra in Quantum of  Solace 
2013 

5 社群媒體⽂章 
FILMING 

LOCATIONS 
THE FABULOUS FLOATING STAGE OF 

BREGENZ FESTIV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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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線上媒體報導 MUZIK 
兩場盛宴⼀趟滿⾜ – 

李明蒨德奧瑞⾳樂響樂之旅 
2013 

7 線上媒體報導 MUZIK 湖⾯上的巨⼤書本...原來是舞台 2012 

8 社群媒體⽂章 Twistedsifter The ‘Opera on the Lake’ Stages of 

Bregenz 

2011 

9 報章雜誌 The Telegraph Bregenz Festival: the world’s splashiest 
opera? 

2011 

10 報章雜誌 The Guardian Opera to take place on surface of Lake 

Constance 

2011 

11 報章雜誌 The Guardian Bregenz opera festival shaken and stirred 

by the 007 connection 

2008 

12 報章雜誌 The Guardian Five best opera  and classical festivals 
2007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野觀察法 

本研究採⽤⽥野觀察法，⽥野研究深⼊地研究⼀個社會單元，其⽬的是想藉

著對個⼈、團體、社區的地景、⽬前情況、環境互動關係，進⾏更多瞭解和紀錄

（葉⾄誠、葉⽴誠，2011）。⽬的是為了研究布雷根茨⾳樂節的藝⽂場館作為主要

⾳樂歌劇現場空間，以及本⾝為布雷根茨城市著名的觀光景點，如何以⾳樂節串

連並形塑出城市地景。 

筆者利⽤ 2016 年暑假⾄歐洲進⾏暑期實習課程的機會，於七⽉底課程結束後

七⽉底⾄奧地利布雷根茨參加⾳樂節，2016 年布雷根茨⾳樂節舉辦期間為

7/20-8/21，因礙於時間和個⼈預算⽽無法全程參與，因此在 7/25-7/27 在布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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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停留三天，本⾝興趣的關係，只選擇參與⼀場於 Festspielhaus 室內⾳樂廳演出

的《哈姆雷特》（Hamlet）歌劇。⽽除了於⾳樂節期間造訪浮動舞台周圍，實際

觀察⾳樂節現場的氣氛，以及城市空間與⼈之間的互動關係，在當地體驗了藝術

觀光的路線和⾳樂節與城市周圍的氛圍。 

 

深度訪談法 

經由預先的題⽬規劃，以深⼊的⽅式獲取必要資料，經記錄整理、分析⽐較，

獲得對該研究主題的研究成果，所調查的是特殊⽽具體的問題，是關於個⼈內在

經驗的問題（葉⾄誠、葉⽴誠，2011）。由於布雷根茨⾳樂節是個歷史悠久、創新、

⾵格獨特的⾳樂節，本研究試圖從「藝術創意化」此⼀層次來探討古典歌劇的品

味建構，也從「藝術觀光發展出的城市地景」來探討城市空間特⾊，最後從「觀

光客」切⼊，探討他們對於⾳樂節及城市的⽂化消費和體驗，另外，⾳樂節的套

裝⾏程作為城市及觀光客的旅遊中介者，從「景點選擇及路線設計」來探討觀光

客的旅遊實踐。以向台灣藝⽂觀光客和套裝⾏程的策劃⼈進⾏訪談作為輔助，探

討旅遊中介者為⽂化觀光客設計的創意體驗，⽬的是想從中找出藝術觀光的價值

和未來發展。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的問題三，探討觀光客的⽂化消費及旅遊實踐，設計了⼗

個訪談問題（表 3-6），訪談對象第⼀類為台灣赴布雷根茨⾳樂節的觀光客，探討

觀光客如何進⾏⽂化消費、實踐深度藝術觀光；第⼆類為台灣旅⾏團奧地利⾳樂

節套裝⾏程策劃⼈，從旅遊中介者的⾓⾊切⼊，⽬的是為了要分析套裝⾏程如何

營造深度觀光和真實性體驗。⽽本研究依照藝⽂背景、性別、學經歷、⾝份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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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從網路搜尋到去過並且分享布雷根茨⾳樂節⽂章，以及詢問⾝邊去過的親朋

好友後，選擇了⼗位台灣藝⽂觀光客進⾏深度訪談。 

 

赴布雷根茨⾳樂節之台灣藝⽂觀光客 

布雷根茨⾳樂節每年吸引⼆⼗萬⼈次的觀光客前來，平均回訪率每⼈約 2 ⾄ 3

次，⽽根據國⽴台灣交響樂團於 2010 年薩爾茲堡暨布雷根茨⾳樂節的參訪報告，

記錄了劉⽞詠團⾧與布雷根茨⾳樂節總策劃的訪談內容，從中得知參與⾳樂節盛

會的觀眾⼤約四分之三為德國⼈及外國⼈，四分之⼀是本國奧地利⼈，由此結果

得知鮮少亞洲⼈參與其中，雖然如此，仍然有少數的亞洲⼈會前往布雷根茨這個

⼩鎮參加⾳樂節，因此筆者針對 2010 年到 2016 年這七年期間曾經赴奧地利參加布

雷根茨⾳樂節的台灣藝⽂觀光客進⾏訪談，預估訪談名單（表 3-5）為⼗位，以深

度訪談的⽅式進⾏，⽬的在於探究台灣藝⽂觀光客的⽂化消費以及旅遊實踐。 

 

表 3-	5	 赴布雷根茨⾳樂節之台灣觀光客名單 

編號 受訪者 性別 職業 訪談⽇期 

B1 賴ＯＯ ⼥ 教授 

（⽂化觀光、⽂化遺產、博物館領域） 
2018/10/30 

B2 葉ＯＯ 男 上班族 

（媒體公關台視） 
2018/09/05 

B3 許ＯＯ ⼥ 上班族 

（數位⾏銷⼈員） 
2018/10/30 

B4 劉ＯＯ ⼥ ⼤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2018/11/15 

B5 蔡ＯＯ ⼥ 碩⼠⽣ 

（歐洲⽂化與觀光研究所） 
2018/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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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林ＯＯ ⼥ 碩⼠⽣ 

（歐洲⽂化與觀光研究所） 
2018/08/27 

B7 藍ＯＯ 男 碩⼠⽣ 

（建築所） 
2018/08/27 

B8 ⼩珊 ⼥ 上班族 2018/10/24 

B9 劉ＯＯ ⼥ 上班族 

（通訊產品公司⾏政專員） 
2018/08/07 

B10 劉ＯＯ ⼥ 碩⼠⽣ 

（歐洲⽂化與觀光研究所） 
2018/11/3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表 3-	6	 台灣觀光客訪談問題⼤綱 

【主題⼀】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 

1. 姓名、性別、職業、⾝份 

2. 藝術相關背景，試圖了解觀光客藝術背景與參與布雷根茨⾳樂節動機與體驗

的關聯性。 

3. 有什麼與藝術有關之興趣？對⾳樂、戲劇欣賞有興趣？藝術相關專業？ 

是否對歌劇有研究？ 

4. 喜歡什麼類型的歌劇曲⽬？特別喜歡的曲⼦為？ 

5. 是否第⼀次參與布雷根茨⾳樂節？參與的是哪⼀場？ 

【主題⼆】參與動機與旅遊體驗 

1. 當初如何得知布雷根茲⾳樂節的消息？對布雷根茨⾳樂節的印象為何？ 

2. 在這麼多歐洲的⾳樂節中，如何選擇必去的⾳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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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加布雷根茨⾳樂節的動機為何？ 

4. 參加布雷根茨⾳樂節和⾃⼰的藝⽂興趣如何相關？ 

5. 是否在布雷根茨期間有規劃藝術觀光路線？舉例：參觀博物館、古蹟、公園、

等其他景點。 

6. 對於參與在布雷根茨⾳樂節時，有什麼旅遊⾏程規劃、待了幾天的時間？    

7. 如何在布雷根茨⾳樂節中選擇想欣賞的節⽬？像是選擇歌劇或是其他類型

的演出。 

8. 您認為在別的地⽅看歌劇演出跟在布雷根茨⾳樂節有什麼不同？在欣賞布

雷根茨⾳樂節中最喜歡的部份是？（曲⽬、舞台設計、場館、氛圍等） 

9. 您對於布雷根茨⾳樂節的感覺跟還沒去之前有什麼不⼀樣？會想再去參加

嗎？ 

10. 對於布雷根茨⾳樂節舞台的⽂創設計、表演演出，有什麼想法？ 是否參加

或⽐較其他的⾳樂節？（⾵格、曲⽬選擇、規模、設計等） 

11. 您認為布雷根茨⾳樂節與城市兩者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性？藝術觀光對城

市有什麼助益？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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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深度奧地利⾳樂節套裝⾏程策劃⼈ 

 筆者在進⾏研究資料蒐集的過程中，從網路上找到台灣的雄獅旅遊以布雷根

茨⾳樂節為主題的套裝⾏程，因此，聯絡策劃此套裝⾏程的負責⼈（表 3-7）進

⾏深度訪談，⽽本研究想探究此套裝⾏程為觀光客帶來什麼樣的體驗，並且從套

裝⾏程的設計理念、景點選擇、參與旅⾏團成員及成團可能性等⽅向，設計訪談

⼤綱（表 3-8）探討觀光客的⽂化消費與旅遊體驗。 

 

表 3-	7 ⾳樂節套裝⾏程策劃⼈背景資料 

編號 受訪者 性別 職業 訪談⽇期 

P1 蘇ＯＯ ⼥ 上班族 2018/04/11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表 3-	8	 策劃⼈訪談⼤綱 

【主題⼀】策劃者及套裝⾏程相關背景 

1. 請問您有什麼和藝術相關背景？ 

2. 當初為何會想設計奧地利⾳樂觀光的套裝⾏程呢？設計的理念是什麼？套裝⾏ 

  程有什麼必備的條件？ 

3. 曾經策劃或是帶過什麼樣主題及類型的團？ 

4. 深度⾳樂觀光之旅有什麼樣的特⾊？ 

5. 如何挑選代表性的⾳樂觀光景點以及如何串連這些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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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套裝⾏程是否調查過潛在的客源並針對特定的客群？ 

7. 您認為套裝⾏程應該如何拓展客源並吸引觀光客？要如何廣告？⾏銷的路徑是 

  什麼？ 

8. 套裝⾏程成團的可能性是？ 

9. 此套裝⾏程是否會想再辦？是/否的話是什麼原因？ 

【主題⼆】參與者的旅遊體驗 

1. 參與套裝⾏程的觀光客背景為何？ 

2. 參與⾳樂節的觀光客對於歌劇的演出有什麼回饋？他們的反應是什麼？看得懂 

  嗎？喜歡嗎？ 

3. 旅⾏團的參與者對於套裝⾏程原先有什麼樣的期待？對於參與後的感受，有什 

  麼正或負⾯回饋？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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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布雷根茨⾳樂節藝術觀光地景的建構	

布雷根茨⾳樂節的藝術觀光⼤致包含了節慶、美術館、博物館、劇院、登⼭

纜⾞，這幾個⽬的地成為建構城市地景的重要元素，本章將討論上述幾種觀光景

點，探究城市如何以⾳樂節形塑⾃⼰，並剖析⾳樂節的品味。第⼀節從城市與節

慶，挑選了幾個代表性的劇院、美術館、博物館、⾃然景觀景點進⾏討論，進⽽

談論到城市由這些地⽅建構出的⽂化地景。第⼆節討論的對象為歷屆的⾳樂節舞

台、歌劇曲⽬、樂團等，藉由筆者親⾃的⽥野觀察及參與者的訪問，以及媒體資

料和影⾳光碟，探討⾳樂節如何建構其品味。 

 

第⼀節 城市與節慶 

布雷根茨⾳樂節作為⼀個城市重要的⽬的地，特別是在這個⼈⼝不到三萬⼈

的⼩城鎮，能夠在每年七⼋⽉吸引⼆⼗萬左右的⼈次前來觀賞，且⼤多數的⼈來

⾃國外，像是德國、瑞⼠、義⼤利等國家。布雷根茨⾳樂節的湖上舞台有 7000 個

座位，誠如國⽴台灣交響樂團在《2010 年薩爾茲堡⾳樂節暨布雷根茨⾳樂節參訪

報告》（2010）中所提到：每年⾳樂節，如為好天氣則全數賣光，天氣不佳仍有⼋

成票房，且都是最⾼級之票價先售出，平均回客率每⼈約兩到三次。由此看來，

⾳樂節確實凸顯了城市意象，同時也關係到城市的地理條件和在地性，布雷根茨

作為⼀個湖畔⼩鎮，⼜剛好座落於德、瑞、奧三國的交界處，其⽂化脈絡有許多

複雜關聯性。 

 談起奧地利這個國家，⼈們皆會認同其在古典⾳樂世界中有著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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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世紀以來除了孕育許多著名的作曲家，例如海頓、莫札特、舒伯特、⾺勒、

⽼約翰施特勞斯、⼩約翰施特勞斯等⼈，也因著⾸都維也納⼀直是古典⾳樂和歌

劇的中⼼，古典主義⾳樂不僅影響和激勵了當代⾳樂家，聞名世界的維也納新年

⾳樂會、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也在古典⾳樂世界中扮演舉⾜

輕重的⾓⾊。因著奧地利是⼀個以古典⾳樂聞名的國家，有許多以古典⾳樂著名

的代表性城市，例如：維也納、薩爾茲堡等。 

福拉爾⾙格則為奧地利最西的邦，除西處萊茵河與博登湖之間、東南臨拉爾

⾙格⼭，⽽四鄰分別為東鄰奧地利提洛邦、西鄰瑞⼠、南鄰列⽀敦斯、北鄰德國，

布雷根茨為福拉爾⾙格邦的⾸府，位於歐洲第三⼤淡⽔湖博登湖的東岸外，也在

德國阿爾卑斯⼭⼭麓與萊茵河的交會處，是地處國家間的湖邊⼩城市。 

當開始將⾳樂節回歸到奧地利這個國家時，我們會發現它有著得天獨厚的位

置，在全球化的脈絡中，具有先天的地理優越性，冀望保留並凸顯奧地利的古典

特質，同時服務全球的品味，因此，位在奧地利西邊的⼩城市布雷根茨，不僅以

布雷根茨⾳樂節凸顯奧地利作為古典⾳樂世界上很前⾯的位置，也同時希望在全

球化的脈絡中，廣納古典⾳樂的愛好者，使觀光客對⾳樂節感興趣。 

⾳樂節的曲⽬著實展現歐洲⾵貌，同樣也成為⼤眾的品味，在全球與本地之

間的取捨上，它⼤致選擇往全球的品味趨勢移動，或許是為了吸引⼀般⼤眾及觀

光客前往，常從經典且廣為⼈知的歌劇曲⽬中選擇，像是魔笛、卡⾨、阿依達等，

也從奇觀的舞台設計作為極有效的吸引⼒，因著它能配合⼤眾流⾏品味，同時⼜

吸引歌劇愛好者、古典樂迷、歌劇專家、⼀般旅客、⽂化觀光客等…….。 

從歌劇曲⽬選擇中思考⾳樂節想要展現的是歐洲的⾵情樣貌？還是奧地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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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質？⼜或者是多⽅⾯的結合⽽成的呢？筆者作為⼀位台灣的研究者，從東

⽅⼈的觀點看此個案，認為對於有⽂化需求、藝術聆賞需求的觀光客，⾳樂節在

節⽬的製作上，以經濟考量出發，在⼤眾化、流⾏的市場中作平衡相對不容易，

⾳樂節在歐洲、奧地利和布雷根茨三者的脈絡交錯中，不能夠只以⾳樂節呈現單

⼀的布雷根茨樣貌，或是只以舞台、曲⽬表現奧地利在古典⾳樂中前端的位置，

應該呈現出的歌劇藝術特⾊，不僅要擁有歐洲樣貌，也具有奧地利古典⾳樂在地

性，最重要的是城市的地⽅特性，如此，⾳樂節的藝術品味才能夠廣納世界各地

消費者，期在藝術與觀光的⽭盾中，依然能盡量地滿⾜觀光客對古典⾳樂和城市

的想像。 

⾳樂節的舞台從起初簡單的兩艘⼤船（圖 4-1），到現在複雜且精巧的設計，

著實成為城市最重要的地標。在各個場館的努⼒下，帶來各地的觀光客，雖然奧

地利⾝為古典⾳樂發展最重要的國家，不過，⾳樂節演出的這些歌劇曲⽬顯然是

世界性的，許多國家的城市都能夠演出，⽽布雷根茨這個⼩城市要怎麼凸顯經典

歌劇的獨特性呢？ 

 

                   

圖 4-	1 第⼀屆布雷根茨⾳樂節《巴斯提安與巴斯提安娜》 

圖⽚來源：Retrieved Sep. 18, 2018 from 

http://pressefoyer.at/en/history-bregenz-festival_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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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藝術觀光	

⼆戰期間的轟炸，造成許多歐洲城市接連遭受重創，不僅城鎮成為廢墟，許 

多歌劇院也因此被摧毀。當然奧地利也是受重創國家之⼀，在民⽣凋零、經濟蕭

條的景況下，布雷根茨當地⼀群藝⽂界⼈⼠，發起以舉辦歌劇⾳樂節來吸引觀光

客的構想，不過當時這個⼩城市是沒有歌劇院的，因此，靈機⼀動在當地景⾊最

美麗的博登湖畔上搭建⽔上舞台，並且結合當代的裝置藝術成為舞台設計，讓⼈

在欣賞歌劇的同時也能看⾒令⼈陶醉的湖光美景。 

 果然，這樣的創舉使得布雷根茨⾳樂節在歐洲⼀炮⽽紅，七千個座位和⼆⼗

萬左右的⼈次，不僅帶動了城市的觀光，也成為布雷根茨的最⼤亮點，除了⾳樂

節外，城市中也有著許多重要的藝⽂場館，成為⾳樂節的演出場地，或其他藝術

的展演空間，包含美術館、博物館及劇院，以下將詳細說明之： 

 

（⼀）美術館  

Kunsthaus Bregenz（圖 4-2）是布雷根茨的⼀座美術場館，1990 年⾄ 1997 年由

瑞⼠建築師 Peter Zumthor20設計建造⽽成，1998 年也藉著這座美術館贏得 Mies van 

der Rohe Award 歐洲建築獎。Kunsthaus Bregenz 是⼀傑出的當代藝術國際展覽館，

因著富有企圖⼼的展覽計畫以及獨特的建築，在藝術及建築愛好者中享有國際名

聲，⾄今已為來⾃世界各地的⼀百多位藝術家，提供了新穎的作品展覽空間（圖

4-3），開創了美術館的國際知名度( Kunsthaus Bregenz, 2018 )21。 

																																																								
20	 彼得．卒姆托 Peter Zumthor（1943-）為瑞⼠建築師，2009 年獲得普⽴茲克獎，其代表作品是瑞

⼠的⽡爾斯溫泉。	
21	 出⾃於 http://www.kunsthaus-bregenz.at/ueber-uns/geschichte/，最後檢索時間：20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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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2	Kunsthaus Bregenz                       圖 4-	3	 作品展⽰空間 

   圖⽚來源：Retrieved Aug. 25,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Aug. 25, 2018 from	

  https://www.vorarlberg-alpenregion.at/en/         https://www.convention.cc/en/incentive/ 

    /bludenz/info/kunsthaus-bregenz.html                architekturfuehrung-im-kub/ 

                                              

（⼆）博物館 

Urry (2016) 提到新博物館時曾說：過去⽐現在、未來還要受到重視，⽽⼈們隨 

著年歲增⾧，參觀博物館的興致也會提⾼。博物館成為觀光旅遊的重要選項，參

觀博物館已經是觀光體驗不可缺少的⼀環。 

福拉爾⾙格博物館（Vorarlberger museum）於 1905 年由德國建築師 Georg 

Baumeister 建造，為博登湖地區最古⽼的博物館之⼀，將近有⼗六萬件關於考古、

民俗、藝術的物品被存放其中，展場⾯積約有 2,400 平⽅公尺，豐富的庫存（圖 4-4）

展⽰了城市當代歷史，2012 年由 Andreas Cukrowicz 和 Anton Nachbaur-Sturm 兩

位奧地利建築師重建，藝術家 Manfred A. Mayr 也為博物館的外牆設計了混凝⼟花

朵作品（圖 4-5）（Vorarlberger museum, 2018）22，細緻的花朵成為建築上的巧思。 

 

																																																																																																																																																																		
	
22出⾃於 http://www.vorarlbergmuseum.at/，最後檢索時間：2018/8/25 

	

 



	 72	

     

	 	 	 	 	 	 圖 4-	4 博物館中豐富的庫存	 	 	 	 	 	 	 	 	 	 	 	 	 	 	 	 	 	 	 	 	 	 	 圖 4-	5	 混凝⼟花外牆 

  圖⽚來源：Retrieved Aug. 25,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Aug. 25, 2018 from 

  https://www.convention.cc/en/incentive/            http://www.vorarlbergmuseum.at/ 

      architekturfuehrung-im-kub/                      museum/architektur.html 

 

（三）劇院  

布雷根茨⾳樂節除了主要的⼾外劇場及旁邊的室內歌劇院外，城市中還有 

Theater am Kornmarkt、Theater Kosmos 和 Werkstattbühne 這三座劇院，它們不僅

在布雷根茨當地起著重要的作⽤，也會在⾳樂節時進⾏不同類型歌劇的演出。 

Theater am Kornmarkt（圖 4-6）成⽴於 1945 年，曾被稱為 Vorarlberger  

Landesbühne，也曾更名為 Vorarlberger Landestheater，⾃ 1990 年以來，每季會與

Vorarlberg 交響樂團（圖 4-7）合作，製作出的歌劇作品會出現在 Theater am 

Kornmarkt 及布雷根茨⾳樂節的舞台上，Theater am Kornmarkt 在布雷根茨的⽂化

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Bregenz Tourismus, 2018）23，輕歌劇以及戲劇會在此場

館進⾏演出。 

																																																								
23出⾃於 https://www.bregenz.travel/en/tourism/culture/vorarlberg-state-theater/，最後檢索時間：   

  20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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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6	Theater am Kornmarkt                圖 4-	7	Vorarlberg 交響樂團	

       圖⽚來源：Retrieved Aug. 25,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Aug. 25, 2018 from 

        https://www.bregenz.travel/tourismus       http://www.symphonieorchester-vorarlberg.at 

 

Theater Kosmos（圖 4-8）⼜稱為 shed8，由 Augustin Jagg 和 Hubert Dragasch

兩位藝術總監創建於 1996 年，該劇院離上⼀段提到的 Theater am Kornmarkt 步⾏

約⼆⼗分鐘，在布雷根茨⾳樂節期間⼤多是跨⽂化的戲劇演出（圖 4-9）。Theater 

Kosmos 為年輕藝術家提供了好的空間和機會，兩位藝術總監強調他們的⽬標是關

注還未知的創造性聲⾳，⽀持福拉爾⾙格年輕作家，希望新的歌劇能為當地創造

活⼒（Bregenz Tourismus, 2018）。 

       

	 	 	 	 	 	 	 	 	 	 	 圖 4-	8	Theater Kosmos                        圖 4-	9	 跨⽂化戲劇	

     圖⽚來源：Retrieved Aug. 28,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Aug. 28, 2018 from 

      https://www.bregenz.travel/tourismus            http://www.kulturzeitschrif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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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spielhaus Bregenz（圖 4-10）為布雷根茨⾳樂節主要的舉辦地，由布雷根茨

的居民和維也納建築師赫爾穆特贏得了設計競賽，並擴建造於 1990 年，現由

Kongresskultur Bregenz Gmb 所管理。 

Festspielhaus 包含了湖上舞台以及各式內部空間，內部除了⾳樂廳外，也有舉

辦各式會議、⽂化活動、社交活動、娛樂活動的場所，Festspielhaus 為多功能的

場館，除了有完善的設備和服務外，有能夠容納多達兩千四百⼈的會議空間，包

含 Werkstattbühne 功能廳、Seestudio 會議廳、Seefoyer 會議室、Bodensee Room 會

議室（圖 4-11）、Seegalarie 湖景會議室、Parkstudio 多功能會議室、Saal Propter 

Homines 會議室（Kongresskultur Bregenz, 2018）24。 

與⾳樂節最直接相關的場所則是包含了 Seebühne＆Seetribüne 浮動舞台、⾳樂

節室內表演廳 GroBerSaal ⼤禮堂、Blaue Lounge 休息室、場館前廣場 Platz der 

Wiener Symphoniker（Kongresskultur Bregenz, 2018）。 

 

        

	 	 	 	 	 	 	 圖 4-	10	Festspielhaus Bregenz                         圖 4-	11 會議空間	

   圖⽚來源：Retrieved Aug. 31,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Aug. 31, 2018 from 

	 	 	 	 	 http://www.kongresskultur.com/en/               http://www.kongresskultur.com/en/ 

 

（四）登⼭纜⾞ 

																																																								
24出⾃於 http://www.kongresskultur.com/en/，最後檢索時間：201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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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änderbahn（圖 4-12）建於 1926-1927 年，纜⾞⾞站（圖 4-12）的建築設計來 

⾃布雷根茨的建築師Willibald Braun。纜⾞在普凡德爾⼭上，共⼀千零六⼗四⽶⾧，

堪稱是博登湖最富盛名的景點，不僅可以俯瞰博登湖湖光景⾊，還可以眺望德國、

奧地利及瑞⼠三國交界處的⾵光，將阿爾卑斯⼭兩百多座的⼭峰盡收眼底（Pfänder, 

2018）25。從布雷根茨⽕⾞站步⾏到纜⾞⾞站需要⼗五分鐘，觀光客搭乘觀光纜⾞

上⼭，除了有⼭莊飯店外，還有遼闊的野⽣動物園，豐富的動植物特別吸引家庭

遊客。 

         

圖 4-	12	Pfänderbahn 及⾞站	

圖⽚來源：Retrieved Aug. 28, 2018 from 

https://www.pfaenderbahn.at/de/ 

 

⼆、 藝術節慶之⽂化地景	

藝術節慶可以將舞蹈、⾳樂、視覺藝術，以展覽、節⽬、系列表演的⽅式呈

現。Smith（2009）提到藝術可以被帶領到⼈們的所在地，同時不需要離開家鄉

就可以體驗到。在現今的⽣活中，藝術相對來說已經是全球化了，不管什麼類型

的藝術都能在⾃⼰的國家、網路媒體、影⾳光碟中接觸到，然⽽，藝術節慶是無

法這樣的，⼈們必須親⾃到達⽬的地才能體驗。Picard & Robinson（2006）提到：

																																																								
25出⾃於 https://www.pfaenderbahn.at/de/，最後檢索時間：201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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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節慶作為重現權⼒和秩序的實例，它們也是與社會和政治變⾰直接相關的點，

