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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十年來，文化觀光市場的扁平化，體驗經濟當道，伴隨著創意概念而興起

的相關發展策略，如創意產業和創意城市等，成為全球城市及文化觀光景點的熱

門選擇。本研究遂探討文化資源稀少的後工業城市，如何將工業遺產的活化策略，

結合學者 Greg Richards 提出的創意空間、創意奇觀與創意觀光三種發展模式，

來塑造城市與遺產的獨特性，並在全球市場中保有相對的競爭優勢。 

筆者以英國鐵橋谷與德國關稅同盟礦區為例，蒐集個案與體驗經濟相關的活

化證據，分析在不同的歷史脈絡、資源規模及政治環境等條件下，三項創意模式

同工業遺產結合的規畫要點，包括空間與實體建物、工業文化資源與社區居民的

運用，了解三項創意模式搭配進行的操作方式。接著，經由跨個案的比較之後，

試圖建構出一個客觀、以證據為基礎，且能普遍適用於其它工業遺產的「創意活

化框架」，來了解創意、觀光與地方發展的關係，工業遺產於地方發展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以及促成工業遺產永續發展的關鍵。 

 

關鍵字：工業遺產 創意空間 創意奇觀 創意觀光 鐵橋谷 關稅同盟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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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the problems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the raise of experience 

economy making the ideas of creativity, such as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reative city, 

become popular strategies to many cities and cultural attraction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how to combine the creative turn: creative 

spaces, creative spectacles and creative tourism introduced by Greg Richards with the 

adaptive-reuse of industrial heritages, to assist the post-industrial sites in shaping 

uniqueness and main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global market. 

Taking Ironbridge Gorge from the UK and the Zeche Zollverein from Germany 

as two cases,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evidences related to experience economy, to 

discuss how to organize the unused space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ocal community of 

the post-industrial cities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s contexts. After the cross-case 

study, the author will build up a creative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o 

reexamine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dustrial heritages to the post-industrial cities and to 

conclude the crucial point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Key words: industrial heritage, creative spaces, creative spectacles, creative tourism, 

Ironbridge Gorge, Zeche Zollv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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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緒論 

1-1 研究背景 

從確立「文化」作為一個重要的觀光動機開始，在全球刺激了許多的文化景

點，文化觀光走向扁平化發展，城市、區域甚至是國家間的競爭越趨激烈；而為

使觀光目的地與眾不同，決策者開始使用不同的創意(creativity)型態來發展觀光，

尋求如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與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等策略，作為觀光的

重要元素，促使城市與文化觀光客的關係就此改變(Pine & Gilmore, 1999; 

Richards, 2001; Richards, 2012)。 

另一方面，由於觀光客的教育水準普遍提升，後現代社會增加許多的技巧性

消費(skilled consumption)，以及對建立認同與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渴望

(Richards & Wilson, 2006)，使得走馬看花及一般的觀光設施享受已無法滿足，產

品與服務的區別逐漸模糊(Rodwin, 1991)；更多的是對於「觀光體驗」的追求，

尤其是能夠寓教於樂且貼近當地生活的觀光模式，備受觀光客的喜愛(Richards, 

2011)。 

觀察到消費市場開始以體驗為基礎，提供特殊的產品與服務以競爭時，學者

Pine & Gilmore (1998)提出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的概念，其中結合學者

Porter (1990)認為將產品精緻、專門化(specialization)，而不是削價競爭，將會創

造永續的市場優勢；以體驗的提供作為經濟發展的一種策略工具，開啟了體驗經

濟的廣泛討論與應用。 

經濟發展一路從初級產品、商品，轉換至服務和體驗來創造價值(Richards, 

2001)。體驗消費成為全球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項目之一，成功的產品或是服務，

不再只是物質層次的填補，而是消費者在使用產品與服務，所產生的愉悅回憶。

以體驗經濟作為產品與服務的行銷工具，使得休閒及娛樂產業等服務供給者，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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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問地成為今日全球重要的消費模式；跳過有形的產品，直接改善服務環境，

創造精緻氛圍，引導消費者參與其中，將服務轉化為難忘的經驗，展現快速轉換

的優勢(Pine & Gilmore, 1999; Lorentzen & Hansen, 2009)。 

於是，學者 Richards 同 Raymond 正式於 2000 年，引介創意觀光(creative 

tourism)的概念，分析從文化觀光到創意觀光的發展進程，認為創意幫助轉換傳

統的文化觀光形式，強調無形的文化資源及目的地的日常生活，都能夠作為觀光

資源使用；對於那些缺乏物質遺產的如後工業城市(post-industrial cities)，可以更

加有彈性、效率地使用基礎文化資源，並結合觀光，刺激文化符碼及創意活動的

產生，吸引觀光客前來(Richards & Wilson, 2007a; Richards & Wilson, 2007b; 

Richards, 2011)。 

 

1-2 研究動機 

隨著網絡社會的建立以及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成長，強化了「創

意」在城市發展的角色(Richards, 2012)。觀光、文化和休閒的發展合而為一，城

市及社區的本質與功能逐漸改變，展現獨特多元的地方生活風格和娛樂供給，成

為城市創造經濟成長的主要方式，而觀光客和地方居民的利益漸漸重疊，也意味

著城市不再只是最為一處工作場所(Florida, 2003; Jones & Evans, 2008)。 

當城市的文化與休閒功能增加，從劇院、購物中心到運動場館等基礎建設，

提供了舒適優質的生活及投資環境，除了能夠吸引觀光客前來消費，同時也服務

當地居民；來自不同領域提供的工作機會，為社會帶來廣泛、深層的文化變遷，

促進地方認同及社會經濟的多元發展(Jones & Evans, 2008; Richards, 2011)。這樣

的城市條件也是學者 Florida (2002)所認可，足夠吸引其定義來自設計、音樂和建

築等相關領域的一群「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es)，幫助城市在新經濟中繁榮茁

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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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學者 Richards 正式確立以創意空間(creative spaces)、創意奇觀(creative 

spectacles)與創意觀光三個創意發展模式(以下統稱創意模式)，在體驗經濟領導的

全球市場環境，形成創意、觀光與地方發展的重要關係論述(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a; Richards ,2011; Richards ,2013a)。 

創意從二十一世紀初期便開始蔓延全球，影響許多社區及城市的規劃

(Kunzmann, 2004)；儘管創造體驗通常被商人視為經濟活動，但有越來越多的公

部門藉體驗的創造，發展地方資源，特別是經濟衰退的區域(Richards, 2001)。歐

洲的觀光目的地也紛紛投入創意模式的操作，如德國「Germany’s creative 

network」，便是連結國內藝術、節慶、建築及音樂等文化資源，共同交織出獨一

無二的觀光體驗；而文化資源不甚豐富的後工業城市更不例外，包括西班牙巴塞

隆納(Barcelona)推廣的創意觀光，以及英國許多後工業城市，如曼徹斯特

(Manchester)聚集文化與創意產業(以下簡稱文創產業)形成的創意空間。 

因此，筆者意識到，當後工業城市開始使用創意模式進行發展規劃，必定會

影響工業遺產活化的方式與目標，因為根據學者 Evans (2005)定義文化與再生關

係中，「文化主導再生」(Culture-led Regeneration)的策略發展脈絡，及前人諸多

的研究與個案分析，可清楚結論工業遺產乃後工業城市的再生關鍵，且文化作為

一項重要的發展資源，確實主要是反映在文化遺產的使用上(Richards & Wilson, 

2006)；因此，在確認這樣的改變，是否衝擊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時，創意模式

定當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議題。 

 

1-3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本研究乃試著在全球市場從服務經濟朝向體驗經濟的過程中，蒐集與體驗經

濟相關的活化證據，以便重新建構工業遺產與城市發展的關係，提供工業遺產本

身與後工業城市一張更為清晰的永續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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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經濟的發展，使得工業遺產與城市的互動，由於 Richards 提出的創意模

式，出現了嶄新的目標與價值，工業遺產結合服務與知識經濟，也刺激更多發展

可能(Lorentzen & Hansen, 2009)。一方面藉由文化與遺產進行的城市再生，邁向

符號與象徵經濟發展，為地方創造新的意象和論述(Lash & Urry, 1994)，減少將

文化物件或資源當作傳統認知上的「遺產」使用(Hewison, 1987)，轉換遺產活化

的方式與態度，給予工業遺產更大的彈性，激發創意；另一方面，將工業遺產置

於整座城市的治理中心，作為領航的文化創意樞紐，創意在此發酵，並不斷向周

圍擴散，形塑城市品牌，協助後工業城市邁向創意城市。 

特別是處於文化普遍用於社會與經濟發展，文化觀光市場充斥著許多文化路

線及遺產景點等，造成文化觀光朝向大眾觀光發展的情況下(Richards & Wilson, 

2006)，文化創造獨特性的能力消失，引發文化「系列性複製」的現象(serial- 

reproduction)(Harvey, 1989)，究竟創意模式套入工業遺產活化的策略中，是如何

創造城市與遺產的獨特性，為後工業城市創造相對的競爭優勢。 

於是，首先要了解三項創意模式各自的規畫要點，如何同工業遺產，產生緊

密的合作，包括空間與實體建物、工業文化資源與社區居民的連結，形成一套創

意觀察指標，接著，分析英國鐵橋谷與德國關稅同盟礦區的工業遺產活化現況，

並經由跨個案的比較，討論代表性案例的相同、相異之處，了解在不同政策背景、

歷史脈絡與資源規模等條件中，三項創意模式的合作關係與操作方式，是否體現

理論所得出的觀察指標。最後，同時擷取兩者的特色與優勢策略，試圖歸納出一

個客觀、以證據為基礎，且能普遍適用於其它工業遺產的「創意活化框架」，佐

證創意模式與工業遺產的結合，將促成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綜合上述問題意識，

本研究將緊扣創意、觀光和地方發展的討論，來達到以下三點研究目的： 

（1） 了解「創意空間」的形成，是如何將文創產業的發展結合遺產閒置空

間，擴展城市經濟基礎，帶動地方產業發展，並且成為一個休閒消費

與文化功能兼備的社區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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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創意奇觀」如何善用工業文化與歷史資源，與創意空間結合，

打造工業遺產的觀光亮點，吸引人群不斷前來，灌注遺產活力生氣。 

（3） 了解「創意觀光」如何藉由推廣工業遺產，讓觀光客進入遺產社區的

日常生活，產生獨特的觀光體驗與互動，來促進地方知識循環，協助

整個後工業城市的創意發展。 

最後，本研究也將以綜合實務討論而建構出的創意活化框架，反思學者

Richards 的創意模式理論，希望透過實際案例的分析，提供更為充足的證據，協

助堅實理論基礎，或擴展理論本身的適用範圍。下頁表 1-1 為本研究流程設計： 

 

 

 

 

 

 

 

 

 

 

 

 

 

 

 

 

 

 



15 
 

【表 1-1】 研究流程設計(由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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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個案介紹 

本研究選取的兩項個案，不論在工業發展的歷史意義，或是遺產的特殊代表

性上，都存在著重要的普世價值，特別是藉工業遺產活化帶動區域再生的操作，

更是值得效法的對象；因此，當筆者觀察到兩項個案發展創意的相關證據時，關

乎到工業遺產的永續經營，更是必須研究與留意。 

首先，英國鐵橋谷依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世界第一座鐵橋於 1779 年佇立於

此，並於 1986 年成為第一項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UNESCO World Heritage)的

工業遺產，同時也是英國第一座世界文化遺產，被工業考古學家公認深具「工業

革命象徵」。回顧工業遺產過去五十年的發展歷史，鐵橋谷的角色舉足輕重：一

是工業考古學的系統建立，1959 年召開「全國工業考古學研討會」(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Archaeology)，接著於 1973 年舉辦首屆「國際工業紀念物

保存會議」(FICCIM，TICCIH 的前身)，積極提倡將工業地景納入世界文化遺產

的保存項目之一，促成今日「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的誕生。 

另一項貢獻則是現代工業博物館的模型建構，從對於生態博物館

(ecomuseum)的關注，到設置首座「活的博物館」(living museum)，目前鐵橋谷是

個共計有十座不同特色工業博物館的文化園區(cultural cluster)，儼然形成一創意

空間，使得鐵橋谷成為英國國內「鄉村型態」的熱門工業遺產、目的地之一，以

針對各種年齡與取向，培養觀光客主動參與及共同創造(co-creation)的工作坊著

稱，包括製陶、繪畫等特殊技能，都是與地方的傳統產業與文化資源連結

(Raymond, 2007)，並善用網路與媒體行銷，擁有各式各樣的節慶與展覽規劃

(Ironbridge Gorge: Annual Review 2011)。 

而德國關稅同盟礦區，堪稱歐洲地方重建政策的最佳典範。其成功透過建立

在地方特色之上的工業文化政策，整合了區域之間的發展，由政府與民間組織共

同努力，推廣傳統企業的革新，帶動區域的整體再生(Kilper & Wood, 1995; Knapp, 

1998; Hospers, 2002)。其中，位在埃森市(Essen)北部的一群關稅同盟工業文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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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Industrielle kulturlandschaft Zeche Zollverein in Essen)
1，於 2001 年登入世界文

化遺產名錄，象徵著德國的輝煌工業時代，包括過去從工業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

戰，都深深牽引著世界歷史的發展脈動，是目前歐洲保存規模最大、最完整，也

是最美麗的工業遺產群，深具建築與技術專業的指標性價值；並在 2010 年代表

魯爾工業區成為「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CoC)，是該計畫

首次跨越「城市」的概念，將由五十三座城鎮組成的魯爾工業區，視為一個文化

整體。「魯爾 2010」(RUHR. 2010)遂被德國聯邦政府的「文化與創意產業倡議」

(Initiative Kultur-und Kreativwirtschaft der Bundesregierung)，納入德國創意網絡 

(Kreativ-Netzwerk Deutschland)，成為節慶觀光亮點。 

分析兩項個案在創意、觀光與地方發展的策略時，可從兩方遺產社區與規畫

者對於工業遺產的認知、態度，以及將文化與經濟結合的方式，啟發社會重新思

考，工業遺產的活化，是以地方生活為優先，還是作為另一個城市行銷工具，而

兩種看似不同的規劃導向，卻同樣在引導工業遺產走向永續。 

再循著兩項個案背後的發展脈絡，欲了解工業遺產與城市再生的關係，就得

從身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說起。去工業化對其影響之鉅，在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英國便比其他歐洲國家早先面臨危機，尤其在重工業發展以及煤鐵專門化

的地區，更是為經濟結構轉型的問題所苦(Hospers, 2002)。於是，歐陸在一片百

廢待舉的狀態下，由英國開始發出許多關於重建計劃的論述，而這正是現代「城

市再生」的濫觴。 

與此同時，一股遺產熱潮(heritage boom)也在英國蔓延，自 1980 年代起，懷

舊復古的情懷不斷被包裝、推銷，遺產保存的運動也如雨後春筍般展開(Light, 

1991)，結合戰後休閒潮，由 1979 年執政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

積極推廣觀光。在當時歐洲轉向服務經濟的背景下，工業遺產觀光自然成為一項

有利的新結合，用來活絡地方衰敗的經濟，而這項相對新興的觀光類型，逐漸受

                                                      
1 包括關稅同盟十二號礦井區(Zollverein Schacht XII)，一／二／八號礦區(Shaft 1/2/8)，

煉焦廠(Kokerei)，三／七／十號礦區及礦工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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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後工業城市青睞，其經濟潛力正是在 1999 年德國魯爾工業區開啟的，一完整

區域的工業文化之路(Route der Industriekultur)，而被熱烈、廣泛地討論(Hospers, 

2002)。 

歐洲許多的相關計畫便是奠基於兩項個案，如 2000 年起於英國鐵橋谷迄至

德國魯爾工業區的「工業遺產之路」(European Rout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ERIH)，

獲得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的大量資助，期待圍繞著這些工業

遺址的觀光活動，可以幫助活化後工業地區，建立更堅實的經濟結構，同時形成

歐洲區域的工業遺產網絡(ERIH, 2000)。從英國到德國，從工業遺產觀光至近十

年來，創意的相關討論及運用，於歐洲成型的一套工業遺產與城市發展傳統，未

來也將繼續向世界傳播更多工業遺產活化的論述與示範，成為各地工業遺產競相

追隨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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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回顧 

 

2-1 文化、創意與後工業城市的發展 

工業遺產活化最初來自於全球經濟轉型，後工業城市的經濟發難。全球化

(Globalization)及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在過去五十年來的歐洲發展中有跡可循，

生產作業的標準化，生產區位逐漸移往勞力成本低廉的中歐及新興工業國家

(Dicken, 2003)，西方經濟便開始倚重服務部門的發展，也就是所謂以服務、通訊

和媒體等產業為基礎，特色是資訊與知識密集的新經濟(Jones & Evans, 2008)。 

這對於長久以來仰賴單一經濟結構的工業地區，面臨從工業社會轉型至服務

經濟的過渡時期，以及接踵而至的社會問題(Hospers, 2002)；包括經濟衰敗導致

社會事件頻傳，而原本是賴以為生的工作場所，同時也是分享信仰與文化的所在，

紛紛關閉與遷移，居民頓失對地方的認同與歸屬感(Edwards & Liurdes, 1996)。 

相較於那些早已累積豐厚文化資本，於世界坐擁獨特地位，如巴黎、佛羅倫

斯等的歷史大城，許多缺乏文化基礎的後工業城市，便不得不保護過去的工業歷

史(Richards & Wilson, 2007b)；關注藝術與文化遺產的結合，以及社會融合與社

區發展等相關政策(Roodhouse, 2006)，並改善既有文化資源的使用效率，利用文

化創造經濟效益，以刺激地方基礎建設的翻新，作為帶動城市整體再生的工具

(Throsby, 2010)。學者 Bianchini & Parkinson(1993)的研究也指出，特別是在衰退

的後工業城市中，地方政府開始積極地發展文化相關的基礎建設，與其抹去工業

遺產來解決去工業化的問題，活化工業遺產並融入現代城市生活，保存遺產的文

化價值，實現遺產建立地方感的功能，提供與過去的連結，幫助定義及維繫遺產

社區的文化特色(Cantell, 2005)，同時避免資源浪費，協助地方經濟再生，積極促

成了城市的永續發展(Sykora, Holicky & Markova, 2010 )。 

於是，自 1970 年代已降，「文化」便成為歐洲在後工業時代的經濟傳統：以

系列公共知名度高的文化活動及旗艦計畫，作為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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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劑，正是學者 Evans (2005)定義文化與再生關係中的「文化主導再生」。除

了傳統的產業項目，文化、休閒和一些技術密集的小型產業，紛紛成為城市再生

的關鍵(HRH, 2000)，並連同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於 1990 年代成為

再生政策的主流；以原有的城市模型作為起點，結合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共同發

展框架(Stratton, 2000)，企圖以遺產與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來提升地方價值，