因此，節慶形成了⽂化創造⼒的特權領域，社區可以通過創新來應對社會危機時

刻，引⼊新的政治經濟模式，以及創新存在和意義的新標記。 

節慶的類型⼗分多元，藝術⽅⾯的節慶往往都能讓⼈產⽣興趣且深受歡迎，

藝術節慶的類型很多，包含各種型態的藝術節、⾳樂節，如古典⾳樂、爵⼠⾳樂、

軍樂，還有戲劇、燈光、⽊偶、各樣舞蹈等，藝術總是在節慶中扮演充滿活⼒與

魅⼒的元素。 

透過藝術節慶發展當地的藝術觀光是件不容易的事，Smith（2009）說⽂化觀

光的發展可以歸功於這樣⼤型活動的蓬勃發展，因為他們很容易成為當地特⾊景

點的⼀⼤部分，布雷根茨以⾳樂節來發展藝術觀光，並建構城市地景，可以說這

個城市是圍繞著藝術節⽽存在，從最聞名的浮動舞台（Seebühne）為⾸要出發點，

往外移動串聯了許多藝⽂場館，⾸先是室內劇院 Festspielhaus，觀光客可以在這

個劇院欣賞到少⾒的歌劇曲⽬，⽽演出當代歌劇的 Werkstattbühne 也在附近，再

以步⾏的⽅式到達並演出輕歌劇的 Theater am Kornmarkt，最後是同樣能步⾏到

達並演出跨⽂化戲劇的 shed8/Theater Kosmos。以上五個布雷根茨⾳樂節進⾏演

出的場館位置都⼗分鄰近，觀光客不管是步⾏或是搭乘⼤眾運輸⼯具，皆能從⾞

站來到這些地⽅，以步⾏⼗五分鐘內的距離移動，因城市內交通便捷使景點與景

點之間能夠互相搭配、連結，構成⼀條藝術觀光路線，Smith（2009）提到旅遊無

疑的創造出了新藝術形式可以得到⽀持的管道，並且能夠幫助擴展藝術觀眾群。 

Buckley, Ollenburg & Zhong (2008) 在討論⽂化地景時說：⽂化地景是由⼈類

⽂化和⾃然創造出的⼀個區域，從旅遊的⾓度來看，關鍵的問題是⽂化和景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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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地融⼊在當地⼈和遊客的期望中。Domosh 將⽂化景觀定義為在⼟地上

的⽂化印記，⽽ Conzen 則定義為隨著時間推移⽽持續改變⼈類社會的物質棲息

地（Buckley, Ollenburg & Zhong, 2008）。李光中在討論⽂化地景中提到了地景的

概念，是⼈與⾃然之間錯綜複雜交互作⽤的呈現 (李光中，2009)。 

城市建構⽂化地景時，除了需要⾃然景觀、建築物外，最重要的是⼈以及在

地⽂化，布雷根茨以藝術觀光串聯了城市中的各個⾓落，包含博登湖、普凡德爾

⼭等⾃然景館，還有最具代表性的節慶浮動舞台，也因著⾳樂節的重要影響⼒，

進⾏演出的各個劇院、美術館和博物館，將使⾳樂節來到此地的觀光客不只欣賞

歌劇，還能藉著城市規劃藝術觀光路線，將城市的⽂化地景建構出⾃⾝的特⾊，

透過藝術觀光，布雷根茨以創意化的節慶創造出鮮明的形象，使得城市地景在藝

術氛圍中建構出來。 

由於布雷根茨有先天的地理優越，有著別的內陸城市沒有的⾃然景⾊，⽂化

地景成為最有魅⼒的特⾊之⼀，不僅吸引了德國、瑞⼠、奧地利的觀光客前來，

也有許多歐洲⼈聞名⽽來，⽽圍繞在⾳樂節的主要場館 Festspielhaus 周圍，有湖

畔、瞭望台（圖 4-13）以及公園的綠⾊⾛廊，在這個公園裡，可以看⾒⼈們悠閒

的享受邊玩西洋棋邊等待⾳樂節的開始，當觀光客經由這個綠⾊⼤道⼀路延伸到

Festspielhaus 前廣場，已經可以感受到⾳樂節的氣氛，廣場中央有⼀個吸引⼈⽬

光的青銅雕塑作品 Ready Maid，Kongresskultur Bregenz (2018) 提到這個 6.9 ⽶⾼

的雕塑標誌著 Platz der Wiener Symphoniker 廣場的中⼼，為藝術家 Gottfried 

Bechtold 的拋光青銅鑄造⽽成的叉形樹幹作品，也有些賣飲品、⾳樂節周邊商品

的攤販。 

 



	 78	

 

圖 4-	13	 博登湖湖畔、瞭望台及⾳樂節廣場	

                               圖⽚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期：2016 年 7 ⽉ 27 ⽇） 

 

三、 藝術節慶之⽂化認同	

Richards & Palmer 提到⼀個節慶活動對當地民眾是重要的，除了可能是核⼼

觀眾的來源，也是節慶活動的初始者，他們是主動參與在形塑城市節慶化的過程

當中，要使節慶永續發展，居民的⽀持和認同則相當重要（Richards & Palmer, 

2012）。節慶常常牽連在地與外地的問題，當⼀個節慶舉⾏時，除了深深影響帶

來多少外地觀光客？造成多少污染？增加多少交通流量？是否過度擁擠？在地

⼈是否參與節慶？在地⼈已經不是被動的觀察者了，節慶和當地有著相互影響的

關係。 

 根據國⽴台灣交響樂團2010的參訪報告中提及的，在只有2.9萬⼈⼝的城市，

2010 年的七⼋⽉售出的票⾼達 99%，有 26 萬⼈參與這場歌劇盛事，其中浮動舞

台就湧⼊ 20 萬的觀眾，就算氣候不佳票房也有⼋成，且最⾼級的票價先售出，觀

光客遠道⽽來想必希望有個好位置來觀賞（國⽴台灣交響樂團，2010）26，如此可

以得知，布雷根茨⾳樂節慢慢變成⼤家⼀定要去的⾳樂節之⼀，這些結果是什麼

形成的呢？藝術與觀光相連接是⼀件什麼樣的事情？ 

																																																								
26	 出⾃於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09901981/001， 

  最後檢索時間：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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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從藝術的⾓度看節慶，節慶的⽣命週期短，要如何讓節慶永續發展，

觀光客成為很重要的因素，藝術的主題和⽅式會吸引不同的⼤眾，進⽽影響⼤眾

的觀光⾏為，為什麼會有⼈願意到布雷根茨欣賞歌劇呢？因為曲⽬？因為演員？

或因交響樂團？這些當然都可能是吸引觀光客遠道前往的理由。就藝術本⾝來說，

到⾃⼰國家的⾳樂廳和在家欣賞相對是容易的、普遍的，怎麼需要觀光呢？布雷

根茨近五次的歌劇曲⽬就選了兩次普契尼的作品，全世界許地⽅都會上演普契尼

的歌劇，甚是在歐洲、奧地利境內更是聞名，為什麼要到布雷根茨這個⼩城市欣

賞呢？⾳樂節的曲⽬還是維持兩年才換，這樣去過的⼈是否還會想再去呢？ 

Richards & Palmer 提出地⽅感和⾝份認同感對節慶的成功⾄關重要，認為節

慶作為建⽴地⽅感的⽅法有三：建⽴在地榮譽感、空間的創意運⽤、整合和社會

凝聚，節慶的社會永續性圍繞在社會凝聚⼒、資產和⽣活品質上（Richards & Palmer, 

2012）。在節慶、藝術觀光中，除了擁有藝術主題、表演內容之前台的條件，後台

的真實性更是節慶永續的重要條件，Bramwell 和其他學者提出從⽂化永續、環境

永續、社會永續、經濟永續這幾個層⾯來檢視永續性（Bramwell, 1996, 轉引⾃

Richards & Palmer, 2012, p.242）。 

 當藝術遇上觀光是粗俗？或是有趣？是不搭？還是助益？Maccannelle 提出

在旅遊過程中的舞台真實性（Staged Authenticity），前台和後台之間有⼀系列的

特殊空間，使遊客在其中⽀持他們對真實性體驗的信念，與當地⼈接觸的旅遊是

為了尋求真實的體驗和感知（Maccannelle, 1973）。⽽在布雷根茨⾳樂節的真實

性不僅⽌於舞台上的歌劇演出，更是從⾳樂節場地地理區段、周圍環境，到舞台

外建築和周邊歌劇主題裝置藝術，整體凝聚出來的地⽅感。這是藝術節為城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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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觀光的優勢，布雷根茨是⼀個湖畔⼩城市，作為三國交界處以及⾝為奧地利古

典⾳樂特質的⼀部份，⼭⽔⾵光和⾃然景致的意象直到⼆戰創建⾳樂節後，醞釀

出藝術的氛圍，各時期的建築樣貌和七⼗年⾳樂節的累積，經年累⽉的歷史痕跡

和藝術氛圍即是現代布雷根茨的模樣，使這個以湖景聞名的地⽅成為觀光客⼼⽬

中理想的觀光地、度假地、歌劇朝聖地。 

 ⾳樂節的藝術氛圍是什麼呢？或許是⼾外舞台營造出的視覺感官，也可能是

⼩城市的藝術觀光氣息。節慶作為建構⽂化地景的重要元素，觀光客感受到的是

⼀連串的在地氛圍，從⾳樂節的舞台向外延伸，周圍的藝⽂場館作為藝術觀光的

⽬的地，城市中的⼈、物和景緻給予觀光客的回應與相互凝視，呈現歌劇藝術、

⾃然⾵光交疊的氛圍，藉由⾳樂節成為地⽅形塑（placemaking）的主要⽅式，使

布雷根茨將藝術氛圍和當地⽂化的觸動，帶給親臨現場體驗的觀光客。 

藝術節慶成為觀光⽬的地，出現了前台與後台的環境空間。因此，從⾳樂節

舞台與氛圍⾄湖畔周圍地，餐館、商店再到周遭場館，遇到的⼈、事、物皆成為

真實體驗的⼀部份，湖畔邊賣冰淇淋的攤販，或各地的觀光客，甚⾄旅館櫃台⼈

員，這些都是觀光客在觀光場景中所追求的真實性地景。Maccannelle 提到旅遊環

境中的體驗是基於不真實性的、失真的（inauthenticity），是⼀種可以讓⼈感到

神秘，並且包含了謊⾔的真實啟⽰，⽽⼀旦遊客進⼊了旅遊空間，每個⼈都可以

參觀，也可以展⽰真實⽽有說服⼒的當地⽣活和⽂化，遊客們為了獲得真實的體

驗，到處都成為冒險，旅遊環境提供越來越明顯的真實性（Maccannelle, 1973）。 

 布雷根茨如何成為必去的歌劇⾳樂節之⼀？筆者搜尋的媒體報導及線上⽂

章，⼤多對⾳樂節下了很聳動的標題及正⾯的評價，NATIONAL GEOGRAPHIC

 



	 81	

在報導中提出了“前⼗⼤⼾外⾳樂場所”，其中之⼀就是布雷根茨⾳樂節，⽂中提

到「⾳樂節創造了令⼈驚嘆的浮動無台，設計和⾳樂成為眼睛及⽿朵的享受」

（NATIONAL GEOGRAPHIC，2014）27。MUZIK 在報導中提到「無論是上演既

有經典劇碼、或者現代作曲家的新作，都會以結合多元效果與新科技的新創作來

呈現，即使如此還是每年佳評如潮，未曾有過失敗案例（MUZIK，2013）28。」 

根據國⽴台灣交響樂團 2010 的參訪報告中提及的，浮動舞台吸引的七千名觀

眾，⼤多來⾃德國、瑞⼠、義⼤利等周邊發達國家，四分之⼀為奧地利⼈，不少

⼈因為度假來此地（國⽴台灣交響樂團，2010）。報告中也提到布雷根茨本地的

觀眾僅有 5％，除了因城市本⾝⼈⼝少外，也因著布雷根茨為奧地利之度假勝地

的意象，吸引到的⼤多是外來觀光客，城市成為觀光⽬的地的條件⼜是什麼呢？

為什麼⼀個藝術節慶能吸引⼆⼗多萬觀光客前往？許多條件包括城市觀光配套

措施、⽂化場館、歷史遺跡、藝術氛圍、度假氣息、⾃然景⾊、觀光資訊服務，

筆者將在下⼀節繼續討論藝術節慶的品味建構，從創意化的舞台、歌劇品味的維

持，以及表演藝術場域的競爭，來分析布雷根茨⾳樂節藝術觀光的建構。 

	

第⼆節 藝術品味的建構 

藝術品味由許多⾯向建構⽽成，特別是⼀個⾳樂節如何以歌劇作為主題，並

發展、累積其⾃⾝的品味，除了最初的發想，過程中也必會⾯臨許多困難和挑戰，

本節以創意化的舞台、歌劇的品味以及表演藝術場域的競爭加以探討。 

																																																								
27	 出⾃於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travel/top-10/outdoor-music-venues/，最後檢索時間： 

   2018/12/03 

28	 出⾃於 https://www.muzik-online.com/tw/periodical/muzik/2013/76/5e2b7338-fe76-48d5-ae90-c3dc2cb68fd2， 

  最後檢索時間：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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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網路平台欣傳媒於 2015 年 2 ⽉ 11 ⽇《奧地利布雷根茨⾳樂節》⼀⽂中

提到： 

 

    「大衛帕特尼（David Pountney）自 2003 年起接任了布雷根茨音樂節的 

 藝術總監。這位藝術總監曾表示過，「過去歌劇就像祖母壁爐臺上的裝 

 飾品，既不能摸又不能動。而他們的努力正是想改變歌劇那種充滿距 

 離感的『博物館』形象。」 

 

由布雷根茨⾳樂節這位藝術總監⼝中我們可以看出，布雷根茨⾳樂節想成為⼀個

⼗分⽣動活潑的、極具創意的、拉近與觀眾距離的⾳樂節，不僅是靠壯觀的舞台

設計，歌劇本⾝的品味、精緻度及交響樂團的專業度也是成功的因素，節慶之所

以能為觀光客和城市帶來吸引⼒，正是因為節慶能夠培養⽂化資本、有娛樂和教

育性，並重建城市外在形象，使觀光客看⾒⾳樂節、看⾒城市，成為城市的最佳

代表。 

談及歌劇的品味，可從歌劇本⾝以及閱聽⼈的⾓度來討論。Simon（1994）提 

到不同的群體有著不同類型的⽂化資本，並且享有不同的⽂化期望，⽽使⾳樂有

所差異。歌劇作為古典⾳樂的代表之⼀，不僅吸引專業聽眾，也成為⼀些普羅⼤

眾的喜愛，本節將以兩張影⾳光碟和⼀個網路影⽚分析舞台設計與創意，也從媒

體⽂本蘊含的意義進⾏特點分析，從創意化舞台中的舞台場景、壯觀景象，以及

歌劇品味中的聲光效果、基本曲⽬、演出⼈員的藝術特徵、歌劇詮釋等特⾊，試

著勾勒出⾳樂節品味的樣貌。 

 

⼀、創意化的舞台	

⾳樂節和城市其他地⽅加總在⼀起成就有吸引⼒的氛圍，⽽浮動舞台是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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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的朝聖點，這個舞台為什麼如此吸引⼈前往？古典歌劇能以⾃然景觀當作

佈景，並結合⼤型裝置藝術成為舞台，不論是吸引歌劇愛好者，或者是想享受視

覺藝術的觀光客，創意化的舞台確實影響觀光客的消費動機，也影響了城市觀光

發展。筆者除了在 2016 年親⾃前往布雷根茨⾳樂節欣賞室內演出外，在網路上找

到當年浮動舞台整段演出的影⽚，且也在實體通路找到兩張影⾳光碟，因此，共

看了 2011＆2012、2013＆2014 以及 2015&2016 三次的湖上歌劇，包含了 2011＆2012 

年喬達諾的《安德烈．謝尼爾》（Andre Chenier）、2013＆2014 年莫札特的《魔笛》 

（The Magic Flute）和 2015&2016 年普契尼的《杜蘭朵》（Turandot），以下詳細探

討之。 

舞台的道具是⼗分精緻的，在湖上建造起舞台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舞

台建造的尺⼨上也有幾項特點，第⼀，浮動舞台⽐⼀般舞台要⼤三分之⼆倍（圖

4-14）；第⼆，必須使將近七千個位置的視野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舞台（圖 4-14）；

第三，舞台換幕的設計需快速並且安靜（TwistedSifter, 2011）29。 

 

         

圖 4-	14	 ⽐⼀般舞台⼤三分之⼆的浮動舞台及七千個座位的觀眾席	

圖⽚來源：Retrieved Sep. 12, 2018 from 

https://imgur.com/gallery/Lq3dX 

 

																																																								
29出⾃於 https://twistedsifter.com/2011/08/outdoor-opera-on-the-lake-stages-of-bregenz/，最後檢索 

  時間：201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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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舞台需要維持兩年，如此⼤型且複雜的舞台更是需要有耐⾵⾬的功能，

每⼀次的舞台主題都需要撐兩年，且要能承受負⼆⼗度 C、五⼗公分以上積雪、

狂⾵暴⾬、雷⾬等天候。舞台不能有太重的⽔泥磚外，也必須⽤鋼和⽊頭以三明

治構成的夾層，⽽每次的舞台⽤完後會以環境友善的⽅式拆除（TwistedSifter, 

2011）。 

 

2011-2016 舞台設計 

2013 和 2014 年的歌劇曲⽬為莫札特的《魔笛》，舞台上除⼤型⼜精緻的道具

外，⼤⾃然的暮⾊彷彿成為⼀幅畫，將舞台襯托⽽出，筆者以舞台的陳設和移動

作為討輪軸⼼，⾸先，在舞台陳設部分，以三隻巨⿓和圓弧形階梯舞台作為主要

演出場地（圖 4-15），凸顯舞台的壯觀設計，⼀開始的惡⾾以及公主被抓的劇情都

在綠⾊的階梯舞台上，⽽作為配⾓的三位仙童會在串連巨⿓的空橋中歌唱，在魔

笛這齣歌劇表演的進⾏中，舞台有許多換幕和移動的設計，夜后及⼥主⾓帕⽶娜

搭船游湖出場、男主⾓塔⽶諾站在巨⼤的⼿掌⼊場、⼥主⾓被關在玻璃箱中等畫

⾯，以上幾幕都是隨著湖⽔⽽移動，⽽舞台的換幕包含夜后從圓弧形舞台的反⾯

登場（圖 4-16）。 

                    

圖 4-	15	 巨⿓及圓弧形階梯舞台 	

圖⽚來源：Retrieved Sep. 17, 2018 from 

        http://businesstraveller.pl/wiadomosci/festiwal-bregencji-poplywa-jezior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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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	 移動及換幕的出場設計 

 圖⽚來源：Retrieved Sep. 18, 2018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vz--ZiCbA 

 

2011 和 2012 年的歌劇曲⽬為喬達諾的《安德烈．謝尼爾》，舞台由⼀個巨⼤

的⼈頭、半⾝、書本和⾧樓梯組成（圖 4-17），其設計靈感來⾃法國⼤⾰命時期最

著名的畫作之⼀，法國畫家路易．⼤衛的《⾺拉之死》為法國⾰命家⾺拉被刺殺

並死在浴缸中的場景（圖 4-18）。這⼀部愛情驚悚的歌劇中陳設的場景包含舞會、

咖啡館、法庭、監獄等，舞會場景由移動的⽅式登場，從⼈頭上出現的演員和在

鏡⼦裡空中出現的⾓⾊帶給觀眾在視覺畫⾯上驚喜。MUZIK 的報導中提及「畫

作作為歌劇的舞台靈感，這是⾳樂節第⼀次使⽤歷史畫作來當佈景，24 公尺⾼的

舞台聳⽴在湖⾯上（MUZIK, 2011）30。」 

                       

	 	 	 	 	 	 	 	 圖 4-	17	 巨⼤⼈頭舞台設計圖	 	 	 	 	 	 	 	 	 	 	 	 	 	 	 	 	 	 圖 4-	18	 路易．⼤衛畫作《⾺拉之死》 

    圖⽚來源：Retrieved Sep. 20,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Sep. 20, 2018 from 

https://www.kleinezeitung.at/kultur/festspiele/3967959/              https://gushi.tw 

 Andre-Chenier_Staerkere-zweite-Auflage-in-Bregenz 

																																																								
30	 出⾃於 https://read.muzikair.com/tw/，最後檢索時間：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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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和 2016 年的歌劇曲⽬為普契尼的《杜蘭朵》，筆者雖在 2016 年 7 ⽉實

際到當地參與⾳樂節，但由於偏好歌劇曲⽬⽽選擇室內的歌劇場次，因此，沒辦

法親⾝體驗浮動舞台的演出，⼼裏感到⼗分可惜，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在前往欣

賞室內歌劇演出的當天，除能在湖邊看到華麗的《杜蘭朵》舞台，主辦單位也開

放民眾在正式演出前能進到觀眾席參觀及攝影，⾝為朝聖觀光客的筆者當然是帶

著興奮的⼼情進⼊場內，巨⼤⼜華麗的⾧城舞台映⼊眼簾（圖 4-19），不禁令⼈想

往舞台前⼀探究竟。 

 

          

圖 4-	19	 巨⼤⼜華麗的杜蘭朵舞台 

圖⽚來源：受訪者 B7 提供 

（拍攝⽇期：2016 年 7 ⽉ 26 ⽇） 

 

在環境、多媒體及特效的應⽤上，杜蘭朵公主乘著⼩船進⼊舞台前，⼩船不

僅⽤極具東⽅⾵格的燈籠裝飾，舞台上的多媒體螢幕也呈現東⽅⽂化的元素，包

含⿓、功夫、旗幟等（圖 4-20），甚⾄是以上百個兵⾺俑⼤⼒地凸顯故事背景，著

實讓觀眾深感濃厚的東⽅⽂化意涵。然⽽，受訪者 B9 以當時觀賞者的⾓度，表

⽰創意化的舞台深具特⾊： 

 

「布雷根茨音樂節有一個概念讓人想到環境劇場，它會想辦法把劇場跟 

     環境融合在一起，會運用一些湖水、道具和周遭環境做結合，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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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傳統歌劇院沒有辦法達到的效果，所以我覺得是很有吸引力的。」 

     （B9） 

 

   

圖 4-	20	 東⽅⽂化元素及特技置⼊舞台中 

圖⽚來源：Retrieved Sep. 19, 2018 from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675369/ 

 

以上筆者從影⾳光碟中所觀察到的佈景和道具都⾮常⼤型，卻不會讓⼈感覺

粗糙，反⽽是精巧細緻的，影⽚中可以看出⼤⾃然的景⾊，從⽩天、傍晚到夜晚，

劇情隨著不同的景⾊帶給觀眾不同的視覺感受。除了極具創意的舞台外，演員們

的服裝也有許多巧思，在《魔笛》中捕⿃⼈帕帕基諾穿著刷⼦、雞⽑毯⼦和三⾓

錐製成的安全帽（圖 4-21）；在《杜蘭朵》的舞台上，有⼀群⼈⾝著⼀模⼀樣的⾐

服，且臉上也穿戴了相同的⾯具，象徵了民眾的⼒量（圖 4-22）。 

 

          

	 	 	 	 	 圖 4-	21	 捕⿃⼈帕帕基諾創意服裝           圖 4-	22	 戴著⾯具且⾐著相同的民眾 

   圖⽚來源：Retrieved Sep. 18,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Sep. 19, 2018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vz--ZiCb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67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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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作為電影場景及⼤型活動場地 

除了上⾯提到《杜蘭朵》、《魔笛》和《安德烈．謝尼爾》的歌劇舞臺外，值

得特別⼀提的是 2007 年歌劇《托斯卡》的舞台，⾳樂節的歌劇創意舞台不只吸引

觀光客，也使電影⼈感興趣，因布雷根茨⾳樂節托斯卡的舞台讓 2008 電影量⼦危

機的製⽚和導演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們選擇了這個舞台拍攝七分半鐘的電影

場景（圖 4-23），將歌劇巧妙並有趣地融⼊電影情節中，為電影帶來戲劇性的場景，

也因著電影更加打開了⾳樂節知名度（Bregenzer Festspiele, 2018）31。 

 

                
圖 4-	23	007 量⼦危機電影場景 

圖⽚來源：Retrieved Sep. 19, 2018 from 

http://thejamesbondsocialmediaproject.com/quantum-of-solace-a-study-in-mehssimism/ 

 

Busby & Klug 提出關於媒體相關的觀光（Media-related tourism）⾏為，包含

造訪和書籍、電視節⽬、電影相關的地⽅，並提到影視觀光不僅有媒體影響的功

能，也是傳達⼀系列⽂化意義和價值的媒介（Busby & Klug, 2001）。布雷根茨⾳

樂節因著獨特的舞台，成為電影拍攝的場景之⼀，也因此可能帶動當地的觀光⾵

氣。Beeton 提到影視觀光能替當地創造旅遊傳統，或讓影視觀光成為⼀種朝聖

（Beeton, 2005, 轉引⾃羅翊寧, 2016, p.17）。⼀位甄選上飾演歌劇嘉賓的⼈提到，

																																																								
31出⾃於 http://pressefoyer.at/en/history-bregenz-festival_20161123，最後檢索時間：2018/9/20 

 



	 89	

在電影拍攝時期，⽩天劇院外部觀眾區是開放的，為遊客和龐德迷提供了⽩天步

⾏的機會，能近距離觀看美麗的劇院和托斯卡舞台（BOND LIFESTYLE, 2013）32。 

另外，令⼈驚豔的是舞台也成為⼤型活動的場地，同⼀年的《托斯卡》舞台

成為 2008 年歐洲⾜球盃的現場轉播地（圖 4-24），舞台佈景設計從藍⾊的眼睛改

變成橙⾊，加上左右兩邊轉播螢幕，成功吸引球迷在湖上觀看現場直播賽事，布

雷根茨⾳樂節的商業總監也評論此次體育及歌劇的結合為⾮常成功的事件

（Bregenzer Festspiele, 2018）。不僅帶來歐洲杯的⼈潮，同時讓⼈認識布雷根茨、

創意的舞台，以及其他觀光景點，除了提升知名度，也是⼈們認識城市的好機會。 

⾳樂節與電影、⾜球做串連，使這個舞台漸漸⾛向⼤眾品味的層次，觀光客

可能因為是電影迷、⾜球迷⽽前來朝聖，使這個⽬的地趨近主流，跨界性與創意

性也許會帶來商業化以及市場化，也或許會使⾳樂節的原意變調，要怎麼做才能

讓這些跨界的創意不流於太過流⾏的趨勢？筆者認為舞台設計能有不同的應⽤，

且能在⾮⾳樂節時期帶來⼈潮固然是好事，只是需要維持舞台原先的設計初衷， 

且要能夠透過這些跨界活動使⼈更深認識⾳樂節和這個城市。 

 

            