這些都是學者 Ray (1998)定義的「文化經濟」(culture economy)發展策略(Richards 

& Wilson, 2006)。 

認識城市所擁有的遺產資源，不僅是凝聚地方的信仰精神，開發工業遺產的

綜合用途，融合城市設計，貼近地方生活，更創造出一種新舊並存、歷史與經濟

發展共存的永久機制，促進經濟繁榮、社會融合，以及優良的生活環境與工作機

會，確保遺產社區的永續經營((HRH, 2000; Loures & Horta & Santos & 

Panagopoulos, 2006)。當文化成為城市的社會建設，對於城市生活及經濟發展提

供了系列的好處，並為城市創造相對的競爭優勢(Zukin, 1995; Richards & Wilson, 

2007b)，這些都是學者 Richards 在其論述中不斷提及，創意於城市發展的實現基

礎。 

另一方面，從原本的生產導向，轉換到消費導向的經濟發展，使得這樣的策

略在某種程度上，牽涉到觀光的發展，促使城市期待吸引在全球流動的消費者，

作為地方收入與工作機會的來源(Richards, 2001)。類似的概念，同樣見於學者

Zukin (1995)提出城市的「符號經濟」(symbolic economy)討論。符號經濟指得是

城市的外觀與感覺，自1980年代工業遺產觀光為後工業城市帶來正面意像開始，

城市的意象便成為一項產品對外販售，形成以經濟去衡量、鼓勵城市空間與文化

設施的建立(Jones & Evans, 2008)。 

包括越來越多的城市經濟，開始囊括象徵性的產品，如娛樂消費及華麗的城

市裝飾，這種必須親臨現場並且與地方特色有關的消費過程，連結起體驗經濟與

觀光活動的緊密關係，城市福利建設及文化活動的品質再次被強調，形塑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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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價值的文化產業也成為體驗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Kunzmann, 2004; 

Lorentzen & Hansen, 2009)。體驗經濟的發展徹底改變了文化本身，文化政策以

及城市的發展策略，文化不再只是做為福利產品，而是成為一項全球市場性的商

品(Freestone & Gibson, 2006)。 

體驗製造也成為許多歐洲區域對抗經濟問題的主要方式(Richards, 2001)。成

功的文化主導再生策略，被許多城市視為相對保險的發展工具，於是競相利用雷

同的文化元素，依循類似的發展模式，產生系列性複製的問題；讓地方獨特的文

化變得過度商品化(Commoditization)，文化觀光市場也漸趨扁平化，對觀光客不

再有任何強烈的吸引力，文化觀光已然變成大眾觀光(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b)。並且，隨著二十世紀後期全球化市場的發展，愈加便

捷的交通與通訊，促成區域網絡的建立，使得各地的資源與勞力可以互通有無，

加速消除了許多「地方」的競爭角色(Porter, 1998)，跨國企業的出現，對於進行

投資的地點有更多的考量與選擇，資金也開始擴大在全世界流動著(Gomez, 

1998)。 

這樣的改變，使得地方面臨的最大挑戰，即是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環境中，善

用城市的社會、文化與象徵性特質，去維繫、開發並使用自身的獨特性(Hitters & 

Richards, 2002; Richards & Wilson, 2006)。在過去，交通、水源和工業發展的需要，

決定了人們聚集與城市生成的位置(HRH, 2000)，而如今，由於服務產業對於物

質資源的需求相對較少，傾向在提供適宜的居住及商業環境來發展，使得文化主

導的城市再生策略，越來越強調高品質的城市設計，一切兼具美感與功能性，以

利城市行銷(Jones & Evans, 2008)。去創造一個「地方」，販售這些地方，也就是

販售地方獨特的意象，可吸引投資者、觀光客，甚至是具龐大經濟產值的移民

(Philo & Kearns, 1993; Revill, 1994)，這樣充滿社會互動價值的地方生產空間，仍

深具魅力與意義，對於需要觀光客親自拜訪，以得到真實性的體驗經濟來說，十

分重要(Pratt,2000; Evan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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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學者 Richards 從這樣的趨勢，發表了許多利用「創意模式」來為地方

製造特殊體驗的方式。包括劃分出一塊創意飛地做發展，形成一個具備視覺與情

感吸引力的創意空間；或是主動提供創新的娛樂活動給觀光客，如充滿許多特色

文化活動的創意奇觀，這樣的節慶和大型賽事，不僅是創造就業率，同時也是提

升地方生活品質(Richards, 2001)。還有匯合創意空間與創意奇觀而成的創意體驗，

是呈現地方既有固定的文化景點，並創造更多文化資源的過程，是跳脫博物館、

遺址等傳統景點，從文化觀光邁向創意觀光的關鍵(Richards & Raymond, 2000)；

適合原本資源就比較稀少的地方，能夠有效結合、善用地方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

源來發展，讓觀光客主動參與地方日常生活，確保地方的永續經營(Richard, 

2006)。 

創意的運用，能為許多已標準化的空間塑造獨特性，創造經濟效益，建立真

實性(Zukin, 2009)。除了提供體驗服務之外，「地方」本身也隱含了誘人的論述，

可吸引觀光客前來，藉由地方品牌的建立，為地方包裝美感，城市行銷便可成為

一種體驗的傳達(Lorentzen & Hansen, 2009)；尤其當觀光體驗及地方的文化象徵

意義，因為全球同質的競爭者眾，而逐漸失去特殊價值時，體驗經濟的彈性功能，

使得各城市能夠各自籌畫不同的體驗活動，也就容易強調城市的獨特性，並根據

此獨特價值賺取更多、更高額的消費，特別是對於後工業城市而言，更是一項重

要的發展工具(Pine & Gilmore, 1999)。 

且消費者關於體驗的認知，是建立在其文化、歷史及社會上的特殊性價值，

因此，在挖掘體驗經濟的空間潛能及重要性時，理所當然是專注發展一特定地區，

及其擁有的一段特定歷史(Lorentzen & Hansen, 2009)；在這樣的過程中，文化觀

光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能改造地方環境以達到觀光客的需要(Richards & Wilson, 

2006)，且為使一地顯得獨特、有差異性，保存及煥新遺產資源，並將城市中的

遺產整合包裝，塑造出一種符合現代城市生活，具吸引力的獨特文化氛圍，成為

受歡迎的方式(HRH, 2000; Cole, 2004)。 



23 
 

當工業歷史轉換成觀光資源使用，可強化觀光客對地方文化的真實性與品質

認同，而活化工業遺產的建築與閒置空間，則是保存工業遺產作為地方代表性建

築(iconic building)，成為一種特別的文化符號(cultural symbol)，能使城市的正面

意象增加，藉此吸引投資與觀光客的拜訪(Throsby, 2010)；另一方面，這樣的創

意開發過程，還能幫助遺產社區豐富其文化價值與傳統，滋養社會結構(Alonso, 

O’Neill & Kim, 2010 )，並節省發展成本，幫助城市永續經營(Sykora, Holicky & 

Markova, 2010 )。同時，創意的製造過程需要包括供給者、消費者和決策者等的

參與，於是有更多的地方企業、學術機構與一般居民，都能參與文化相關部門的

運作，為地方經濟帶來多元貢獻，並使遺產社區的居民獲得與觀光客較為對等的

關係(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2011)。 

所有關於創意的發展，都影響了城市與區域對於自身的發展潛力，以及競爭

優勢的定位思考，創意作為一個全新的發展模式，也成為文化產業擴展的關鍵，

(Throsby, 2010)，擺脫過去文化部門缺乏彈性及活力的印象，幫助開發創新的文

化商品，並持續滋養地方的文化經濟；創意帶來的革新，迎合了廣泛的政治議題

與需要，如同過去的文化策略，創意成為了城市發展與再生的基礎，甚至有逐漸

取代的趨勢(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b)。 

面對體驗經濟，後工業城市已由過去的文化主導再生，與商業結合成為新型

社區，具備一定的資源基礎，在工業文化復興之後，也逐漸累積了自身的文化底

蘊；所以當工業遺產與創意結合，為得是在全球市場競爭，而不再只是突破去工

業化的窘境時，該如何持續地為後工業城市創造兢爭優勢，並確保工業遺產的永

續經營，正是本研究接下來所要討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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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創意模式與工業遺產活化 

2-2-1 工業遺產與創意空間 

 

回首去工業化的過程，地方的經濟發展首當其衝。傳統產業式微，甚至是消

失，引發大量的失業潮，導致地方陷入貧窮、人口流失，區域發展不均等問題

(Ramaswamy & Rowthorn, 1997)。特別是在工業革命的激情過後，留下的廠房、

辦公室等與頗具規模的閒置空間，造成城市空間的破碎，原本該屬於居民的城市

空間也被剝奪，成為城市的治安死角，無法作為其他發展用途，土地的功能與價

值蕩然無存。 

為挽救這些後工業城市的頹勢，必須改變工業遺產閒置空間的土地利用，協

助更新必要的基礎設施，並打破地方的單一經濟結構，吸引投資及人群的重返，

以帶動地方的商業發展及財富累積(Rodwin, 1991)；然由於工業區通常是個龐大

複雜的群集，包括了遺產主體的歷史建物以及周邊的閒置空間，所以在修繕和保

存上，需要一筆可觀的支出(Edwards & Liurdes, 1996)，而後工業城市正是缺乏資

金與能力，來維護文化遺產的「原貌」。學者傅朝卿(2004)即認為，不同於一般

的公共建築或房屋，工業遺產中並不存在視覺藝術上的傑作，也無法當作純展示

的對象，所以不太可能以保存其原貌與原機能的方式來維護，否則易因周遭環境

的改變，而與地方變得格格不入。 

因此，活化工業遺產，開發更多的用途與價值，貢獻地方經濟發展，以重新

建構與遺產社區的關係，成為工業遺產保存的新趨勢。為了改善社會大眾對工業

遺產抱持的態度，使工業遺產的存在更加合理化，確保其永續發展，在保存策略

上需要適度的彈性；與其將原有的建物進行額外的更新，或是將其修復回歸過去

的功能，依照遺產本身的生命週期變化，或其與空間的關係進行活化，以迎合現

代需求，同時也將遺產原有的歷史與結構融於活化的過程當中(Snyd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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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根據近十年來，文化逐漸佔據城市的經濟開始，當地方需要一個全新

的發展模式，為其創造更多的特殊性，避免觀光目的地為彼此競爭而產生的文化

複製現象，刺激了從文化產業邁向創意產業的轉換過程。創意產業的發展型態，

通常是相互聚集且高度聯結於市中心週圍，因此吸引許多衰退城市利用其作為再

生的工具，規劃城市內文化空間的使用，從一般消費朝向生產與創意發展；而為

使整個過程與效益能更加具體顯著，則必須在創意生產的實體空間內，同時提供

創意消費的機會，並將空間主題化成為一「創意空間」，連結文創產業、創意階

級與觀光發展，藉此說服政府與投資者(Zukin, 1995; 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b)。 

工業遺產既為城市中閒置多餘的現成空間，恰能以相對低廉的租金，提供給

尚處於發展中的經濟型態，也就是通常屬微型且脆弱的創意產業，作為發展基地

使用，而工業遺產也正需要這些創意經濟的活水注入(Richards, 2011)；以遺產象

徵的地方產業與傳統精神，過渡至現代結合經濟用途來活化，提供給地方的文化

活動與創意產業使用，能提升工業遺產的價值，保護遺產建築(Evans, 2009)。在

許多城市如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與德國的漢堡，工業遺產成為地方產業的一環，是

受歡迎的工作空間(Hospers, 2002)。 

依照學者 Richards & Wilson(2007b)；Richards (2011)對創意空間的定義：通

常是一個處於閒置階段，能被賦予某種既定構想的場所，包含各式各樣的創意產

業與活動，兼具生產與消費的特殊功能，能一次提供大量的文化娛樂消費，幫助

創意生產者鎖定及吸引潛在的消費者，是說明觀光與創意產業關係，最直接的表

現形式。創意空間也讓政府方便管理與扶植創意產業，在地方創意經濟的發展扮

演重要角色，為地方發展多元的論述，製造更多的吸引力。而不論是文化園區

(cultural clusters)或是創意園區(creative quarters) (以下合稱文創園區)，都屬於創

意空間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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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城市的魅力表現，取決於不同類型的地方產業。所以當創意產業不斷地

聚集，其所連結的各種意象塑造與象徵性產品的交易，就能積極幫助地方發展出

獨特的文化論述，建立城市品牌，繼而吸引十分看重生活風格與文化價值的創意

階級(Florida, 2002; Hitters & Richards, 2002; Jones & Evans, 2008)。許多城市相繼

開發文創園區，依賴其產生的創意氛圍與活力，及工業遺產本身具有的象徵性文

化符號，吸引更多的創意產業與人才聚集，以帶動創意活動的發生，領導地方的

經濟建設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7b; Evans, 2009)。 

文創園區的運作本質，同學者 Porter(1998)所闡述的產業群集(cluster)，能匯

集人才與技術，藉此產生知識財與產業網絡等資源，幫助地方機構發展出專門的

訓練模式、相關研究與基礎建設，促使群集的競爭力和能見度不斷提升，繼而形

成一個獨特的品牌，減少額外的行銷工作，且因遠在其他地區的對手無法取得，

而逐漸成為地方持續的兢爭優勢。創意產業本身即十分仰賴著這樣的實質連結，

由於在多數的文化生產領域中，人力資本替換不易，創意產業難以達到一定的經

濟規模，所以本質上傾向於群集發展的形式，藉由彼此的創意交換與網絡合作，

共同分享生產設備，吸引相同的消費者或是聯合行銷(Hitters & Richards, 2002)。 

事實上，在許多擁有悠久歷史的地方與城市，早已形成近似於文創園區的發

展，只是在近年來，才被「正式」認可為一個城市再生的策略，最早可參考英國

於 1980、90 年代，在後工業城市雪菲爾(Sheffield)及曼徹斯特(Manchester)形成

的文化產業園區；陸續也有不少對於文創園區的專門研究與討論，但大抵都不出

城市設計與經濟發展的理論，結合對藝術文化消費、文化生產及創造地方的策略，

尤其是關注文創園區中，建築與空間的關係運作(Montgomery, 2003)。 

當全球化讓世界民族高度混雜，國家的文化認同消失，文化被高度同質化時

(homogenisation)(Zukin, 1995)，文創園區能藉由連結地方行動者(actor)
2，將流動

的空間鎖定於城市環境中，使得創意產業的聚集，展現地方化的活力與創新

                                                      
2 此為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概念，一種社會學理論。認為在一個社會中，人與非人

的行動者(Actor/Acant)之間，所存在的一切結合與互動，都是一個行動者網絡，維護著社會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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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ters & Richards, 2002)。文創園區的發展，不僅成功地將廢棄的建築與新用途

融合，提供一處生活與工作的場所(Richards & Wilson, 2007b)，其規劃與發展潛

力，保存並鼓勵了地方的文化生產與消費(Montgomery, 2003)。刻意去設計或活

化的一個閒置空間，使用極具彈性，其中的建築群體用於舉辦各種文化相關活動，

營造出鼓勵文化與藝術服務發生的環境，一方面成為地方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間，

幫助建立地方認同；另一方面則多元文化供給，改善、豐富地方的夜生活，提升

地方形象，藉此吸引公私部門的投資，同時招睞更多的創意產業和觀光客前來，

增加地方就業機會(Ray, 1998; 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 

Roodhouse, 2006; Richards, 2010)。 

而對於文創園區來說，為了能在城市紋理中表現突出，並將產品有效傳遞給

廣泛的大眾，最顯著的經濟效益，就是有能力將不同創意生產者匯集於此，結合

文化與其他功能，開發各種創意功能和氛圍，吸引大量的消費者對創意活動進行

消費，讓生產與消費並重，才能保證群集中的個別成員皆能受益(Hitters & 

Richards, 2002; Richards & Wilson, 2006)。學者 Montgomery(2003, 2004)也認為，

獲得地方的支持與資源，是文創園區的永續關鍵，所以必須培養一群地方消費者，

且為了迎合現代人彈性的工作型態及多元的消費模式，一個成功的文創園區，必

須以綜合經濟(mixed- economy)的型態來發展，使群集內部存在互補性

(complementarity)，博物館、餐廳及夜間經濟(evening economy)都支持著一個文

創園區的發展(Porter, 1998)，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同時進行，呈現豐富多元的文

化活動及消費選擇。 

以最常見的碼頭與濱水地區的工業遺產活化為例。身為 2008 年歐洲文化之

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CoC)代表的英國利物浦(Liverpool)，乃首度展現

活化工業遺產，發展新興商業與文化活動的最佳示範，是許多後工業港埠城市效

仿的對象。負責利物浦城市再生的梅西賽德發展股份公司(Merseysi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利用於 2004 年登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利物浦海事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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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pool Maritime Mercantile City)的組成之一—亞伯特碼頭(Albert Dock)，在

1980 年代將其中一系列的港埠建築和倉庫，陸續活化為酒吧、錄音室及工作坊

等，地面層進駐文化與零售業，包括梅西賽德海事博物館(Merseyside Maritime 

Museum)，以及泰德利物浦美術館(Tate Liverpool)，再上層是辦公室和公寓，形

成亞伯特碼頭文化特區。 

綜合使用(mixed-use)的發展模式，包括住宅、辦公室、零售業與文化空間等

不同的功能取向，滿足了不同的使用者，迎合各種消費市場的需求，增加觀光客

數量(Cole, 2004)，並確保工業遺產長期的活力和經濟成長，同時分散發展風險

(Stratton, 2000a; Montgomery, 2003)。而當工業遺產有了新的活力和風貌，從前人

們不敢靠近的水岸邊，開始有船隻行走，商店聚集，文化休閒活動不斷在此發生，

城市的意象就此改變，幫助開發觀光市場和吸引投資，為後工業城市帶來直接的

收入，也藉此讓社會大眾認識及欣賞遺產價值與後工業城市文化(Lee, 2009)。 

另一個案例，則來自於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西瓦斯工業文化園區

(Westergasfabriek)。在學者 Hitters & Richards(2002)針對文創園區的跨個案研究中，

指出西瓦斯工業文化園區藉由開發遺產建築的創意潛力，成功塑造出其文化中心

的形象與創意氛圍，強化地方的認同信仰，並提升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意象。從

1992 年規劃為一文化空間開始，園區內的建築陸續租售給私人部門使用，包括

許多文化相關的組織與產業，各種不同形狀與規模的遺產建築，深受創意產業的

喜愛；且除了一般的租售空間之外，園區在短短 1992 至 97 年間，就有將近 400

場的短期承包活動，半數以上是節慶、表演及展覽等，其他則是商展、時裝秀及

電影劇集的拍攝，兼顧文化休閒與消費需求來打入各個分眾市場。 

從上述案例可知，文創園區有別於傳統保守的文化公部門結構，不太需要仰

賴政府的支持，而是傾向從地方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需要來發展，以結合藝術文

化的消費、文化生產及地方品牌，由社區的需求及居民願意付費使用而產生；這

其實也暗示著，文創園區要建立在原本存在或即將形成的群集上，而非憑空去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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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個全新的(Roodhouse, 2006)。 

當城市在面對，或是與價值創造的全球體系連結時，容易威脅到地方原始的

社會文化脈絡，故要發展地方的文化資本，就必須利用地方知識與特色，反映在

地方產業的產品製造過程中(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開發新的

經濟活動是件難事，特別是知識與技術密集的創意產業，因此，許多文創園區都

與地方學術機構有密切的合作連結(Montgomery, 2003)，培養及教育地方的知識

經濟和技術性人才，讓群集所需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可就近取得，成為城市發展的

首要任務(Jones & Evans, 2008)。且為使文創園區的效益最大化，群集成員必須

積極參與及建立一些地方作為，如投資地方，並與地方政府及相關組織，建立起

公私部門的良好聯繫與對話空間(Roodhouse, 2006)。當大學的畢業生選擇留在當

地生活、工作，支持地方產業，甚至是建立起自己的文創事業，貢獻地方經濟時，

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從事行業，也刺激了地方文化生活的發展。這樣的過程，吸

引更多的企業與個人加入文化部門，擴大創意發展的地方參與，帶來多重的經濟

效益，幫助激發創意生產的美感價值(Richards & Wilson, 2006)。 

創意空間讓人們確認及強化「創意」作為一種嶄新的文化形式(Richards, 

2011)，是目前全球競相開發的一種永續模式，在歐美各主要城市，都存在著致

力於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創意空間(Hitters & Richards, 2002)。文創園區在特定的城

市空間中，將外部市場有效連結至地方的生活風格，強化了地方的認同、吸引力

及市場位置，並在全新的經濟競爭環境中，改變傳統認知上，大學、企業組織和

政府在地方發展上的角色(Roodhouse, 2006)；幫助文化藝術產業建立企業化的運

作模式，刺激文化多樣性與民主化，並為老舊凋敝的建築找到新生命，對地方居

民及使用者而言，呈現並象徵著地方的認同意義(Montgomery, 2003; Mommaas, 

2004)。 

而由工業遺產形成的創意空間，從歷史、社會經濟及文化的角度切入，審視

閒置空間的品質、永續性及多功能性，將前人留下的工業遺產及場域精神，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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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城市的地景規劃中(Loures & Horta & Santos & Panagopoulos, 2006)，利用空

間與建築物的關係，塑造出一股文化歷史，兼顧其文化意義與現代價值，使之生

命週期不停循環，以自身條件得到經濟上的生存能力(傅朝卿，2004)，確立工業

遺產活化，對於經濟、地方居民和文化發展的當代貢獻(HRH, 2000)。 

 

 

2-2-2 工業遺產與創意奇觀 

 

所謂創意奇觀，即文化藝術類的節慶活動(festival)(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a)。隨著體驗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城市文化生產，

如前述創意產業及創意空間的出現，一方面也刺激出許多新的文化景點與節慶產

生(Richards, 2013a)。 

節慶在城市的創意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創造體驗的絕佳工具，濃縮了時

間與空間，讓創意生產者與消費者能同時出現，並將整座城市視為一個大舞台，

任何一個街廓或是開放空間，都可以作為文化生產的中心，地方文化與日常生活

就是節慶的素材(Richards, 2001)；提供的產品可能是一齣表演、一個形象或一種

聲音，能有效將各種感官體驗結合並商品化，組成一整個套裝策略，再藉由資訊

科技，分配至地方與國際市場中(Montgomery, 2004)，為城市創意與觀光的直接

連結(Richards, 2011)，廣受觀光客的喜愛。城市也無不樂於舉辦節慶，來展示各

種地方文化的現代產品形式(Prentice & Anderson, 2003)，特別是當節慶與城市空

間結合，文化就能傳播至不同的區域，或是文化貧瘠的地方，而節慶所帶來的觀

光客，也能對城市內的其他觀光景點產生「外溢」效果(Richards & Palmer, 2010)。 

事實上，關於現代節慶的發展，美國歷史學家 Daniel Boorsti 於 1960 年代，

就曾提出所謂「假事件」(pseudo-events)的相關討論，預言了媒體的興起與現代

節慶的關係，以及世界各地瘋狂慶祝運動、文化和遺產的現象，不同於過去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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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慶典，現代節慶是有目的性的計畫，並希望社會大眾聚焦的媒體導向。文化節

慶從原本的皇家慶典、權力的儀式，以及工業時代中產階級的資助施予，到後現

代成為一項結合商業與公共文化的活動，一直以來都在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Richards & Palmer, 2010)。 

特別在網際網路的出現後，虛擬世界取代現實，讓人們對於社會接觸(social 

contact)的需求增加(Richards, 2014)，加上現今的消費者，在經由不斷的角色挑戰

與轉換後，已刺激出足夠的創意能力，去吸收、運用城市網絡所提供的文化資源

(Sacco, 2011)，文化消費的模式從消極的接受轉變為主動的參與(Richards, 2011)；

於是，需要觀光客花費時間「親臨現場」(being there)，提供共同參與的體驗魅

力，以維繫社會與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讓節慶本身就是一個觀光目的地，一項

創意元素，其數量在近十年中快速成長，成為廣受城市關注的發展策略之一

(Prentice & Anderson, 2003)。 

節慶是城市改變的一種動機與力量。學者 Richards & Palmer(2010)表示：節

慶擁有強大的能力去塑造一個奇觀及氛圍，讓觀眾充分享受到參與感，是以相對

少的花費在短期內達到最大的效益，比起有形的基礎建設更具使用彈性，其中的

文化生產乃城市經濟要素，而文化消費則可塑造城市生活與意象。儘管節慶活動

看似短暫，但其產生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是一項珍貴的現代商品，城

市能據此快速發展特別的文化主題，幫助文化資源稀少的城市建立榮譽感，刺激

經濟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a)；節慶與觀光的結合，

還能突顯外部形象，增加城市的創意和「國際化」氛圍，吸引創意階級(Florida, 

2002)，為蕭條的城市灌注活力、重整形象，包括英國的格拉斯哥(Glasgow)和荷

蘭的鹿特丹(Rotterdam)等後工業城市，均使用相同的手法。 

另一方面，節慶促使文化活動的供給，從過去受限於音樂廳、劇院和博物館

等傳統文化設施上，轉向一種文化計畫的概念，廣泛地包含節目策畫及空間使用，

活動空間可以是火車站、運動場和花園等，不僅擴大節慶影響的實際範圍，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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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人都參與其中。這些地方層級的藝術與文化活動，鼓勵了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提供就業機會，讓一些處於社會邊緣的團體重新被納入社群中

(Throsby, 2010)。 

從促進經濟發展、創意生產到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現代社會充斥著節

慶活動，以迎合各種不同的發展需求(Richards, 2014)。節慶成為城市發展與再生

的核心進程，無論規模與複雜程度，任何城市都適合開發、規畫一個專屬的節慶

市場，許多類似「節慶之城」(festival city/city of festivals)的口號，更成為打造城

市品牌的熱門選擇，龐大的節慶產業(events industry)，因此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和

政治力量(Richards & Palmer, 2010; Richards, 2014)。 

然而，儘管節慶本身可能成為一個創意中心，開發更多的新節慶及文化產品，

但由於其本身生命週期短，無法為地方經濟及文化發展帶來長期的效益(Richards, 

2001)，加上創意的高流動性，使得該如何開發節慶的創意，並實際嵌入城市規

劃，成為一項重要的關鍵(Richards, 2013a)。舉辦節慶需要創造一個公共空間，

抓住流動的觀眾，而成為奇觀的場所，將被賦予生命活力，為其原本固定的結構

加入彈性，並延伸其作為文化地標的意象，於是在現代網絡社會中，節慶、空間

與觀光三者的發展關係被不斷提升。 

對於創意空間來說，通常將文化節慶視為一項「附加」活動，或是用來鼓勵

區域內小型的文化生產(Richards, 2001)。一個空間若沒有經常性的活動，便會失

去人們的興趣和關注，而節慶能時時提供與開發活動來源，讓空間充滿生氣

(Richards, 2013a)；且節慶兼具流動性與永恆性(timeliness)，作為文化、空間及經

濟交流的工具，成為城市在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及地方化的平臺，

其產生的大量文化消費，激勵了地方創意部門的生產，所帶來的國際人脈，也促

進了交流與創新。 

學者 Richards & Palmer(2010)進一步指出，創意空間不僅是節慶發生的舞台，

更是體驗生產的場所，能夠幫助節慶創造價值，整座城市的意象也同時被這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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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形塑，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甚至在某些特定的節慶，使用獨特和意想不到

的空間，能激發新的靈感想像，吸引更多潛在的觀眾和媒體關注；像是廢棄的工

業建築，以其本身的氛圍，加上空間的多元使用可能，能讓節慶恣意發揮，以懷

舊及新奇為主打，開發不同類型的觀眾，特別是年輕族群(Hospers, 2002)，而遺

產乃一個地方在時間與空間的結合，具有特殊的象徵和社會意義，對節慶意象也

有加分作用(Richards & Wilson, 2006)。 

在歐洲，於 1985 年由歐盟啟動的「歐洲文化之都」計畫，便創造了許多令

人印象深刻的工業遺產空間使用，以及發揮節慶的社會文化功能。回顧歐洲文化

之都的早期發展，主要是為達成文化上的目標，且經濟規模相對不大，不過這樣

的情況，自英國的格拉斯哥於 1990 年成為第一個獲選的「後工業城市」後，突

顯節慶所促成的經濟發展與意象提升，成為了具體的再生目標；許多二線城市也

開始視歐洲文化之都為發展契機，更加關注基礎建設的投資，以吸引觀光客的目

光，打響國際知名度，當然文化與社會仍是重要的再生目標。 

其中，法國里爾(Lille)於其 2004 年的活動期間，在城市及周邊地區，包括鄰

近的比利時，開闢了十二座公有文化中心—瘋狂之家(Maisons Folies)，作為工作

室、展演空間及生活休閒等用途，成功展現了節慶、遺產空間與城市發展的合作

關係，並讓節慶能有持續的效益。以里爾的 Wazemmes 地區為例，將工業遺產釋

放為公共空間，以廢棄紡紗廠的地下室，改建為一座東方浴場，讓地方少數民族

擁有更多的社會空間，給予其「擁有」城市的感受；而以少數文化為主題的活動，

或是一個以少數文化命名的空間，讓文化節慶所包含的跨文化議題，在此充分落

實，充滿草根性的文化生產與創意也由是而生(Richards, 2014)。這群地方居民，

作為節慶主要的觀眾來源，活動的初始者，其支持才是節慶能夠順利發展的關鍵

(Richards & Palmer, 2010)。 

而節慶的短暫使用，使得工業遺產的價值被重新定義與重視，甚至是從一個

平凡無奇的空間，轉換成另一種奇觀。當工業遺產一躍成為代表性的文化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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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為地方帶來正面的價值及文化認同(HRH, 2000)，還與參與其中的人們創

造出一種新的關係；遺產空間的意義，不再僅由實際的文化物件來賦予，更多的

是來自地方情感的關係連結(Richards, 2013a)，妥善的使用及了解遺產背後的歷

史文化，也是工業遺產成功永續的必要過程(Loures & Horta & Santos & 

Panagopoulos, 2006)。而當工業遺產與節慶有效結合成觀光景點時，能刺激其他

更多的文化設施產生，提升地方文化資本，連帶的基礎設施更新及美化，則能提

振地方精神，幫助遺產社區建立社會榮譽感(social pride)和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 Jones & Evans, 2008; Throsby, 2010)，真正以節慶來為城市創造長期的

效益(Richards, 2001)。 

同時，節慶也幫助城市邁向更穩定的文化經營(cultural operation)。為活動競

標開始企業化的營運，節慶的舉辦逐漸轉成公私合作的模式，或由政府簽約委派，

甚至擁有專門的節慶籌辦組織，地方學術機構也扮著演重要的角色，像是里爾在

活動年結束後成立的「里爾 3000」(Lille 3000)文化計畫，負責延續歐洲文化之都

的能量；另一方面，投資和贊助在許多節慶中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使得城市必

須與媒體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因為媒體有權力去塑造一個節慶的成敗與否，並

投射城市的地方與國際形象，足以左右一個節慶的觀光客、廣告宣傳及贊助投資

數量(Richards & Palmer, 2010)。 

由此可知，節慶的規劃必須達成一系列的目標，可能是發展個人潛力、教育

目的、社會融合或經濟利益，透過對地方資源及利益關係人的管理，來達到城市

或區域的整體目標，而不僅僅是實現單一的活動(Richards & Palmer, 2010)。不過，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節慶對於城市再生多有幫助，但也存在著一些潛在問題。 

對於現代觀光客來說，比起節慶的文化內涵，觀眾想得到的往往是節慶的「體

驗」而已：學者 Van Aalst & van Melik(2012)根據從海牙(Hague)移師鹿特丹

(Rotterdam)舉辦的北海爵士音樂節(North Sea Jazz festival)研究指出，現今有許多

節慶中的創意元素，其實已經脫離地方的社會文本發展，節慶的觀眾最終是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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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節慶本身，而不會對節慶舉辦的地點投以忠誠。同時，當這股節慶競爭擴及全

球，產生了節慶數量浮濫及節慶疲乏(festival fatigue)等現象，讓節慶面臨直接的

競爭，許多西歐的傳統節慶，紛紛思索如何掌握四處流動的觀光客與表演者，或

重新連結地方與全球文化，傳統與當代文化，不停地進行創新(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a; Richards, 2014)。  

於是，學者 Lange(2012, p.26)認為，唯有在特定場域配置成形的節慶(field 

configuring events)，才能有效地創造獨特的意義符碼和文化價值，因為節慶是結

合歡愉的主題氛圍與藝術呈現，其活動內容無法脫離地方脈絡而存在(Richards, 

2014)。特別是對於小型城市而言，雖然單一的節慶並不足以改變其意象，但卻

能藉此提升其重要性和競爭力，居民對地方情感的加深，也能強化城市特色，透

過高品質的小型節慶，一樣能在地方和區域成功(Richards & Palmer, 2010)。 

節慶乃城市實體再生的動機，而再生的對象則會是節慶的靈感來源(Richards 

& Palmer, 2010)，許多成功的文化節慶，就是結合了地方不同的行動者，妥善配

置於其環境，共同塑造出一創意奇觀，並促進城市的意象與品牌產生(Richards & 

Wilson, 2004; Richards, 2013a)。在這樣的過程中，除了是與不同的「外部市場」

磨合品牌所推廣的城市認同與意象，也必須持續協調居民與文化策略的關係，取

得「內部市場」不同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認可(Lorentzen & Hansen, 2009)。

根植於遺產社區與地方文化的觀光發展，一方面結合遺產管理者、贊助者及地方

社區的共同合作，一方面也讓觀光客親臨現場，與節慶共同創造，才能產生一個

獨特真實的體驗，促成永續發展(Alonso, O’Neill & Kim, 2010; Richards, 2014)。 

對於後工業城市而言，工作、購物和休閒娛樂，通常是人們對於所居城市與

城市文化的認同，而利用公權力刻意去創造、操縱出來的文化特色則注定失敗

(Evans, 2011)。當節慶化的城市已超越原本的節慶概念，以全新的形式如兼具教

育意義、購物和娛樂等，來整合各項活動，使得城市空間的使用，紛紛展現多元

的娛樂消費功能，也讓工業遺產有新的發展可能，建立起與地方居民之間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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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確保其功能與價值的永續(Hannabus, 1999)。 

最後，當整座城市都是節慶活動的展示時，就有更多的公共空間、特色建物

乃至整個城市環境，被不斷地開發與連結，最終使城市轉換成一個完整的消費空

間，形成觀光客、居民與城市之間，一種新的社交型態(Richards, 2013a)。從單

單提供一項文化物件，讓觀光客被動地消費，到城市創意的發展，以精心策畫的

節目和主題挑選，使節慶變成一股創意潛力，進而轉換成一座節慶化

(festivalisation)的城市，提升地方生活品質，並讓地方創意能與觀光客直接連結

(Richards & Palmer, 2010)。節慶必須達成的，是一個城市或區域的整體目標，而

不僅是實現單一活動而已，根據學者 Prentice & Anderson(2003)對愛丁堡國際藝

術(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的分析認為，節慶其實也是創意觀光的一種形

式，但不同的是，創意觀光不僅是讓觀光客「親臨現場」，甚至還要與之互動

(Richards & Wilson, 2006)。 

 

 

2-2-3 工業遺產與創意觀光 

 

所有關於的創意發展，都需要仰賴穩定持續的流動客源，所以觀光是創意發

展的必要條件(Richards & Wilson, 2007a)，包括創意的人才、產品、過程與地方

發展，創意與觀光以各種不同的型態融合(Richards, 2011)。創意與觀光的關係，

正是地方的創意發展需要流動的消費者，而這些消費者尋找的是地方創意

(Richards, 2013a)。 

創意觀光作為一種新的觀光形式，具有改變現有觀光發展模式的潛力，提供

觀光客創新多元的體驗(Richards, 2009b)；除了開發地方的創意產品與體驗，創

意還可用來復興既有的觀光產品，促進創意產業發展，形塑地方氛圍(Richards, 

2013a)。特別是對於後工業城市來說，要以傳統的方式行銷是有困難的，因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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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地貌通常都已破壞殆盡，只有相對較少的遺產景點能夠發展觀光，儘管工業

遺產觀光將過去的歷史文化都完整記載，但以此來行銷發展卻不太容易，於是紛

紛將重心放在當代、體驗式的創意觀光上(Smith, 2009)。 

創意觀光是文化觀光的延伸，能避免系列性複製及文化觀光大眾化的問題，

提供較為彈性與真實的體驗(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11; Richards, 

2013a)。學者 Richards & Raymond(2000)認為，當文化觀光逐漸成為一塊熱門市

場，城市無不希望能從中分食利益，回饋社區居民，維持地方文化供給，導致在

過去二十年間，城市的遺產與文化景點快速出現，並且遠遠超過需求的成長；無

可否認地，文化觀光的發展帶來許多正面的影響與好處，但文化觀光的快速成長

卻開始製造問題，包括文化物件的開發過度商業化，以及地方文化商品化等。自

確立文化在城市再生中的角色開始，城市競相建立文化地標或舉辦大型節慶，使

得全球的文化觀光景點開始面臨激烈的競爭，還有來自其他類型觀光景點的挑戰；

而全球化發展同樣影響觀光產業的運作，許多城市開始仰賴跨國企業的投資，導

致許多地方的標準化，逐漸失去地方特色與價值(Smith, 2009)。對於城市而言，

發展一個獨特的意象及文化認同變得更加困難，大眾觀光下的標準化產品，也使

得遺產的資訊被過度簡化，喪失觀光體驗深度(McKercher & du Cros, 2002)。 

於是，學者 Smith(2009)建議：過去，文化產業主要由政府掌管，並受其資

助，但隨著國家補助逐漸萎縮，決策者迫使文化產業往商業導向發展，讓文化與

創意產業的交集漸漸增加；決策者與文化業者必須為文化觀光發展，找到一個更

為創意的發展途徑，包括創意的建築外貌與內部裝潢，可增加博物館與藝廊的吸

引力，並使其轉換為一個獨特景點或文化地標，打造品牌以利行銷，或是加入科

技和互動式軟體，讓活動充滿體驗性，才能與其他使用高科技且精緻的休閒娛樂

競爭。 

另一方面，在瀰漫物質主義和過度消費的現代社會，許多人對物質商品已不

抱期待，轉以縮減或向心靈探索的體驗(Smith, 2009)。尤其是在體驗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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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對於文化服務的消極消費模式，逐漸轉換成以互動、學習及實作等，更

為積極的參與形式；觀光客不再只是對目的地的景物有興趣而已，他們也開始想

「嘗試」文化的聲音、味道與觸覺，這與技巧性消費(skilled-consumption)的成長

也有關，而技巧性消費意味著有更多對創意休閒的需求(Richards, 2001)。 

由於現代人休閒時間的珍貴，假日活動便成為學習及自我發展的機會，為得

是藉由學習來感受存在、建立認同，作為社區的一份子，以及找尋與世界的聯繫

(Richards, 2009b)，也希望在這同質性越來越高的社會，建立認同與獨特的生活

風格以和大眾區別(Richards & Raymond, 2000; Richards & Wilson, 2006; Timothy, 

2011)。學者 Richards & Raymond(2000)定義的「創意觀光」一詞：即在觀光過程

中，由被動轉為主動消費，讓觀光客能夠自行發展其創意潛能，決定體驗的創造，

並獲得成長認同自我，藉由觀光體驗累積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基於上述生產方與消費方的共同需要，觀光開始使用更多的無形文化元素，