圖 4-	24	 托斯卡舞台作為 2008 ⾜球轉播現場 

圖⽚來源：Retrieved Sep. 20, 2018 from 

http://jens-weber.com/en/work/zdf-euro-2008-seebuehne-bregenz/ 

																																																								
32	 出⾃於 http://www.jamesbondlifestyle.com/articles/being-extra-quantum-solace，最後檢索時間： 

   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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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品味	

曲⽬選擇 

浮動舞台每兩年的歌劇皆會選擇聞名世界的⼤曲⽬，有別於其他地⽅的歌劇 

呈現⽅式，布雷根茨⾳樂節的特⾊在於以創意的舞台加上⼾外景⾊的結合設計，

使得夜幕低垂的⼤⾃然變成最令⼈眼睛為之⼀亮的特⾊，這種場景是⼀般室內歌

劇沒有辦法做到的，必須在⼾外才能看到⼤⾃然呈現出的獨特性，⽽在曲⽬的選

擇上，⾳樂節⼜是如何從眾多歌劇種類及⾵格中選出來呢？筆者根據表 4-1，進

⼀步討論⾳樂節選擇曲⽬之特點： 

表 4-	1	2009-2018 浮動舞台曲⽬表 

⾳樂節年份 歌劇曲⽬ 作曲家 歌劇年份 幕數 / 語⾔ 

2017 & 2018 卡⾨ 喬治．⽐才 1875 4 / 法語 

2015 & 2016 杜蘭朵 賈科莫．普契尼 1926 3 / 義⼤利語 

2013 & 2014 魔笛 
沃夫岡．阿瑪迪斯．

莫札特 
1791 2 / 德語 

2011 & 2012 
安德列． 

謝尼爾 
翁⾙托．焦爾達諾 1896 4 / 義⼤利語 

2009 & 2010 阿依達 朱塞佩．威爾第 1871 4 / 義⼤利語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樂節從 2009 年到 2018 年選擇的歌劇皆是世界經典曲⽬，對於有研究歌劇

的⼈來說，這些曲⽬再熟悉不過了，⽽對於⼀般的聽眾或是觀光客也許多少有⽿

聞。從 2009＆2010 年來看，《阿依達》這⾸曲⽬成為世界上演出最多的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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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genzer Festspiele, 2018），威爾第這⾸表達強烈的愛情、死亡、民族的故事，

1871 年於埃及總督歌劇院⾸演，阿依達中幾⾸樂曲⾄今頗負盛名，凱旋進⾏曲

（Triumphal March）是常在⾳樂會演奏的曲⼦，榮耀歸於埃及（Gloria all Egitto）

這⾸成為歐洲⾜球賽時球迷經常詠唱的歌曲；2011&2012 的曲⽬《安德列．謝尼

爾》為喬達諾最著名的歌劇曲⼦，1896 年在⽶蘭的斯卡拉歌劇院⾸演，四幕的浪

漫主義歌劇表現出愛情、歷史驚悚的故事，強烈的戲劇效果展現出演員的鮮明⾊

彩，抒情的曲調也表現出歌詞和管弦樂的優美；2013&2014 的曲⽬《魔笛》是莫

札特⽣前最後⼀部歌劇作品，1791 年在維也納維登劇院⾸演，兩幕中包含精美的

弦樂奏鳴序曲、男主⾓的兩⾸詠嘆調33、男主⾓與捕⿃⼈的⼆重唱，更有夜后唱

的地獄之復仇（Hell’s Vengeance Boils In My Heart）這⾸廣為⼈知的名曲，不管

是哪個版本的演出，花腔的⼥⾼⾳詠嘆調總是使樂迷聽得如痴如醉，就連筆者在

觀看影⾳光碟時也被夜后的歌聲深深吸引。 

2015&2016 的曲⽬《杜蘭朵》為普契尼 1926 年在⽶蘭斯卡拉歌劇院的曲⼦，

最著名的曲⼦為公主徹夜未眠34（Nessun dorma）和祖先的屈辱(In questa Reggia)，

普契尼在歌劇中特別採⽤中國民間⼩調《茉莉花》，因異國⾊彩旋律巧妙的運⽤，

使⾳樂有著強烈的感染⼒，即使普契尼在⽣前無法完成這部歌劇，《杜蘭朵》卻

已成為當今世界經常演出的歌劇之⼀，其中的幾⾸曲⼦也深深地影響現代⽂化。

最新的歌劇為 2017&2018 的《卡⾨》，不過在 1991&1992 ⾳樂節已經有過第⼀次的

卡⾨演出，最著名的曲⽬為歌劇的序曲—⾾⽜⼠進⾏曲（Toreador Song），氣勢

																																																								
33	 詠嘆調義⼤利語為 Aria，現今被狹義定義為管弦樂隊伴奏的獨唱曲，歌劇中的詠嘆調數⽬是最 

  多的。 

34	 公主徹夜未眠，義⼤利⽂為 Nessun dorma，為普契尼最後⼀部歌劇《杜蘭朵》的詠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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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礡的節奏為進⾏曲注⼊熱情，愛情是⼀隻⾃由的⿃兒（L’amour est un oiseau 

rebelle）為知名的⼥中⾳詠嘆調。 

從以上可以看出這些歌劇曲⽬經常在各地上演，為廣⼤觀眾所喜愛，布雷根

茨⾳樂節之所以受⼈歡迎，不只是因為這些⼈氣歌曲帶來的歌劇樂迷，因著不⼀

樣的舞台，帶來更多的是想要享受視覺和聽覺的觀眾，布雷根茨⾳樂節對於亞洲

⼈來說知名度不⾼，亞洲觀光客可能沒有機會認識這個城市，也沒辦法得知這個

⾳樂節的資訊，筆者訪談的台灣曾去過布雷根茨⾳樂節的觀光客時，許多⼈提到

對⾳樂節的⾸要印象為⼾外的湖上舞台，⽽他們也會考慮曲⽬來決定是不是要前

往此地，因此，受訪者 B6 提到： 

 

 「當我在查音樂節相關資料時，會先從網頁上看到的照片去選擇，第一 

     眼會先被戶外舞台吸引，因為有些曲目可能沒有聽過，也沒有英文字 

     幕，所以比較不熟悉的曲子就儘量不去選，而是會選擇熟悉的曲目。」 

     （B6） 

 

聲光⾳效 

近年來，⾳樂節⽤ BOA 維持⾳效的品質，代表了定向聽⼒的重要發展，BOA

全名是 Bregenz Open Acoustics，為德國試聽研究機構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和⾳響⽣產公司 Lawo AG 合作的成果，嘗試開發⼀套聲

學空間的模擬系統，觀眾可以根據演員移動的位置準確地聽到歌唱聲，在浮動舞

台上設置了 800 個揚聲器（圖 4-25），創造出⼀種允許導體能在聲學上、藝術上、

戲劇⾓度上發揮作⽤的聲⾳圓頂，因此，BOA 為台下將近七千個聽眾提供露天⾳

響體驗，使觀光客享受令⼈驚奇的聽覺樂趣（Kongresskultur Bregenz,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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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5	 觀眾席揚聲器 

圖⽚來源：Retrieved Sep. 20, 2018 from 

http://www.nagata.co.jp/e_news/news1601-e.html 

 

⼤⾃然景⾊是⾳樂節最具代表的特⾊之⼀，因著暮⾊的變化將舞台襯托出不

同的視覺效果，浮動舞台隨著光使觀眾席有千變萬化的視野。Bull ( 2000) 在⾳樂

觀光中提到，共同感的產⽣除了⾳樂的建構之外，其他聽覺與視覺交雜的呈現⽅

式，使主體的體驗更強調「氛圍」。觀光客在聆賞舞台表演時，不僅視覺上體驗

壯麗的舞台設計，在聽覺上因著 BOA 揚聲系統⽽傳出好品質的聲⾳，不僅如此，

觀光客更是來感受當地的氛圍，受訪者 B9 提到「因為是⼾外的舞台，在表演的

時候有鴨⼦的叫聲，觀眾會稍微分⼼⼀下，不過不會太影響觀賞」。雖然在⼤⾃

然作為舞台會有不可抵擋的因素出現，但這也是體驗氛圍有趣之處，除此，受訪

者 B2 也提到： 

 

「在聆聽曲目上，我覺得音響做得蠻好的，聲音不會很發散，儘管我聽 

     的時候是下雨的，但沒有什麼影響，都很 ok，舞台很妙的是，兩側架 

     有螢幕特寫舞台，也會連線室內，不時會切到交響樂團在演出的畫面 

     ，喜歡這些很貼心的服務。」（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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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及演員 

 ⼀部歌劇的品味可以從許多⽅⾯看出來，包含舞台設計、服裝、燈光、影像、

聲⾳、樂團等，除此之外，導演和演員更是呈現整個歌劇曲⼦和劇情最重要的⾓

⾊。近年來，布雷根茨⾳樂節浮動舞台的導演來⾃瑞⼠、德國、英國，每⼀位導

演皆有豐富的歌劇指導經驗（表 4-2），有別以往的室內靜⽌舞台，浮動舞台多了

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導演不只要統籌各⽅⾯並做指導，像是舞台、燈光、聲⾳、

道具等使⽤，更要幫助演員在演出詮釋上呈現有別於以往的⾵格。 

 

表 4-	2	 近四次⾳樂節浮動舞台導演 

⾳樂節 

曲⽬ 
導演 導演照⽚ 主要演員 

2015 

& 

2016 

《杜蘭

朵》 

Marco 

Arturo 

Marelli35 

 

杜蘭朵- Mlada Khudoley 

卡拉夫- Riccardo Massi  

帖⽊兒- Michael Ryssov 

劉- Guanqun Yu 

2013 

& 

2014 

《魔

笛》 

David 

Pountney
36 

 

塔⽶諾- Norman Reinhardt 

帕⽶娜- Bernarda Bobro 

夜后- Ana Durlovski 

薩拉斯特羅- Alfred Reiter 

帕帕基諾- Daniel Schmutzhard 

																																																								
35	 Marco Arturo Marelli (1949- )為瑞⼠佈景設計師及舞台導演，當過許多歌劇演出的舞台導演，於 

  2009 年獲得丹⿆表演藝術 Reumert 獎。 

36	 David Pountney (1947- )為英國戲劇、歌劇導演和編劇，曾指導⼗多場世界⾸演，多次擔任布雷 

  根茨⾳樂節導演，現為威爾⼠國家歌劇院⾸席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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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2012 

《安德

烈． 

謝尼爾》 

Keith 

Warner37 

 

謝尼爾- Hector Sandoval 

瑪達蓮那- Norma Fantini 

僕⼈ Gerard- Scott Hendricks 

 侍⼥ Bersi- Tania Kross 

2009 

《阿依

達》 

Ulrich 

Khuon38 

 

埃及法⽼王- Kevin Short 

埃及公主 Amneris- Iano Tamar 

阿依達- Tatiana Serjan 

埃及軍官 Radames- Rubens 

Pelizzari 2010 

《阿依

達》 

Graham 

Vick39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整理⾃布雷根茨⾳樂節官⽅網站 Retrieved Sep. 21, 2018 from 

http://chronik.bregenzerfestspiele.net/de/ 

圖⽚來源：https://www.opera-online.com/en/items/personnalities/marco-arturo-marelli-1949 

(Marco Arturo Marelli) 

http://www.garethiwanjones.com/bristol-photography-blog/index.php/on-commission-opera-050911

（David Pountney） 

https://www.operamusica.com/artist/keith-warner/ 

（Keith Warner） 

https://www.deutschestheater.de/service/presse/personen/k-o/ulrich_khuon/ 

（Ulrich Khuon） 

https://www.repubblica.it/spettacoli/teatro-danza/2017/08/09/news/graham_vick_stiffelio_-172594818/ 

(Graham Vick) 

																																																								
37	 Keith Warner (1956- )為英國歌劇導演，1981-1989 於英國國家歌劇院擔任主任，2005 年因指導出

演⽡格納的歌劇⽽出名，2011 年被任命為皇家丹⿆歌劇院的藝術總監。 

38	 Ulrich Khuon (1951- )為德國劇作家和導演，2017 年以來擔任德國舞台協會主席。	
39	 Graham Vick (1953- )為英國歌劇導演，以傳統和現代歌劇的實驗性和修正主義⽽聞名，現為伯

明翰歌劇公司的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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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節的歌劇演出⼤多出⾃專業背景的演員，且皆為知名的歌劇演唱家，舉

例來說，在 2009 和 2010《阿依達》歌劇中擔任⼥主⾓ Aida 的演員 Tatiana Serjan

為俄羅斯⼥⾼⾳（圖 4-26），曾在世界級主要歌劇院演出，包括⽶蘭斯卡拉歌劇院、

⾺德⾥皇家劇院、柏林德意志歌劇院，也參與布雷根茨與薩爾茲堡⾳樂節，多次

在維也納歌劇院演⾺克⽩夫⼈（Wiener Staatsoper, 2018）40；在 2013 和 2014 年《魔

笛》歌劇中擔任男主⾓塔⽶諾的演員 Norman Reinhardt 為美國知名男⾼⾳（圖

4-27），Norman 作為年輕⼀代的主要男⾼⾳之⼀，並以美聲唱法享有聲譽，曾在

薩爾茲堡⾳樂節參與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的演出（Harrison Parrott, 2018）

41。 

                    

     圖 4-	26 俄羅斯⼥⾼⾳ Tatiana Serjan         圖 4-	27	 美國男⾼⾳ Norman Reinhardt 

     圖⽚來源：Retrieved Sep. 30,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Sep. 18, 2018 from	

      https://www.wiener-staatsoper.at/en/             https://www.harrisonparrott.com/ 

	

布雷根茨受訪者 B2 提到「布雷根茨這個湖上舞台來講是很不⼀樣的體驗，

⽽對演員來說也是很不⼀樣的演出⽅式。」筆者也從影⾳光碟中看到演員詮釋的

⾓⾊，令⼈印象深刻的⾓⾊為《魔笛》裡⾯的經典⼈物夜之后，特別是第⼀幕中

男主⾓塔⽶諾和夜后對談的畫⾯，以及第⼆幕演唱地獄之復仇這⾸曲⼦時，服裝

																																																								
40	 出⾃於 https://www.wiener-staatsoper.at/en/，最後檢索時間：2018/9/30	
41	 出⾃於 https://www.harrisonparrott.com/artists/norman-reinhardt，最後檢索時間：201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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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震撼的歌聲令⼈久久無法忘懷（圖 4-28），由⾺其頓⼥⾼⾳ Ana Durlovski（圖

4-29）擔任夜后的演出，Ana 以夜后的⾓⾊聞名歌劇界，除了於 2006 年⾸次在維

也納國家歌劇院擔任夜后的⾓⾊，也曾在紐約⼤都會歌劇院和⾺德⾥皇家劇院擔

任同樣的⾓⾊（Nazos, 2018）42。 

 

    

	 	 	 	 	 	 	 	 	 	 	 	 	 圖 4-	28	 夜后於兩幕中畫⾯               圖 4-	29	 ⾺其頓⼥⾼⾳ Ana Durlovski 

        圖⽚來源：Retrieved Sep. 30,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Sep. 30, 2018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vz--ZiCbA      http://www.fmu.ukim.edu.mk/mk/Home/Cv/870 

 

維也納交響樂團 

 每年在浮動舞台的歌劇舞臺上，除了演員演出外，搭配演員歌聲的優美旋律

來⾃維也納交響樂團（Wiener Symphoniker），已經擁有⼀百⼀⼗⼋年歷史的樂團

在維也納古典⾳樂界有著重要的地位。⾃ 1946 年以來，每年夏天維也納交響樂團

都是布雷根茨⾳樂節的⾳樂演出樂團，不僅可以在浮動舞台表演中，透過螢幕切

換看到樂團現場演出（圖 4-30），更可以在 Festspielhaus 室內歌劇院看到樂團和

歌劇⼀同出演，也會在⾳樂節期間參與其他節⽬的演出，⾃ 2006 年以來，維也納

交響樂團參加了維也納劇院眾多歌劇的製作，也在維也納⾦⾊⼤廳演出過，在維

																																																								
42	 出⾃於 https://www.naxos.com/person/Ana__Durlovski_/152085.htm，最後檢索時間：201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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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納⾳樂中的傑出地位是無庸置疑的(Wiener Symphoniker, 2018)43。⽽近年來擔任

樂團的指揮來⾃義⼤利、美國、德國，皆在歌劇指揮上有幾⼗年的經驗（表 4-3）。 

 

                

圖 4-	30	 浮動舞台歌劇與樂團同步演出 

圖⽚來源：Retrieved Sep. 28, 2018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vz--ZiCbA 

 

表 4-	3	 近四次⾳樂節樂團指揮 

2015-2016 
Paolo 

Carignani44 
義⼤利 

 

2013-2014 
Patrick 

Summers45 
美國 

 

																																																								
43出⾃於 https://www.wienersymphoniker.at/，最後檢索時間：2018/9/28 

44	 Paolo Carignani (1961- ) 為義⼤利指揮家，曾於 1997-2008 年擔任 Opern-und Schauspielhaus   

   Frankfurt ⾸席指揮。	
45	 Patrick Summers (1963- ) 為美國指揮家，以作為休斯頓⼤歌院劇藝術、⾳樂總監和舊⾦⼭歌劇院 

   ⾸席客座指揮⽽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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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Ulf Schirmer46 德國 

 

2009-2010 Carlo Rizzi47 義⼤利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整理⾃布雷根茨⾳樂節官⽅網站 Retrieved Sep. 28, 2018 from 

http://chronik.bregenzerfestspiele.net/de/ 

圖⽚來源： 

https://indianapublicmedia.org/profiles/conductor-patrick-summers/（Paolo Carignani） 

https://www.metopera.org/discover/artists/conductor/paolo-carignani/ (Patrick Summers) 

http://www.musik-heute.de/15673/ulf-schirmer-soll-oper-leipzig-bis-2022-leiten/ (Ulf Schirmer) 

https://www.allmusic.com/artist/carlo-rizzi-mn0000212025 (Carlo Rizzi) 

 

 維也納交響樂團的實⼒已經是世界認可的，對於樂團的評價，參與聆賞的受

訪者 B7 有以下的描述： 

 

「第一次在現場聽歌劇演出，演出裡面的聲音響度很令我驚豔，有現場 

     的樂團演出讓我覺得很精彩，以前可能只單獨聽過交響樂，第一次聽 

     這種結合的，對我來說可以同時觀賞演員和樂團演出感到很有趣。」 

 （B7） 

 

																																																								
46	 Ulf Schirmer (1959- ) 為德國指揮家，⾃ 2009 年以來擔任萊⽐錫歌劇院（Leipzig Opera）的⾳樂 

   總監。 

47 Carlo Rizzi (1960- ) 為義⼤利⽶蘭指揮家，曾於薩爾茲堡⾳樂節擔任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出茶花⼥ 

  的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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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spielhaus 室內⾳樂廳＆VIP 區 

 每年的⾳樂節有許多歌劇會在此室內⾳樂廳上演（圖 4-31），在⾮節慶的期間

裡，有⼤型會議和各種⾳樂劇、芭蕾舞劇等表演，⾳樂廳使⽤ TV-Triax 技術，在

⾳樂節時應⽤在電視和電台轉播上，加上照明設備、懸掛的揚聲系統、多種語⾔

同聲傳譯和 1,656 個座位，為劇場提供了優良的環境（Kongresskultur Bregenz, 

2018）。受訪者 B6 覺得室內劇院的場地令她印象深刻： 

 

「第一次聽現場的歌劇演出，覺得這個室內的場地很大，演奏的效果是 

 以前沒有經歷過的，因為我坐的位置比較遠，舞台看起來很小，可是 

 那個聲音效果跟以前在電視上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B6） 

 

  

圖 4-	31	 室內⾳樂廳觀眾席及靈活的舞台設計 

圖⽚來源：Retrieved Sep. 30, 2018 from 

https://www.kongresskultur.com/en/r/grosser-saal 

 

 舞台上有靈活的設計，分成前半部的圍裙舞台和後半部的舞台（圖 4-31），前

半部的舞台為 7 × 17 ⽶，並且有六個可以伸縮、升降的裙樓，⽽後半部的舞台

為 15 × 17 ⽶，可以容納 350 ⼈（Kongresskultur Bregenz, 2018）。 

 由於筆者在⼤學唸的是英國語⽂學系，因此對於莎⼠⽐亞的⽂學作品深感興

趣，曾在台灣的國家戲劇院中看過亞維儂藝術總監指導的《李爾王》，以及⽴陶

宛劇團演出的《哈姆雷特》，在 2016 年 7 ⽉ 25 ⽇到布雷根茨⾳樂節室內⾳樂廳觀

 



	 101	

賞歌劇《哈姆雷特》，⽽當晚座無虛席（圖 4-32），這⼀部許久沒有上演的經典劇

⽬在三個晚上的演出中，共吸引了 4,612 名歌劇迷觀賞（Bregenzer Festspiele, 

2018）。 

 哈姆雷特是莎⼠⽐亞最負盛名的悲劇，世界各地劇院皆曾演出過這部經典之

作，因每個劇團的演員不同，詮釋的⾵格、道具、舞台效果也截然不同，在布雷

根茨⾳樂節這場演出中，演員以義⼤利語演出，兩側的投影幕則是呈現德語的字

幕，雖然不懂這兩種語⾔，但仍然能以道具、演員講話的語氣、臉部細微的神情、

⼤膽誇張的肢體、鮮明的服裝來欣賞及理解劇情，筆者在聆賞後作以下的描述（圖

4-33）： 

  

「舞台上出現一張有鏡子的桌子，男主角身著一身黑衣、臉上塗滿白色 

     的樣子唱著歌，彷彿讓人一眼看出他的負面情緒，接著，又出現了十 

     張一樣的桌子，每張桌子前面有三個人面對著鏡子，這三十個人穿著 

     一模一樣的衣服，臉上畫著一模一樣的全白妝容，他們邊看著鏡中的 

     自己邊摸自己的臉，好像要準備發生了什麼大事。」 

    （田野日記 Day1, 2016/07/25） 

 

 受訪者 B6 也針對演員演出本⾝給了⼀些評價：  

 

「跟其他地方的戲劇比起來，這場哈姆雷特歌劇道具比較少，感覺比較 

     注重在肢體跟聲音上，等於不是靠那些道具，而是以演員本身的肢體動 

     作、服裝來襯出整場歌劇的氛圍。」（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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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32	 座無虛席的觀眾席               圖 4-	33	 男主⾓與⾝後的三⼗個配⾓ 

       圖⽚來源：受訪者 B7 提供               圖⽚來源：Retrieved Sep. 30, 2018 from 

    （拍攝⽇期：2016 年 7 ⽉ 25 ⽇）          https://operaexplorer.com/2016/07/30/hamlet-in 

	 	 	 	 	 	 	 	 	 	 	 	 	 	 	 	 	 	 	 	 	 	 	 	 	 	 	 	 	 	 	 	 	 	 	 	 -bregenz-bregenz-festspielhaus-july-28th-2016/ 

 

除了演員的語氣、動作、神情，舞台上呈現的硬體更是令⼈印象深刻，特別

是服裝、道具和舞台的使⽤，從哈姆雷特的舞台上可以看到演員⾝上的造型⼗分

有趣也充滿現代感，從髮型、裙⼦、領⼦、鞋⼦等地⽅，筆者看⾒鮮明的圖案和

⼤膽的⾊彩，特別像是⼀群⼈⾝上的⼤眼睛裝飾、死去的國王和主要⾓⾊們的亮

⾊系服裝（圖 4-34），⽽受訪者 B7 對於舞台的有趣之處也做了描述： 

 

 「哈姆雷特有趣的地方是，它不是傳統寫實劇場的表現，不是完全都是 

     古裝呈現，它加入了現代的元素，像很多配角們高反差的服裝， 特 

     別的是舞台上圓形的舞台，它會隨著劇場的需要而生起和旋轉。」（B7） 

 

 
圖 4-	34	 ⾓⾊的服裝展現 

圖⽚來源：Retrieved Sep. 30, 2018 from 

https://operaexplorer.com/2016/07/30/hamlet-in-bregenz-bregenz-festspielhaus-july-28th-2016/ 

 

 除了舞台上演員的精彩演出外，另外看到舞台前有⼀塊交響樂團的位置，和

浮動劇場⼀樣是維也納交響樂團負責，隨著劇情的演變，⾳樂聲也隨之傳出，筆

者對於⼤⼩聲變化、⾳符的⾼低起伏和澎湃洶湧的曲⼦感到震撼，樂團也像舞台

上的劇情⼀樣⽤巧妙的旋律演了⼀齣精彩的戲（圖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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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5	 《哈姆雷特》演員謝幕＆交響樂團 

圖⽚來源：筆者拍攝 

（拍攝⽇期：2016 年 7 ⽉ 25 ⽇） 

 

三、表演藝術場域的競爭	

布雷根茨⾳樂節的創意如何？或許它的曲⽬不像歐洲其他歌劇表演來的複雜、

精緻、實驗性，卻是強調奇觀的呈現、⼾外的景緻搭配，⼾外的舞台成為票房的

保證，觀光客可能為了觀賞這樣的奇觀⽽前來，重視奇觀的同時維持歌劇本⾝的

品味，包含從導演、演員、樂團、聲光等⽅⾯下功夫，筆者在這⼀⼩節欲探討布

雷根茨⾳樂節在藝術場域中如何凸顯⾃⼰。 

全球在⼾外舉辦的露天歌劇⾳樂節也有許多例⼦，以歐洲來說：義⼤利的維

洛納圓形劇場露天歌劇節48（Arena di Verona Festival）(圖 4-36)、義⼤利普契尼⾳

樂節49（Festival Puccini）(圖 4-37)、法國的奧朗⽇歌劇節50（Choregies d’Orange）(圖

																																																								
48 維洛納圓形劇場露天歌劇節（Arena di Verona Festival）為 1936 年創⽴，每年夏天於可以容納上  

  萬名觀眾的古羅⾺圓形劇場舉⾏。 
49 普契尼⾳樂節（Festival Puccini）為每年夏天於義⼤利作曲家普契尼出⽣地-托瑞德拉古舉辦的歌 

  劇節，創⽴於 1930 年。 
50 奧朗⽇歌劇節（Choregies d’Orange）創⽴於 1869 年，每年⼋⽉在阿維尼翁的古羅⾺劇院舉⾏， 

  為可容納九千⼈的半圓形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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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法國艾克斯歌劇藝術節51（Festival d’Aix-en-Provence）(圖 4-39)等，⽽奧地

利境內的薩爾茲堡⾳樂節，每年在⼤教堂前廣場演出的⾬果戲劇《Jederman》也是

⾳樂節⼀⼤亮點。 

 上⼀段提到的歌劇⾳樂節雖然都是在⼾外，但是場地不同、場景設計也都不

太⼀樣，⼾外的⾳樂節場景也是需要經過挑選的，許多⾳樂節也會將舞台設置在

湖畔邊，使⾳樂節有湖畔的景緻，但浮動舞台與他者不同的是，它是將舞台設計

在湖上，縱使布雷根茨⾳樂節不是唯⼀在露天舉⾏，不是唯⼀以湖為特⾊的歌劇

⾳樂節，卻是特地做空間上的挑選和湖⾯的設計，成為歌劇⾳樂節中典型的視覺

奇觀舞台。The telegraph 在報導中提及「為期⼀個⽉的觀眾⼈數⾼達 25 萬，這個

數字僅次於維洛納競技場（The telegraph, 2011）。」 

 

      

 圖 4-	36	 義⼤利維洛納圓形劇場露天歌劇節           圖 4-	37	 義⼤利普契尼⾳樂節 

   圖⽚來源：Retrieved Oct. 8,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Oct. 8, 2018 from	

      https://www.arena.it/arena/en        http://www.acquaforte.eu/portfolio/puccini-festival/ 

 

																																																								
51 艾克斯歌劇藝術節（Festival d’Aix-en-Provence）成⽴於 1948 年，每年七⽉在宮殿庭院內舉⾏歌 

  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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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38	 法國奧朗⽇歌劇節                   圖 4-	39 法國艾克斯歌劇藝術節 

  圖⽚來源：Retrieved Oct. 8, 2018 from             圖⽚來源：Retrieved Oct. 8, 2018 from	

https://www.france.fr/en/happening-now-in-               https://festival-aix.com/en  

 france/provence-choregies-orange-festival  

 

⼾外的舞台須承擔更多⾵險，要更多去克服⼀些無法預料的天候狀況，包含

⾵、雪、⾬等⾃然因素，⼾外的東西較容易損毀，很難像室內⾳樂廳般維護保持，

根據國⽴台灣交響樂團 2010 的參訪報告中提及的：「如因⼤⾬影響演出，將會啟

動⾬天備案，會⽴即停⽌動態演出及機械裝置，改以不⾛位的演唱⽅式，因每場

演出票券早已在演出前銷售⼀空，也因此不採退票措施」。 

因應⼾外的舞台、複雜的舞台設計及各種機關，使⽤上需要有好的移動⽅式

和技術，舞台每⼀部分的重量、冬天的積雪和溫度都必須加以克服。福拉爾⾙格

邦官⽅旅遊網站提及，浮動舞台是由幕後的尖端技術演繹⽽來：「為了確保露天的

建築不會在船舶、⽕⾞、⾏⼈和交通的噪⾳中丟失，許多道具的⼤⼩被建造成⽐

普通劇院的三分之⼆⼤，舞台中央為混凝⼟核⼼的⽊樁建造，設有更⾐室及技術

室（VORARLBERG，2018）52。」 

歐洲許多歌劇⾳樂節每年都演出不同的曲⽬，⽽布雷根茨卻是兩年換⼀次曲

⽬，MUZIK 在報導中提及：「因設計精細的舞台逐年擴⼤規模，⾳樂節考量歷年

																																																								
52	 出⾃於 https://www.vorarlberg.travel/en/bregenzer-festspiele/，最後檢索時間：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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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的製作成本，最後改為兩年更換⼀次劇⽬（MUZIK，2015）53。」從福拉爾⾙

格邦官⽅旅遊網站中得知，各樣的技術來⾃奧地利、德國、瑞⼠、法國、英國等

三⼗名技術⼈員和三⼗七家技術公司的幫助，有移動樓梯、升降梯、⽔下軌道，

定向聽覺的創新技術更使觀眾在聆賞歌劇時有絕對精確的聲源（VORARLBERG，

2018）。 

兩年⼀輪的曲⽬怎麼樣維持觀光客的⼈數呢？其他⾮⾳樂節舉⾏的時間能吸

引觀光客嗎？從上述中我們得知⾳樂節擁有極⾼的技術性，即使兩年更換⼀個舞

台，好的舞台品質也能夠帶來⾜夠的觀光客，再根據國⽴台灣交響樂團 2010 年的

出國報告中提到「除了夏季⾳樂節，每年九⽉⾄隔年五⽉也有演出季，常規演出

⼤約有 400 場，運作的經費有 40%來⾃國家，35%來⾃州政府補助，明確的經濟⽬

的，使⾳樂節能回收總投⼊的 70％（國⽴台灣交響樂團，2010）。」  

The Guardian 報導中提及「2011 年的《安德烈．謝尼爾》舞台擁有 24 ⽶⾼的

畫作⼈物，舞台設計中還包括⼀本打開的書和⼤型的⾦鏡（The Guardian，2011）

54。」從報導中我們可以得知舞台的各個佈景都是⾮常巨⼤的，因此不管是在技術

上，或從演員的專業性來說，都⼗分具有挑戰性。由於浮動舞台⽐起其他舞台，

其⾼度增加很多且複雜，所有技術皆需要表演者的勇氣和膽量，他們必須在藝術

和⾝體上盡最⼤的努⼒（VORARLBERG，2018）。 

⼀個⾳樂節不會平⽩無故地成功，布雷根茨⾳樂節也不例外。節慶在短時間

聚集太多的觀光客，容易造成城市擁擠、吵雜等負⾯影響，若品味沒有維持好，

																																																								
53	 出⾃於 https://read.muzikair.com/tw/，最後檢索時間：2018/12/03	
54	 出⾃於 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2011/jun/14/opera-andre-chenier-lake-constance，最 

  後檢索時間：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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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無法永續發展。下⼀段將分析布雷根茨⾳樂節成功的要素之⼀，筆者認為

環境的配套使舞台⾧期擺在湖⾯上，即使不是⾳樂節期間，觀光客也能在其他時

間前來看舞台設計，舞台周圍有⼀個⼤的空間，有湖景、綠地、廣場，使對歌劇

有興趣、想體驗視覺舞台的觀光客有舒適的觀光空間。 

 

                 

圖 4-	40	 舞台周圍環境 

圖⽚來源：Retrieved Sep. 1, 2018 from 

https://bregenzerfestspiele.com/en/visit/faq 

 

觀光客可以在 2008 的 007 量⼦危機電影中認出歌劇舞台，歌劇舞台成為電影

場景成功吸引影迷，跨界的結合也增加節慶的知名度，The Guardian 線上報導提

及 007 量⼦危機電影是⼀個⾮常好的宣傳，舞台伴隨著令⼈興奮的間諜追逐，在湖

上壯觀的浮動舞台上有電影中最精彩的⽚段（The Guardian，2008）55。 FILMING 

LOCATIONS 線上報導中提到「在布雷根茨⾳樂節的悠久歷史中，已為奧地利藝

術節建⽴了令⼈驚嘆的設計，是壓倒性的視聽盛宴（FILMING LOCATIONS，2013）

																																																								
55	 出⾃於 https://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08/nov/19/opera-james-bond-bregenz-festival，最 

   後檢索時間：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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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VERANDA 線上雜誌報導中提及“⼋個令⼈驚豔的歌劇院”，第⼀個是布雷根

茨⾳樂節，⽂中提到「這些歌劇院不僅華麗，它們正產⽣巨⼤的影響，世界最宏

偉、華麗和標誌型的歌劇院建⽴在幾個世紀的⾳樂歷史上，儘管它們不僅僅是為

了慶祝過去，還是努⼒保持歌劇藝術的活⼒並將其帶⼊未來（VERANDA，2016）。」 

Bourdieu 在不同的資本形式理論中提到三種資本，⽂化資本、經濟資本、社

會資本，取決於運作的領域，三種資本能在某些條件下轉換（Bourdieu, 1986）。 

以今年歌劇曲⽬《卡⾨》為例，票價從 50 歐元到 360 歐元劃分了九個等級，等級

最⾼的票價所涵括的是⾼級餐飲服務，這⼀類為⾼經濟資本的⼈，或許可以推論

他們的⽂化資本較⾼，票價想做出⼀個市場及品味區隔，就像為觀眾劃清類型的

界線，它不是⼀個⼤眾的活動，⽽是⾼級層次的演出。在社會資本上，他們是同

⼀群⼈，即使是其他票價的觀眾，他們也是因共同興趣⼀起到這個地⽅，也可能

建⽴在相同的藝術背景上。在⽂化資本上，因著低票價使⾨檻降低，讓⽂化資本

較低的⼈進⼊，使他們能獲得更多⽂化資本，同時在關係中建⽴社會資本。 

 

⾳樂節之⾏銷 

浮動舞台每年都吸引上萬⼈觀賞，以 2016《杜蘭朵》來說，當年的⾨票售出

了 159,172 張，⼤約是 94％的售出率，總訪客⼈數為 211,314（Bregenzer Festspiele, 

2018）。每年⾳樂節，如為好天氣則全數賣光，天氣不佳仍有⼋成票房，且都是最

⾼級的票價先售出，因為布雷根茨路途遙遠，觀眾需要好的觀賞位置（國⽴台灣

交響團，2010）。 

																																																								
56	 出⾃於 https://www.atlasofwonders.com/2013/04/floating-stage-bregenz-festival.html，最後檢索 

   時間：201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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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根據 2018 年 10 ⽉ 9 ⽇的⾳樂節官網售票網⾴，可以看出浮動舞台票價分

為七個類別、VIP 包廂以及 Lounge 包廂（圖 4-41），依據不同的曲⽬會有微幅的價

格變動，以今年 2018 年暑期剛結束的的歌劇《卡⾨》為例，週間與假⽇的票價也

有些許不同，⽽以最貴票價的週六晚間來說，九個等級的價格分別為：1 區 155 歐

元、2 區 145 歐元、3 區 128 歐元、4 區 105 歐元、5 區 85 歐元、6 區 70 歐元、7

區 50 歐元、vip 區 260 歐元以及最⾼級的 Lounge 區 360 歐元。 

 

   

圖 4-	41	 	 2018《卡⾨》浮動舞台位置圖＆票價 

圖⽚來源：Retrieved Oct. 9, 2018 from 

https://bregenzerfestspiele.com/en/programme/carmen-0 

 

⾳樂節針對不同品味需求的聽眾，為特定的群體提供不同於⼀般觀眾的服務，

包含第⼆⾼價的 Premium 區以及最⾼級的 Lounge 區，從上圖中可以看出這兩個

區域的票價明顯⾼出許多，360 歐元的 Lounge 區服務有九項，包含預留停⾞位、

演出前的開胃餐酒、舞台幕後導覽（圖 4-42）、四道菜的晚餐、歌劇節⽬冊、CD

及紀念照、施華洛世奇觀賞⽤望遠鏡、觀景區軟墊座椅（圖 4-46）、飲料與⼩點，

⽽ 260 歐元的 Premium Ticket 則只有五項服務，包含預留停⾞位、觀景區軟墊座

椅、施華洛世奇觀賞⽤望遠鏡、歌劇節⽬冊、飲品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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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2	 舞台幕後導覽及 VIP 觀景區 

圖⽚來源：Retrieved Oct. 10, 2018 from 

http://bregenzerfestspiele.com/en/visit/festival-lounge 

 

筆者以信件的⽅式與⾳樂節官⽅⼈員進⾏訪談，訪談中他們提到⾳樂節的⾏

銷包含網站（圖 4-43）、⾳樂節雜誌（圖 4-43）以及廣告⼩冊⼦（圖 4-44），⽽⾳

樂節在許多⽅⾯也有⼩巧思，特別是在⾳樂節周遭的藝術擺設上，讓參與者 B6 留

下深刻的感受，他表⽰「湖畔舞台附近有做很多裝置的陳設，⽐如說兵⾺俑這些

裝飾，進去坐位區之前，還有舞⿓舞獅、⿓頭之類的，他們在公共空間擺設這些

令⼈印象深刻。」⾳樂節也以周邊裝置和戲劇主題置⼊周邊服務（圖 4-45）來⾏

銷⾃⼰： 

 

周邊商品蠻厲害的，有賣跟這齣戲完全無關中國風的東西，比如 

說燈籠、兵馬俑模型之類的，他們很聰明，等於是用這個主題 

全部放進周邊商品的元素設計，所以我覺得在商品開發這點還蠻 

厲害的，有一個室內空間賣商品，當時我有買一個印音樂節 Logo 

    的椅墊（圖 4-46），我到現在還在用呢！（B6） 
 

        

圖 4-	43	 布雷根茨⾳樂節官⽅網站及 2017-2018 雜誌 

圖⽚來源：Retrieved Oct. 9, 2018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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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regenzerfestspiele.com/en 

https://www.yumpu.com/de/document/view/58055699/festspielzeit-fruhling-2017 (2017) 

https://www.yumpu.com/de/embed/view/KVfyhNjusvJmC4Ro/20 (2018) 

 

     

圖 4-	44 ⾳樂節 brochures           圖 4-	45	 周邊裝置	 	 	 	 	 	 	 	 	 	 	 	 	 圖 4-	46 ⾳樂節 Logo 椅墊 

圖⽚來源：筆者⾃⾏拍攝         圖⽚來源：受訪者 B2 提供        圖⽚來源：受訪者 B9 提供

（拍攝⽇期：2018 年 10 ⽉ 9 ⽇）    （拍攝⽇期：2015 年 8 ⽉ 18 ⽇）      （拍攝⽇期：2018 年 9 ⽉ 2 ⽇） 

 

配套整合 

⾳樂節做了許多相關的配套措施，包含最重要的“交通”，除了有跨國區域的觀

光規劃，也有⽕⾞、市區公⾞的安排，另外，在⼾外演出難免會被天氣所影響，

因此⾳樂節也有⾬具的提供，受訪者 B2 提到「主辦單位很貼⼼在進場的時候發給

每個⼈⾬⾐，在演出時也不會有觀眾撐傘看表演，剛好演到⼀半時下⼩⾬，每個

⼈默默把⾬⾐穿上。」 

⾳樂節在交通上做了許多措施，憑著⾳樂節的⾨票可以在欣賞演出當天搭乘

免費市區巴⼠和⽕⾞往返場地，另外，每年的七⽉會公布浮動舞台表演結束時為

返程的觀眾提供額外的公共巴⼠和⽕⾞服務的時間表（Bregenzer Festspiele, 2018）

57，如此⼀來，從不同地區來的觀眾能夠享有便利的交通服務，對於留宿當地的觀

光客也⼗分友善。 

																																																								
57 出⾃於 https://bregenzerfestspiele.com/en/terms-and-conditions，最後檢索時間：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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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布雷根茨是⼀個⼩城鎮，因應⾳樂節的舉⾏提供優良的交通配套和跨國

區域觀光規劃（圖 4-47），許多可能來⾃鄰近國家的觀眾不⼀定會在此地過夜，但

也有許多從較遠處來的觀光客會留宿布雷根茨。在住宿⽅⾯，觀光客可以從布雷

根茨觀光局網站中的宣傳⼿冊看到飯店的資訊，列出浮動舞台場地周圍的 14 個飯

店（圖 4-48），筆者住的就是其中之⼀，當時深刻感受到交通的便利服務，特作以

下的描述： 

 

「我們在布雷根茨時住在一間叫 4 länder hotel 的飯店，研究了一下火車站 

     周圍，發現有許多公車站牌，於是找到可以到達旅館的公車路線，四個 

     人就一起提著重重的行李做了大概十分鐘的車，進到飯店 check-in 時， 

     櫃檯人員親切耐心地詢問我們是不是要來參加音樂節，她說我們要去的 

     話可以憑著音樂節的票免費搭乘公車，飯店門口就有公車站牌了，心裡 

 覺得也太棒了吧！」（田野日記 Day1, 2016/07/25） 

 

     

	 	 	 	 	 	 	 圖 4-	47	 跨國區域觀光規劃	 	 	 	 	 	 	 	 	 	 	 	 	 	 	 	 圖 4-	48	 觀光局宣傳⼿冊的飯店資訊 

       圖⽚來源：受訪者 B2 提供                 圖⽚來源：Retrieved Oct. 9, 2018 from 

     （拍攝⽇期：2015 年 8 ⽉ 18 ⽇）          https://www.bregenz.travel/app/uploads/2016/ 

                                                03/BRE_Entdecker2015_EN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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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本章綜覽城市藝術觀光建構，其中聚焦在⾳樂節 2011-2016 的舞台設計以及周

圍重要的場館。2011&2012《安德烈．謝尼爾》、2013&2014《魔笛》、2015&2016《杜

蘭朵》三屆的浮動舞台設計，以強調⼤規模與精緻的舞台為重⼼，精緻的道具、

舞台機關應⽤以及主視覺設計的理念，為古典⾳樂注⼊獨具⼀格的創意，尤其在

歌劇舞台上看⾒運⽤湖⽔呈現劇情、聲光⾳響、特殊效果與特技的展現，聽眾接

⼆連三地感受布雷根茨特有的環境劇場。布雷根茨⾳樂節舞台成為電影場景和歐

洲杯⾜球轉播場地，跨領域的舞台讓因不同動機⽽前往參觀的影迷、⾜球迷、觀

光客得以在《托斯卡》的舞台中朝聖、駐⾜、凝視。歌劇的品味從舞台、曲⽬、

導演、樂團、演員⽽建構，⾳樂節的⼤眾曲⽬，同時吸引歌劇領略程度不同的聽

眾，有經驗的導演、演員和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搭配，將表演的完整性與專業性展

現到極致。 

 布雷根茨⾳樂節成為城市最重要的觀光⽬的地，其周圍延伸的場館建構地⽅

⽂化地景，Kunsthaus Bregenz 美術館、Vorarlberger museum 博物館作為當地重要

的展覽空間，Theater am Kornmarkt、Theater Kosmos 和 Werkstattbühne 這幾個劇

院皆在當地的⽂化活動中發揮重要的作⽤。布雷根茨作為奧地利西邊城市，具有

先天的地理優越性，以⾳樂節凸顯城市的古典⾳樂特質，以交通作為配套整合，

城市更可以藉由原有的豐厚⾃然景觀促使觀光客實踐旅遊，博登湖畔、瞭望台以

及登⼭纜⾞吸引家庭、⼀般觀光客、藝⽂觀光客前往，串連的觀光⽬的地成為布

雷根茨社會⽂化與⾃然激盪出的地景樣貌，城市的藝術氛圍，就從⾳樂節的舞台

向外延伸，觀光客藉由歌劇藝術、⾃然⾵光交疊的氛圍，經歷親臨現場的真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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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藝術與觀光加在⼀起，適當與否成為很重要的問題，觀光客的湧⼊、污染與

擁擠、交通的配套、節慶的意義、藝術的傳遞都是⽂化認同的⼀部份，布雷根茨

⾳樂節因者藝術觀光，成為⼀個能夠在每年七⼋⽉吸引約⼆⼗萬⼈前來的節慶，

其背後克服許多外在條件，除了創意舞台設計、歌劇演繹、觀光旅遊服務，也因

著⼾外舞台承擔的⾵險、舞台上各種機關技術、地⽅和國家的⽀持，促使兩年才

換⼀次的歌劇主題，觀光客仍願意遠道前來體驗，觀光客來體驗歌劇、藝術、舞

台、視覺效果、餐飲服務，各種感官感受變成真實性體驗的過程，以及在舞台背

後的地⽅性、觀光空間是布雷根茨的特⾊，這些前後台所呈現的，都是只有在布

雷根茨⾳樂節才能體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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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觀光客赴布雷根茨⾳樂節⽂化消費實踐	

Florida 談及創意階級，他將其定義為：在⼯作中渴望創意，偏好積極的、實 

際的、參與性的體驗，他們渴望⽽不是逃避創造性的刺激，並喜歡多元化、具⽣

活⾵格和掌握創意資本（Florida, 2005）。創意階級可能喜歡⾃⼰動⼿做，尋求創意

來源、激發⾃⼰的創意靈感，然⽽，當階級開始轉型後，更著重在體驗氛圍以及

多感官的涉⼊。談及年齡與歌劇的關聯，在現今歐洲，歌劇相較於其他⾳樂類型

是否較引不起年輕⼈的興趣呢？⽽在台灣呢？年齡層的不同代表著對歌劇演出期

待的差別，⾯對歌劇這較為悠久的古典⾳樂，年輕⼈、中年⼈、⽼年⼈的希望不

太⼀樣，或許有些⼈希望的不只是消費，也渴望在地體驗、感受氛圍，因者藝術

⽂化資本的不同，教育也牽引著各年齡層對藝術的理解。 

本章試圖去思考三個問題，親⾝經歷對觀光客來說為什麼重要？看歌劇這件

事⼜扮演著什麼樣的重要⾓⾊？台灣觀光客是怎麼被吸引並且遠道前往布雷根茨？

⼜為什麼要聽現場演出呢？焦元溥（2014）提到：若沒有參與現場⾳樂會，很可能

無法了解作品的真正意義與表現潛能。⼀般的觀光客出國旅⾏為的是想看⾒不同

於⾃⾝的⽂化，藝⽂觀光客更多的是在這些⽂化中實踐更多消費⾏為及深刻體驗，

⽽隨著現代觀光客的興趣旅遊需求，台灣近年來出現了以⾳樂節為主題的旅⾏團，

主打布雷根茨⾳樂節、薩爾斯堡⾳樂節的雙⾳樂節觀光，為觀光客量⾝打造聽覺

饗宴的旅遊⾏程，問題是真的有⼈會想參與嗎？本章將討論赴布雷根茨參與⾳樂

節的台灣藝⽂觀光客與其參訪的體驗實踐。第⼀節從移動的觀光客中探討他們的

⽂化消費與品味，以及聆賞經驗及旅遊實踐。第⼆節透過筆者對台灣雄獅旅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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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程策劃⼈的深度訪談結果，在設計理念、景點選擇、成團可能性等⽅向進⾏

討論分析。 

	

第⼀節 移動的藝⽂觀光客及其參訪實踐 

Urry (2007) 提到：觀光旅遊業裡存在著⽂化習慣，就是⼀套以品味差異區分

⽽架構出來的偏好性社交活動，這套⽂化區使⼈們想與特定類別的⼈為伍，想前

往某些地⽅觀賞某個特定的對象。劉維公（2006）現代⼈消費的步調有了明顯的改

變，重要的不是永恆的擁有，⽽是⼀種剎那的體驗。如同 Urry 和劉維公所說的，

筆者與同學們有著類似的參與動機，並且渴望有新的體驗： 

 

「一大早一行人離開慕尼黑，帶著極度興奮的心情準備前往嚮往已久的 

 奧地利布雷根茨，當初在碩一的歐洲表演藝術專題這門課中認識了這個 

 音樂節時，就立刻下定決心要來一探究竟，於是我們半年前就買好了票 

，音樂節就成為我們來到布雷根茨的第一站。」 

（田野日記 Day1, 2016/07/25） 

 

根據國⽴台灣交響樂團在 2010 年參訪布雷根茨⾳樂節的訪談報告中得知：由

於布雷根茨為奧地利的度假勝地，不少⼈來此度假順便參加⾳樂節，也有⽬的是

寫報告⽽來參加的學⽣，其餘是剛好經過的⼈（國⽴台灣交響團，2010）。觀光客

的參訪實踐為什麼重要呢？到現場聽古典⾳樂是必須的嗎？焦元溥（2014）提到：

每場演出都是⼀期⼀會，無法再現的存在。每⼀場演出都是唯⼀的、可貴的，這

⼀群觀光客們選擇移動到國外聆賞古典⾳樂，想必有他們的理由和動機。 

然⽽，為什麼選擇訪談這些⼈？第⼀，因為他們曾經到訪布雷根茨⾳樂節，

並且在城市中進⾏觀光⾏為，這幾位曾赴⾳樂節的台灣受訪者是筆者從⾝邊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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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朋友介紹、網路上搜尋找到的；第⼆，這幾位受訪者來⾃不同的⾝份、背景，

對於⾳樂節和城市的看法以及觀光體驗⼀定也有所不同，因此，筆者想藉由訪談

來⼀探究竟，下表 5-1 為⼗位受訪者的藝術相關和藝⽂興趣背景： 

 

表 5-	1	 受訪者藝術相關背景資料 

受訪者 藝術相關背景/藝⽂興趣 

B1 
社會學背景，研究領域為展覽、博物館、視覺藝術。以前彈鋼

琴、當過合唱團指揮及伴奏，有蠻多⾳樂家朋友，從⼩就會聽

⾳樂會，⾳樂會算是⽣活的⼀部份。 

B2 喜歡看展覽、表演藝術、電影，從事過相關的職業，像電影劇

組和博物館的展⽰，⼩時候學過古典樂器，像⾧笛、直笛。 

B3 

⼤學時修過博物館、藝術欣賞的課，⼩時候拉⼩提琴、⾧笛、

豎琴，國中待過樂團，家裡是做管弦樂團藝術管理⽅⾯的，從

⼩對藝術產業有接觸、了解，常欣賞家裡在國家⾳樂廳和以前

新舞台的⾳樂會演出，也幫忙過樂團⾏政上的事務。 

B4 
喜愛藝⽂活動，曾學習鋼琴約⼗年，加上家⼈感染下對古典⾳

樂有基本常識，喜愛法語⾳樂劇，在⼤學時修習歌劇欣賞之課

程。 

B5 偶⽽會參加畫展也喜歡博物館，平常會聽古典⾳樂，像交響曲

和歌劇。 

B6 
⼤學念歷史系，修過西洋藝術史，有時會去看畫展、設計展，

到國外的每個城市都會到博物館、美術館去了解當地⽂化。⼤

多聽的是⾳樂劇，聽過歌劇魅影和哈姆雷特。 

B7 
本⾝為建築所學⽣，有在做簡單的設計和建築⽅⾯的創作，閒

暇會聽⼀些古典⾳樂，最印象深刻的是歌劇魅影，聽過貓、百

⽼匯、獅⼦王、羅密歐與茱麗葉、鐘樓怪⼈、悲慘世界。 

B8 沒有相關背景，純粹想在夏夜體驗並欣賞⼾外表演的感覺。對

於歌劇類型不受限，喜歡歌劇魅影。 

B9 ⼤學時期常參加藝⽂活動志⼯，會在前臺幫忙宣傳，例如：台

北藝術節。經常看展覽、視覺藝術、劇場，也會到⾳樂廳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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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團、交響樂、鋼琴、舞台劇的演出。平時會聽古典⾳樂，

特別是巴洛克時期，印象深刻的歌劇為納布科，喜歡的歌劇曲

⼦是公主徹夜未眠。 

B10 

國⼩國中為⾳樂班，修的是鋼琴和豎笛，從⼩看了許多現場的

舞台劇和歌劇，激起想要收集現場聆賞的經驗，看過現場的貓、

哈姆雷特、歌劇魅影、茶花⼥，因⼩時候累積的交響樂團演出

經驗，所以平常⾮常喜愛聽古典⾳樂，也會關注各種演出。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筆者於 2018 年 12 ⽉ 1 ⽇以信件的⽅式與⾳樂節官⽅⼈員詢問關於近年的觀光