如意象與地方氛圍，轉換成體驗及觀光產品，而當無形文化的重要性提升，意謂

著文化觀光的內容與類型也在改變；觀光客開始中意規模較小，且尚未被其他觀

光客發現的驚喜之地，因為在這些地方才能與更多的當地人接觸，參與地方的文

化與創意實踐中，遇見所謂「真實的文化」(Richards, 2009b)。創意與觀光的共

同本質，正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上，消費者在觀光過程中的主動參與及所產

生的體驗(Richards, 2001; Richards, 2011)。 

這與傳統認知上的文化觀光或遺產觀光，在形式內容與影響有很大的不同：

包括學者 Edwards & Liurdes (1996)定義的工業遺產觀光(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為發生在與早期工業發展有關的人為場址、建築，以及地景上的觀光

活動，與學者 Hospers(2002)的遺產觀光分類，都較偏向有形的實體建物使用；

而原本就缺乏實體資產的後工業城市，也必須意識到體驗的製造，不該只是觀光

供給者的工作，同時也需要觀光客的參與(Richards & Wil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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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文化觀光也相當關注文化的體驗性，如工業遺產主打懷舊之情，但仍被

視為較被動的消費模式，觀光客多半僅享受遺產和藝術景觀；娛樂雖然也是透過

感覺被動地吸收，但體驗不僅是要娛樂觀光客，還要讓他們參與其中(Richards, 

2001)。創意觀光正是關於在假期學習地方知識，藉由加入工作坊及課程等，從

當地人身上獲得特別的技能，或是透過與地方居民與文化的接觸，過著當地生活，

來開發觀光客的創意潛能與自我認同(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 

Ivanovic, 2008; Richards, 2011; Richards, 2013a)。當觀光客「親身」體會觀光目的

地，為當地的社會文化價值所影響時，便逐漸成為體驗的共同製造者，除了得以

更貼近目的地的文化，在利用自身的創意技能與地方居民互動，與目的地的日常

生活建立新關係後，便轉換了原本地方與凝視者(gazers)的反身關係，朝向一個

更為永續的互動模式(Maitland, 2010)，對於尋找真實性體驗而言也相當重要

(Smith, 2009)。 

由於創意觀光強調地方小型的生產與消費，意謂著觀光活動需要以「個體」

的方式進行(Richards, 2009a)，所以體驗的產生在本質上是屬於個人的，連結自

身的論述，讓每個人都能以個性化的方式參與其中(Pine & Gilmore, 1999; 

Richards, 2013a)。而由觀光客直接參與製造出來的體驗，都將會是獨一無二，無

法輕易複製的(Richards, 2009b)，確保了產生的體驗將具真實性且與眾不同

(Richards & Wilson, 2006)，因為根據研究指出，觀光客對地方的個人認同與連結，

甚至是觀光體驗，都可以決定真實性的衡量標準(Timothy, 2011)，真實性的概念

相當地主觀，學者 Pine & Gilmore(2007)甚至認為體驗無所謂真不真實的差別，

因為體驗發生於個人的內在，是一個個體對於事件的內在反應。當然，與文化觀

光相同的是，創意觀光根據涉入程度的不同，也會有不同類型的體驗：從主動的

參與到被動地觀看他者的創意表現，甚至連購買創意商品，都可視為一項創意觀

光活動(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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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體驗仍「有可能」被複製，如迪士尼(Disney)便是箇中好

手(Richards, 2009b)。學者 Pine & Gilmore(1999)也意識到此便指出：體驗除了強

調參與和娛樂之外，還有一項超越體驗本身的價值，那就是轉換(transformations)

的功能，也就是體驗會去改變消費它的人，體驗不僅娛樂消費一個面向，還包括

教育學習。研究發現，對於拜訪遺產遺址的觀光客而言，「教育」仍是其重要的

觀光動機(Poria, Butler & Airey, 2004)，因此在近十年來，許多文化及遺產觀光目

的地，紛紛轉型成為具教育性質的場所(Cook,2001)；然而，觀光客仍是為了休閒

而旅遊，所以學者 Judith Rodin 提出：儘管教育是一件嚴肅的事，但不代表教育

體驗不能是件快樂的事，所以她提出「寓教於樂」(edutainment)的概念，主張觀

光的同時也能吸收知識。 

包括學者 Timothy(2011)也主張：寓教於樂的方式能夠引起並維持觀光客的

注意，包括較為被動觀光客的興趣，幫助文化遺產比其他一般的休閒娛樂活動更

有競爭優勢；且教育是遺產詮釋最好的一項工具，啟發觀光客了解與欣賞地方文

化，喚起大眾對遺產保存重要性的體認，從正規的教育途徑，通常是博物館，非

正規的則是媒體科技，幫助文化遺產活起來，變成「可體驗」的產品。學者

McKercher & du Cros(2002)則認為，文化觀光景點應該鼓勵參與和體驗享受，並

在個人意義上使用這些遺產，可提升體驗品質，於是，許多遺產管理者或是策展

人，都開始承認娛樂活動也能具有教育價值，甚至使學習更有趣，還能擴展市場

基礎，得向更多人傳遞遺產相關資訊，使遺產獲得更廣泛的支持。 

這樣的改變，也促使觀光目的地開始以科學與技術為導向，利用多媒體裝置，

增加許多互動性及多重感官展示，觀光客不再只是「觀看與閱讀」這些遺產(Bonn, 

Joseph-Mathews, Dai Hayes & Cave, 2007)。學者 Timothy 進一步說明：藉由延伸

體驗，從實際動手的操作學習或是田野旅行，能幫助觀光客加深體驗的印象，比

起教科書上的圖片與數據還來得有效，且互動式的裝置，讓觀光客能自由選取需

要的資訊，並能增加各種感官的體驗，迎合個別的需要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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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越來越多文化觀光景點，特別是博物館，改變了原本作為權力主義的

象徵(authoritarian)，開始提供工作坊(workshop)或是互動裝置，藉由博物館與參

訪者的「共同創造」，形成現代博物館的價值意義；並希望透過互動、學習及動

手做的參與消費模式，保證觀光客的體驗品質，也是增加觀光目的地魅力的最佳

方式(Richards, 2001; Richards, 2013a)。另一方面，當創意觀光開始強調更多的無

形文化元素，如意象與地方氛圍等，讓主要負責塑造這些元素的媒體，漸漸在觀

光活動中佔有份量(Richards, 2009b)，包括網際網路的使用，都是創意觀光的重

要支持，能一同將地方的文化消費推廣至國際層次，並自然形成市場區隔(Hitters 

& Richards, 2002; Richards & Wilson, 2006)，吸引對的觀眾，幫助維持目的地的品

質(Richards, 2009a)。科技所帶來的體驗跨度、價值和可能性是無可限量的，但

使用媒體來增加體驗娛樂性的同時，也要注意不能蓋過遺產的風采(Timothy, 

2011)，遺產的主要目標還是一般性的教育或意識培養，管理者需特別注意教育

與娛樂之間的平衡(McKercher & du Cros, 2002)。 

一般而言，除了連結當代的體驗產業，創意觀光的發展也奠基於地方的創意

與知識，以及社區的傳統文化實踐上(Smith, 2009; Richards, 2013a)。儘管創意的

原則可套用在任何地方，但最成功的是以地方內生的創意資本為基礎，塑造出特

殊的吸引力，才能將流動的創意牢牢抓住(Richards & Wilson, 2006)；創意觀光強

調的是無形、活的文化，而不只是有形、靜止的文化遺產(Richards, 2011)，這揭

示了城市真正的文化，比刻意建構的景點還要有吸引力，除了提供驚奇的要素，

也同時維持了地方感，這樣真實的地方空間，正是觀光客所尋求的(Smith, 2009)。 

一個地方的獨特性，不僅是由實體環境所建立，同時也由當地的居民塑造；

而創意的產生，則是包括觀光客，以及觀光客與居民的互動(Richards & Wilson, 

2007a)。因此，對於許多後工業城市來說，創意不僅是優勢，而且是唯一的選擇：

後工業城市唯一的資源正是地方居民，而發展創意能完整發揮其人力資源，協助

地方的經濟重建，讓缺乏「真正」文化資本的後工業城市得以再生(Richar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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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2000)。 

深究過去工業遺產觀光的效益，其經濟上的貢獻與工業發展相比，雖然服務

部門提供的，都是屬於中高收入的工作機會(Jones & Evans, 2008)，但觀光產業

本身較不穩定，且通常是兼職或是季節性的職缺，無法完全補償去工業化造成的

失業人口(Edwards & Liurdes, 1996; Stobart & Ball, 1998; Jones & Munday, 2001; 

Dick, 2003)。縱使從 1980 年代開始，工業遺產觀光與地方經濟計畫結合(Cole, 

2004)，使後工業城市得以加入歐洲服務經濟的體系當中，但實作上，工業遺產

觀光對於區域重建的影響仍然有限，且應用並不普遍，只有在英國稍為盛行

(Soyez, 1986; Hospers, 2002)。 

對照創意觀光的發展，在經濟方面，除了一般的協助擴展地方經濟，增加就

業與收入之外，由於創意作為一個「過程」，讓觀光資源的使用比有形的遺產更

為永續，且更具流動性(Mobility)，適時地幫助閒置空間的活化以作為觀光用途，

對於預算有限的觀光目的地，也不需花費龐大的經費另外興建文化設施；而創意

的彈性與創新，讓觀光目的地能相對快速地推出觀光產品，創意的稀少性及難以

複製，則易於增加價值，使觀光目的地具競爭優勢(Ray, 1998; 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10)。 

然而，創意觀光變得越來越重要，不僅是因為其幫助地方文化的銷售，吸引

潛在的觀光客，更重要的是，幫助城市重新思考，以創新的方式改善文化觀光的

窘況，刺激地方的文化與創意消費，提升地方創意潛能，並利用觀光來支持地方

認同，幫助解決更為廣泛的經濟、社會及文化問題，促成地方的永續經營(Richards 

& Wilson, 2007b; Richards, 2011)。當地方的小型產業能夠更積極地加入城市網絡

時，就促進了創意產業的成長，以及參與民主化(Richards, 2009a)：將地方的傳

統文化，甚至是弱勢文化，視為創意觀光的資源，能夠賦予弱勢文化及族群權力，

提升其社會地位和資本，能重回到主流文化在經濟市場拼搏，同時增加觀光目的

地的文化獨特性(Richards, 2011)；這也幫助緩和為菁英服務、被定義為「高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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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藝術活動及產品，與充滿商業性的大眾流行文化之間，一直以來都存在的

緊張關係(Smith, 2009)。 

創意觀光為觀光目的地提供的，是一個能塑造獨特文化產品，幫助與其他競

爭者區別的全新模式，包括強化傳統的觀光產品，開發地方專門技術和傳統的潛

力，提供更多創新的發展可能(Richards & Raymond, 2000; Richards, 2009a)，讓任

何一個地方都具有潛力，結合地方的知識、技能、實體資產、社會資本和氛圍等，

來開發適合的創意活動，提供獨一無二的體驗(Richards, 2011)；然而，這不代表

創意觀光是一項簡單的活動(Richards & Wilson, 2006)。 

創意的發展必須將城市看作一個整體(Richards, 2013a)，而成功的關鍵是城

市本身也變得創意，並發展出一系列的新技能，幫助創意觀光發展之外，還要能

幫助地方的文化發展(Richards, 2009a)。這樣的一座創意城市，需要創意的政府

和創意的領導力(Florida, 2002)，透過創意觀光的實踐，將觀光與不同的地方塑造

策略，包括推廣創意產業及吸引創意階級等結合(Richards, 2011)。其中，以創意

空間與創意觀光結合，所帶動的意象建立與再生效益最為顯著(Richards, 2013a)：

創意觀光將創意集中於特定的空間，而這樣的空間則提供地方的創意與知識，成

為創意觀光的養分(Duxbury & Murray, 2009)。 

就以西班牙的巴塞隆納(Barcelona)為例。在過去二十年間成功的創意再生策

略，讓巴塞隆納的形象從一個工業貿易城市，搖身一變成了地中海的國際性都市

(Richards & Wilson 2007)。政府在城市內開發許多文化設施和創意產業的發展空

間，包括將前製造業集中區 Poble Nou，作為供給教育、創意與革新生產的創意

園區，推動巴塞隆納與加泰隆尼亞地區的設計平臺；以及陸續於 1992 年舉辦的

奧運及 2004 年的「文化全球論壇」(Universal Forum of Cultures)，每年也會有不

同的主題慶祝，如2002的高第年(Gaudi Year 2002)，喚醒大眾對文化資產的重視，

並持續創造社區的集體記憶(Smith, 2009)。巴塞隆納的創意觀光發展，也證明了

除了地方文化之外，創意本身也可成為一項觀光景點(Ivanovic,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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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觀光支持地方的創意活動，幫助克服有限的資源環境，吸引潛在的觀光

客群，減少對標準發展模式的依賴(Fillis, 2009, p.146)，並在與觀光目的地不斷地

接收並交流知識的過程中，將觀光客培養成地方文化的專家，了解並尊重地方文

化，藉此改變觀光主客權力的拉扯，不論是觀光客之間的關係，或是觀光客與目

的地的關係，都將會影響地方的永續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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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乃藉由找尋工業遺產活化的多元用途中，與體驗經濟發展相關的證據，

以應證學者 Richards 提出的創意模式，確實發生於工業遺產的規劃使用上，並協

助後工業城市的整體發展。因此，筆者將採用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主要根據

學者 Yin(2003)提出的個案研究設計方法，直接針對實際案例的探討，分析工業

遺產的活化現況，以及創意模式正活躍進行的現象，用作解釋後工業城市為何需

要創意，並且是如何規劃工業遺產與創意模式的結合。 

接著，為讓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筆者將進一步使用多重個案研究法

(multiple case study)。使得本研究除了在選取的兩項個案中都能有所發現，並藉

由個案間的綜合分析，擴大理論的實踐基礎或者突破理論本身(Yin, 2003)；最後，

建構出一合適的理論框架，牢固研究結果，並增加本研究所推導出，工業遺產創

意活化框架的可參考價值。 

而在資料分析途徑上，則以學者 Patton(1987)三角檢定法(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中的「資料校正」(data triangulation)原則，在同一個研究中使用多

種類型的資料來源，如官方報告、社群媒體等，將研究建立在幾個論證不同的事

實，但卻能相互應證的證據上，全方位地考察與檢驗，以增加研究結果的信效度。 

 

3-1 個案研究法的運用與工業遺產活化 

選取個案研究法來了解工業遺產活化這項議題，乃是由於個案研究法適用於

探討現實生活正在進行的現象，且欲研究的現象與真實環境的界線不甚明顯時

(Yin, 1989)，可用以解釋現今創意、觀光與地方發展密不可分的種種因素，並描

繪出體驗經濟的趨勢下，工業遺產活化正面臨的改變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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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個案研究的核心意圖，在於展現出一個或一系列的決策過程，不僅是了

解工業遺產活化的本質與意義，更必須分析各種事件的前後因果，都與工業遺產

的使用現況存在高度的關聯，包括一系列與遺產社區、地方政府至全球市場的互

動脈絡。 

本研究為剖析創意模式與工業遺產結合的未來趨勢，重要且必要的工作，便

是回顧從文化至創意的發展進程，了解工業遺產活化關鍵的前後承襲與轉折，才

能協助探討當後工業城市觸碰到全球化，為了達到城市與國家在觀光發展與投資

競爭的需要，開始對創意的重視與運用，將如何重新規劃工業遺產的創意使用，

或保存文化向創意所延續有價值的用途，確保其對於後工業城市發展的重要性。 

其中，與歷史分析法不同的是，個案研究法的資料來源，還包括直接觀察法

與訪談法，獲得資料的來源管道將更多元，資料的種類也將更為廣泛，有利於研

究者全方位地考察問題，將個案研究建立在幾個不同，但相互確證的證據來源上，

使研究結果將更為準確，提高解釋效用(Yin, 2003)。 

此外，個案研究對象的功能是必須具有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Stake, 1978)，

與其綜觀整個歐洲的遺產使用與觀光政策，直接從案例的實際活化現場，輔以如

機構研究和媒體報導等最新資訊，獲得可以對理論進行批判或驗證的研究結果，

特別是讓選取典型個案的研究結果，有更充分的說服力，協助加深創意模式與工

業遺產結合的認知。 

 

3-2 多重個案研究法的運用與理論框架建構 

除了單一個案研究，個案研究法的另一種形式是多重個案研究，屬於分析性

的歸納研究。單一個案研究設計，只適用於批判與啟示型的個案，而多重個案研

究設計，則在可能出現的不同變因中，重複地驗證理論，使得推導出的結論更具

說服力(De Vaus, 2001; Y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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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工業遺產活化的單一個案研究來說，多半是希望了解代表性案例中，地

方發展策略如何左右工業遺產的使用規畫(如 Avery, 2007; Alonso, O’Neill & Kim, 

2010)。然多重個案研究，則能藉由跨個案的比較，在個案與個案間相互的論證

下，析出個案間的「普遍形態」與「特殊形態」，完成在理論層次中進行的理論

推導(Yin, 1989)(如 Cantell, 2005; Storm, 2008)，讓研究結果付諸真實。 

因此，為歸納出一工業遺產的創意活化框架，本研究必須採用多重個案研究

法：首先，針對英國鐵橋谷與德國魯爾工業區兩項個案，找出個別的創意活化證

據，了解工業遺產與後工業城市發展的具體連結；接著，經由的跨個案比對討論，

細究其中相同、相異的活化目的與方式，考慮個案所處的整體情境脈絡中，特定

變因如發展背景、規模與資源條件等的影響(De Vaus, 2001)，將是如何主導遺產

個案與創意模式結合時，所呈現今日多元的活化風貌。 

並且，遵從多重個案研究的複製法則，也就是在兩項個案的研究過程中，申

明在哪些條件下，工業遺產與創意模式的結合將有可能出現，同時突出某些非關

鍵性的差異條件，考察是否都能得到工業遺產創意活化的證據，繼而推論出一套

較為完整準確的創意活化框架。 

最後，本研究也將根據這套創意活化框架，依照台灣工業遺產與城市發展的

脈絡，在同樣從文化朝創意的過渡中，反思台灣目前的工業遺產使用現況，期待

能夠提出具體、可執行的改正與未來規劃。 

 

3-3 資料來源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文獻(documentation)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用來建立理論基礎與

研究架構。文獻的整體價值在個案研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自然真實，能夠

包含實際生活發生的現象，提供確切的名稱與細節，且涵蓋層面廣，所跨越的時

空背景與事件內容較為豐富(Y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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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整的資料蒐集與文獻呈現，需要考慮到各式各樣的表現形式，包括影

音圖文、書面及電子檔(葉乃嘉，2008)，而實際的文獻分析，便是從這些文字與

非文字的資料中，理出脈絡以了解特定現象的一種研究方法(歐用生，1989)。 

以文獻作為研究的資料來源，可為個案研究帶來幾項貢獻：文獻的主要作用，

是提供一些具體、確鑿的細節，以證實或檢驗在其他來源獲取的資料，包括確認

資料中的組織名稱及單詞拼字等是否正確，以及文獻與其他資料是否產生矛盾；

另外，也可從文獻來進行推導，抽析其中的線索並歸納出結果，作為研究的重要

內容(Yin, 2003)。 

本研究蒐集的文獻包含了文件、檔案記錄、網站和學者研究，以及來自社群

網站、報導與直接觀察的一手資料。為找出工業遺產與創意模式結合的證據，筆

者將分別從中央政府以及個案所在的區域與城市，提供之官方報告中，有關觀光、

文化和創意產業發展的數據分析與回顧，了解政府對遺產項目和觀光的政策趨勢

與建議方向。 

接著，從個案所屬的營運機構之公開報告與宣傳、出版品中，直接觀察工業

遺產的空間使用，節慶與觀光規劃等實際活化情形，以及與城市在經濟和社會文

化方面的發展合作；這其中，除了紙本的資料，由於網站已是觀光客蒐集資訊及

認識目的地的首要管道(Timothy, 2011)，從個案網站的訊息呈現，也能夠直接了

解工業遺產的活化目標、觀光項目、推廣計畫和鎖定客群等，這些都可觀察工業

遺產的活化，是如何反映城市的文化與創意發展策略，以及實踐創意、觀光與地

方發展的連結。 

另外，筆者也蒐集到一些由官方指導、個案委外，或是共同合製的報告書，

承接部門包含研究機構、大學和顧問公司，以及參考與個案連結的社群網站和報

導，了解觀光客的回饋及個案同地方居民的互動。歸納上述結果的同時，對比學

者 Richards 及其他與創意模式相關的專門研究，驗證個案是否符合創意模式的規

劃內容與目的，並從這樣的脈絡中，釐清工業遺產今日所展現的多元活化樣貌。 

 