客資訊，其表⽰：「每年夏天約有⼆⼗萬遊客，但數字受制於⼀些影響，依據浮動

舞台的表演節⽬數量、⾨票的不同，以及提供⼾外舞台以外的表演有多少等。參

觀者主要來⾃德國、奧地利、瑞⼠以及許多歐洲國家，此外少數來⾃美國、加拿

⼤、⽇本、韓國、中國等。」近年來，中國觀光客成為世界各觀光區域重要的旅

遊⼈次來源，筆者 2016 年在布雷根茨⾳樂節時，鮮少看到亞洲⼈的⾯孔，沒有造

成像歐洲其他知名景點有中國觀光客太多的問題，或許是因⽂化距離、交通等問

題，使得布雷根茨⾳樂節沒有湧⼊太多中國觀光客。 

藝⽂觀光客可能不像藝術參觀者，他們以聆賞歌劇為主要動機，隨著⽂化創

意的產⽣和轉型，⾳樂節的出現使得藝術參觀者漸漸成為藝⽂觀光客，不再只是

到固定的場館欣賞表演，⼾外的⾳樂節更促使他們移動到觀光景點，以擁有不同

的體驗。觀光客來到布雷根茨只欣賞歌劇嗎？是否也順便看其他的東西呢？參訪

者⾷宿經驗⼜是如何呢？筆者在深度訪談結果中得知，B1 和 B2 兩位受訪者在鄰

近的德國城市-林道過夜，其餘⼋位皆有在布雷根茨過夜的經驗，B3 和 B5 兩位受

訪者表⽰對住宿還算滿意，表⽰：「當時太晚訂住宿，所以離場地較近的旅館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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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滿了，後來訂到的 4 länder hotel 雖然需要搭公⾞，但是距離不會太遠，旅館⼈

員也很親切，早餐也很好吃，整體來說是個舒服的住宿體驗。」 

⾳樂節是否代表布雷根茨這個⼩鎮呢？曲⽬有代表當地嗎？樂團是否凸顯在

地特⾊呢？或者擁有其他⾃⾝的特⾊？受訪者 B7 認為這是⼀個⾮常正式的⾳樂節，

他表⽰：「去的時候⼤家都穿得很正式，我本來以為⾳樂節會是⾮常多⼈、旅遊品

質會很不好，到當地的時候發現沒有想像中的多⼈，還蠻舒服的，不會感到⾮常

擁擠，⽽商業性是可以接受的。」受訪者 B6 認為布雷根茨⾳樂節跟認知中的⾳樂

節不太⼀樣，⽐較屬於經典導向，⾛的是另⼀個路線，來到⾳樂節的⼈對⾳樂的

品味都很明確，她表⽰：「⼀開始對布雷根茨的資訊很少，對它的想像只有基於那

個⼾外舞台，看到舞台時跟想像中完全⼀樣，原本對⼩鎮的感覺是充滿觀光客、

商業導向的，但到那邊後覺得是個純樸的⼩鎮，我覺得它不太商業化，⼤家真的

是因為很喜歡歌劇、⾳樂節才特別來到這邊。」受訪者 B9 認為樂團很重要，她表

⽰：「布雷根茨⾳樂節是由維也納交響樂團演出，樂團的名氣會使⼈對演出⽔準更

有信⼼。」受訪者 B7 認為布雷根茨跟想像中的奧地利不太⼀樣，⾳樂節是⼀個被

形塑出來吸引觀光客前來的活動，他提到： 

 

「這個城市跟我既定中的奧地利感覺很不同，大家對奧地利大多的印象 

是東部這些非常具有文化歷史色彩的城市，可是一到布雷根茨你就會覺 

得是一個度假小鎮，像是奧地利人夏天度假之地，在這邊度過悠閒的假 

日，湖景很加分，因為奧地利其他地方可能沒有這麼大的湖，比較沒有 

這個氛圍在，這邊感覺比較像瑞士，被湖包圍的城市氛圍，音樂節是一 

個被形塑出來的活動，像奧地利的劇院可能是因為歷史淵源所以有名， 

這邊比較像是後來所做的各種努力，像是新劇場設置等等，用各手段吸 

引觀光客來到這個城市，而且方法跟維也納很不一樣，因為維也納很多 

都是二戰前就在的傳統劇場，會去的人可能是想感受那種傳統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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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圍，但布雷根茨就是一個新的、發展較慢的，氛圍就大大的不同。 

」（B7） 

 

⾳樂節確實成為城市的重⼼，⽐起奧地利的其他城市，它擁有的知名度主要

是靠著⾳樂節⽽來，如果只有⾳樂節，那麼觀光客來到此地有辦法久留嗎？受訪

者 B3 提到若沒有要看歌劇表演就感覺沒事做，她表⽰：「⾳樂節舞台中⼼點⽐我

想像中的⼩，感覺那⼀塊都是為這個⾳樂節⽽準備的，感覺整個區域能做的事情

不多，或許是因為功課做得不⾜，我如果不是為了⾳樂節，平常也不會去，能做

的只是圍繞在那個區域⽽已。」 

布雷根茨⾳樂節有因為⽂創的關係⽽吸引年輕⼈嗎？年齡層和性別⼜是分別

如何分佈呢？筆者⼗位受訪的觀光客中，年齡層有⼋成分佈在 20-30 歲，性別有⼋

成是⼥性，待在布雷根茨的天數⽅⾯，有兩位是⼀天來回、三位兩天⼀夜，以及

有五位待上三天兩夜，⽽他們是怎麼移動的呢？是單獨去或跟別⼈⼀起去？ 實際

訪問的結果，有七成是與⼈結伴，另外三成則是⾃⾏前往，⽽交通⽅⾯，有⼀半

以上的⼈是從不同地⽅搭乘⽕⾞前往布雷根茨，像是從瑞⼠、德國林道或是維也

納啟程，另⼀些⼈是從慕尼⿊搭巴⼠過去。筆者接著將繼續討論觀光客的⽂化消

費和品味，從受訪者的聆賞經驗和在當地的旅遊實踐中，探討藝⽂觀光客們的藝

術品味、旅遊動機和⽂化消費。 

 

⼀、藝⽂觀光客之⽂化消費和品味	

Bourdieu 在⽂化資本理論中提到，⽂化資本以三種形式存在，具體化之狀態 

下涵括⼈的習性和性格；客體化之狀態下涵括⼈的才能及審美；制度化之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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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賦予⽂化資本原始的財產（Bourdieu, 1986）。在藝術教育層次上，⾳樂

導聆是⼀個能培養⽂化資本的⽅式，觀光客如果能夠參與導聆，在演出前認識藝

術家、曲⽬背景、⾳樂賞析，是否能增進⽂化資本呢？對於歌劇藝術，吸引的是

什麼樣背景或品味的⼈？觀光客是否會因為有⽂化距離⽽不敢參與聆賞呢？  

    筆者於 2018 年 12 ⽉ 6 ⽇以信件詢問⾳樂節官⽅⼈員，關於⾳樂節的演前導

聆資訊，其表⽰：「在每場歌劇演出前都會先介紹講解，通常在晚上七點或是七

點半舉⾏。」若沒有太多的藝術背景和⽂化資本，不太懂藝術的⼈敢參加嗎？對

於歌劇，或許有些⼈覺得艱澀難懂？有⼈覺得迷⼈？筆者找到的⼗位受訪者中，

有⼀半是第⼀次觀賞現場的歌劇演出，他們皆不知道有歌劇演前的介紹講解，布

雷根茨⾳樂節在教育層次上，可能沒有做得⽐其他⾳樂節好。  

來到⾳樂節的聽眾都是什麼樣的⼈呢？根據筆者進⾏的訪談對象，發現⼤多

數為⾮專業⾳樂背景，不過他們喜愛古典⾳樂、歌劇並且願意欣賞，根據表 5-2

可以看出受訪者參與⾳樂節的年份、場次，以及他們當時的⾝份等資訊，這幾位

接受深度訪談的對象中，每⼀位都是第⼀次到布雷根茨參加⾳樂節，⽽除了 B1、

B2、B3、B9、B10，其餘也都是第⼀次觀賞現場的歌劇演出，受訪者 B5 現為碩⼠

⽣，在布雷根茨⾳樂節時欣賞的是室內的《哈姆雷特》歌劇，她平時偶⽽會聽古

典⾳樂，像交響曲或是歌劇，對於參與⾳樂節和⾃⾝藝⽂興趣的關聯，她表⽰「《哈

姆雷特》是⼀部經典的作品，雖然我不是外⽂系出⾝，對於莎⼠⽐亞可能略懂，

但不知道劇作的具體內容，透過這⼀場演出，讓我對劇作有深刻的印象。」受訪

者 B6 現也是碩⼠⽣，她本⾝喜歡聽⾳樂劇，偏好欣賞⽿熟能詳的曲⽬，⽐如英、

法經典⽂學類型，她表⽰「當初也是被舞台吸引，才會去布雷根茨，算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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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樣聽⾳樂的經驗。」 

表 5-	2	 受訪者參與時背景資訊 

受訪者 參與年份/場次 參與⾳樂節的當時⾝份 

是否第

⼀次聆

賞現場

歌劇 

B1 2016 年/杜蘭朵 教授 否 

B2 2015 年/杜蘭朵 碩⼠⽣ 否 

B3 2016 年/哈姆雷特 碩⼠⽣ 否 

B4 2015 年/杜蘭朵 ⼤學⽣ 是 

B5 2016 年/哈姆雷特 碩⼠⽣ 是 

B6 2016 年/哈姆雷特 碩⼠⽣ 是 

B7 2016 年/哈姆雷特 碩⼠⽣ 是 

B8 2013 年/魔笛 上班族 是 

B9 2015 年/杜蘭朵 ⼤學⽣ 

（在維也納當交換學⽣時期） 
否 

B10 2016 年/哈姆雷特 碩⼠⽣ 否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筆者以兩個⽅向將⼗位受訪者做社會和特質的區分，第⼀個是平常喜愛並參

與藝⽂活動，其中包含靜態的畫展或是動態的不同表演藝術，第⼆個是在聆賞歌

劇⽅⾯擁有較多經驗。⾸先，針對第⼀個⽅向“平常喜愛並會參與藝⽂活動”的⼈有

B1、B2、B3、B4、B5、B6、B7、B9、B10，⼗位當中有九位對於藝⽂活動是感興

趣的，都有參與活動的習慣，並且願意消費更多，我們可以說這九位⽐起⼀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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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藝⽂參與習慣，也培養更多⽂化資本，但⽐較起來，他們沒有歌劇專家

的專業性和⼤量的聆賞經驗累積，聆賞歌劇的⾓度也不盡相同。 

藝⽂參與的習慣涵蓋著不同的意義，⽐如說有⼈特別喜歡參與⾳樂會及看舞

台劇，⽽有⼈特別熱衷參觀展覽活動，筆者將藝⽂活動的參與⼤致分為靜態和動

態兩類，靜態的如畫展、雙年展等，動態藝⽂活動為不同類型的表演藝術，像是

歌劇、舞台劇、⾳樂劇、交響樂等，這九位台灣觀光客中有⼋位是喜愛靜態的藝

⽂活動，包含 B1、B2、B3、B4、B5、B6、B7、B9，九位中有六位喜愛動態的表

演藝術演出，包含 B1、B2、B3、B4、B9、B10，動、靜兩者皆有涉略的有五位，

分別是 B1、B2、B3、B4、B9，可⾒有⼀半的⼈他們平常是有藝⽂嗜好的，筆者認

為這樣的藝⽂活動參與習慣對於他們決定前往布雷根茨參加⾳樂節佔了很重要的

因素，不僅使他們產⽣聆賞歌劇的動機，也使其願意遠道前往布雷根茨。 

再來，第⼆個⽅向針對“聆賞歌劇擁有較多經驗”來看，即使⽐起真正的歌劇愛

好者，這⼗位必然沒有和他們⼀樣的聆賞經驗，但是⽐起對歌劇不了解也不會去

消費、欣賞的⼈來說，他們卻⼜有多⼀些的藝術資本，⼗位當中有三位擁有較多

聆賞歌劇的經驗，對於歌劇的知識背景有較多的認知，不管是在選擇歌劇曲⽬或

是對於歌劇的想法上，B1、B3、B9 是更趨向於歌劇愛好者。 

 這⼗位代表了台灣某⼀類型的藝術消費者，筆者認為他們既不是⼀般消費者，

也不是歌劇聆賞專家，⽐起⼀般⼈，他們多了⽂化資本、藝⽂活動參與習慣、歌

劇聆賞經驗，或許能稱他們為藝術資本較⼀般⼈⾼的藝術參與者、藝⽂觀光客。

在台灣，他們主動了解藝⽂資訊，嘗試不同類型的藝⽂活動，累積了參與經驗，

也培養了⽂化資本，這樣的藝術偏好促使了更多⽂化實踐，不僅引起旅遊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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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他們參與在⾳樂節時進⾏了藝術觀光，進⽽有藝術品味的積累。 

 

⽂化品味與聆賞經驗 

討論到現場聆聽的重要性，焦元溥（2014）提到：在家看錄影與出⾨看戲劇，

即使演出相同，仍是兩種不同感受，錄⾳雖然較便宜且可貴，卻不能夠去取代現

場演奏的價值。親⾝經歷為什麼重要？因為每個地⽅都是獨⼀無⼆的，個⼈對於

不同地⽅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這就是親⾝體驗經歷的最⼤特⾊，特別是現場

的歌劇演出，更是⼀個有別於從電視播出來的畫⾯，現場的魅⼒只有到親⾃到現

場體驗才能知道箇中滋味，受訪者 B6 看到現場版的歌劇才真正了解其魅⼒，她

表⽰： 

 

「以前沒看過現場歌劇的時候都只透過電視電腦看影片，畫面中拍攝的 

每一位演員唱歌的場面都很清楚也沒什麼好挑惕的。直到看了現場版才 

真正了解歌劇的魅力，看影片只會注意正在說話的演員，但坐在現場， 

卻能看到整個舞台的完整度，演員移動的位置、整體的佈景、人物的對 

比和聲音迴盪在整個空間裡的感覺，更能讓我進入他們的劇情裡。」（B6） 

 

Urry（2007）提出在觀光客在旅遊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親臨現場，不論

這個「現場」是否在全球觀光旅遊業裡佔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沒有親臨現場就不

會有體驗，也因⽽失去了旅遊的意義，我們凝視著不期⽽遇的⼀切，親⾝體驗⽇

常⽣活碰不到的感官刺激，像布雷根茨⾳樂節的奇觀舞台，也感受不到⼾外歌劇

的氛圍，更無法只透過旅遊網站、圖⽚、影⽚以真實經歷當地旅遊，這樣即時的

節慶事件顯⽰了在地化，獨⼀無⼆的地⽅賦予觀光客捕捉盛事的機會，筆者認為

現場聆賞歌劇能親⾃體驗⽂化的張⼒，更多的是從各演員詮釋⾓⾊的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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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所要傳達的理念，親⾝感受⾳樂節的獨特。 

The Guardian 報導中提及布雷根茨⾳樂節的浮動舞台是最浮誇的歌劇舞台

（The Guardian，2007）58。筆者 2018 年 10 ⽉ 10 ⽇在台中歌劇院欣賞了華格納歌

劇《⿑格⾶》，由西班⽛拉夫拉前衛劇團演出，舞台上的道具、佈景呈現現代、

新奇、⼤膽、抽象，在歌劇形式的變化上，現在許多歌劇舞臺皆展現最佳奇觀、

創新、多元化的⼀⾯。⾳樂節的品味建構上，這樣奇觀的舞台是品味的排除嗎？

從第四章的討論分析中可以得知，布雷根茨⾳樂節的劇場設計雖屬創新，但並⾮

太顛覆性，雖然別於⼀般的歌劇，舞台增加許多技術性、機關和道具，但沒有太

前衛和詭譎，整體⽽⾔，⾳樂節的調性和⾵格屬於⼤多數聽眾都可以接受的。然

⽽，觀光客有透過活動對古典⾳樂、歌劇、地⽅瞭解更多嗎？ 

看歌劇為什麼重要？歌劇是由戲劇和⾳樂結合的藝術，這好幾個世紀前的藝 

術，從義⼤利孕育出歌劇名作家開始，透過歌唱家的優美歌喉、精湛演技、充滿

戲劇性表現的歌劇，⾜以吸引千千萬萬⼈前往觀賞，直到現代同樣能在維洛納歌

劇節、薩爾斯堡⾳樂節、布雷根茨⾳樂節看⾒幾⼗萬的觀眾，在台灣國家歌劇院、

台中歌劇院看⾒成千的觀眾，歌劇到底有什麼樣的吸引⼒，能夠讓⼈聚集到歌劇

舞臺⾯前？ 

在藝術社會學的歷史討論中，談及義⼤利歌劇起初是以通俗和⼤眾可理解的

語⾔，爾後傳⾄歐洲其他地區。因語⾔的隔閡，產⽣了⾼級化的現象，華格納也

將歌劇稱為總體藝術，結合⾳樂、美術和戲劇的空間，將其品味升格化，⽽近期

男⾼⾳帕華洛帝在世界杯的球場開唱，並透過媒體的轉播，讓詠嘆調為⼤眾所接

																																																								
58	 出⾃於 https://www.theguardian.com/travel/2007/may/26/saturday.fivebest，最後檢索時間： 

   201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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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歌劇的吸引⼒也因⽽擴⼤（Alexander, 2006）。歌劇與其他⾳樂類型有很⼤的

差別，舉琉森⾳樂節為例，它為歐洲重要的古典⾳樂節之⼀，以正統古典⾳樂、

室內鋼琴獨奏為特⾊，呈現的是⾳樂細膩的表達，然⽽，⽐起室內的⾳樂會、劇

場演出和⾳樂劇、舞台劇，歌劇是⼀個結合⾳樂、劇場設計的藝術，布雷根茨⾳

樂節是⼀個成功的例⼦，⽽它更特別的地⽅是在⼾外的呈現，最⼤的特⾊即是有

歌劇的劇場成分。因此，戲劇的效果與設計成為吸睛的焦點，單純的交響樂、室

內獨奏會無法展現這樣的果效。 

除了布雷根茨⾳樂節的歌劇舞臺，世界各地的歌劇院也吸引⼤量的觀眾，不

管是歌劇愛好者、藝⽂⼈⼠、歌劇專家、藝術觀光客或⼀般觀光客，對於歌劇領

略程度不同的⼈皆因著被歌劇吸引，即使帶著不同的動機，聽、看歌劇卻能成為

共同的⽬標。歌劇藝術的特⾊在於能給觀眾豐富的感官體驗，歌劇的藝術內容包

含樂團展現輕巧的旋律、⽣動活潑的樂章、激昂澎湃的段落，以及戲劇的張⼒流

露感情濃烈的劇情、表現出內斂⼜⾼亢的戲劇性，在歌劇的視覺感官上，舞台的

設計可以呈現精緻奢華的⼀⾯。 

然⽽，歌劇⽐起其他表演藝術，它能夠吸引較多的觀眾嗎？除了以上所提及

的歌劇特⾊外，現今的舞台以道具佈景功⼒、核⼼的詮釋，甚⾄是顛覆原有的故

事，帶領觀眾進⼊歌劇的新世界，尤其是⼾外歌劇需要較⼤的舞台，以呈現更多

元化的元素，像是布雷根茨⾳樂節因著⼾外呈現的效果需求，舞台設計⽐⼀般的

還要⼤三分之⼆倍，才能掌握演出的品質；在羅⾺競技場內的維洛納歌劇舞台，

需要設計出讓視野不同的兩三萬⼈同時聽也看歌劇。歌劇要讓觀眾產⽣共鳴，不

僅只是靠單純的唱、演奏，⽽是在不同⽂化資本、經濟資本的背景情況中，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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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領略歌劇的藝術特⾊、故事的內涵，感受⾳樂的專業性和藝術性。聆賞歌

劇不只是為了娛樂，⽽是在欣賞過程裡思考作曲家的創作過程，每⼀部曲⽬、每

⼀⾸樂曲都有其內涵，每⼀個旋律都是作曲家的思想精華、⽣命經歷、奮⾾過程，

筆者認為唯有了解樂曲的巧妙和劇情內容的精髓，才能深⼊歌劇的美。 

⼾外的舞台有⼈覺得奇怪、有⼈覺得不習慣，有⼈對於這樣創意化的舞台不 

太能接受，每個⼈所認定的歌劇舞臺⼤不相同。⼾外舞台是受訪者⼀致認同對⾳

樂節最深刻的部分，受訪者 B3 表⽰：「以前看歌劇演員都是從正⾯進來，在布雷

根茨這個舞台竟有從四⾯⼋⽅進來的，它利⽤舞台做不同的變化。」受訪者 B7

表⽰：「這個⾳樂節是傳統中⼜創新的感覺，⼀⽅⾯維持歌劇欣賞的模式，卻⼜

加上⼀些創新的元素在裡⾯。」受訪者 B6 表⽰：「這是我看過最特別的⼾外舞台，

因為它⾮常精緻。」由此得知，這些觀光客對於⾳樂節的舞台是很可以接受，並

且感到特別的、喜愛的，除了對舞台設計的看法以外，他們是否對歌劇內容、⾳

樂曲⽬有不同的認識和了解呢？ 

 Bourdieu（1984）認為沒有什麼⽐⾳樂更容易確認⼀個⼈的階級，因為聆賞

⾳樂會是極具分類化的社會實踐，⾳樂實際上被認為是⾼度精神層次的藝術，因

此喜愛⾳樂是表達⼀個⼈的靈性之擔保品。關於歌劇現場的聆賞經驗，受訪者 B7

現為建築所碩⼠⽣，本⾝有在做簡單的建築設計⽅⾯創作，求學階段在課堂上聽

過歌劇，對他來說偶爾聽歌劇是閒暇的樂趣，他表⽰這是他第⼀次聽現場歌劇演

出： 

「本身會聽相關的歌劇，但這是我第一次聽現場，演出裡面的聲音響度 

     很令我驚豔，有現場的演出我覺得很精彩，對我來說室內劇場的建築 

     很有趣，從戶外佈局到室內，有廣場做為大家準備進入音樂廳的場合 

     ，也把戶外及室內舞台做連結，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劇院設計。」（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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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rdieu（1984）提到所有的⽂化實踐與藝術⽅⾯的偏好有⼗分密切的相關。

受訪者 B9 現為上班族，在 2015 年參與⾳樂節時剛好是⼤學在維也納當交換學⽣

的時期，本⾝對視覺藝術、劇場、管弦樂、交響樂、鋼琴演奏、舞台劇有興趣，

平時會聽古典⾳樂，特別是巴洛克時期的⾳樂，覺得對⼼神安寧和專注⼒有幫助，

她表⽰「印象深刻的歌劇曲⽬為威爾第的《納布科》，喜歡合唱類的，⽐較不喜

歡單獨的⼥⾼⾳詠嘆調。」⽽受訪者 B1 很早就培養欣賞歌劇的興趣： 

 

「歌劇是在 1995 年的時候慢慢開始培養的，在英國念書的時候，當時有 

     些朋友是歌劇界的，剛開始聽歌劇是跟一群日本朋友，他們雖然不是音 

     樂科系，但對這種藝文東西的培養是很認真的，所以有時會跟他們去參 

     加一些戶外音樂節，後來就會去聽一些音樂會，音樂會是常常聽的，歌 

     劇的話會看狀況，在英國比較會去柯芬園，還有境內像是伯明罕、曼徹 

     斯特，或是參加愛丁堡藝術節，跟音樂相關的都是我課餘的興趣。」 

     （B1） 

 

然⽽，每位受訪者的參與動機皆不同，但⼤多數⼈都是因著舞台的設計⽽產

⽣強烈的參訪動機，受訪者 B2 因為去過並且喜歡歐洲，因此關注了許多作家和臉

書粉絲⾴，他表⽰： 

 

「一開始有看到音樂節的湖邊舞台設計很厲害、很著名，但真正得知是 

     從一位旅德作家陳思宏在臉書上分享的經驗，因此我就把這個音樂節的 

     名字記了下來，想說哪天有機會再到歐洲蠻想去看看，一直都對表演藝 

     術蠻有興趣，再加上想親眼看看厲害的舞台設計。」（B2） 

 

受訪者 B3 因為家裡是做管弦樂團的藝術管理，因此，時常會到國家⾳樂廳聆

賞表演，從⼩就累積了許多藝術欣賞的經驗，她表⽰： 

 

「對於藝術的興趣，我會去聽音樂會，家裡有票或是有演出時都會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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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自己買票可能是偏舞台劇、歌舞劇，主流的音樂劇像是貓、歌 

     劇魅影都看過，也在美國看百老匯，出國也會去當地看美術館和經典名 

     畫的展覽。」（B3） 

 

⼤部分的⼈會根據⾃⼰喜歡的歌劇類型來選擇欣賞的劇⽬，觀眾會從喜歡並

熟知的作曲家、故事劇情、⾵格等⽅向去選擇，受訪者 B3 表⽰：「主要會以故事

劇情去選擇想看的劇⽬，現在沒有那麼愛看⼤眾的曲⽬，因為之前看過了，現階

段會對可能聽過但不⼀定那麼主流的劇有興趣。」⽽受訪者 B1 提到喜歡普契尼的

歌劇，另外她特別喜歡⼀些特殊的曲⽬，她表⽰：「我蠻喜歡⼀些⽐較艱澀的，但

⼤部分的歌劇都可以接受，當然華格納⼀定會看，我會去找⼀些很奇怪的、少⾒

的、特殊的、另類的曲⽬，有⼀陣⼦會聽⽐較前衛的東西，或是乞丐歌劇我也會

去看。」⽽受訪者 B2 認為如果有知道的曲⽬會增加參與的動機，他表⽰： 

 

「其實對歌劇的涉略沒有很多，但我會覺得像杜蘭朵、魔笛是在流行文 

     化中會被大家知道的作品，因為它的曲目很著名，不管是用在配樂、廣 

     告和其他領域上都有，其實我看過的歌劇就是剛提到的這幾個和看過 

     DVD 的片段，如果剛好歌劇有我所知道的曲目，可能會讓我比較有興趣 

     和動力去看。」（B2） 

 

現場的聆賞經驗成為藝⽂觀光客的重要體驗，布雷根茨⾳樂節的舞台設計成

為⼤部分受訪者最印象深刻的特點，受訪者 B9 表⽰：「我最喜歡的部份是氛圍，

表演本⾝加上環境是⼀個新的體驗。」，⽽受訪者 B2 對表演藝術持開放的態度，

他在愛丁堡藝穗節看過很多不同的表演藝術形式，也不排斥以歌劇為導向的布雷

根茨⾳樂節，加上對那年的杜蘭朵曲⽬有興趣，他表⽰：「之前有看過杜蘭朵的⽚

段，對曲⽬也熟悉，其實去之前有⼀直觀察⾳樂節的舞台設計，看⼀些資訊等，

 