49 
 

3-3-1 資料來源 

 

（一）個案管理單位之研究報告、宣傳與出版品 

個案機構指得是工業遺產本身的直接管理單位，實際負責執行各項活化工作，

也是面對觀光客與地方居民的首要窗口。 

 

1.英國鐵橋谷：由鐵橋谷博物館信託負責整個區域內的工業遺產，包括十座

工業文化博物館的經營發展，共有從 2008 至 2012 年的年度回顧報告(Annual 

Review 2008-2012)，詳盡回顧每年的觀光規劃與回饋效益，以及 2010 至 2014 年

的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 2010-2014)，另外還有行銷總監 Paul Gossage 發表的

「Marketing the Ironbridge Gorge Museums」。 

 

2.德國魯爾區：主要有關稅同盟基金會出版之專書《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工業文化之夜 2011 至 2013 年的訪客調查報告(ExtraSchicht 

Besucherbefragung 2011-2013)，以及 2013、2014 年的官方活動宣傳「Extraschicht 

auf dem UNESCO Welterbe Zollverein 2013」3、「Spielortprogramm ExtraSchicht 

Essen2014」。 

 

（二）區域與城市之觀光、文化與創意相關計畫與研究報告 

本研究的兩項個案都是連結週邊城鎮，跨越行政界線共同發展觀光，以整合

工業遺產資源，增強觀光吸引力，只是在規模與合作的緊密程度上會有不同。 

 

 

                                                      
3
 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1c4196e6954987bdd000fcf/ExtraSchicht_2013_UN

ESCO-Welterbe_Zollverein.pdf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1c4196e6954987bdd000fcf/ExtraSchicht_2013_UNESCO-Welterbe_Zollverein.pdf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1c4196e6954987bdd000fcf/ExtraSchicht_2013_UNESCO-Welterbe_Zollvere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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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國鐵橋谷：所在的特爾福德與里金區議會(Telford & Wrekin Council)，獲

得國家文化、媒體與體育部及兒童、學校與家庭部(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 Families, DCSF)的獎助計畫，執行並發表了「Telford & Wrekin’s Find 

Your Talent Programme 2008-10」，鐵橋谷博物館信託(Ironbridge Gorge Museum 

Trust Limited, IGMT)也參與該計畫，提供系列的工作坊，協助創新文化供給、創

意產業發展及社會參與等；在官網都有計畫說明，包括「Telford Culture Zone」4、

「Find Your TALENT」5、「Shropshire Learning Gateway」6，和＜Find Your Talent 

Programme 2008-10＞結案報告7。  

 

2.德國魯爾區：主要是工業文化之夜的活動報告「ExtraSchicht – The Night of 

Industrial Culture」和「Extraschicht Evaluation：Facts & Figures」。 

 

（三）個案官方網站 

此部分將選取能直接觀察個案的遺產空間使用和觀光規劃的網站，藉此了解

個案在客群鎖定、節目安排及發展目標的各自取向。 

 

1.英國鐵橋谷：鐵橋谷博物館信託8的官網，傳達谷內十座工業文化博物館的

詳盡資訊，可分析工業遺產活化後的詮釋與呈現方式，而「Visit Ironbridge」旅

客中心網站，則有更多的娛樂休閒項目，以及鐵橋谷最盛大慶典「世界文化遺產

節」(World Heritage Festival)的活動介紹。 

                                                      
4
 

http://www.telfordculturezone.com/all-projects/archived-projects/ironbridge-world-heritage-f

estival 
5
 

http://www.findyourtalent.org/pathfinders/telford-wrekin/projects/world-heritage-festival-rive

r-severn-arts-project#tab-1 
6
 https://www.shropshirelg.net/curriculum-subjects/stem/stem-homepage/ 

7
 載於特爾福德—里金議會官網：

http://www.telford.gov.uk/downloads/file/2866/telford_and_wrekins_find_your_talent_progra

mme_2008-10_final_report。 
8
 http://www.ironbridge.org.uk/ 

http://www.telfordculturezone.com/all-projects/archived-projects/ironbridge-world-heritage-festival
http://www.telfordculturezone.com/all-projects/archived-projects/ironbridge-world-heritage-festival
http://www.findyourtalent.org/pathfinders/telford-wrekin/projects/world-heritage-festival-river-severn-arts-project#tab-1
http://www.findyourtalent.org/pathfinders/telford-wrekin/projects/world-heritage-festival-river-severn-arts-project#tab-1
https://www.shropshirelg.net/curriculum-subjects/stem/stem-homepage/
http://www.telford.gov.uk/downloads/file/2866/telford_and_wrekins_find_your_talent_programme_2008-10_final_report
http://www.telford.gov.uk/downloads/file/2866/telford_and_wrekins_find_your_talent_programme_2008-10_final_report
http://www.ironbridg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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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國魯爾區：主要的幾大入口網站，包括「Metropole Ruhr」9和「Ruhr 

Tourimus 」10，涵蓋多種如藝術、節慶與消費等主題式的休閒娛樂項目，能夠一

次全面性的瀏覽魯爾區的觀光供給，關稅同盟礦區的主要網站則有「Stiftung 

Zollverein」11與「Ruhr Museum」12；其他空間規劃有「PACT Zollverein」13、「Casino 

Zollverein」14和「Red Dot design Museum」15，活動網站如「Extraschicht」16。

其他補充說明如杜伊斯堡的「景觀公園」17，及歐柏豪森的「瓦斯槽」(Gasometer 

Oberhausen)
18，介紹地區的工業歷史，說明遺產使用現況，以及各種與遺產結合

的文化藝術活動與創意產業發展。 

 

（四）社群網站與報導 

此部分將蒐集與個案相關的社群網站、地方媒體報導，以及個案官網收藏的

新聞檔案與新聞稿，以了解個案活動的實際運作情形，為補充筆者無法長期居於

個案作觀察的資料來源。 

 

1.英國鐵橋谷：除了個案官網的新聞收藏，還有來自地方的媒體報導，

「Shropshire Star」19、「shropshirelive.com」20、「Express Star」21及英國 BBC 地方新

聞「BBC News Shropshire」22，還有博物館信託的臉書專頁，筆者於此與世界遺產節

組織者聯繫，獲得不少寶貴資訊23；另外，鐵橋谷博物館信託的官網也直接連結目

                                                      
9
 http://www.metropoleruhr.de/  

10
 http://www.ruhr-tourismus.de/ 

11
 http://www.zollverein.de/ 

12
 http://www.ruhrmuseum.de/index.jsp 

13
 http://www.pact-zollverein.de/ueber-uns/geschichte 

14
 http://www.casino-zollverein.de/ 

15
 http://en.red-dot.org/ 

16
 http://www.extraschicht.de/ 

17
 http://www.landschaftspark.de/startseite 

18
 http://www.gasometer.de/de/ 

19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 

20
 http://www.shropshirelive.com/  

21
 http://www.expressandstar.com/  

22
 http://www.bbc.co.uk/news/england/shropshire/ 

23
 https://www.facebook.com/theironbridgegorgemuseums?fref=ts  

http://www.metropoleruhr.de/
http://www.ruhr-tourismus.de/
http://www.zollverein.de/
http://www.ruhrmuseum.de/index.jsp
http://www.pact-zollverein.de/ueber-uns/geschichte
http://www.casino-zollverein.de/
http://en.red-dot.org/
http://www.extraschicht.de/
http://www.landschaftspark.de/startseite
http://www.gasometer.de/de/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
http://www.shropshirelive.com/
http://www.expressandstar.com/
http://www.bbc.co.uk/news/england/shropshire/
https://www.facebook.com/theironbridgegorgemuseums?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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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最受歡迎、可參考性高的旅遊社群網站「Trip Advisor」24，可獲得觀光客的回

饋，了解鐵橋谷觀光體驗的傳達成效。 

 

2.德國魯爾區：除了個案官網的新聞收藏，關稅同盟基金會的臉書專頁25，也

提供許多礦區的活動訊息、報導與照片。 

 

（五）直接觀察 

為蒐集一手資料，筆者於 2012 年夏天在鐵橋谷與魯爾區待過數日，行前也

累積了一定數量的相關資料，對個案有基礎的認知，兩趟走訪筆者也皆以學者

Richards 的創意模式理論來觀察，並仔細紀錄下當時工業遺產各方面的活化情

形。 

 

1.英國鐵橋谷：在鐵橋谷時曾聽取簡報，並與鐵橋谷博物館信託的主席對談，

同時也在鐵橋谷內最大的景點—布利茲崗維多利亞小鎮(Blists Hill Victorian 

Town)(以下簡稱維多利亞小鎮)，向員工、志工及觀光客進行簡單短暫的訪談。

而在魯爾區時，則實際訪查四個工業遺產個案，拍攝照片並蒐集大量的宣傳品。

筆者於此接連參觀了谷內半數的工業遺產景點，實際體驗博物館聚集所打造的

「創意空間」，包括布利茲維多利亞小鎮、工學博物館(Enginuity)、磚瓦博物館

(Jackfield Tile Museum)、柯爾布魯克戴爾博物館(Coalbrookdale Museum)以及鐵

橋與收費站(The Iron Bridge & Tollhouse)；也在一旁觀察了磚瓦博物館工作坊的

實際運作，了解「創意觀光」於鐵橋谷的實踐，可惜未參與到「創意奇觀」的節

慶活動。 

 

 

                                                      
24

 http://www.tripadvisor.co.uk/ 
25

 https://www.facebook.com/Zeche.Zollverein.Essen?ref=ts&fref=ts  

http://www.tripadvisor.co.uk/
https://www.facebook.com/Zeche.Zollverein.Essen?ref=ts&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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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國魯爾區：筆者曾探訪魯爾區內各城市的工業遺產代表景點，比較各處

工業遺產的使用規畫，特別在埃森市的關稅同盟礦區，了解包含餐廳、公園、展

覽空間及辦公室等，「創意空間」的綜合經濟發展；並於魯爾博物館中，使用許

多多媒體的互動裝置，親身體驗博物館「創意觀光」的運作，而在杜伊斯堡的景

觀公園，則參觀了一場由當地藝術家，以自然與園藝為主題，企圖用五彩燈光及

錄像裝置「綠化」工業遺產的夏季展覽，使其成為一種「創意奇觀」。 

 

（六）學者研究 

此部分的資料來源，將歸納並結合兩套學者研究的理路，分別是「工業遺產

活化與後工業城市的再生」，以及「創意、觀光與地方發展」。首先，工業遺產活

化與後工業城市的再生，從學者 Edwards & Liurdes (1996)建立的一套眾觀論述，

根據英國戰後的地區重建為背景，整理工業遺產考古學的發展脈絡，並從中分析

工業遺產與觀光結合的可能與限制，闡明工業遺產活化對後工業城市再生的必要

性；學者 Hospers (2002)則接著擴大闡述工業遺產觀光，並提出觀光作為工業遺

產活化唯一策略的省思，啟發大眾重新思考工業遺產的用途與價值。筆者蒐集到

許多工業遺產的相關研究，皆以二者的理論為基礎，開始一連串的討論與激辯，

其中不乏以鐵橋谷和魯爾工業區為例，所進行的個案與跨個案研究。 

同時，本研究採用學者 Evans (2005)提出文化與城市發展關係中的「文化主

導再生」，來加強文化遺產與城市再生的理論依據，以及學者 Throsby (2010)關於

文化經濟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說明；將歐洲自 1970 年代以降，以「文化」作為

一項工具的發展脈絡，跟隨文化觀光市場的蓬勃與全球化的發展，一路推演至創

意與城市發展的新關係。 

在創意、觀光與地方發展這部分，主要以學者 Richards 從 2000 年至今，不

斷琢磨的「創意」理論與創意模式為架構，並在每個部分援用該領域的專業學者

研究：包括「創意空間」有 Montgomery (2003)、Mommaas (2004)及 Rood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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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等創意園區的權威理論；「創意奇觀」有學者 Prentice & Anderson (2003)，

關鍵的「創意觀光」則是串聯起近十年的創意系列發展，諸如學者 Florida (2004)

的創意階級，學者 Landry (2008)的創意城市等，譜出工業遺產活化與創意模式結

合的趨勢。   

 

3-3-2 分析途徑 

 

本研究以三角檢定法中的資料校正原則來進行分析，在擁有豐富資料的同時，

能確保研究的信效度。本研究資料來源主要來自於文獻、官方檔案及網路資料等

二手資料，而直接觀察及社群網站的一手資料獲得，則提供二手資料分析時的補

充及不同角度的切入；在兩者相互比對之後，將資料分析的結果，用創意模式分

成三類，得出工業遺產創意活化的實際情形，並選出最關鍵的發展證據，來與學

者 Richards 提出之創意、觀光與地方發展等相關理論，進行驗證與討論。最後，

從證據與理論兩相對照的結果，得回答本研究的三項研究目的。 

而在資料分析與呈現上，一手資料將以筆者直接陳述、照片為輔，還有來自

社群網站的訊息統整，二手資料則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將與本研究目的相關的內

容證據，系統性地歸納整理，連同文本提供的圖片、數據資料等，也一併納入資

料分析的寫作中。由於本研究採用資料校正原則，學者 Yin(2003)特別強調，多

重來源資料的分析，必遵循一個嚴謹的循環。每筆資料在所屬的個案中單獨被分

析(within-case analysis)，當兩項個案完成單獨分析之後，再將分析結果與其他個

案做比較(cross-case analysis)；透過重複出現的現象，再進一步對研究目的與架

構提出修正，以達到理論的普遍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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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信效度控制 

3-4-1 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建構效度是對所要研究的概念形成一套正確且具可操作性的測量(Yin, 

2003)。由於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常出現個人主觀的判斷，因此有

幾種方式可用來提高個案研究的建構效度：第一是採用多種證據來源，並對各種

證據進行相互交叉印證；第二是形成證據鍊，最後則是讓證據的主要提供者對個

案研究報告草案進行檢查，核實其真實性。 

本文具備多重資料來源，使用學者 Patton(1987)三角檢定法中的「資料校正」

原則，並於 2013 年 4 月參與由英國伯明罕大學的鐵橋谷國際文化遺產機構，同

國立臺灣大學主辦的國際研討會「Tourism & the Shifting Values of Heritage」，發

表「文化、創意與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以英國鐵橋谷為例」(Creative tourism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A case study of the Ironbridge 

Gorge, UK)，續以此作為本文的基礎，不斷延伸成今日的篇幅架構，同時協助解

決建構效度的問題。 

 

3-4-2 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內在效度指得是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即研究者的發現與事實之間的符合程度，

確認概念定義(conceptual definition)及操作化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是否相合

(ibid., 36)。 

為確保有力的內在效度，則必須使研究設計能支持研究者所聲稱的因果結論

(De Vaus, 2001)。本研究資料多元，包括公部門於國家、區域與城市不同層級，

有關觀光、文化與創意政策的發展計畫和報告書，結合觀察個案及關連的各處網

站，了解實際執行的情況與程度；同時，輔以學者研究與具公信力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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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佐證官方資料，更可對兩項個案及其所處的政治、發展環境，作相互的驗證和

解釋，避免因資料的謬誤、不足，或判讀錯誤而影響資料分析。 

 

3-4-3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外在效度乃一特定研究結果，能推論至其他案例的程度(De Vaus, 2001)，周

文欽(1990)提出外在效度的影響因素，包含研究樣本、研究地區、研究時代與情

境。 

首先，關於研究樣本與研究地區，由於每個研究對象皆有其特性與差異性，

因此本研究鎖定的英國、德國，以及背後包含的整個歐洲脈絡，所產生的研究結

果，並不盡然適用於台灣工業遺產活化與地方發展。然本研究的特殊性，即在考

量工業遺產活化與城市特性的關聯：以兩個分別在歷史背景、資源規模相異，卻

同樣從文化朝向創意發展的後工業城市為案例，探討如何將創意醞釀於工業遺產，

活化成為城市創意網絡的發展中心。並且，在研究時間方面，為避免研究時代影

響到研究效度，解讀過去的研究資料時，將謹慎留意歷史背景與當代環境的差異，

以實際的案例為研究對象，避免人為情境產生的偏差。 

因此，本研究的價值在於，分析工業遺產的創意活化，如何匯集地方資源，

捕捉流動的消費人群，共同互動循環，成為城市發展的關鍵；而研究成果則可成

為其他後工業城市的參考策略，而非僅僅將英國與德國的城市經驗，任意植用在

其他城市中。 

 

3-4-4 信度 

 

信度指的是研究的可靠性或一致性。乃確保未來研究者能在相同或類似的條

件下，重複相同的研究步驟，並獲得一致、穩定的結果(ibid., 37)，則資料的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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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資料多元化」與「資料可信度」作為準則：本研究的資料來源除了直接觀

察與社群網站的一手資料，二手資料的來源包含官方網站直接呈現的訊息，以及

載自官方網站的文化政策、文化與創意相關產業和觀光發展的報告統計等，具有

相當的可信度；其他組織的研究報告，則使用政府委外，或是公私部門共同合作，

具信譽的學術機構和顧問公司等，學者研究則是來自國際期刊與專業學術社群的

權威著作。以上多種資料來源，彼此互補並發展出一連串的證據鍊，能夠收束並

連結研究問題、蒐集資料與最後的研究結論，提升研究的整體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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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研究分析與結果 

對於後工業城市而言，活化工業遺產以利文化主導的城市再生，就是結合商

業技巧與地方利益來作為工具(Taggart, 2000)，協助衰退地區的經濟再生，同時

保存工業遺產的文化價值，避免資源的浪費，並積極地促成地方的永續發展

(Sykora, Holicky & Markova, 2010)。城市再生成為了各國保存工業遺產的最佳效

益證明(HRH, 2000)。然而，從經濟的成長、轉變到衰退，每座後工業城市都歷

經截然不同的發展歷史(Edwards & Liurdes, 1996)，每項工業遺產的活化情形也不

盡相同；因而在歐盟及歐洲各國，是以針對不同的後工業城市與區域，透過「地

方化」的政策和當地組織的努力，推廣地方企業的革新，來面對去工業化產生的

問題(Hospers, 2002)。  

於是，為能從兩項不同的個案中，勾勒出一客觀且全面的工業遺產創意活化

樣貌，本章節首先將分別檢視英國鐵橋谷與德國魯爾工業區的發展狀況，從個案

遺產的歷史意涵與發展脈絡中，了解遺產活化與地方創意的關係，並從實際的規

劃層面，分析創意空間、創意奇觀和創意觀光在兩項個案中的整合實踐，最後，

經由跨個案的比對討論，對照第二章的相關文獻梳理，建構出一工業遺產創意活

化框架。結合實務規劃而建構出的創意活化框架，也能夠反思學者 Richards 的創

意模式理論，作為提供建議或加強理論基礎的微薄貢獻。 

 

4-1 英國鐵橋谷的創意活化分析 

號稱「工業革命發源地」(The Birthplac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鐵橋谷，

是一條位於塞文河(River Severn)下游，長約 4.5 公里，寬約 1.5 公里的縱谷，河

岸兩旁樹林蓊鬱，偶綴以維多利亞時期的小磚房，構成一幅典型的英國鄉村景致，

難以想像此處曾推動了一場影響世界甚鉅的變革，並見證人類發展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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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7年鐵橋谷博物館信託成立以來，除了積極維護谷內工業遺產的特性，

所有的地方組織無不致力，將鐵橋谷打造成一個適合工作和生活的活力社區。透

過博物館化(museumification)，將煤礦區、鐵工廠和蒸氣運輸，轉換成一結合生

態景觀與工業文化的博物館群，讓一座在 19 世紀末繁華落盡的山城，成功轉型

為工業考古與觀光休閒的知名景點。從最初保存工業遺產的基本理念，到逐步落

實於現實社會，一個前所未見的地方文化遺產管理與活化系統，使得鐵橋谷成為

目前英國規模最大和最成功的獨立博物館(Independent Museum)(張譽騰，2004)，

昔日敲打嘈雜的工業園區，而今成為一座靜謐閒適的工業文化園區，續寫工業革

命的傳奇。 

 

4.1.1 文化與創意主導的城市再生 

 

（一） 工業發展歷程 

 

鐵橋谷位於英國西米德蘭茲地區(West Midlands Region)，隸屬於特爾福德—

里金單一管理區(Telford & Wrekin Unitary Authority)、斯洛普郡(Shropshire)和布

里奇諾斯地區(Bridgnorth District)等地方當局，距離西北部的大城伯明罕

(Birmingham)約 50 公里。由於周邊蘊含豐富的煤、鐵、陶土和石灰岩等原料，

加上木材供應與塞文河的水利運輸，自然形成了鐵橋谷優越的工業發展條件，在

位於柯布魯克戴爾村(Coalbrookdale)的達比鐵業公司(Abraham Darby Company)

帶領之下，鐵橋谷早從 1708 年便開始發跡；並於 1709 年開發出焦炭煉鐵的關鍵

技術，以低價和大量生產的模式，製造出許多超越傳統鑄鐵技術，堅固程度更甚

以往的鐵器，鐵橋谷遂成為工業革命鋼鐵生產的發源地。 

爾後又以此鑄鐵技術為基礎，陸續至 1768 年間，發展出其他重要的工業運

輸與生產工具，如鐵軌、輪船和蒸汽火車頭等，工業人口也漸漸聚集，鐵橋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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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紀中葉後蓬勃發展，並沿著河谷兩岸發展出一系列的煤礦區、鐵工廠、瓷

器和裝飾用磁磚工廠等，壯大為一座工業園區，達比鐵業也一躍當時英國規模最

大的製鐵公司，推動整個英國及全世界的工業革命發展。 

1779年為了解決兩岸受天氣影響的通行問題，世界第一座鐵橋建造於此，地

區也逕自以「鐵橋谷」名之。然而，隨著英國國內每個地方都漸有其代表性的產

業基礎，伯明罕、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等工業大城興起，開始出現明顯的區域分化

現象(Edwards & Liurdes, 1996)；加上世界產業轉型的趨勢，以及其他國家競相投

入工業革命的挑戰下，鐵橋谷於1870年代呈現停滯後衰退，發展後期又遇塞文河

谷不斷的淤塞、氾濫及嚴重的土壤沖刷，導致鐵橋谷的產業與人口逐漸外移，工

廠荒廢閒置，終在19世紀末黯然離開了工業發展的舞台。 

端看鐵橋谷的發展歷程，工業發展促使整個區域自成一座「天然」的工業園

區，地方小型的傳統產業儘管式微，但仍存在並持續運作著，被工業考古學家公

認的第一座鐵橋，也「深具工業革命象徵」的重大意義；然而，鐵橋谷在位置上

的封閉，導致在向外發展時資源的缺乏，市場可及性不足，工業遺址各自散落偏

僻，也容易造成遺產管理上的不便。於是，鐵橋谷的轉型任務除了整合區域內部

的既有資源，還得打破時間與空間上的種種限制，依循自然環境與人類在此共生

的脈絡；一方面不斷強調工業遺產的特殊性，善用美好鄉村的風光景緻，一方面

組織起充滿地方感和文化認同的在地社群，從經濟、社會與文化全方位達成整個

鐵橋谷的再生(見p.62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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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化策略與再生機制 

 

鐵橋谷區域再生的啟動，始於英國各地於 20 世紀中期展開的「造鎮運動」

(New towns movement)
26。涵蓋了柯布魯克戴爾、柯爾波特(Coalport)、布利茲崗

(Blists Hill)和貝德連熔爐(Bedlam Furnace)等城鎮，與鐵橋主體等一系列共 550

公頃的遺址範圍，一座名為「特爾福德」的嶄新城市於 1960 年代誕生(張譽騰，

2004)。適時，執政的保守黨積極扶植休閒產業，與遺產熱潮共同地推波助瀾之

下，使得觀光與休閒部門獲得空前的發展，鐵橋谷博物館信託(以下簡稱博物館

信託)也趁勢推廣工業遺產，並逐步建立起工業考古學系統，以其扮演的重要推

手角色，向世人宣告鐵橋谷在工業遺產界的正統象徵。最早從 1959 年第一屆「全

國工業考古學研討會」中，明確指示英國政府必須協助工業遺產的研究，成立遺

產彩券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 HLF)，將工業遺產視為值得被保存的珍貴資產，

並在大學進行專門的研究；接著，於 1973 年舉辦首屆「國際工業紀念物保存會

議」，間接促成今日「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的誕生。 

特別是在 1986 年鐵橋谷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後，地方政府進行了若干的

行政整合：鐵橋谷的世界文化遺產區域(WHS)，指得是包括鐵橋主體(見 p.62 圖

4-2) (B)，與柯布魯克戴爾(A)、傑克菲爾德(Jackfield) (C)、梅德利(Madeley)(D)、

布利茲崗(E)和柯爾波特(F)五座城鎮(見 p.63 圖 4-3)。由博物館信託負責管理區域

內的十座博物館和鐵橋主體，鐵橋遺產基金會(Ironbridge (Telford) Heritage 

Foundation Limited)擁有博物館的土地產權27；於 1991 年成立的塞文河谷鄉村信

託(Severn Gorge Countryside Trust)，則是管理區域內 285 公頃的林地和空地。28
 

                                                      
26

 造鎮運動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製造工作機會，解決住宅不足的問題，而提出的

重建政策，幫助嚴重破壞的後工業城市疏散過度擁擠，也為挽救人口急速流失的農村地

區。 
27

 鐵橋(特爾福德)遺產基金會的財產，主要繼承自原「特爾福德發展公司」於 1991 年

清盤後，將區域內的所有資產，分別移交至鐵橋(特爾福德)遺產基金會，以及塞文河谷

鄉村信託之下。 
28

 整理自＜世界第一座鐵橋－鐵橋谷博物館得成功與危機＞，張譽騰，2004。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5%B7%A5%E6%A5%AD%E9%81%BA%E7%94%A2%E5%86%8D%E7%94%9F%E8%AB%96%EF%BC%8D%E6%8E%A2%E7%B4%A2%E4%B8%96%E7%95%8C%E5%B7%A5%E6%A5%AD%E6%96%87%E5%8C%96%E9%81%BA%E7%94%A2%E4%B9%8B%E4%BF%9D%E5%AD%98%E8%88%87%E6%B0%B8%E7%BA%8C%E7%B6%93%E7%87%9F%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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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9 鐵橋谷的過去與現在 

 

 

 

 

 

 

 

 

 

 

 

 

 

 

【圖 4-2】30 鐵橋谷世界文化遺產區域與鐵橋主體 

 

 

 

 

 

 

 

                                                      
29

 上圖載於 http://coalporter.blogspot.tw/2012/03/blists-hill-ironbridge-reminder-of-our.html；

下圖載於

http://nativemonster.com/things-to-do/days-out/visitors-soak-up-sun-at-ironbridge。   
30

 載於世界文化遺產中心：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documents/ & 

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gallery/, by  Amos Chapple。   

http://coalporter.blogspot.tw/2012/03/blists-hill-ironbridge-reminder-of-our.html
http://nativemonster.com/things-to-do/days-out/visitors-soak-up-sun-at-ironbridge
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documents/
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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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1 鐵橋谷世界文化遺產區域的城鎮分佈 

 

 

 

 

 

 

 

 

 

 

 

 

經過一連串複雜的權力移轉與分配程序，從不同的使用者和利益團體手中，

取得區域內的發展資源，並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義，連結起所有分散的博物館與

工業遺址，整合於一共同的遺產管理架構之下，進行區域的整體復甦計畫。由特

爾福德地方人士成立的博物館信託，為鐵橋谷的永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以

下，筆者將直接分析博物館信託經營之初的 5 項重要理念32，輔以實際的營運規

劃，歸納出鐵橋谷再生的三個成功關鍵： 

                                                      
31

 載於 「The Ironbridge Gorge WHS」：

http://www.ironbridgegorgewhs.co.uk/about-us.html。 
32

 分別是：(1)博物館信託將屬於教育慈善性質，不仰賴地方或中央政府的資助。 

(2)博物館日常營運所需之費用，將來自觀眾的門票收入。 

(3)未來成立發展基金會，向業界及其他來源徵募，以供博物館之用。 

(4)博物館的基礎是地方社區，所以在開館後應盡速成立鐵橋谷博物館之友，作為

有利的地方支援。  

(5)博物館不是一座僅限於單棟實體建築的傳統博物館，而是一系列在鐵橋谷工業

遺址發展出的博物館綜合體。 

整理自＜世界第一座鐵橋－鐵橋谷博物館得成功與危機＞，張譽騰，2004。 

A 

B 

C 

D 

E 

F 

http://www.ironbridgegorgewhs.co.uk/about-us.html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5%B7%A5%E6%A5%AD%E9%81%BA%E7%94%A2%E5%86%8D%E7%94%9F%E8%AB%96%EF%BC%8D%E6%8E%A2%E7%B4%A2%E4%B8%96%E7%95%8C%E5%B7%A5%E6%A5%AD%E6%96%87%E5%8C%96%E9%81%BA%E7%94%A2%E4%B9%8B%E4%BF%9D%E5%AD%98%E8%88%87%E6%B0%B8%E7%BA%8C%E7%B6%93%E7%87%9F%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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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式領導與由下而上的區域發展策略：有鑑於鐵橋谷在工業考古和文化

觀光上的價值，地方自發地組織鐵橋谷博物館信託，負責戡定工業遺址與建物，

給予購置、修築和經營管理上的各項統一建議。鐵橋谷博物館信託為一個獨立的

教育慈善機構，其宗旨乃保存並詮釋見證了工業革命的鐵橋谷，管理區域內登記

的 36 處歷史遺址，其中包括 10 座博物館33，這種由下而上(bottom-up)並以地方

社區為基礎的發展模式，勢必需要自籌一筆龐大的營運資金；於是，信託採用企

業經營的概念，藉由入場費、貿易往來和相關的商業活動，來鼓勵訪客參與並支

持遺產維護的工作，發展經費則以捐贈和募款為主，還必須向其董事會負責。34  

這樣的經營方式，切合目前英國常見的文化組織模式：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追求文化藝術自由是蔚為風氣，認為文化遺產應屬於全體人民，而不該是特定族

群所擁有，「手臂距離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因而在 1945 年被提出。由中

央負責文化政策的規劃與監督，財務挹注、人才培育和資源導入，實際的業務執

行則託付公法人(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NDPBs)，兩者保持一定的合作

距離為原則；公法人負責資源分配，處理公共事務，且並非政府編制內的人員，

政府只能透過預算補助來影響決策方向，不得干涉其實際運作，保障了文化藝術

發展的自由，維持公法人一定的自主性，以及某種程度的市場機制(郭姿麟，

2013)。 

接著，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 1980 年代推行「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主張個人的發展應大過於整個社群，政府不再是地方重建的主

要角色，而是必須提供一些優惠條件，讓漸由市場驅使的私部門投資得以加入，

改變社會的經濟結構及執行效率；夥伴關係(partnership)成為城市的中心政策，

柴契爾夫人希望將不同的夥伴納入再生的過程中，為得是吸引私人的投資，否則

城市發展將會有困難及風險存在(Jones & Evans, 2008)。 

                                                      
33

 其餘項目還包括研究圖書館、旅客服務中心、兩間青年旅館、兩間教堂、歷史林地、

房屋和兩塊墓地。 
34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ironbridge-gorge-museum-trust/。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ironbridge-gorge-museum-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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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這樣的趨勢和再生原則，遺產管理權被順勢下放到地方政府或遺產社區

手中。為求正常穩定的運作，博物館信託以商業模式領導信託和城鎮發展，並積

極向外拓展市場，尋找經濟來源，充滿企業精神且地域性強：以地方作為發展基

地，博物館信託與鄰近的伯明罕大學進行長期的合作，共同成立鐵橋谷國際文化

遺產機構，提供課程和實習機會，培養專業的遺產管理人才；博物館信託也於

2011 和 2012 年舉辦「Take-over Day」(見下圖 4-4)，邀請社區居民與學生共同討

論及發表對於鐵橋谷的未來想像，讓居民能夠關心並管理自身的事務，以促成社

區的永續發展(Throsby, 2010)。 

端看博物館信託的實際現況，根據近三年的官方年度報告(IGMT Annual 

Review 2010, 2011, 2012)顯示：目前博物館信託的主要收入來源，確實超過一半

是十座博物館的門票收入(見 p.66 圖 4-5 白框處)，超過三分之一是私人捐款與企

業贊助(見 p.66 圖 4-5 黃框處)，另外，還有包括遺產彩券基金、英格蘭藝術委員

會(Arts Council England)以及歐洲區域發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等七個組織的支援，少部分來自鐵橋谷貿易公司(Ironbridge Gorge Trading 

Company)零售業務和場地出租的營收。當然，官方的年度報告本身就是一項專

業的企業管理，顯示信託對於財務的嚴謹控制，關注每年的數據統計和總體回顧，

可彈性修正其發展方針，還有階段性的如 2010 至 2014 年的策略報告(Strategic 

Report)，具備長遠的執行規劃，以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 

 

【圖 4-4】35
 博物館信託於 2011 和 2012 年舉辦的「Take-over Day」 

 

 

 

 

 

 

                                                      
35

 載於＜Annual Review 2011＞，IGMT，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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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博物館信託收入來源示意圖 

 

 

 

 

 

 

 

 

 

 

2.創新的博物館管理與消費者導向：在過去的 15 年間，博物館信託也陸續

投資超過3千萬英鎊，於歷史資產的發展與維護上，成功實踐其經營之初的諾言，

也不負信託承載的教育慈善理念，更重要的是，除了依靠信託這樣堅強的後盾組

織，以工業博物館群作為工具和媒介，來獲取不同領域和種類的資源，才是帶動

區域整體再生的關鍵。博物館信託的資本導向，影響到工業遺產的活化方式，在

博物館建立之後的 80 年代開始，恰逢傳統博物館學改頭換面，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思潮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區域內的工業遺址歷經博物館化

(museumification)的過程(張譽騰，2004)，十座工業博物館逐漸成形，並開啟了創

新的營運模式，圍繞著「生態博物館」與「消費者導向」兩個特別的發展主軸，

不論是在公共或是私人資助的博物館，都被廣泛地複製使用。 

鐵橋谷從原本的生產空間，轉換成一個消費空間，在某種程度上牽涉到觀光

的發展，期待吸引在全球流動的消費者，作為地方收入與工作機會的來(Richards, 

2001)。博物館信託的前任主席 Neil Cosson(1971-1983)，便提出「以消費者為本

位實際來處理原址保存的課題」(to make on-site preservation more realistic in- 

consumer terms)：儘管博物館的成立是為保存工業遺產，但博物館本身必須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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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吸引力，讓觀眾有不虛此行之感，所以不管是詮釋工業遺產的技巧，服務

設施如停車場、洗手間和餐飲設備的規劃等，都應該是博物館的管理要務。 

換言之，鐵橋谷發展文化觀光，鼓勵了地方的改造，挖掘出空間製造體驗的

潛能，以滿足觀光客的需要(Richards & Wilson, 2006)；而鐵橋谷改造後的正面意

象，成為一項產品對外販售，促成以經濟去衡量、鼓勵空間與文化設施的建立

(Jones & Evans, 2008)。以現今的角度來看，這已是全球博物館的發展趨勢，但

對於 1970 年代初期的歐洲博物館界而言，提及博物館的「管理」實屬罕見(張譽

騰，2004)。 

更重要的是，除了觀光發展之外，博物館擁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還可以廣

納不同群體對博物館的期待與喜好，連結成一個強大的社會資本網絡。首先是針

對企業投資推出「Business Club」，博物館信託以其勇於創新的表現，以及成功

的合作夥伴經驗，來說明鐵橋谷是適合現代企業投資的良好環境。接受資金、設

備、材料、人力服務等不限形式的捐贈，還有展覽和活動的贊助，加入會員即享

有許多回饋，包括免費門票、紀念品店的消費折扣、場地使用、慈善拍賣會邀請

等，也會定期接收到鐵橋谷電子季刊(Ironbridge Quarterly)，掌握最新訊息36；信

託官網也主動提供年度活動與相關的開發計畫案，讓企業主得到公開的款項說明，

同時也是有效的公關機會，強調與世界上最大的獨立博物館一起實現不可能的目

標，幫助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37另外，企業對藝術、博物館和文化遺產的相關

捐贈、贊助或花費都可以減免所得稅。 

另一個目標族群，則是以慈善精神吸引的中產階層與知識分子為主，募捐金

額較高，投資項目也多與學術文化相關。推行永久捐贈與認養的行動計劃「A Gift 

in your Will」，需要正式的法律諮詢與契約締結，還有公開的慈善週說明，來支

持被指定為國家級的鐵橋谷博物館群，協助教育與保存的任務，包括學習計畫的

                                                      
36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support-us/corporate-support/。 
37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support-us/corporate-support/the-business-club/。   

http://www.ironbridge.org.uk/support-us/corporate-support/
http://www.ironbridge.org.uk/support-us/corporate-support/the-business-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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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增添博物館收藏，以及修護遺產建築與紀念遺址等，貢獻工業歷史的延續

與鐵橋谷的生存，超過 1000 英鎊則可成為最高等級「The Forge Society」的成員。 

當然，還有提供給一般社會大眾，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的「博物館之友」(The 

Friends Organisation )，強調教育目的與休閒性質，回饋項目包括免費門票與停車、

紀念品店的消費折扣、電子季刊與優質的教育課程講座；另一方面，除了小額捐

款之外，也會邀請會員提供專業知識和興趣，直接參與信託的工作，從博物館的

保存與開發、導覽服務、佈展採購到學術研究等，信託也會經常性地舉辦遊戲比

賽或午餐會，讓會員交流同樂，享受遺產資源。 

擁有一個龐大的社群支援，還是得歸功於觀光發展，塑造出鐵橋谷這樣一個

「地方」：充滿慈善教育的使命，神聖的工業遺產傳承與推廣，信託藉由販售這

樣的地方，也就是販售地方獨特的意象，強調企業形象與投資環境，來吸引投資

者、觀光客(Philo & Kearns, 1993; Revill, 1994)；鐵橋谷博物館群分別於 1977 和

1989 年榮獲「英國年度最佳博物館獎」(Museum of the Year Award)，並在 1978

年成為首屆「歐洲年度最佳博物館」(European Museum of the Year)，在在證明鐵

橋谷博物館群的開拓性成就。 

同時，連結供給者、消費者和決策者，讓更多的地方企業、學術機構與一般

居民，都能參與文化事務的相關運作，確實為鐵橋谷的經濟帶來多元貢獻，鼓勵

更多創意的產生，並使遺產社區的居民獲得與觀光客較為對等的關係(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2011)，以這種相輔相成的效益，持續擦亮著鐵橋谷這塊