	 130	

也是⾮常期待，我覺得很不⼀樣的是，很多特效是在⼀般室內劇院看不到的，加

上舞台設計⾮常精緻，甚⾄還結合船和⽔的特效。」 

 對於舞台設計的看法，受訪者 B4 在布雷根茨⾳樂節聆賞的是杜蘭朵公主，她

表⽰有些荒謬也有些驚豔： 

 

「從舞台設計完全可以看出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刻板印象與錯誤想像， 

     包含萬里長城和兵馬俑元素，其中又以兵馬俑實為陵墓才會出現之物， 

     感到有些荒謬好笑，但這些並不會破壞我觀賞歌劇的感受，只是單純認 

     為這些謬誤很有趣，此外，也喜歡有部分長城磚塊崩落的設計，讓人為 

     之讚嘆。」（B4） 

 

就聲響效果⽽⾔，愈是⼤型編制，就愈需要現場欣賞（焦元溥，2014）。受訪

者 B1 表⽰她不會介意去聽經典的曲⽬，所以舞台設計、氣氛是重點，她原本不期

待⼾外舞台的演出和⾳響效果會⾮常好，但實際上聽到後卻有不同的感受，並且

表⽰： 

 

「我覺得它的舞台設計很棒，而且它的聲音效果比我想像中的好，我坐 

     的位置大概在中間不是 前面，所以視野還不錯，整個兵馬俑浮出來的 

     那一段我覺得很驚艷，舞台上表演的人比我想像中的多很多，演出也比 

     我想像中的好，我本來以為會有點像是馬戲團那種比較不精緻的感覺， 

     後來覺得不會，而且舞台在湖邊在晚上的氣氛其實是很不一樣的。」（B1） 

 

在⼾外看演出會受到各種外在環境影響，像是下⾬、颳⾵等因素，這些都是

成為聆賞經驗的⼀部份，⽽露天的舞台對演員來說也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場地，受

訪者 B2 表⽰：「對我作為觀眾來說，很想看演員在這樣的場地能發揮到什麼特別

的演出⽅式，因為那時候下⾬，很怕演員滑倒，《杜蘭朵》有很多特效，⽐如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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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特技翻滾等動作，但他們都⾮常專業。」受訪者 B1 因為當時在⼾外觀賞演出

快結束時下⾬，⼼裏覺得有點煩，她表⽰：「演出九點開始，⼤概到⼗⼀點時下⼤

⾬，我沒帶⾬⾐，很多⼈⾃⼰有帶，覺得都快結束了卻突然下起⾬，⽽且⾬量是

需要撐⾬傘的，但⼜不能撐因為會擋到別⼈，所以覺得很煩。」 

 對於觀賞歌劇表演舞台的經驗，除了從舞台設計、演員、服裝、聲⾳效果等

⽅⾯累積外，語⾔和字幕也是聆賞的主要感受來源，受訪者中⼤多數都聽不懂德

語，所以在聆賞的經驗裡，他們會希望能夠有英⽂的字幕，受訪者 B5 認為：「我

記得那時候演出哈姆雷特時，旁邊的字幕是德⽂，所以看不懂，感覺放英⽂⽐較

好⼀點。」受訪者 B3 也認為：「字幕上的話，因為是德語區，對於不會看德⽂的

⼈來說有點痛苦，那如果有英⽂字幕的話會好很多，如果要以觀光客的⾓度來看，

最少應該可以弄個英⽂版。」 

 

⼆、⾳樂節觀光旅遊實踐	

這⼗位受訪者為什麼被⾳樂節吸引，並且前往到布雷根茨的呢？上⼀⼩點也

提到這⼗位台灣觀光客到布雷根茨⾳樂節與藝⽂習慣有關，他們選擇⾃⼰⾏進⾏

⽂化實踐，⽽不是以參加旅⾏團的⽅式，這些⼈原本的個⼈品味和消費是如何？

根據深度訪談結果，筆者認為他們會選擇⾃由⾏的⽅式，可能是想要尋求更深度

的體驗，若是透過套裝⾏程，在有限的時間下，沒辦法⾃由的安排⾏程，也無法

在當地參加更多活動或與⼈接觸，舉例來說：⾃由⾏可以⾃⼰選擇⾷宿、能夠前

往臨時看到有趣的地⽅。⽽受訪者 B6 提到⾃由⾏是她旅⾏的⾸要選擇⽅式，她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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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喜歡自己掌握行程，喜歡隨心所欲地分配時間，不想被既定的行 

程追著跑，如果照旅行社的行程走，大家在有限的時間沒辦法好好享受 

當下，得到的體驗也很相像，萬一在旅遊時發現其他有趣的東西也沒辦 

法更深入地體會。」（B6） 

 

⾃由⾏的觀光客跟參與套裝⾏程的遊客，其旅遊動機分別為何？有什麼樣差

異化的消費？⼗位受訪者代表著愛好⾃由⾏的旅客，除了有能⼒找尋⾜夠的旅遊

資訊，也享受在⾃⼰動⼿計畫的過程中，受訪者 B6 認為套裝⾏程在各⽅⾯是被限

制的，她提到： 

 

「套裝行程像罐頭食品，旅行社在他們的能力範圍內讓所有遊客可以獲 

得相去不遠的體驗，也確保遊客可以在這段時間獲得他們對這個景點的 

想像。但雖然裡面什麼都有，對我來說卻不是很特別，沒辦法玩出自己 

獨特的旅遊經驗。」（B6） 

 

⽽受訪者 B9 也是⾃由⾏愛好者，她表⽰： 

 

「從小家庭出遊都採自由行，加上自由行行程安排彈性較大，若非有交 

通或治安的考量不會參加旅行團，套裝行程很難客製化，很難每項景點 

住宿都滿意，另外自己安排行程、查資料也可以更認識當地。」（B9） 

 

由此看來，⾃⼰規劃旅遊⾏程期盼得到收穫，能夠從中更深地認識當地⽂化，

追求到⾃⾝獨特的真實體驗，這些都是參與套裝⾏程得不到的，縱使旅⾏團有很

豐富的⾏程、⾼檔的⾷宿、吸睛的⾏銷⽅式，這些⼈也堅持⾃由⾏的理念，他們

的藝術偏好、藝⽂慣習，使其擁有特定的⽂化資本及經濟資本，也從原本的藝⽂

資本看⾳樂節和歌劇藝術，進⽽擁有強烈的消費動機，反映出藝術資本較⼀般⼈

⾼的藝⽂觀光客實踐旅遊的條件和能⼒。 

 



	 133	

現場的聆賞經驗成為藝⽂觀光客體驗的最主要⽬的，⽽⾳樂節的所在城市也

可能成為觀光客考量旅遊⾏程的因素，包含影響到安排他們的旅遊路線、觀光景

點、待的天數、住宿地點等。 

城市與⾳樂節有重要的關聯，⼤多數⼈對於布雷根茨這個城市都是第⼀次聽

說，對於這個奧地利西邊湖畔⼩城市的印象，受訪者 B9 說：「雖然城市很⼩，卻

是那個邦的⾸府，地理位置很好，要去德瑞很⽅便。」筆者認為⽤地名來為⾳樂

節命名是明智的，受訪者 B2 也認為如此，他提到：「直接⽤地名來命名，我覺得

⾮常聰明，講到這個節慶就是這個地名，沒有⾳樂節前它可能是沒有名氣的，因

為⾳樂節可能會有不少⼈知道這個地⽅，畢竟在整個博登湖有其他⽐布雷根茨更

有名的城市。」 

受訪者們也認為⾳樂節深深代表了這個城市，B3 認為：「這個⾳樂節蠻重要的，

如果沒有這個⾳樂節我也不會知道這個地⽅，它是⼀個蠻⼩的城市，⼜在邊邊，

需要⼀個東西去吸引⼈來，因為它也⽐較不好去，所以他需要打⼀些其他的

package，因為如果是要遊湖、纜⾞，其他地⽅也有。」B9 認為：「這個⾳樂節讓

城市很有代表，你想到城市就想到⾳樂節，我覺得對當地⼈和附近都是代表性的

活動，帶來很多觀光客。」B5 表⽰：「我覺得⽤地名來作為⾳樂節名字，城市給⼤

家的印象就是歌劇為特⾊。」受訪者 B2 說： 

 

「其實布雷根茨就是個小地方，可以用到這麼高規格的演出內容，我覺 

     得是很厲害的，帶進很多觀光客還有知名度，很多人因為這個音樂節認 

     識這個城市和地方，所以我覺得它算是成功的，因為吸引人來了，可能 

     就會讓人在城市待更久。」（B2） 

 

 ⾳樂節促使觀光客前往城市觀光，受訪者 B2 認為⾳樂節很聰明的⼀點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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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我覺得湖畔舞台做一個類似奇觀建築般的舞台設計，它是會帶動一些 

     平常不看歌劇的人來看，為了想體驗、想看舞台，雖然對曲目是有了 

     解的，這個音樂節有其他不同的演出場館跟節目設計，我覺得真正想要 

     去聽傳統古典演出方式的人，就會去參加其他場館的演出，也可能很多 

     人因為是要來看舞台，所以吸引到平常沒有在關心這些作品的人，也可 

     能有些人同時看了其他不同的節目。」（B2） 

 

將⾳樂節舞台架設在湖⾯上，並且能在⼾外享受⾃然⾵光同時聆賞歌劇，對⼤部

分的⼈來說想必都是難得的體驗，⽽受訪者 B4 認為這個舞台是很新鮮的設計，並

且能夠建構地⽅特⾊： 

 

「音樂節結合當地地理特色，將舞台架於湖上並且其中還有機關對我而 

     言是很新鮮的。發展藝術觀光建構了地方的特色，同時在音樂節舉辦期 

     間還能帶動周邊城市經濟活動，以自身經歷而言，從慕尼黑到布雷根茨 

     途中多短暫停留一個城市 Lindau，在這過程中必會在各停留點進行消費 

     ，因此一個活動的舉辦不只帶動當地，同時也多少能影響周邊城市。個 

     人認為藝術觀光的形式比起台灣常見的大型活動（煙火、燈會等），能 

     提升民眾的藝術素養也更具有教育意義，畢竟煙火施放沒幾分鐘就燒 

 了好幾千萬的經費，事後卻難以帶給人們什麼。」（B4） 

 

（⼀）⾳樂節觀光旅遊服務 

⾳樂節提供了舞台後台導覽的服務（圖 5-1）， 觀光客可以從導覽中發現布雷

根茨⾳樂節的秘密，在五⼗分鐘的旅程中，將帶領⼈們進⼊劇院業務的中⼼，看

作品的幕後故事、歷史和發展（Bregenzer Festspiele, 2018）。根據 Bregenzer Festspiele

官⽅網站，從五⽉底到七⽉中的期間，週⼀、三、五這三天各會有六場導覽，每

個⼈的價格是 7.5 歐元，且只提供德語的導覽，另提供了⼆⼗⼈以上的團體導遊服

務，有英語、德語、義⼤利語、法語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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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後台導覽服務＆後台場景 

圖⽚來源：Retrieved Nov. 4, 2018 from 

http://bregenzerfestspiele.com/en/experience/guided-tours 

 

 第四章提到的城市藝術觀光討論了許多觀光⽬的地，像是⾳樂節、美術館、

博物館、⾳樂廳、登⼭纜⾞、湖畔公園等地⽅，筆者認為布雷根茨觀光網站做得

很好的部分是，提供給觀光客的旅遊資訊服務，特別是提供不同語⾔版本的宣傳

冊下載（圖 5-2），包含德語、英語、法語、義⼤利語，⼿冊中詳細地介紹景點，

也附上網址和地圖，列出了布雷根茨的⽂化景點（Culture in Bregenz）、休閒及家

庭活動景點（Leisure and family activities）、歷史景點（History in Bregenz）、其他

有趣景點（Curiosities and other interesting places）、晚會活動（Evening program），

詳盡的旅遊資訊使觀光客可以依興趣⾃⾏安排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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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	 探索布雷根茨英語版宣傳⼿冊 

圖⽚來源：Retrieved Nov. 5, 2018 from 

https://www.bregenz.travel/app/uploads/2016/03/BRE_Entdecker2015_EN_web.pdf 

 

看到布雷根茨觀光網站提供的旅遊地圖資訊（圖 5-3）後，發現⾳樂節會場、

各種類型的景點、飯店、⽕⾞站都已整理在⼀起，因此，藝⽂觀光客在⾳樂節之

餘要到其他地⽅觀光都算是便利。從⾳樂節場館到 Kunsthaus Bregenz 美術館步⾏

10 分鐘；到 Vorarlberger museum 博物館 12 分鐘；到 Theater am Kornmarkt 劇院

13 分鐘；Theater Kosmos 劇院 19 分鐘；到 Pfänderbahn 登⼭纜⾞ 20 分鐘，市區

沿路也有纜⾞的標誌（圖 5-4），指引觀光客找尋⽬的地；到 Bregenz Hafen 渡輪碼

頭 10 分鐘。 

 

 

圖 5-	3	 城市旅遊地圖資訊 

圖⽚來源：Retrieved Nov. 5, 2018 from 

https://www.bregenz.travel/app/uploads/2016/03/BRE_Entdecker2015_EN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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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市區街上登⼭纜⾞指引標誌 

圖⽚來源：受訪者 B9 提供 

（拍攝⽇期：2015 年 8 ⽉ 13 ⽇） 

	

（⼆）觀光客之觀光體驗 

因著對藝術、歌劇、古典⾳樂有興趣，藝⽂觀光客可能有相似的背景及對 

藝術、⽂化有⼀定程度的憧憬，且都想要來到異地追求深刻的體驗，不單只是聆

賞演出，還想要感受當地⽂化，包括遺產、建築、街道、美術館、博物館、⾃然

景⾊、氛圍等，透過藝術表演為動機，產⽣了觀光旅遊的⾏為，即是藝⽂觀光客

的特徵。 

除了前⼀⼩節討論了觀光客在⾳樂節中的聆賞經驗外，在⾳樂節之餘，觀光

客在城市還有哪些觀光實踐呢？⾸先，交通在觀光旅遊中極為重要，旅遊意願通

常取決於交通的便利性，布雷根茨所處的地理位置鄰近德、瑞的城市，⽐較起奧

地利的其他城市，它還是⽐較不好到達，⾳樂節沒有節⽬的時候，平常不太有⼈

會到布雷根茨這個城市觀光，受訪者 B3 認為： 

 

「如果這個城市沒有這個音樂節的話，可能會更難讓人跑去，因為它畢 

     竟在奧地利的另外一邊，因部分的人都跑維也納或是其他區域，音樂節 

     造成了城市的形象，像我現在對布雷根茨的印象就是音樂城，有個大的 

     音樂節，如果再去的話，也會是以這個理由才會去，不會在二三月特別 

 跑到那邊觀光，一定是在七八月有節目才去。」（B3） 

 

⾳樂節有⽕⾞作為接駁⾞，提供給住在鄰近城市或是其他地區的觀光客⽅便

的服務，受訪者 B1 在參與⾳樂節當天住在湖邊的德國城市林道，她以⽕⾞當作到

⾳樂節的交通⽅式，她說：「布雷根茨我沒有去過，也⽐較晚決定要去，所以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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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區的旅館，所以就訂到林道，但我並不知道它們距離⾮常的遠，⽕⾞要⼀個

⼩時才會到，但我不知道⽕⾞居然是免費的。」 

受訪者 B2 同樣住在德國湖邊的城市—林道，他在參加⾳樂節當天從林道搭⽕

⾞移動到布雷根茨，看完演出也是搭⽕⾞回去，他表⽰：「我記得⽕⾞有為這個⾳

樂節加開班次，⽕⾞班次蠻多的，很多⼈看完就往⽕⾞站移動，也很多是住在附

近的⼈。」他特別提到：城市的交通配套做得很好，會把它當作是⼀個讓你可以

在這邊待更久的⽅式。 

 布雷根茨本⾝知名度不⾼，不像奧地利境內其他有名的觀光城市，許多⼈來

到布雷根茨不⼀定會想在這邊待上很多天，甚⾄只在⾳樂節當天來回，城市的觀

光特性讓觀光客決定是否留宿當地，布雷根茨在七⼋⽉期間吸引的觀光客是其他

⽉份的好幾倍，市區、⾳樂節周圍的飯店也在⾳樂節期間被訂滿，筆者跟友⼈在

當時也好不容易才訂到房間： 

 

「我們在好幾個月前就訂好音樂節的票了，但飯店一直很難訂，離音樂 

     節場地近的旅館都是搶空的，至少看了快十家飯店都客滿，因為也要考 

     慮價格，我們後來住到比較遠的地方，比較遠離音樂節的會場，一定要 

     搭公車才能到。」（田野日記 Day1, 2016/07/25） 

 

有兩位受訪者沒有在布雷根茨住宿，⽽是選擇在晚上看完表演後搭⽕⾞接駁

回到鄰近的城市，受訪者 B1 住在林道，她表⽰雖然有接駁⾞，但當天還是因為等

接駁⾞很晚回到飯店： 

 

「我在看完演出後，等到十二點半的 後一班火車，我住在林道的飯店 

     至少還有半小時車程，當時已經沒有計程車了，我就只好在旁邊的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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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請他們幫我叫計程車，回到飯店已經三點了，真的不知道那麼遠。」  

（B1） 

  

筆者在深度訪談這幾位藝⽂觀光客時，特別問及城市旅遊規劃和觀光路線，

想分析觀光客如何實踐他們的藝術觀光旅程？⼤多數的受訪者並沒有在布雷根茨

待很⾧的時間，有兩位只待了看⾳樂節演出的那⼀天，沒有在布雷根茨過夜；三

位待了兩天⼀夜；五位待了三天兩夜，由此看來，⾳樂節是重點⾏程，觀光客們

來到布雷根茨不⼀定有安排除了⾳樂節之外的觀光旅遊路線，好幾位甚⾄是到當

地才決定要去哪邊⾛⾛。 

 浮動舞台⼋九點才開始演出，⽽室內的歌劇演出也是七點半才開始，⼤多數

受訪者都會選擇在下午時先到會場周圍觀光，城市散發出⼀種度假的氛圍，也因

著有湖景、公園、瞭望台，這些元素更加增添了悠閒的氣氛，由於市區有好幾個

藝術場館、觀光景點，來到城市看⾳樂節的觀光客，可以在演出前後以步⾏的⽅

式到附近⾛⾛，舉例來說，像是上⼀⼩節提到的 Kunsthaus Bregenz 美術館，它離

⾳樂節舞台步⾏只有⼗分鐘的距離，受訪者 B1 在演出當天下午到美術館參觀，並

且有意外的收穫和經驗： 

 

「在林道放下行李後，我就去了布雷根茨，先到舞台附近拍了照之後， 

     跑去看了美術館，我很喜歡這個美術館，它裡面展的剛好是一個埃及藝 

     術家，展的主題是十字軍東征反向的藝術思考，我蠻喜歡這個藝術家的 

     ，因為我知道這位藝術家，所以我看到這個展時是很興奮的。我還有到 

     歷史博物館，當時剛好在展音樂節歷年的舞台設計，介紹大概十年中設 

     計舞台的人，有小模型展示，蠻有趣的。基本上就是把美術館、博物館 

     以及湖邊看一下，在布雷根茨做的事情不多，但好像把該看的都看到了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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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布雷根茨待的三天兩夜當中，除了歌劇演出外，最享受和印象深

刻的莫過於湖畔公園和湖邊景緻了，在訪談中發現幾位受訪者跟筆者⼀樣都喜歡

在湖邊⾛⾛，享受⾃然⾵光。受訪者 B2 表⽰：「我待⼀天來回，住在德國湖邊城

市林道，演出當天下午我到湖邊⾛⾛，雖然沒有⾛到舊城區，但我就是在⾳樂節

附近那⼀帶⾛，提早去看舞台⽩天的樣⼦，我記得有纜⾞可以到⼭丘上。」受訪

者 B3 表⽰：「我在布雷根茨待了三天兩夜，到那邊沒特別安排很多⾏程，就在市

區觀光，有去遊湖、坐纜⾞上⼭看⾵景，附近餐廳吃當地美⾷，在公園散步、曬

曬太陽。」 

 布雷根茨的城市觀光特性涵蓋了許多⾃然景觀，因此，觀光客也會想安排幾

個⾃然景⾊的觀光路線，Pfänderbahn 登⼭纜⾞在當地是觀光客會去的主要景點之

⼀，有⼀半以上的受訪者在欣賞完⾳樂節隔天搭纜⾞上⼭，受訪者 B9 在布雷根茨

待了兩天⼀夜，她表⽰：「我住⼀個晚上，有先⼤概搜尋⼀下景點，因為跟家⼈⼀

起，所以決定當天再⾒機⾏事，有去搭纜⾞以及⼩鎮、湖邊散步。」受訪者 B5 則

是待了三天兩夜，有去河畔公園、搭纜⾞、野⽣動物園、搭船遊湖。 

不少觀光客到 Bregenz Hafen 渡輪碼頭搭船遊湖，它的位置就在⾳樂節場地的

旁邊，⾮常⽅便，受訪者 B7 到布雷根茨前有特別做功課： 

 

「我們第一天從瑞士出發搭火車到布雷根茨，就先到飯店入住已經是晚上 

     了，所以直接去看歌劇，之前有查過布雷根茨 有名的就是它的湖景， 

     第二天有安排去搭纜車，在山上看湖景，因有事先上網查景點，第一名 

     的是湖上舞台，第二個有名的就是纜車，另外，下午我有坐船去環湖， 

     有看到布雷根茨以外的城市，因為博登湖剛好是三國交界，所以可以看 

     到德國、瑞士的城市後再回到奧地利。」（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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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筆者訪談的結果中得知，⼤多數受訪者的旅遊路線都是⾒機⾏事，或許有

提前⼀兩天上網搜尋找資料，或到了當地當天才臨時決定的。布雷根茨是⼀個⼩

城市，觀光客通常不會在這邊待上太多天，就像⼗位受訪者中僅有⼀半待了三天，

筆者認為布雷根茨城市雖⼩，卻擁有不少藝⽂場館，這些地⽅都能成為觀光客安

排觀光路線的景點，但就如同受訪者們的⾸要動機為參與⾳樂節，⾳樂節的光環

著實已⼤過其他的景點，其他景點無法吸引觀光客的興趣，或想要作進⼀步的瞭

解。 

 

第⼆節 台灣旅⾏團⾳樂節套裝⾏程 

近年來，台灣的雄獅旅⾏社陸續推出⾳樂相關的主題旅遊，包含了將演唱會、

⾳樂祭、搖滾樂、⾳樂節、劇院參觀等納⼊主要⾏程當中，2017 年雄獅旅⾏社推

出了深度奧地利 11 ⽇的主題旅遊，設計以布雷根茨和薩爾斯堡雙⾳樂節饗宴為旅

遊的主題，以及其他的⾳樂性景點，像是莫札特在維也納和薩爾斯堡的故居、林

茲國家歌劇院等地⽅，希望透過這些⾳樂景點，使觀光客沈浸在奧地利這個以古

典⾳樂聞名的國家。 

在台灣，套裝⾏程已成為旅遊的流⾏趨勢之⼀。近年來，旅⾏社⼤量推出國

內外旅⾏團，也因應著不同類群、年齡層的需求，提供主題式和針對特定族群的

套裝⾏程，如建築團、樂齡旅遊團、搖滾⾳樂團等，⾸先，想要參加套裝⾏程的

⼈，旅遊資訊來源或許相對較少，著實必須依靠著旅⾏社提供的資訊，對他們來

說，套裝的便利性、⽐價性是⾸要考量的核⼼因素。 

套裝⾏程為⼀種價錢和時間被妥善計算、旅遊⾏程被規劃安排，並且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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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內完成最有效率的旅遊⽅式，特別是像這樣的⾳樂主題團，更是有明確的

⽬標⾏程，在套裝⾏程價位的核算上，須考量客群的偏好、品味和經濟能⼒，不

論是⾷宿或景點的安排上，會以⽐較中⾼價位來設計，因此，這樣的套裝在台灣

的社會中可能吸引到的是經濟資本較⾼的⼀群，相較於⼀般套裝⾏程，⾳樂主題

的⾏程內容較具深度，也吸引了想深度體驗、消費更多的⼈，或許他們平常對於

歌劇、⾳樂就有興趣，藉由這樣的套裝正是他們能實踐旅遊的機會。 

台灣的旅遊⾵氣⽇漸增⾧，⾃由⾏也漸成為觀光的流⾏選擇，即使如此，套

裝⾏程依然存在，觀光客的⼼理、⽣理、⽣活型態、⾃我價值，皆被考慮在旅⾏

團的⽬標和⾏程的設計中。因應不同族群的需求，套裝⾏程有其⽬標市場，從價

位的⾼低、⾏程的⾵格、天數時間的安排，台灣的年⾧者、壯年⼈、青年⼈會去

思考套裝的性質與價格，另外，套裝⾏程通常以經濟利益為考量，不論是針對什

麼樣的族群，幾乎都有⼈買單。 

除了台灣有這樣的⾳樂節套裝⾏程外，筆者在網路上查詢到英國和澳洲也有

這樣的套裝旅⾏團，英國 MARTIN RANDALL TRAVEL 旅⾏社設計的是七天的⾳

樂節套裝59，前四天在慕尼⿊皆是欣賞歌劇演出的⾏程，後三天參與布雷根茨⾳樂

節和城市觀光，包含湖畔以及博物館。⽽另⼀個是以策劃⾳樂團為主的澳洲旅⾏

社 Hayllar Music Tours，他們規劃的是⼗⼆天的套裝⾏程60，平均分配天數在薩爾

斯堡、慕尼⿊和布雷根茨三個城市，並且由澳洲知名鋼琴家擔任領隊。在薩爾斯

堡⾳樂節安排了欣賞四場表演及⾳樂名⼈建築觀光，在慕尼⿊則欣賞兩場歌劇節

																																																								
59	 出⾃於 https://www.martinrandall.com/opera-in-munich-and-bregenz，最後檢索時間：2018/12/15	
60	 出⾃於

https://www.hayllarmusictours.com/2019-tours/salzburg-festival-munich-opera-festival-bregenz-festival/#210719

010819-itinerary，最後檢索時間：2018/12/15	

 



	 143	

的演出，並且安排與⾳樂家的交流，在布雷根茨則安排渡輪、纜⾞觀光，並以⾳

樂節⼾外演出做為套裝的完美結束。由上述資訊得知，不只是台灣，布雷根茨⾳

樂節的獨特性使某些國家將其納⼊套裝⾏程的安排當中，以下筆者將透過對台灣

雄獅旅遊的套裝⾏程策劃⼈進⾏的深度訪談結果，分析其設計理念、景點選擇、

成團可能性等⽅向進⾏討論。 

 

ㄧ、套裝⾏程—深度奧地利 11 ⽇-薩爾斯堡、布雷根茨雙⾳樂節饗宴	

 套裝⾏程的概念就猶如 Ritzer＆Liska（2004）提出的 McDisneyization 理論， 

旅遊⾏程是完全被規劃好的，⾷、住、⾏通通⼀⼿包辦，觀光客在旅遊中每分每

秒都將被事先安排。2017 年初，雄獅旅⾏社主題旅遊部⾨設計了⼀個套裝⾏程，

團名為深度奧地利 11 ⽇-薩爾斯堡、布雷根茨雙⾳樂節饗宴（圖 5-5），主打奧地利

的⾳樂節⾏程，包含奧地利中部的⾳樂城鎮薩爾斯堡⾳樂節，以及西部的湖邊城

市布雷根茨⾳樂節，策劃⼈因著兩⼤⾳樂節的舉辦⽇期相近，⽽有了新的靈感： 

 

「那時候我看到七八月份剛好薩爾斯堡跟布雷根茨都有音樂節，那為什 

     麼不就一起，當時是這樣想的，既然奧地利第一個直覺想到的是音樂， 

 本來對音樂有興趣的人才會想去音樂節嘛，所以才想說可以一起包裝。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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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5	 ⾳樂節主題套裝⾏程廣告⽂案 

圖⽚來源：Retrieved Oct. 26, 2018 from 

https://www.liontravel.com/tour/pdsa01_html.aspx?sProd_tur2=MLATSB11MS&amp;sNav=SPEC%2

CCTO%2COPTION%2COFF%2COPTN%2CQA%2CSAFE%2CSERVICE%2CTEL%2CVISA%2CV 

 

 ⽽套裝⾏程的設計過程有時也會有受限的情形，策劃⼈在訪談中提到航空公

司會給旅⾏社幫忙消化機位的壓⼒，因此也影響了⾏程上的規劃和安排： 

 

「一開始設計的概念就是音樂行程，看到這兩個時間是相近的就把它串 

     在一起，因為奧地利是長的，所以就從慕尼黑繞下來，從維也納再繞到 

 因斯布魯克，再到布雷根茨，再從蘇黎世出。」（P1） 

 

深度的套裝⾏程會有⼈買單嗎？通常會想參與這樣套裝⾏程的⼈，有⼀定程

度的經濟條件，並且期待⾏程的效果有⼀定程度的質感，這樣的觀光客或許語⾔

能⼒不夠好，因此想透過別⼈的安排避免發⽣語⾔上的困難，也因著交通、⾏李

放置等已被安排好，觀光客就不需要擔⼼許多⿇煩會發⽣。策劃⼈表⽰這個團想

要⾛的是深度的⾳樂觀光，以想參加古典⾳樂節的客群來規劃⾏程： 

 

    「其實這個行程比較走深度的，因為當初思考主管希望有音樂節行程， 

     再加上泰航機位的關係，加上有音樂這個元素，基本上這些音樂節不是 

     搖滾的或是其他，它是比較中高單價的，客群可能就不是太年輕的，太 

     年輕的人可能會因為考慮價格而不想去，所以其實是先有這些初步的構 

     想，才有辦法去想餐食、住宿到什麼樣的等級，還有安排什麼其他的景 

     點，而且這群人可能也沒辦法玩太緊湊的行程，所以這些都會影響到我 

     們排行程的考量。」（P1） 

 

 根據廣告⽂案的說明，我們可以看到強調餘⾳裊裊的聽覺饗宴，兩⼤⾳樂節

的介紹上分別寫上了古典樂迷朝聖地和世界最美最不可思議的劇院-奧地利湖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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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院，筆者⼼想以如此震撼的字眼形容兩個⾳樂節，勢必可以吸引⼈們的⽬光啊！

再來是⼤飽眼福的視覺饗宴，寫上了⾳樂之都-維也納、⼈間仙境-薩爾茲卡莫古特

湖區、全世界最⼤的⽔晶-施華洛世奇⽔晶博物館。 

聽和看兩個重要的感官體驗後，接著是滿⾜您的味蕾的味覺饗宴，寫上世界

最美麗的咖啡館之⼀-維也納中央咖啡館、世界最古⽼的蛋糕-林茲蛋糕、當地限定

-列⽀敦⼠登⼤公酒莊、特殊餐⾷體驗-⽶其林⼀星餐廳＆城堡⼭景觀餐廳＆德國豬

腳⾵味餐＆中歐匈⽛利料理；住宿安排⽅⾯，寫上了五星-希爾頓慕尼⿊公園酒店

＆希爾頓維也納酒店，兩家酒店皆處極佳的地理位置、有絕佳的服務和⾼級的硬

體設備。 

從上述提及的廣告⽂案⽂字中，可以看出套裝⾏程想要滿⾜觀光客所有的感

官體驗，以“最”、“當地限定”、“朝聖地”等字形容觀光⽬的地，不只強調⾳樂節特

殊性，也著重在當地特⾊景點的重要性，這⼀系列的⾏程從聽覺、視覺、味覺到

住宿都安排得有⾃⾝的品味，旅⾏團將觀光景點設計過後成為中介者的⾓⾊，並

成為觀光客消費的對象，套裝這種典型的跟團⾏程猶如 McDisneyization 的概念，

筆者以下將更多地討論套裝⾏程在⿆克迪斯奈化理論中的細節。 

 

（⼀）⿆克迪斯奈化 

Ritzer＆Liska（2004）提出的 McDisneyization 理論，將⼈們習慣並想要的假期

分成四種，包含⾼度預測的、⾼度效率的、⾼度可計算的、⾼度控制的。觀光客

希望在旅遊中遇到的事情都是可以事先預測的和⽇常熟悉的，⽽在時間有限的情

況下，他們希望可以能看多少就看多少，盡量將所有的異國事物體驗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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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可以預先知道這⼀趟的觀光花費，因為他們不喜歡成本超⽀，這樣的觀光

客也需要先知道旅遊⾏程，希望⼀切受腳本控制，不會出現像⾃由⾏那樣發⽣不

可預期的事情。 

 筆者認為真正對舞台或歌劇有興趣，或是願意⾃⼰規劃⾏程的觀光客能夠⾃

⼰前往這些景點，他們不需要參加套裝⾏程也能夠實踐旅遊⾏為，不過，實際上

還是有些⼈是不喜歡⾃由⾏，因為有太多不可預測、不可控制、不確定的事情會

發⽣，安全、時間、費⽤上的可控性也可能會⽐較差，相反的，深度奧地利的套

裝⾏程如同典型的跟團，即使許多⼈看來有不⾃由、受限制這些缺點，但依然有

許多⼈喜歡並且滿意這種旅遊模式。如同 Edensor ⾶地的概念，套裝⾏程猶如⾶地

空間，如同⼀個環境泡泡，替觀光客擋掉了許多不好的，像是耽誤⾏程、額外⽀

出、當地安不安全等問題。 

⾳樂節最重要的就是聽覺的感官體驗，⽽現代的觀光旅遊特別強調視覺這個

感官，在深度奧地利⾳樂節套裝⾏程中也把視覺饗宴作為重要的設計理念，Urry

在觀光客凝視 3.0 中討論了⾝體化凝視，Urry（2016）提到：我們認為視覺在觀光

經驗裡扮演重要的⾓⾊，但並⾮表⽰民眾在觀光時只⽤視覺⼀種感官體驗地⽅，

也不認為只靠觀光凝視就⾜以把觀光的各⽅⾯解釋清楚。Urry也說許多觀光建築、

物品、技術、實踐的規劃全是以視覺作為考量的基點。 

有⼈專⾨為了到⾳樂節聽⾳樂⽽順道觀光，有⼈為了看建築順道參與⾳樂節

欣賞⾳樂，藝術觀光不只是單純地看看地⽅⽂化，⽽是在參加⾳樂相關活動的動

機中，能夠體驗在地並實踐其他的觀光⾏為，使得視覺作為旅遊時最常⾒的感官

體驗，Urry 提到：觀光時不會只動⽤視覺感官，然⽽視覺確實是扮演主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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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某地⽅應該如何規劃，同時也影響其他感官的作⽤和效果。 

從上述的廣告⽂案可以看出，這個⾏程除了想給觀光客聽覺的饗宴外，還想

要將視覺和味覺的饗宴納⼊其中，在視覺饗宴上安排了⾳樂之都維也納城市的遺

產建築，像是熊布朗宮、霍夫堡、莫札特故居、百⽔公寓，以及其他城市的視覺

景點，例如格拉茲美術館、薩爾茲卡莫古特湖區、茵斯布魯克施華洛世奇⽔晶博

物館和凱旋⾨等；味覺饗宴上安排了維也納中央咖啡館、維也納⽶其林⼀星餐廳、

林茲蛋糕、列⽀敦⼠登⼤公酒莊、格拉茲城堡⼭景觀餐廳等。 

以⿆克迪斯奈化的概念來看套裝⾏程中缺少不了的住宿安排，旅⾏團必須思

考參加這個團的⼈適合安排哪⼀種類型的住宿地點，住宿是觀光客旅遊中重要的

⼀環，筆者認為有些⼈很重視住宿的品質，同時也是⾝體感官體驗的機會，跟團

的觀光客⼀定希望有個舒適的住宿環境，並且不希望發⽣什麼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最好就是⼀切都被安排的很好，他們只需要享受住宿，並且迎接接下來的被安排

好的⾏程。 

 

（⼆）⾳樂主題旅遊觀光團之形成 

 即使藝術與觀光之間存在許多⽭盾之處，不可否認的是藝術與觀光的結合使

得節慶成為有吸引⼒的⽬的地，⾳樂主題觀光團的出現，⼀⽅⾯藝術觀光使對⾳

樂有興趣，甚⾄是想深度體驗⾳樂的觀光客有機會可以參與，當然這些⼈要是不

介意套裝⾏程的。另⼀⽅⾯也因著藝術觀光在深度體驗⾳樂的同時，也提升在城

市、地⽅⽂化層次中的領略，使藝術觀光不僅只是參加⾳樂節慶，⽽是在整趟旅

程中體驗更多城市的各處景點，並且實踐更多旅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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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設計出此⼀套裝⾏程？這個問題與策劃⼈⾃⾝的背景有關，策劃⼈雖

然沒有和藝術直接相關的背景，但⼤學念的是⼈類學系，對於⽂化資產有所研究： 

 

「我念的科系是人類學系，自己有修文化資產相關的東西，像是藝術， 

     比較特殊一點的文化深度行程就會找跟這些有關的，比如世界遺產，因 

     為世界遺產本來就是觀光資源，所以我策劃時會加入蠻多這種元素的， 

     在系上也修過蠻多跟產品修復或跟博物館學有關的課程。」（P1） 

 

關於策劃的動機，由於策劃⼈屬於主題旅遊部⾨中的⼈⽂藝術組，設計的⾏

程主題與節慶、⾳樂、藝術、美⾷相關。因此，時常會以被分配到的國家去規劃

與藝術、⾳樂有關的主題⾏程： 

 

「一開始因為工作的分配，假如說像我被分配到哪幾個國家，每個人被 

     分配到的國家不一樣，可是我們都要做跟藝術、音樂或是美食，就是各 

     種主題的行程，主管可能會下指令我們要開音樂的行程，那會給我們一 

     整年音樂節的表，裡面有幾個紅字的是一定要開的，或是有幾個是想要 

     做的、可以做的，也有幾個比較特殊的音樂節就會被強迫要開。」（P1） 

 

 策劃⼈ P1 曾經策劃過幾個⾳樂節的團，⼤多是⽐較流⾏⾳樂的東西，像是偏

搖滾的泰國因⼭⼤⾳樂節，她也表⽰：「之前策劃的節慶團⼤多都⽐較不是太古典

的，都是⽐較搖滾的，那布雷根茨⾳樂節主要是因為奧地利這個國家的屬性，像

想到奧地利維也納就會想到⾦⾊⼤廳⼀樣，已經有既定的印象。」 

 奧地利的深度⾳樂觀光之旅有什麼樣的特⾊呢？除了將許多與⾳樂相關的⽬

的地排⼊⾏程之外，⼀定還會納⼊其他的景點，策劃⼈表⽰： 

 

「音樂主題套裝行程大多不會超過 12 天，因為太長會太貴，通常落在 9 

     到 12 天這個範圍，這就是一般常見的歐洲團，因為還要扣頭尾搭機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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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這個套裝當時就是以兩個主要的音樂節為主，還有其他的點，先把 

     兩個點定出來後，再用地圖下去看怎樣走路線比較順，然後再看這路線 

     怎麼到不能錯過的維也納，中間還有經過順路的像是梅爾克修道院，基 

     本常見的大行程都還是要去，像茵斯布魯克的施華洛世奇水鑽，不過音 

     樂節就是重點，我們也會安排去維也納看莫札特交響樂團，更多凸顯三 

     四個點是跟音樂有關外，還是要參雜一些基本要去的地方，像維也納和 

     薩爾斯堡名人的故居。」（P1） 

 

 那要如何選擇代表性的⾳樂觀光景點呢？以及要怎麼連結這些景點？因為進

出點的時間是固定的，並且要在 11 天之內把⾏程⾛完，重點是要卡⾳樂節的時間，

兩個⾳樂節⼀定要先串連起來，策劃⼈ P1 表⽰：「看我中間卡的天數決定我要怎

麼⾛，哪些是⼀定要去⽽哪些是可以捨去的，⽽且順路蠻重要的，客⼈其實不太

喜歡拉⾞，他們都會看公⾥數。」 

 參與套裝⾏程的觀光客品味如何呢？或許他們有⾜夠的經濟能⼒，但⽂化資

本呢？是否擁有很⾼的⽂化涵養和藝術鑑賞能⼒？⼜或者他們想體驗不同的旅遊

型態？現在的年輕⼈⼤多喜歡⾃由，不習慣被別⼈安排好⾏程，凡事都要⾃⼰親

⾃規劃，在台灣這樣的⾳樂套裝⾏程多嗎？參加的⼈數⼜是如何呢？許多旅⾏社

陸續推出套裝⾏程，有些只是單純地提供這樣的觀光服務，⽽有些則是推出⽤名

⼈帶導覽的⽅式，或許能夠增加套裝⾏程的吸引⼒、提升旅遊的深度。 

筆者 2018 年 12 ⽉ 6 ⽇在雄獅旅遊的官⽅網站上搜尋，找到不同地⽅主題旅遊

61，其中套裝⾏程的主題圍繞在各國的建築和藝術上，推出了許多名⼈導覽的團，

舉例來說像是建築師廖慧昕帶的荷蘭建築研修⼗⼀⽇團、藝術達⼈洪秀華帶的新

加坡藝術薰陶四⽇團、建築師林祺錦帶的泰北建築五⽇等……。根據套裝⾏程地

																																																								
61	 出⾃於 https://www.liontravel.com/tourpackage/theme/architecture.aspx?Sprima=megaitem，最後 

  檢索⽇期：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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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和主題的不同，在價格層次上當然也不盡相同，對於想參與⾳樂主題旅遊的觀

光客來說，不只是去⾳樂廳，還想要看設計，想體驗的不只是典型的藝術⽽已，

還有藝術、⾳樂的設計與地⽅特⾊，這些參觀者為什麼期待想看這個表演呢？在

這個體驗經濟的時代，觀光客不光是想參與在前台的演出中，還想要在其他時間、

空間裡體驗後台的真實，因為體驗僅有⼀次，每⼀次都是獨特並且絕無僅有的。 

筆者也在訪談中特別詢問是否調查過潛在的客源，並且針對特定的客群來設

計⾏程，策劃⼈表⽰： 

 

「基本上都是自己上網看資料，或是看競業有做的，音樂節的團通常比 

     較少，因為算是比較小眾的，而業務本身或是領隊會反映什麼樣的客人 

     是有興趣的，或是久了客人可能會打電話來問有什麼特別的行程，想要 

     包一團之類的，大概可以抓到可能的屬性，我們不用直接面對客人，是 

     業務在做這些事情，業務來問的時候我們還是會問一下客人的背景，為 

     什麼想去？舉例來說像是建築團，參加的人就不會是平民老百姓，可能 

     會是有建築背景或是相關的從業人員，像建築系學生等。」（P1） 

 

這個套裝⾏程是在 2017 年初設計的，預計在 2017 年暑假出團，筆者在訪談中

才得知深度奧地利 11 ⽇這個套裝⾏程最後是沒有成功出團的，或許是因為成本跟

期待的不同，觀光客覺得花這個錢到奧地利不如到其他國家，吸引⼒⾃然就不⾼

了。策劃⼈ P1 提到她們部⾨推的團通常是實驗性質的，原本市場上是沒有的，她

也表⽰： 

 

「這個套裝行程一推出來，第一個觀光客可能覺得貴，第二個可能沒有 

     聽過，覺得一去就要在同一地待這麼久，為什麼不要奧地利跟德國或捷 

     克一起安排，通常是去過歐洲好幾次的人才會想參加這種團，比較深度 

     的東西客群本來就小眾一些，再來就是單價的問題，一個行程要做到成 

 團，就要 push 好幾年，要有兩三年的行銷過程，舉個例子，像泰北的建 

     築設計團，去年推的可能沒什麼人報名，頂多兩三個人，但今年再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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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就有二十幾個人，因為這種深度的行程需要一些時間在粉絲團裡面推 

     ，非常需要有時間發酵。」（P1） 

 

 套裝⾏程的價格對想跟團的⼈來說是很重要的考量之⼀，策劃⼈也提到布雷

根茨⾳樂節的套裝⾏程不是第⼀次設計了，但當時也沒有成功出團，她在進公司

以前，公司就曾做過，但沒有把兩個⾳樂節結合在⼀起做，她表⽰： 

 

「我們部門普遍來說東歐都比較難賣出去，奧捷匈都賣不太好，相比起 

     來的話，法國、義大利、西班牙比較好賣，雖然法義西可能貴，但行程 

     中可能包含酒莊等地方，讓人覺得值得，但我在猜如果把瑞士加入，可 

     能大家就可以接受這個價格，因為大家對奧地利的想像覺得沒有那麼貴 

     ，為什麼要花這個錢，很多時候價格是客人主要考量的因素。」（P1） 

 

 ⾝為套裝⾏程的⽣產者⽽⾔，利潤是最⾸要的考量，詢問了策劃⼈通常多少

⼈才可以出團，她表⽰：「通常出團是 15 ⼈以上，但有時候 10 ⼈也可以，因為會

計算成本，如果不會賠錢就會出團，如果打上保證出團就可以繼續衝⼈數，很多

⼈看到就會敢報名，⼈數會衝上去，其實也是⼀個賭注。」 

套裝⾏程通常以資本利益為考量，不管針對什麼樣的族群，皆會有⼈買單。

這也許反映出台灣⼈的性格，有些⼈會選擇套裝的⽅式旅遊，以省去規劃⾏程的

時間、訂票的⿇煩等……，特別是在⾳樂節套裝⾏程的例⼦中，透過旅⾏社訂票

可省去許多時間，但實際上這樣的主題套裝有未來性嗎？當筆者訪談得知這次未

出團成功的主因是⼈數不⾜，原因可能來⾃曝光率不夠、⽬標市場太⼩、價格太

⾼、cp 值問題，布雷根茨⾳樂節的套裝⾏程其實是存在著⽭盾性的，主題套裝和

⼀般套裝⾮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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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筆者訪問的少數年輕族群來說，⾃由⾏的設計是旅⾏很重要的⼀部份，通

常會對⾳樂節和藝術觀光有興趣的⼈是偏好⾃⾏前往，因為⾃⼰創造的體驗才是

旅⾏的⽬的，如同上⼀節提到⼗位赴⾳樂節的觀光客都是⾃由⾏，顯然不是透過

套裝⾏程能夠滿⾜的，但是仍有年⾧或經濟寬裕的旅⾏者，想享受表演卻不願意

處理旅遊雜務，⽽筆者從訪談者的朋友經驗中得知，⾺勒愛樂協會曾⾃組團到布

雷根茨⾳樂節，⾃⾏規劃⾏程，並由旅⾏社承辦。往後在台灣社會、⽂化、藝術

資本的推展下，若藝術觀眾的⼈數加增，這樣的⾳樂主題套裝⾏程還是有其前景

的。 

 除了將策劃好的深度奧地利⾳樂節套裝⾏程推出外，策劃⼈表⽰也會幫想以

包團的⽅式觀光的客⼈設計⾏程，她表⽰： 

 

「因為奧地利很難賣嘛，所以我們奧地利也會走包團的方式，例如一群 

     人湊出 16 個人，可能是畢業旅行，沒有在線上賣，像是客製化的行程 

     ，自己包一團，請我們幫忙設計行程，給一個報價，很多時候奧地利會 

     做學校的團，像是北一女的樂旗隊，因為他們要去奧地利中部一個叫史 

     萊德明的城鎮中歐管樂節表演，而有時也會接一些標案，像學校單位或 

     某國中參加維也納管樂節等。」（P1） 

 

 從訪談中，筆者詢問是否會想再規劃⾳樂節的套裝⾏程，得知很多時候主題

旅遊套裝⾏程的推出，不⼀定是以必須出團為⽬標，更多的⽬的是為了增加曝光

的機會，策劃⼈提到：「很多時候線上的團是在曝光，push ⼀些公司來包團，讓他

們知道我們有能⼒做這些東西和處理⼀些特別主題的團，變成包團的形式也會有

業績，也可以打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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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布雷根茨⾳樂節吸引了世界各國的觀光客，因著在博登湖這個地理位置的關

係，觀光客主要來⾃德國、瑞⼠和奧地利，少數來⾃美洲和亞洲。這些來到⾳樂

節的觀光客是來聆賞歌劇、體驗在地的，因此，本章試圖將觀光客的⽂化消費實

踐做不同層次的探討，⾸先，討論筆者訪談的受訪者之參訪動機和聆賞經驗，背

景不同、聆聽⾳樂的習慣不同，⾳樂品味也不同，對歌劇不同程度的領略，為個

⼈帶來獨特的感受，有⼈最喜愛⾳樂節氛圍、有⼈喜歡舞台設計、有⼈偏愛曲⽬、

有⼈喜愛強烈的視覺感，受外在影響的⼾外舞台也成為聆賞經驗的⼀部份。 

談及赴⾳樂節觀光客的⽂化品味與聆賞經驗，藉由他們平時喜愛並參與藝⽂

活動、聆賞歌劇擁有較多經驗這兩點，將這⼗位受訪者來做社會特質的區分，其

代表了台灣某⼀類型的藝術消費者，他們多了藝⽂活動參與習慣和歌劇聆賞經驗，

筆者稱他們為藝術資本較⼀般⼈⾼的藝術參與者、藝⽂觀光客，⽽其中有三位更

趨近於歌劇愛好者，因著主動了解藝⽂資訊，嘗試不同類型的藝⽂活動，因這樣

的偏好引起旅遊動機和⽂化實踐。親⾝經歷對觀光客來說⾮常重要，只有在現場

才能親⾃體驗⽂化的張⼒，聆賞演員詮釋⾓⾊的功⽴，感受⾳樂節的獨特。 

歌劇藝術的重要特⾊在於能帶給觀眾豐富的感官體驗，即使是不同品味層次

的⼈，依然能在現場領略歌劇的藝術特⾊及故事內涵，感受⾳樂的藝術性。⼗位

台灣觀光客藉由⾃⼰規劃旅遊⾏程得到收穫，在過程中更深地認識當地⽂化，並

追求獨特的真實體驗，特定的⽂化資本及經濟資本賦予他們擁有藝術偏好、藝⽂

慣習，進⽽擁有強烈的消費動機，反映出藝術資本較⼀般⼈⾼的藝⽂觀光客實踐

旅遊的條件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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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節的舞台上有特技、武打，假使沒有拿捏好，是否會像是⼀場秀⽽導致

歌劇的本質改變？筆者認為⾄少布雷根茨⾳樂節維持了歌劇本⾝的品味，在⾳樂、

演繹、藝術設計層次上做到平衡，使整個歌劇舞臺是優雅的。⼤多數受訪者們認

為⽤地名作為⾳樂節名字，著實將歌劇的意象凸顯出來。城市的地理位置雖處三

國交界，交通依然沒有奧地利其他城市⽅便，⼤多數的受訪者在看歌劇演出當天

來回，⽽留宿當地的⼈待的天數也很短，由此看來，城市若能加以推展地⽅觀光，

不僅僅是在⾳樂節，隨時都能將藝術觀光帶進城市。套裝⾏程作為現代⼈旅遊的

重要⽅式之⼀，它包辦觀光客的所有感官體驗，更藉著不只是單純提供觀光服務，

加上名⼈帶導覽的⾏程，更增添套裝的特⾊和吸引⼒。深度奧地利這個套裝⾏程

作為特定觀光客的旅遊選擇，呈現體驗古典⾳樂的⽅式，並且讓藝術在套裝⾏程

中成為有魅⼒的因⼦，以累積觀光客的藝術品味，雖然雄獅這個套裝⾏程沒有出

團成功，仍舊讓我們思考觀光客的藝術資本和體驗經濟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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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布雷根茨⾳樂節是⼀個以藝術創意化來展現古典⾳樂的節慶，在最後⼀章結

論的第⼀節回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討論⾳樂節如何展現節慶奇觀的獨特性，使

舞台及各種延伸元素作為歌劇品味維持的核⼼、城市將⾳樂節作為重要的觀光⽬

的地，發展藝術觀光也同時建構城市地景以及觀光化、以及觀光客的⽂化消費實

踐和旅⾏團⾳樂節的套裝⾏程如何進⾏。第⼆節將提出本研究的限制和建議，以

提供未來可能的藝術觀光相關研究參考。 

 

第⼀節 研究成果 

筆者擁有⼀顆喜愛古典⾳樂的⼼，從西洋樂器的學習、聆賞現場的演出，並

到歐洲經歷了現場歌劇的洗禮，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布雷根茨⾳樂節在眾多⾳樂節

中的特殊地位，特別是在歐洲許多有名的歌劇⾳樂節中凸顯⾃⾝特⾊，能與其他

同樣也是⼾外的⾳樂節有所區隔，也因此每年都能吸引這麼多觀光客前往。本研

究以「藝術創意化」的⾓度切⼊，試圖藉由⾳樂節透過各個⾓度品味維持，尋思

⾳樂節藝術觀光的成形與盛⾏，⽽筆者於2016年暑假造訪奧地利Bregenz Festival，

藉由親⾝經驗和觀察，並以深度訪談曾赴布雷根茨⾳樂節不同背景的台灣觀光客

為佐，透過訪談者的參與、體驗、感受，刻畫出⾳樂節作為城市⽬的地藝術⽂化

的⼀⼤重⼼，隨著國內外越來越多⾳樂節將古典⾳樂創意化，不管是舞台設計的

創新、別具⼀格的劇本演繹、新穎的道具及服裝，或是周圍建築、氛圍、觀光景

點的串連，⾳樂節皆必須在創意的脈絡中，維持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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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節展現的品味及奇觀的獨特性 