招牌；鐵橋谷博物館群就在 2012 年以其持續的成長與越發的吸引力，獲選英國

「Museums + Heritage Awards for Excellence」38，信託主席 Barrie Williams 即表

示，除了感受振奮鼓舞，代表信託、志工和所有合作夥伴的努力受到肯定。39
 

                                                      
38

 設立於 2002 年，以行銷、展覽、創新和國際化等指標，表彰傑出的博物館、畫廊和

遺產景點，協助提高曝光率和贊助，官網：

http://www.museumsandheritage.com/show/awards。  
39

 摘錄自斯洛普郡觀光網站「Shropshire Tourism」：

http://www.shropshiretourism.co.uk/shropshire-news/newarticle.php?id=1735。  

http://www.museumsandheritage.com/show/awards
http://www.shropshiretourism.co.uk/shropshire-news/newarticle.php?id=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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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橋谷博物館的優異表現，讓「博物館管理」一詞，開始在歐洲廣受矚目(張

譽騰，2004)。作為英國最具企業精神的博物館，信託也與「Marches Network」

的博物館發展辦公室合作，開發一系列的講座、培訓和工作坊，共同協助西米德

蘭茲地區的博物館發展，包括如何從零售百貨獲益，發展觀光與資產管理等。40
 

 

3.自然環境與遺產景觀的整體活化系統：為使鐵橋谷顯得獨特、有差異性，

除了在行政業務上進行統整與再分配之外，以其涵蓋的世界文化遺產區域，利用

工業博物館群的發展，將整個場域中的工業遺產整合包裝，塑造出一種符合現代

生活，具吸引力的獨特文化氛圍(HRH, 2000; Cole, 2004)，又近年來，跟隨著環

保與樂活的潮流意識，強調地方自然資源與永續發展的主題，也是包裝地方的一

個好方式(Richards & Wilson, 2006)。 

於是，為強調人類生產、生活與大自然所達成的平衡和諧，表現一種人與環

境共存共榮，永續發展的概念：除了鐵橋主體，與區域內在工業革命時期的各種

進步元素，如礦業、鋼鐵、瓷器和水陸運輸工具等，具備技術與建築方面相當的

影響力(楊敏芝、林曉薇，2012a)；連同周圍的遺址地景、樹林，工人住宅群與

社區，迄今仍完整保存 18 世紀代表性城鎮的生產運輸及生活元素，呈現產業發

展與自然環境利用的文化景觀，以「工業革命發源地」作為包裝也算實至名歸(見

下圖 4-6)。 

 

【圖 4-6】41
 博物館信託的官方標誌：強調工業革命發源地的正統性 

 

 

 

                                                      
40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the-entrepreneurial-museum/。  
41

 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http://www.ironbridge.org.uk/。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the-entrepreneurial-museum/
http://www.ironbridg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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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信託一方面也致力於推廣「綠色觀光」(Green Tourism)(見p.71圖4-7)。

在 2012 年時，博物館發出一項運河修復計畫，恢復維多利亞小鎮運河原本的長

度，以協助環境復育的工作，提升對整體景觀的詮釋42
(見 p.71 圖 4-8)；鐵橋谷

也制定相關的環境辦法來規範訪客，規劃自行車道和租借服務，以減少車輛進入

和行駛，並與區域內的旅館，地方學校與社區團體合作，進行環保合作與回收計

畫，企圖打造出一個永續、環保、宜居的世界文化遺產，一舉摘下 2013 年綠色

觀光商業計畫(Green Tourism Business Scheme )金獎43。另外，其他地方組織如塞

文河谷鄉村信託，協助維持自然和野生動物保存，與景觀提升之間的平衡，同時

加強特定區域的文化重要性，在整個區域建立了完善的步道小徑，讓所有的土地

都開放給大眾探索、享受；還有綠林中心(Greenwood Centre)負責推廣樹林的教

育、社會和經濟用途，提供傳統工藝技術與林地管理的系列課程，販售綠色傢俱。 

打破地域的限制，將所有的工業遺產至於統一架構下管理，對博物館經營來

說，是前所未有的激勵與挑戰，但卻能為工業遺產製造機會，喚起世人對鐵橋谷

的注意和關懷(曾小英，1996)；而自然資源和工業遺產的豐富組合，讓鐵橋谷成

功塑造「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誘人論述，能夠吸引觀光客前來，並為地方包裝美

感，使得鐵橋谷的行銷成為一種體驗的傳達(Lorentzen & Hansen, 2009)。而自然

環境與遺產景觀的整體活化，涵蓋了人類社會與聚落在環境、經濟與文化條件下

的演變，包含人類與環境之間多元的互動關係(WHC, 2014)，實現遺產建立地方

感的功能，幫助定義及維繫遺產社區的文化特色(Cantell, 2005)，同時為鐵橋谷形

成一個廣泛的共同經驗，和 70 年代初期從法國發展的「生態博物館」

(Ecomuseum)
44理念，實在有異曲同工之處(張譽騰，2004)。 

 

                                                      
42

 整理自＜Annual Review 2012＞，IGMT，p. 12。 
43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green-tourism/。  
44

 在原來的地理位置，社會文化條件下，保存和介紹人類群體生存狀態的博物館形式，

如何在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進程中，保存長期形成發展的民族和地區文化的軌跡及多樣

性。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green-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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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45 鐵橋谷的山城風光與金獎標章 

 

 

 

 

 

 

 

 

 

 

 

 

 

【圖 4-8】46
 維多利亞小鎮的運河修復計畫 

 

 

 

 

 

 

 

 

 

                                                      
45

 載於世界文化遺產中心與「The Ironbridge Gorge WHS」：：
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gallery, by Amos Chapple & 

http://www.ironbridgegorgewhs.co.uk/image-gallery.html。  
46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維多利亞小鎮所拍攝。 

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gallery
http://www.ironbridgegorgewhs.co.uk/image-galle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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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工業遺產與創意模式 

 

鐵橋谷由在地發起、凝聚的組織精神與再生經驗，都令人印象深刻，儘管單

從區位條件來看鐵橋谷的發展，除了既有的自然與文化資產之外，在其他觀光資

源的取得與匯聚上有些困難，吸引程度可能也不及城市中的工業遺產；然而，目

前創意觀光發展的顯著案例，幾乎都位於邊陲地帶，發展文化觀光困難的地區

(Richards & Wilson, 2006)，鐵橋谷即是一個最佳案例。 

事實上，1779 年除了是鐵橋主體的建成之外，也是鐵橋谷觀光發展的開端，

當時吸引來自全球的藝術家、作家、建築師和工程師，甚至是皇室，都想一睹鐵

橋的風采，歌頌人類發展的偉大突破，區域內第一家旅館「The Tontine Hotel」

也在 1780 年出現。而目前鐵橋谷是英國「鄉村型態」的熱門遺產觀光目的地，

也是票選前 20 名的付費觀光名勝之一47，每年吸引超過 50 萬觀光客前來，年度

盈餘達 30 萬英鎊(約 1500 萬台幣)；其成功因素不外乎所提供的觀光產品，是連

結了地方的傳統產業與文化資源(Raymond, 2007)，建立在遺產社區的文化、歷史

與社會特殊性價值上，來形塑觀光客的體驗認知(Lorentzen & Hansen, 2009)。 

並且，跟隨國家創意產業發展的趨勢：自 1997 年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

政府，透過城市建設發現文化創意的經濟成效，觀察到知識經濟發展與文化創意

的密切關係，創意產業將會是紓困經濟的有效方式，於是越來越推崇以「產業化、

商業化」指導文化創意的發展，將文化與產業結合，擴展其經濟層次與價值；尤

其重視傳播與休閒創意產業，藉由促進知識的普及化，來培養一般大眾的文化素

養，不僅懂得欣賞還能消費文化，促進經濟成長，形塑新的英國資本主義(郭姿

麟，2013)。 

於是，鐵橋谷於 2009 年獲得英格蘭藝術協會(Art Council England, ACE)的三

年投資計畫「Renaissance in the Regions」後，便開始利用這筆地方博物館發展基

                                                      
47

 由「Visit England」於 2010 年發起的票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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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開發了許多教育和志工計畫、舉辦節慶展覽，並啟動最重要的創意產業計畫

(Creative Industries Project)：全面採用「觀光」作為一種行銷手法，帶動地方傳

統產業的新生，將純粹的文化價值與創作場域，概念化成各項商品與服務，利用

創意手法賦予其功能價值，連結商業活動，激發經濟潛力，進一步帶動區域的整

體再生。 

 

（一） 創意空間 

 

在過去，因為交通、水源和工業發展的需要，讓鐵橋谷這座山城一度繁華興

盛，而如今，是由於知識經濟和城鎮企業化經營的關係，文化產業逐漸聚集，形

成一個堅強的網絡，使得鐵橋谷得以再次吸引人群和商業活動進駐，包括許多創

意工作者(HRH, 2000; Jones & Evans, 2008)；現居整個西米德蘭茲地區博物館發

展的領導地位，區域內共計十座不同特色的工業博物館，讓鐵橋谷成為一個博物

館中心(Hub of Museum)，塑造出強而有力的工業文化論述，也讓鐵橋谷如同過

去，在世界第一座鐵橋建成時一樣，持續受到來自工程師、藝術家和作家等不同

領域的專家關注48。 

以下，筆者直接就整座鐵橋谷在有形與無形的空間潛能塑造過程，大致分為

「博物館的文化消費與生產結構」、「傳統產業與鐵橋谷創意絲帶」與「學術機構

與教育計畫」三類，來檢視其作為一個創意空間的發展規劃： 

 

1. 博物館的文化消費與生產結構：鐵橋谷的十座主題工業博物館，是目前

區域內最大的一個文化消費群集。儘管不同於一般的公共建築或房屋，工業遺產

通常不存在所謂的視覺藝術，也無法當作純展示的對象，所以不太可能以保存其

原貌與原機能的方式來維護，否則易因周遭環境的改變，而與地方變得格格不入

                                                      
48

 摘錄自世界文化遺產中心：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  

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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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朝卿，2004)；然鐵橋谷巧妙的活化機制，便是將遺產生命週期變化的完整記

錄，以符合現代需求的模式，轉換為一個文化消費空間，同時能保有遺產的歷史

與結構(Snyder, 2005)，結合工業文化與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融入地方的環境與

日常生活，讓工業遺產也成為一種美的象徵，而不至被淘汰。下表 4-1 為筆者自

行整理，可了解區域內工業遺產的空間機能變化，輔以 p.76-79 頁的圖 4-9，十

座博物館目前的外貌與使用情形。 

 

 

【表 4-1】 鐵橋谷的十座主題工業博物館 

 

 

工業遺產空間 功能與展示內容 

(1)鐵橋主體與收費站 

(Ironbridge & Tollhouse) 

世界第一座鐵橋，過去的收費站現也成為

鐵橋解說中心。 

(2)維多利亞小鎮 

(Blists Hill Victorian Town) 

區域內最大的露天景點，在工業時代的村

莊原址上，修復維多利亞式的商店與房

屋，有些則是仿建，少部分是從他處遷移

至此，並保留了運河旁的工業遺址，重現

維多利亞時代的工作場所與生活。 

(3)工學博物館 

(Enginuity) 

原為柯布魯克戴爾鐵工廠的一部分，是區

域內唯一展示現代科技的教育中心，展示

鐵橋谷兩百年來的科學工業製程。 

(4)瓷器博物館 

(Coalport China Museum) 

鐵橋谷瓷器的收藏和展示空間，保留原本

燒瓷的窯(kiln)；現場有瓷器製作流程供參

觀，並設有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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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磁磚博物館 

(Jackfield Tile Museum) 

一座磁磚藝廊，展示達比鐵業的壁磚與地

磚收藏，呈現磁磚貿易的歷史；現場有磁

磚加工過程供參觀，並設有工作坊。 

(6)鐵博物館 

(Coalbrookdale Museum of Iron) 

原為達比鐵業的倉庫，保留原本冶鐵的熔

爐，以及舉世聞名的製鐵技術。 

(7)河谷博物館 

(Museum of the Gorge) 

鐵橋谷的訪客中心和紀念品店，提供影片

和互動裝置，展現鐵橋谷的風華和世界地

位。 

(8)菸斗博物館 

(Broseley Pipeworks) 

原為菸斗工廠，保留 1950 年代以來最原始

的風貌。 

(9)達比之家 

(Darby House) 

原為達比家族宅第，包括庭園、員工宿舍

和墓園，現與學界成立達比學院(Abraham 

Darby Academy)，備有演講廳、工作室、

圖書館和午茶廳。 

(10)柏油隧道 

(Tar Tunnel) 

地下隧道，現給觀光客體驗煤礦的探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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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鐵橋谷的十座主題工業博物館 

  

(1)鐵橋主體與收費站解說中心49
 

 

 

 

 

 

 

 

 

 

 

 

(2)維多利亞小鎮的商店與街景50
 

 

 

 

 

 

 

 

 

 

 

                                                      
49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鐵橋谷所拍攝。 
50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鐵橋谷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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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學博物館51
 

  

 

 

 

 

 

 

 

 

 

 

(4)瓷器博物館現場展演與窯52
 

 

 

 

 

 

 

 

 

 

 

 

                                                      
51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鐵橋谷所拍攝。 
52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鐵橋谷所拍攝，左下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coalport-china-museum/。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coalport-china-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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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磁磚博物館的磁磚藝廊53
 

 

 

 

 

 

 

 

(6)鐵博物館與熔爐展示54
 

 

 

 

 

 

 

 

(7)河谷博物館55
 

 

 

 

(8)菸斗博物館 

 

 

                                                      
53

 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jackfield-tile-museum/。  
54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鐵橋谷所拍攝。 
55

 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museum-of-the-gorge/。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jackfield-tile-museum/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museum-of-the-g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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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菸斗博物館56
 

 

 

 

 

 

 

 

(9)達比之家與墓園57
 

 

 

 

 

 

 

 

(10)柏油隧道58
 

 

 

 

 

 

 

                                                      
56

 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broseley-pipeworks/。 
57

 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darby-houses/，

右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鐵橋谷所拍攝。 
58

 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tar-tunnel/。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broseley-pipeworks/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darby-houses/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tar-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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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isit Ironbridge」的官網上，有段直接摘錄全球最大旅遊社群「Trip Advisor」

的文字敘述：「鐵橋谷的博物館群，是拜訪此地的關鍵首站，因為博物館們提供

一個歷史的觀點，清晰詳細地標誌出鐵橋主體，與其周圍地區的重要整體性，藉

由博物館的信息釋放，所有的景點都變得有意義，像是逐漸堆湊出一塊完整的拼

圖。」。59以策略聯盟的方式，分享資源並降低經營成本，追求彼此更大的利潤，

是常見的商業運作模式。鐵橋谷的博物館群，突破地緣限制，將散落在各處的工

業遺產，置於同一個組織架構下，除了方便管理，也能解決博物館間資源不一的

問題；像是博物館信託推出的「博物館護照」(Passport Tickets)(見 p.81 圖 4-10)，

主打「十二週、十個景點、一張票」，一年之內可不限次數參觀十座博物館，鼓

勵觀光客經常造訪，並延長停留的時間，幫助博物館之間產生「外溢效果」，各

擁目標客群，但又能彼此分享並充分利用鐵橋谷的客源，避免無謂的競爭。 

另一方面，根據學者 Porter(1998)的產業群集概念：藉由博物館信託匯集的

人才與技術，產生了知識財與產業網絡等資源，可促使博物館群集的競爭力和能

見度不斷提升；主打十種不同工業文化主題的聯合行銷手法，則形成了一個獨特

的品牌，除了減少額外的行銷工作，還能為曾經標準化的工業空間，塑造出全新

的空間關係與認同，建立整體的地方感與真實性，創造經濟效益與兢爭優勢

(Zukin, 2009) (見 p.81 圖 4-11)。這種全球趨勢也出現在包括德國柏林(Berlin)的博

物館島，以及美國華盛頓(Washington, D.C.)的博物館群，都採取這種商業模式，

幫助文化產業自主且穩定的經營。 

創意操作的成果，呈現於 2009 年的年度報告：鐵橋谷的觀光客數量突破近

十年來的最高，且信託的營運收入，僅指博物館的門票與零售，未包含其他的捐

款與贊助，則首度超過了營運支出，表現出色。是以成功利用空間與博物館的關

係，為鐵橋谷塑造出一股文化歷史，同時兼顧工業遺產的文化意義與現代價值，

使之生命週期不停循環，以自身條件得到經濟上的生存能力(傅朝卿，2004)。鐵

                                                      
59

 整理自「Visit Ironbridge」官網：

http://www.visitironbridge.co.uk/world-heritage-site/museum。  

http://www.visitironbridge.co.uk/world-heritage-site/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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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谷博物館群作為區域內最主要的文化消費項目，同時也是最大的產業鏈，其規

劃與發展潛力，保存並鼓勵了地方的文化生產與消費(Montgomery, 2003)，同時

帶動地方創意產業的發展，形成一座文化生產空間。 

 

【圖 4-10】60
 博物館護照 

 

 

 

 

 

 

 

 

【圖 4-11】61
 鐵橋谷博物館群分佈圖 

 

 

 

 

 

 

 

 

 

 

                                                      
60

 載於「2014 Museum Leaflet」，p.8 & p.10：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 
61

 載於「2014 Museum Leaflet」，p.8：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   

http://www.ironbridge.org.uk/assets/Uploads/2014-LEAFLET-all-pages-lores.pdf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
http://www.ironbridge.org.uk/assets/Uploads/2014-LEAFLET-all-pages-lores.pdf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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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統產業與鐵橋谷創意絲帶：感受到全球不景氣的影響，博物館信託除

擴大募款活動之外，還企圖打破地方的單一經濟結構，促進投資及人群的重返，

以帶動地方的商業發展及財富累積(Rodwin, 1991)。延續 2009 年「Renaissance in 

the Regions」投資啟動的創意產業計畫，另外推出為期兩年的商業計畫，內容包

括積極開發地方文化的衍伸商品，結合觀光推廣的銷售模式，以紀念品店、特色

商店與網路來擴大商品通路，與國家的創意產業核心目標同步62，同時改變工業

遺產閒置空間的土地利用，協助更新必要的基礎設施，吸引創意產業進駐。 

首先，全新的零售品牌「From Our Collections」在 2010 年建立，標榜沿用

傳統的製造技術，以鐵橋谷的收藏品、紀念遺址與建築，乃至自然風光與花草樹

木等為靈感發想的系列設計，每項產品都是獨一無二代表著鐵橋谷(見下頁圖

4-12)；同先前另一品牌「Made in the Gorge」，強調產品都是來自當地藝術家、

設計師及手工藝者的作品(見下頁圖 4-13)。有別於大量的複製生產，博物館信託

善用地方的知識與特色，反映在地方產業的產品製造過程中，展現的是獨具匠心

的設計、技術和文化價值，以地方意象協助行銷，醞釀文化資本，為品牌創造價

值，保護地方原始的社會文化脈絡，不易在文化商品化的過程中受到全球化波及

(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另一方面，在博物館信託的官網上，

也開放網路商店(見下頁圖 4-14)，除了兩個品牌的產品，還有書籍、畫作和鐵橋

谷周邊紀念品等，不必到現場也能直接選購，增加銷售的範圍。根據 2010 的年

度報告統計，負責此項業務的鐵橋谷貿易公司，盈餘從 2009 年的 6 萬多英鎊，

增加到 2010 年的 12 多萬，足足成長兩倍。63
 

 