 奇觀、美好、有趣的舞台容易吸引⼈的⽬光，引發觀光客的各種凝視，同時

也易使藝術的本質改變，歌劇變得像⼀場秀？⾳樂節變得商業化？觀光客只是為

了看奇觀舞台⽽前來？這些問題成為⾳樂節展現品味的⾯向，假使今天台灣想效

仿布雷根茨做湖上⾳樂節，那會是⼀個怎麼樣的事情？台灣適合推動湖上⾳樂節

嗎？ 

 筆者認為⼀個⾳樂節的從頭到尾，每⼀個部分皆是互相連接的，從⾳樂節性

質的誕⽣到呈現的結果，過程環環相扣、彼此影響，尤其是⼾外舞台的成功關乎

天時、地利、⼈和。布雷根茨是奧地利的⼩城市、第⼆⼩聯邦州—福拉爾⾙格州

⾸府、博登湖湖邊城市、鄰近瑞⼠及德國、擁有豐富⾃然景⾊，論⼈⼝、⾯積、

交通、⾳樂名⼈、知名度，皆無法與維也納、薩爾斯堡相⽐。舉辦⾳樂節的確是

城市被認識的好途徑，如果沒有⾳樂節或許布雷根茨不會被看⾒或留意，⾳樂節

是⼀個亮點，卻也是個⾵險，如果做得不夠好，反⽽沒辦法⾧久並持續吸引⼈前

往。 

本研究於⽂獻回顧探究了藝術品味的建構和藝術的創意展現，在古典⾳樂節

的脈絡中，即使布雷根茨⾳樂節不是前幾名，他們仍藉由各種能提升獨特性、維

持品味的⽅式，使之依然佔有⼀席之地，因此，在第四章的部分，筆者從布雷根

茨⾳樂節的藝術品味建構來探討創意化舞台、歌劇品味和在表演藝術場域中的競

爭。 

從布雷根茨⾳樂節的創意化舞台看起，2011&2012《安德烈．謝尼爾》、 

2013&2014《魔笛》、2015&2016《杜蘭朵》三屆的舞台設計和作為電影場景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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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場地，呈現布雷根茨⾳樂節作為⼀個藝術節慶的⽂化地景；從布雷根茨⾳樂

節的歌劇品味看起，曲⽬選擇、聲光⾳效、導演及演員、交響樂團、室內⾳樂廳

等，作為⼀個保有品味的歌劇⾳樂節，結合了無數呈現⾳樂節注重的細節、演出

⼈員的經歷與實⼒；從布雷根茨⾳樂節在表演藝術場域中的競爭來看，其⾏銷的

⽅法、VIP 的⾼級服務、配套整合，處處展現為觀光客提供的服務。透過⾳樂節的

浮動舞台延伸⾄外部的空間、城市附近的區域，建構⼀藝術觀光場景，於其空間

創造及氛圍體現上，與其他觀光⽬的地做流動串連。⾳樂節的藝術觀光串連的觀

光⽬的地成為布雷根茨社會⽂化與⾃然激盪出的地景樣貌，城市的藝術氛圍也從

⾳樂節的舞台向外延伸，觀光客藉由歌劇藝術與⾃然⾵光的交疊體驗在地氛圍。 

 

⾳樂節作為城市重要的觀光⽬的地 

“舞台”是⼾外⾳樂節最重要的特點之⼀，特別是布雷根茨⽤舞台技術、聲光⾳

效、演員及樂團，將歌劇展現出最具特⾊與⾃我⾵格的⼀⾯，讓⾳樂節成為吸引

觀光客來到這個城市的⾸要選擇，甚⾄是在網路關鍵字搜尋 Bregenz 後第⼀個相關

結果，也成為受訪者⾸要參訪城市的動機。 

本研究的⽂獻回顧探究了節慶觀光、藝術觀光和城市⽂化地景的建構，即使

觀光為藝術帶來⼈潮、利益、知名度，兩者之間依然存在著許多⽭盾性，⽐如說：

那些來⾳樂節聽歌劇的聽眾聽得懂嗎？能夠吸引真正想聽古典⾳樂的⼈前來嗎？

這樣的⼾外舞台設計跟歌劇搭調否？因此，在第四章的部分，筆者從城市與節慶

來探討布雷根茨的藝術觀光，以及城市的⽂化地景。 

⾳樂節作為重要觀光⽬的地，帶來了⼤量的觀光⼈潮，這些觀光客駐⾜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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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建築可能是他們千⾥迢迢前往的理由，城市有美術館、博物館、劇院等地

⽅，來到布雷根茨的觀光客不僅是聆賞⾳樂，也體驗其他觀光⽬的地，即使是原

先不熟的城市，也能藉由觀光旅遊服務資訊來實踐藝術觀光，城市在藝術、⼈⽂、

歷史、⾃然景觀的發展中，循序漸進地建構了⾃⾝的地景。 

Urry 認為觀光客預期看到精⼼設計過會深深烙印在腦海中的建築（Urry, 2016）。

布雷根茨有幾個藝⽂場館在當地具有影響⼒，包括 Theater am Kornmarkt、Theater 

Kosmos 和 Werkstattbühne，它們不僅在⾳樂節舉辦期間有不同類型歌劇的演出，

⾮⾳樂節期間也有⾃⼰的表演節⽬，還有享有國際名譽的 Kunsthaus Bregenz 美術

館和歷史悠久的 Vorarlberger museum 博物館，這些地⽅不只是單⼀的建築，由於

它們緊密相連，成為觀光客可以串連起來的觀光路線。 

Maccannelle 提出的舞台真實性（Staged Authenticity），讓我們思考藝術與觀

光結合的問題，布雷根茨⾳樂節因著藝術觀光成為⼀個能夠在每年七⼋⽉吸引約

⼆⼗萬⼈前來的節慶，其背後除了克服許多條件，才得以讓⼀個藝術節慶永續，

地⽅蘊含前、後台之間的關係，使遊客尋求真實的體驗和感知，觀光客來體驗歌

劇、藝術、舞台、視覺效果、餐飲服務，各種感官感受變成真實性體驗的過程。 

 

赴⾳樂節觀光客之⽂化消費及旅遊實踐 

本研究的⽂獻回顧探究⽂化消費、旅遊實踐與體驗、藝⽂觀光客，討論觀光

客如何透過⾳樂節進⾏他們在當地的⽂化消費，在觀光空間中實踐他們的旅遊⾏

為，因此，在第五章裡，筆者從台灣觀光客赴布雷根茨⾳樂節⽂化消費實踐來探

討移動的藝⽂觀光客，因著赴⾳樂節觀光客的⽂化品味與聆賞經驗，⼗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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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他們平時喜愛並參與藝⽂活動、聆賞歌劇擁有較多經驗，這⼗位代表了台灣

某⼀類型的藝術消費者，擁有⽐⼀般⼈多的藝⽂活動參與習慣和歌劇聆賞經驗，

因此稱他們為藝術資本較⼀般⼈⾼的藝術參與者、藝⽂觀光客。 

從藝⽂觀光客的⽂化消費和品味來看，它呈現了⽂化品味與聆賞經驗，觀光

客在⽂化品味層次上，即使沒有相關的背景，卻喜愛歌劇、曲⽬、舞台、交響樂

團演出，⽽筆者藉由訪談⼗位受訪者，在深度訪談中得出了⼀些結論；從⾳樂節

觀光旅遊實踐看起，呈現⾳樂節觀光旅遊服務、觀光客之觀光體驗。 

 受訪者對舞台設計、演員詮釋⼿法、劇情張⼒、服裝道具皆有不同感受，根

據訪談結果，筆者將受訪者分為兩類，⼀類是對於歌劇已有⼀定程度的瞭解，⽐

如說：他們聽過很多次現場的⾳樂演出、平時也有聆賞歌劇的興趣等，另⼀類則

是第⼀次聽現場的歌劇，在選擇聆賞的曲⽬上沒有太多限制，到布雷根茨⾳樂節

前對歌劇本⾝沒有太多涉略。總的來說，這兩類的受訪者雖然在歌劇的領略上程

度不同，但主要的動機皆因被舞台設計吸引，在實踐旅遊⾏為前，可能因為看到

舞台照⽚或聽別⼈介紹⽽感到興趣，從⽽產⽣強烈的旅遊動機，即使曲⽬是偏向

⼤眾與主流但卻也是經典的，且對於詮釋的⽅式會想⼀探究竟，聽過的曲⽬更能

夠增加前往的動⼒，就算原先並⾮對曲⽬感興趣的受訪者，也會有意外的收穫，

也因著有⾃然景觀、環境劇場、特技的加成，使得觀光客在視覺上更能感受舞台

上的各種張⼒。 

 從⼀般的歌劇到做出創意⾯向的轉化，成果能引起年輕⼈的興趣，⽼年⼈也

能接受，是⼀個擴⼤可能性的歌劇⾳樂節。歌劇院是⾼品味的象徵，但⼾外歌劇

院的品味更加擴⼤，因此，布雷根茨⾳樂節增加內涵以⾄於不失去吸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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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必然，因著形塑的過程，從⼤家聽不懂的歌劇到歌劇⾼級化，從下⽽上進⽽

往旁邊延伸，布雷根茨⾳樂節相較其他歌劇⾳樂節是較為奇觀的，在⼾外的舞台

⽐⼀般的舞台更吸睛，有些觀眾想聽最好的聲⾳⽽不是舞台效果，但布雷根茨⾳

樂節的舞台確實藉由視覺場景加了分，吸引⼀些對舞台有興趣的觀光客，成為⼤

眾化的品味。 

 ⾳樂節著實已成為城市的最佳代表，交通配套整合成為城市如何實際帶來觀

光客的主因，跨國區域⽕⾞接駁、市區免費公⾞是⾳樂節提供的旅遊服務，城市

導覽、飯店資訊、市區觀光旅遊資訊，更是具體地帶領觀光客深⼊當地，因此，

筆者認為，Bregenz Festival 與其他古典⾳樂節慶很⼤的不同在於，除 Bregenz 

Festival 本⾝獨特的舞台設計和從各⽅⾯建構的品味之外，還在於能夠將景點串連

成觀光路線，將這些被建構⽽成的⽂化景點透過媒介或以各種⾏銷資訊傳播，以

歌劇這個古典⾳樂來說，布雷根茨除了做出無可取代的舞台外，也推廣了城市的

藝術觀光。 

 

⾳樂節套裝⾏程 

誠如前述，這些為了⾳樂節⽽進⾏旅遊實踐與體驗的觀光客，他們的⽂化消

費、城市藝術觀光皆在觀光空間中實現，有別於⾃⼰赴⾳樂節的觀光客，另⼀種

則是像 Ritzer＆Liska（2004）提出的⿆克迪斯奈化（McDisneyization）理論，因此，

在第五章裡，筆者從台灣旅⾏團⾳樂節套裝⾏程來探討⿆克迪斯奈化，以及⾳樂

主題旅遊觀光團之形成。 

 套裝⾏程滿⾜了觀光客的所有感官，若有名⼈帶導覽⼜為套裝⾏程增加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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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層次，⽽從套裝⾏程的團名來看，它呈現⼀個以⾳樂節為主的深度⾳樂觀光，

同時，⼜設計在短時間內將視覺、聽覺、味覺都帶給參與的觀光客，筆者認為沒

有成功出團的原因，除了策劃⼈提到因⼈數不⾜的理由外，另⼀個原因是對⾳樂

節有興趣的⼈，通常會有⾃⼰的⼀套觀光路線，就像⼗位受訪者透過⾳樂節這個

初始點，能不受控制地安排⾃⼰的旅遊計畫。如此，我們可以說套裝⾏程就是⿆

克迪斯奈化的⼀個例⼦，⼀切都安排妥當，這⼀類的觀光客彷彿被丟到⼀個⾶地

的空間，⽽主題套裝和⼀般套裝⾮常不同，通常會對⾳樂節和藝術觀光有興趣的

⼈是偏好⾃⾏前往的，相反的，藝⽂觀光客不受⿆克迪斯奈化影響，能享受⼀切

不可預期的⼈事物，因為⾃⼰創造出的體驗才是旅⾏的⽬的。 

然⽽近年來，像布雷根茨⾳樂節這樣的⾳樂、藝術旅⾏團，在澳洲、歐洲已

經是流⾏已久了，⽽在台灣，旅⾏社推主題套裝⾏程的時間或許不⾧，但近幾年

來已經有不少旅⾏社推藝術、建築之旅，即使⼤多數的年輕⼈以⾃由⾏為旅⾏⽅

式，但不管針對什麼樣的族群，套裝⾏程皆會有⼈買單，這也許反映出台灣⼈的

性格，仍有年⾧或經濟寬裕的旅⾏者，想享受表演卻不願意處理旅遊雜務，因此，

筆者認為⽇後在台灣的社會⽂化和藝術的推展下，會有越來越多⼈增加了藝術資

本，使得藝術觀眾的⼈數加增，這樣的⾳樂主題套裝⾏程仍能有其前景和未來性。 

 

第⼆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建議 

⼀、研究限制	

（⼀）研究者的語⾔限制 

本研究聚焦在布雷根茨⾳樂節，由於官⽅語⾔為德語，加上筆者的語⾔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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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仍以分析英⽂歷史⽂獻為主，包括官⽅網站、觀光資訊、影⾳光碟，

因無法閱讀德⽂⽂獻，可能沒辦法全⾯掌握布雷根茨⾳樂節在當地及奧地利的發

展與脈絡。 

 

（⼆）研究者的訪談⼈數限制 

本研究的受訪者訪談皆於 2018 在台灣進⾏，由於筆者 2016 年暑假在布雷 

根茨時，尚未確定論⽂研究的主題和⽅向，因此，沒辦法在當地尋覓受訪者，回

台灣確定研究⽅向後，透過詢問親朋好友以及上網找尋，鑑於台灣地區較少聽聞

或親⾃造訪過這個⾳樂節，⽽雄獅旅遊的套裝⾏程也不曾出團成功，致使赴⾳樂

節的台灣觀光客尋覓不易，最終只找到⼗位受訪者。 

 

（三）媒體報導爭議評論限制 

 本研究的⽂獻資料中包含了⼗幾篇的媒體報導，其中⼤多報導正⾯的內容， 

這些媒體報導⼀⽅⾯沒有很仔細剖析⾳樂節，基本上都是概略的介紹⽽已，確實

不夠深⼊，⽽另⼀⽅⾯則缺少了爭議的議題討論，因此，沒有辦法在媒體資料分

析中做更多的延伸討論，也缺少了⾳樂節的缺點或是其他問題的論述分析。 

 

⼆、未來發展與建議	

台灣在歌劇⾳樂節的發展並不是那麼為眾所知，除了因為歌劇不像⾳樂劇、 

舞台劇較屬於流⾏品味層次，台灣的歌劇院發展歷史也不像歐美⾧久，不過，近

年來由於台中歌劇院的興建，規劃許多曲⽬和不同類型的歌劇搬上舞台，加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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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國家歌劇院努⼒推廣歌劇節⽬，包括國內外的演出團體，使⼤眾更有機會接

觸歌劇，並且認識歌劇的藝術和交響樂現場搭配的魅⼒。 

越來越多⾳樂節在各種層⾯加⼊創意的元素，從主題、舞台設計、演出團體 

到⾏銷⽅式、演出內容、演繹⼿法、道具等，以歌劇的⾳樂節來說，從傳統室內

場地移動到⼾外，並以⼤型的舞台設計為主軸，著實跳脫了傳統框架。筆者就藝

術創意的品味、城市藝術觀光、觀光客⽂化消費與旅遊實踐三個層⾯，試圖從⼀

個廣義的⾓度來分析藝術與觀光之間的接合，當然，這三個層⾯涵蓋了更多議題，

筆者無法在⼀本碩論中詳盡地探討，期許將來能使更多研究者感興趣，⼤家共同

集思廣益，特別是給台灣的⾳樂節⼀些想法，以激發出不同⾓度的靈感，獲得更

深⼊討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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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訪談同意書 

＿＿＿＿＿＿＿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的研究生莊家懿，目前

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研究。首先，非常感謝您願意參與協助本研究，這是一項學術研

究計畫，題目是「布雷根茨音樂節藝術觀光：台灣觀光客的文化消費與實踐」，旨在分

析布雷根茨音樂節的藝術文創化、藝術觀光對於城市地景的建構以及觀光客的文化消費這

三件事情。希望藉由這樣的討論，思考古典歌劇藝術的創意化展現帶給城市的影響以及觀

光客的消費實踐。基於研究目的需要，深度的訪談是重要且必須的，盼望您不吝分享與指

教，您的分享會使本研究更加完整，更有學術上的貢獻。 

訪談約為一個小時，過程中您將被要求回答一系列設計過的問題，請盡量依據

您的自身體驗、真實感受來回答，才能保有研究的可信度。為了完整記錄您的分享，會

進行全程錄音，如果有任何感到不舒服、不方便作答，請務必和我反應， 我們可以跳過而進

行下一個問題，或是立即終止訪談。訪談之後，本研究會把任何可辨識您身份、個人隱私

等資料以匿名的方式呈現，且僅做本項研究之學術上的使用，不會挪作他用，您的所有

意見和評論將只有指導教授與我本人才能看到這些資料，在研究正式發表之前，將會先

寄給您以供校對，以確保意見被正確的應用在研究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指導教授：賴嘉玲博士 

研究生：莊家懿 

 

本人已經詳細閱讀本同意書，充分理解參與本研究的權利與義務，並且同意參 

與該場研究訪談。 

受訪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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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野⽇記 

2016 Bregenz Festival ⽥野⽇記 

時間：2016/07/25 (MONDAY) 

⾏程：慕尼⿊（Munich）– 布雷根茨（Bregenz）– ⾳樂節（Bregenz Festival） 

天氣：晴朗無雲 

參與者：我、Ivy、⼦雯、泰咪、⼩劉、瀚哥 

⽥野筆記： 

 ⼀⼤早⼀⾏⼈離開慕尼⿊，帶著極度興奮的⼼情準備前往嚮往已久的奧地利

布雷根茨，當初在碩⼀的歐洲表演藝術專題這⾨課中認識這個⾳樂節時，就下定

決⼼要來⼀探究竟，於是我們半年前就買好了票，⾳樂節就成為我們來到布雷根

茨的第⼀站。搭了將近三⼩時的巴⼠，我、Ivy、⼩劉、泰咪四個⼈在下午到達布

雷根茨⽕⾞站，我發現布雷根茨⽕⾞站幾乎沒有什麼⼈，就連遊客中⼼也是⼈煙

稀少，這個地⽅⽐我想像的安靜許多呢！ 

我們在好幾個⽉前就訂好⾳樂節的票了，但飯店⼀直很難訂，離⾳樂節場地

較近的旅館都被訂光，⾄少看了快⼗家飯店都已客滿，因為也要考慮價格，我們

後來住到⽐較遠離⾳樂節的會場，所以⼀定要搭公⾞才能到達。我們在布雷根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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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 4 länder hotel，研究了⼀下⽕⾞站周圍，發現有許多公⾞站牌，於是我們找到

可以到達旅館的公⾞路線，四個⼈就⼀起提著重重的⾏李坐了⼤概⼗分鐘，到達

飯店 check-in 時，櫃檯⼈員親切耐⼼地詢問我們是不是要來看⾳樂節，她說如果我

們要去⾳樂節，憑著⾳樂節的票可以免費搭乘公⾞，飯店⾨⼝就有公⾞站牌了，

⼼裡覺得也太棒了吧！放好⾏李整理⼀下服裝儀容後，即準備搭公⾞前往，當時

已經六點多了，天⾊依然明亮，很快地我們⼤約在七點到達期待已久的會場。上

網找資料的時候聽到有⼈說廣場會有攤販賣節⽬表等相關商品，不過我們去的當

天是沒有攤販的，當時肚⼦已經很餓了，我們看到⼀家熱狗店就先趕緊充飢。 

從湖邊慢慢步⾏到場館前，有⼀個中間佇⽴著藝術品的⼤廣場，放眼望去就

是博登湖畔，⾸先映⼊眼簾的是湖邊的浮動舞台，果然跟先前看到的照⽚⼀樣，

令⼈為之驚艷！雖然沒辦法看到浮動舞台的演出，但主辦單位讓觀光客可以在演

出前進到觀眾席就近看舞台，當然要多看幾眼囉！隨著演出時間接近，我們要看

的哈姆雷特歌劇是在旁邊的室內⾳樂廳，所以移動到 Festspielhaus ⾳樂廳⾨⼝，

在⾳樂廳⾨⼝外等待⼦雯跟瀚哥，會合後我們六⼈慢慢地進到安靜的⾳樂廳內，

並且照著指⽰進到座位，我覺得⾳樂廳內部裝潢⼗分精緻，不僅寬敞也很明亮，

簡約的⾵格很討⼈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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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樂廳裡⾯⾒到的⼈，各個穿著打扮都很正式，可⾒⼤家都很重視這場表

演的，當我仔細觀察了舞台，發現簡約的主舞台兩側有字幕投影，今晚歌劇以義

⼤利⽂演出，字幕則是德⽂，隨著節⽬即將開始，興奮⼜緊張的⼼情隨之⽽來，

四幕的劇開始囉！⾸先，舞台上出現⼀張有鏡⼦的桌⼦，男主⾓⾝著⼀⾝⿊⾐，

臉上塗滿⽩⾊的樣⼦唱著歌，彷彿讓⼈⼀眼看出他的負⾯情緒，接著⼜出現⼗張

⼀樣的桌⼦，每張桌⼦前⾯有三個⼈⾯對著鏡⼦，這三⼗個⼈穿著⼀樣的⾐服，

臉上畫著⼀模⼀樣的全⽩妝容，他們邊看著鏡中的⾃⼰邊摸⾃⼰的臉頰，好像要

準備發⽣了什麼⼤事。令我印象深刻的⾓⾊之⼀為奧菲利亞，像仙⼥般⾝著⼀⾝

全⽩的洋裝，其他的⾓⾊皆穿著鮮艷。義⼤利語和德⽂皆聽不懂，其實有點影響

劇情的理解，還好我⼤學唸過哈姆雷特的⽂本，之前也看過其他版本的歌劇演出，

⼤致上能理解。 

中場休息，我們到⾳樂廳外⾯⼤廳⾛⾛，看到⼀區提供飲品，感覺好⾼級！

⼤家的⾔⾏舉⽌都好優雅，讓我不禁沈浸在這樣品味的氛圍中。歌劇結束後，演

出仍在我的腦中揮之不去，雖然已不是第⼀次看現場歌劇，但仍舊對交響樂、演

員的⼝吻、舞台效果感到震撼。帶著依然激動的⼼情離開⾳樂廳，⼀路上看到很

多⼈往附近的飯店⾛，我們則⾛路到⾞站等公⾞回旅館，結束美好難忘的古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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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2016 Bregenz Festival ⽥野⽇記 

時間：2016/07/26 (TUESDAY) 

⾏程：布雷根茨（Bregenz）市區觀光 – 纜⾞ – 搭船遊博登湖 

天氣：晴朗多雲 

參與者：我、Ivy、⼦雯、泰咪、⼩劉、瀚哥 

⽥野筆記： 

	 ⼀⼤早，⼤家睡眼惺忪中起床，邊吃飯店的早餐邊討論安排今天的觀光路線，

我們決定到市區⾛⼀⾛，上網查了布雷根茨的觀光景點列表，找到幾個⼈氣的觀

光景點，包含纜⾞、瞭望台、美術館、⼤教堂、博物館，由於我們待在這城市的

時間有限，於是決定前往著名的空中纜⾞，從我們住的 4 länder hotel 飯店搭公⾞

到⽕⾞站跟⼦雯會合後，⼀路上照著地圖和路標指⽰，很順利以步⾏找到搭纜⾞

的⾞站，買了票準備踏上空中纜⾞，這⼀台纜⾞⾮常⼤台，感覺也很安全，⼤概

可以容納⼆三⼗個⼈吧！緩慢地爬升後看⾒湖邊⼩鎮的⾵景，博登湖畔就在我們

腳下啊！越近⼭頂越發現景⾊的壯觀，⾝處在阿爾卑斯⼭的⼀隅，同時看到德國、

奧地利和瑞⼠的⼟地，會不會太令⼈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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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纜⾞到達⼭頂，陽光依舊很強烈，原來⼭頂上有⼀個全年開放免費⼊場的野

⽣動物園，很適合家庭來這邊旅遊，有飯店、森林、餐廳、紀念品店、動物區等，

我們拿著野⽣動物園的地圖⾛了⼀圈，看到⿅、兔⼦、⼭⽺、野豬，⼤約⼀個⼩

時的遊程，我們享受在這個⼤⾃然的美景中，悠閒地看著⼭下的景⾊，太過於愜

意了。 

 傍晚我們往⼭下移動，打算到湖邊搭船遊博登湖，由於天⾊已經接近傍晚，

我們決定買搭到德國林道的票，帶著興奮的⼼情踏上⼤船，觀光客不多，感覺很

清幽、悠閒，⼀上船便⾛到最前端的露天甲板上，乘著涼⾵前進好不愜意啊！隨

著船開始移動，浮動舞台從我們眼前經過，沒想到還有這個機會近距離地看⾒舞

台的樣⼦，原來舞台的背後⾧這樣啊～ 

 遊湖船帶我們經過湖邊各個城市，最遠到達德國的林道，明明是同⼀個湖，

⾵景卻截然不同，看著不同的城市⾵光，感受也很不⼀樣，我⼼想：能把博登湖

景盡收眼底，這趟船真是沒有⽩搭呀！回到布雷根茨碼頭，仔細⼀看，碼頭邊的

船都好有特⾊，從甲板上⾛向陸地，再⼀次回頭看這令⼈嚮往的湖景，⼼想我會

極度懷念這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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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Bregenz Festival ⽥野⽇記 

時間：2016/07/27 (WEDNESDAY) 

⾏程：布雷根茨（Bregenz）市區觀光 

天氣：晴朗無雲 

參與者：我、Ivy、⼦雯、泰咪、⼩劉、瀚哥 

⽥野筆記： 

	 ⼀樣起了個⼤早下樓吃飯店的早餐，只能說飯店的早餐太豐富了，我想我回

台灣會很懷念的，早餐時我們依然還不知道今天的⾏程，因為我們今天傍晚就要

啟程往薩爾斯堡移動了，所以時間不多，我們決定就在湖邊和⽕⾞站附近⾛⾛。

在⾞站附近看到⼀區商場，有好多餐廳還有⼀間很⼤的超市，⾛進去後就很難出

來了，買了⼀瓶看起來很好喝的啤酒，準備晚上暢飲！離開超市後，我們很悠閒

地找⼀間餐廳吃午餐，六個⼈點了不同的餐點，⼀起 share，⽽旁邊桌坐了德國⼈，

剛好⼩劉會德⽂就互相聊了⼀下，問我們為何來這裡等等。 

 回到飯店準備 check out，帶著不捨的⼼情⾛向⾞站，準備搭公⾞離開，真的

沒想到我們會為了⼀場歌劇到這個遙遠⼜⽐較難到達的⼩城市，但此⾏確實是很

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