 

                                                      
62

 由英國國家文化、媒體與體育部公佈的創意產業核心目標中：在「工藝」部分，指得

是工藝創作、工藝品生產及展售流通，「藝術與古董市場」則是藝術與骨董的交易、店

鋪、零售、百貨商品和虛擬通路。 
63

 整理自＜Annual Review 2010＞，IGMT，p.12-13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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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64
 「From Our Collections」的系列商品 

 

 

 

 

 

 

【圖 4-13】65
 「Made in the Gorge」的系列商品 

 

 

 

 

 

 

 

【圖 4-14】 鐵橋谷的網路商店 

 

 

 

 

 

 

 

 

                                                      
64

 載於＜Annual Review 2010＞，IGMT，p.13；鐵橋谷博物館信託網路商店：

http://www.ironbridge.org.uk/shop/from-our-collections/?start=0。  
65

 載於＜Annual Review 2010＞，IGMT，p.13；鐵橋谷博物館信託網路商店：

http://www.ironbridge.org.uk/shop/made-in-the-gorge/。  

http://www.ironbridge.org.uk/shop/from-our-collections/?start=0
http://www.ironbridge.org.uk/shop/made-in-the-g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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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跟隨著博物館群蓬勃的發展，讓工業遺產象徵的地方產業與傳統精神，能

夠過渡至現代結合經濟用途來活化，提供給地方的文化活動與創意產業使用，一

方面能提升工業遺產的價值，保護遺產建築(Evans, 2009)；另一方面，鐵橋谷創

新的觀光發展模式66，成為文化產業擴展的關鍵(Throsby, 2010)，擺脫過去文化部

門缺乏彈性及活力的印象，幫助開發創新的文化商品，並持續滋養地方的文化經

濟。 

在區域內最大的觀光景點—維多利亞小鎮中，就有幾家進駐於此的傳統產業，

平時除了協助觀光導覽與著裝展演之外，同時也以鐵橋谷作為生產基地，接受外

頭委託的訂單，由筆者訪談過的一家木工坊就表示：對比進駐鐵橋谷之前，參與

觀光的發展和鐵橋谷品牌的幫助，讓木工坊的營業額有高達 4%的成長幅度；另

外還有一家小型鐵工廠，生產的商品都販售於博物館的紀念品店與網路商店，平

常同時協維多利亞小鎮的相關修繕，提供鐵飾以妝點小鎮，自給自足的型態，彷

彿這個觀光景點還是一座從過去運作至今的工業村(見下頁圖 4-15)。 

正如同博物館信託官網的一段描述：「這裡有十座獲獎的博物館，沿著塞文

河畔散佈在兩旁河谷，在鐵橋谷提供的這項產品身上，可以發現此處產業發展的

一道軌跡，欣賞到那些製造產品的工業設施，還能親自與博物館的工匠和著裝的

展示人員談話，觀察他們如何製鐵、彩繪瓷器和玻璃，好像過去在此生活與工作

的人們就在你面前。」。67瓷器博物館在一條長型倉庫中，展示陶瓷製作的整個

流程，從製胚、灌模到上色，每個步驟都有人員說明示範，促使觀光客在了解製

作過程，並與生產者直接接觸對談後，能夠引起更多的購買動機(見下頁圖4-16)。 

 

 

 

 

                                                      
66

 待 p.101「創意觀光」會有詳盡的說明。 
67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http://www.ironbridge.org.uk/。 

http://www.ironbridg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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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68
 進駐於維多利亞小鎮的傳統產業：左上圖為進駐於維多利亞小鎮

的木工坊，著維多利亞服飾的員工示範刨木，同時也是在製作商品；右圖為鐵工

廠，同樣著維多利亞服飾的員工在示範打鐵，同時製作商品販售於博物館的紀念

品店。 

 

 

 

 

 

 

 

 

 

 

 

 

 

 

【圖 4-16】69
 瓷器博物館：陶瓷製作流程的現場說明與示範 

 

 

 

 

 

 

 

 

 

 

                                                      
68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維多利亞小鎮所拍攝。 
69

 左圖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coalport-china-museum/； 

右圖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瓷器博物館所拍攝。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coalport-china-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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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充滿社會互動價值的地方生產空間，深具其魅力與意義，對於需要觀光

客親自拜訪，以得到真實性的體驗經濟來說，十分重要(Pratt,2000; Evans, 2009)；

同時，這個生產空間還兼具了消費的特殊功能，能一次提供大量的娛樂消費，幫

助生產者鎖定及吸引潛在的消費者，是說明觀光與創意產業關係，最直接的表現

形式(Richards & Wilson, 2007b; Richards, 2011)。更重要的是，所營造出來的創意

氛圍與活力，能幫助鐵橋谷吸引更多的創意產業與人才聚集，帶動創意活動的發

生，領導地方的經濟建設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7b; Evans, 2009)。 

2007年落成於磁磚博物館的「Artisan’s at Fusion」，正是一棟創意產業中心，

結合了展場與辦公室的複合式空間，由遺產彩券基金、歐洲區域發展基金和斯洛

普郡夥伴(Shropshire Partnership)等組織與私人贊助，建造於館區內鑄造廠的舊址

上(見下頁圖4-17)，故以「Fusion」名之，取其新舊融合之意；目前有包括琉璃

藝術家、木工傢俱師、當代藝術印刷業等，五家創意產業在此進行設計生產，也

會不定期與地方合作舉辦展覽，並為社區居民提供課程與工作坊(見下頁圖4-18)。

70
 

「Fusion」創意產業中心的設立，串起博物館周遭的創意產業，包括不遠處

的「Maws Craft Centre」71
(見p.88圖4-19)，希望當創意產業不斷地聚集時，能藉

其所連結的各種象徵性產品交易，幫助地方發展出獨特的文化論述，沿著塞文河

谷結起一條鐵橋谷的「創意絲帶」(Ribbon of Creativity)
72；同時，結合博物館群

的文化功能，開發出各種創意氛圍，吸引大量的消費者對創意活動進行消費，讓

生產與消費並重，才能保證鐵橋谷內不同的成員皆能受益，繼而持續吸引十分看

重生活風格與文化價值的創意階級(Florida, 2002; Hitters & Richards, 2002; 

Richards & Wilson, 2006; Jones & Evans, 2008)。 

                                                      
70

 整理自「Fusion」官網：http://artisans-at-fusion.org/。  
71

 過去是磁磚工廠，現在的空間使用包含 20 間獨立的工作室咖啡廳和茶室，庭院則是

許多鐵橋谷節慶的活動地點，吸引許多工藝專家與設計師的進駐，並開設社區居民工作

坊，專門生產獨特的設計與禮品，並對外接收訂單。整理自「Maws Craft Centre」官網：

http://www.mawscraftcentre.co.uk/。 
72

 整理自＜Annual Review 2008＞，IGMT，p.5。 

http://artisans-at-fusion.org/
http://www.mawscraftcentr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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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73
 「Fusion」原址與現貌 

 

 

 

 

 

 

 

 

 

 

 

【圖 4-18】74
 「Fusion」一樓的展示大廳，展售空間與工作坊 

 

 

 

 

 

 

 

 

 

 

 

 

                                                      
73

 載於＜Annual Review 2011＞，IGMT，p.9；「Fusion」官網：http://artisans-at-fusion.org/。 
74

 載於「Fusion」官網：http://artisans-at-fusion.org/。 

http://artisans-at-fusion.org/
http://artisans-at-fus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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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75
 「Maws Craft Centre」的庭院與進駐藝術家的作品 

 

 

 

 

  

 

 

3. 學術機構與教育計畫：博物館信託在成立之初，便與伯明罕大學有一項

合資企業—鐵橋谷國際文化遺產機構(IIICH) (以下簡稱鐵橋谷機構)，設立於鐵博

物館其中一棟長型倉庫中，提供遺產管理、世界文化遺產研究、遺產與認同和產

業考古學等學士後研究，網羅來自不同專業背景，包括建築、考古、遺產保存等

領域的學生，截至 2010 年共發出 103 個碩士學位。其目標是在一個充滿智力與

創意的環境，匯聚各種創新、具挑戰性的跨國與跨學科觀點，來進行批判性的文

化遺產研究，追求卓越的研究貢獻，並確保研究結果的實踐，不論是對學術界、

政府決策或文化遺產相關部門，都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彼此保持一種合作夥伴關

係；強調學生能夠在世界文化遺產區域中，進行學術研究和知識交流，在活生生

的地景上，接觸許多重要的一手收藏與檔案，還有參與鐵橋谷的政策規劃，學習

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與社會狀況下，了解、詮釋、管理和調動遺產資源。 

鐵橋谷機構與博物館信託之間，也彼此分享高水準的研究成果、創新教育，

來自國際遺產部門的創意，以及廣大公眾的支持參與。除了學術上的貢獻，鐵橋

谷機構更致力於文化遺產的推廣，將遺產的空間與經濟效益，與不同的社群分享，

並在生產與消費的複雜過程中，積極尋求文化遺產的管理與詮釋，轉譯與接收，

讓不論是專業人士或地方居民，都可以擁有「世界」文化遺產。76
 

                                                      
75

 載於「Maws Craft Centre」官網：

http://www.visitironbridge.co.uk/leisure/item/maws-craft-centre。  
76

 以上整理自鐵橋谷國際文化遺產機構官網：

http://www.birmingham.ac.uk/schools/historycultures/departments/ironbridge/index.aspx。  

http://www.visitironbridge.co.uk/leisure/item/maws-craft-centre
http://www.birmingham.ac.uk/schools/historycultures/departments/ironbridge/index.aspx


89 
 

除了與伯明罕大學合作，博物館信託在 2008 年也與斯洛普郡開始一項

「STEM」課程計畫77，將工學博物館當作一個研究發展基地，希望將鐵橋谷所

保存的科學、機械和力學等相關工業技術，作為「STEM」的主要教材，並依照

地方學生的需求和興趣，協助學校開發創新的活動與課程，同時與地方企業和教

育機構合作，鼓勵年輕人投身相關領域，培育地方技術人才。78此項計畫在 2009

年獲得「Arts & Business Award」79最佳商業夥伴項目。 

博物館信託積極與不同的地方機構合作，在全新的經濟競爭環境中，改變了

傳統認知上，大學、企業組織和政府在地方發展上的角色(Roodhouse, 2006)，共

同為地方培養知識經濟和技術性人才，讓鐵橋谷發展所需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可就

近取得(Montgomery, 2003; Jones & Evans, 2008)，逐步走向永續的經營。當然，

博物館信託本身也致力於社區的教育推廣，博物館群經常配合時事，以及地方學

校的課程安排與假期，推出不同時節的特展與休閒娛樂活動，並提供青年旅館或

是門票折扣等優惠給學生團體；試圖透過環境和社會教育，文化娛樂與社區型的

合作，滲透至地方生活之中，藉由參與博物館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動，提供年輕

人一個特別的機會來發展自己的技能，改善青年與其家庭對藝術文化，及其所居

住環境的感知能力。 

在 2008 至 2010 年與特爾福德—里金議會合作的「Find Your Talent」計畫：

由維多利亞小鎮的教育部門推出「Maths Adventure」活動，邀請達比學院(Abraham 

Darby Academy)的學生，事先進行鐵橋谷的區域測量與探索，然後在小學成立數

字工作坊，教導小學生認識鐵橋谷的一些基本數字，並將這套教材與平面設計公

司合作，生產 10000 張的互動教育卡片，作為導覽觀光客之用，後來也成為一項

                                                      
77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s curriculum，此項計畫也使用 2009

年獲得的「Renaissance in the Regions」投資金。 
78

 整理自斯洛普郡「Shropshire Learning Gateway」官網：

https://www.shropshirelg.net/curriculum-subjects/stem/stem-homepage/。  
79

 設立於 1976 年，以促成藝術的公私夥伴關係為目標，協助文化機構與企業、社區和

個人連結，為雙方帶來利益。整理自「Arts & Business Award」官網：

http://artsandbusiness.bitc.org.uk/about-ab。  

https://www.shropshirelg.net/curriculum-subjects/stem/stem-homepage/
http://artsandbusiness.bitc.org.uk/abou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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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品販售。80不論是投資地方，或是獻身參與，此項計畫促進鐵橋谷的成員積

極參與及建立一些地方作為，並讓地方政府與相關組織，建立起公私部門的良好

聯繫與對話空間(Roodhouse, 2006)。 

由自然環境與工業遺產共同形塑的創意空間，是將前人留下的工業遺產及場

域精神，成功融入現代城市的地景規劃中，從歷史、社會經濟及文化的角度切入，

全面發揮了閒置空間的品質、永續性及多功能性(Loures & Horta & Santos & 

Panagopoulos, 2006)：一方面用於舉辦各種文化相關活動，營造出鼓勵文化與藝

術服務發生的環境，多元地方的文化供給，並為老舊凋敝的建築找到新生命，成

為地方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間，協助建立地方認同(Ray, 1998; 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 Roodhouse, 2006; Richards, 2010)；另一方面，刺激文化

多樣性與民主化(Montgomery, 2003; Mommaas, 2004)，讓政府方便管理與扶植創

意產業，連結文創產業、創意階級與觀光發展，帶領地方創意經濟的發展，為地

方發展多元的論述，繼續製造更多的吸引力，藉此說服政府與投資者(Zukin, 1995; 

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b; Richards, 2011)。 

事實上，在鐵橋谷形成一個創意空間，不太需要仰賴政府的支持，而是傾向

從地方結合藝術文化的消費與生產，以及得力於「工業革命發源地」、「世界文化

遺產」、「工業文化博物館群」和「Made in the Gorge」等地方品牌，建立在原本

就存在的這些群集之上，而非憑空去創造一個全新的(Roodhouse, 2006)。 

 

 

 

 

 

                                                      
80

 整理自＜Find Your Talent Programme 2008-10＞結案報告，特爾福德—里金議會官網：

http://www.telford.gov.uk/downloads/file/2866/telford_and_wrekins_find_your_talent_progra

mme_2008-10_final_report。  

http://www.telford.gov.uk/downloads/file/2866/telford_and_wrekins_find_your_talent_programme_2008-10_final_report
http://www.telford.gov.uk/downloads/file/2866/telford_and_wrekins_find_your_talent_programme_2008-10_final_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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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意奇觀 

 

鐵橋谷的世界遺產節(World Heritage Festival)，自 2005 年由特爾福德—里金

議會開始舉辦，同時作為主要的資金供應，而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和地方慈善機構

負責執行，活動範圍遍及整個世界文化遺產區域，活動日期則選在每年九月的第

三個周末，就在英國夏季假期的尾聲，天氣轉涼之前，這個時節正是動植物最繁

盛茂密的季節，能為鐵橋谷增添不少魅力，選擇周末也是為了讓更多人都能來共

襄盛舉。為慶祝鐵橋谷在 1986 年被指定為英國第一座世界文化遺產，鼓勵社區

居民和觀光客，享受獨特的文化資源與美麗的河谷風光，同時用一種娛樂有趣的

教育方式，盡可能地向更多人展示並推廣鐵橋谷的重要性，了解博物館信託目前

的經營策略，體會鐵橋谷的特殊價值，世界遺產節現已是地方最受歡迎的年度文

化盛事。81
 

在每年五、六月時，世界遺產節的籌備委員會便設立，然後開始節慶的封路

規劃與申請，志工與表演者的招募，以及廣告和市場攤位的預訂。在節慶當天，

整條塞文河谷的碼頭區，都會成為街頭市集，販售優質的地方食品和手工藝作品，

主要街道上也有各種藝文表演及鐵橋谷的文物展示，包括手杖雕刻、傳統鉅法、

蒸汽火車和考古發現等；世界遺產節有效地將各種感官體驗結合並商品化，不論

是一齣街頭表演、一種鄉村風味或一項傳統展示，都能被組合成一個套裝產品，

然後利用媒體放送至國內與國際市場中(Montgomery, 2004)。另外，還有免費講

座與付費的專家導覽，各式各樣的親子藝術活動，迎合主動參與的文化消費模式

(Richards, 2011)，廣受觀光客的喜愛，地方的慈善機構和社區團體也會舉辦抽獎

活動和益智遊戲，協助鐵橋谷募款，並展示平日社區的工作成果，這天也可以造

訪河畔旁的商店、酒吧、古董店和博物館群，自由自在地在鐵橋谷散步談天、跳

                                                      
81

 整理自「Telford Culture Zone」官網：
http://www.telfordculturezone.com/all-projects/archived-projects/ironbridge-world-heritage-f

estival。 

http://www.telfordculturezone.com/all-projects/archived-projects/ironbridge-world-heritage-festival
http://www.telfordculturezone.com/all-projects/archived-projects/ironbridge-world-heritage-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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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歌唱，當然最精采的節目，是每年與「EMF live」82公司合作，在鐵橋主體的

燈光投影和煙火秀(見下圖 4-20)，世界遺產節積極地以現代產品的形式，來向世

界展現各種地方文化(Prentice & Anderson, 2003)。 

 

【圖 4-20】83 鐵橋谷點燈儀式與煙火秀 

 

 

 

 

 

 

基本上，世界遺產節是一場大型的社區活動，每年的主題並未有太大的變化，

都是以呈現地方傳統與文化，提供各種遊戲、講座，達到闔家同樂為目的，特別

是在這現代社會，當網際網路的出現後，虛擬世界取代現實，讓人們對於社會接

觸的需求增加(Richards, 2014)；於是，需要花費時間「親臨現場」，提供共同參

與的體驗魅力，以維繫社會與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讓世界遺產節本身就是一個

觀光目的地(Prentice & Anderson, 2003)。其清楚地以社區為導向安排，儘管籌備

期間與活動當日有交通管制，但都會發放進出證和停車證，並以接駁巴士疏散車

流，也有完備的安全措施，確保地方居民的生活不受影響，且每年會依照鐵橋谷

的經濟條件和預算，來決定活動時間的長短，或是否有壓軸節目煙火秀84
(2013

年就曾暫停一次)；是以地方居民作為節慶主要的觀眾來源，以及活動的初始者

之外，在發展觀光的同時，還要能獲得地方支持，才是節慶能夠順利發展的關鍵

(Richards & Palmer, 2010)。 

                                                      
82

 專業燈控公司，擁有最新的設備技術與專業的團隊設計，支援任何節慶活動的建築投

影、探照和火焰效果。整理自「EMF live」官網：http://www.emftechnology.co.uk/。  
83

 載於＜Annual Review 2009＞，IGMT，p. 3 & 英國地方新聞「Express Star」官網：
http://www.expressandstar.com/news/2010/09/25/ironbridge-landmark-will-be-festival-star/ 
84

 來自節慶組織者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方臉書提供的線上訊息。 

http://www.emftechnology.co.uk/
http://www.expressandstar.com/news/2010/09/25/ironbridge-landmark-will-be-festival-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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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節同時是一項結合商業與公共文化的活動(Richards & Palmer, 

2010)，活動當日平均會吸引超過 6000 名的訪客；根據觀光客的問卷調查顯示：

「世界遺產節是一個有趣、內容豐富，且充滿知識性的一天。」。85以下，筆者

將以官方網站提供的文宣，與來自社群媒體的報導評析，從近年來世界遺產節的

整體活動規劃，觀察其作為一個創意奇觀的基本要素： 

 

1.街頭表演與親子藝文遊戲：2008 年之前的世界遺產節，都是以維多利亞式

的露天遊樂場概念，有音樂跳舞、旋轉木馬和騎驢體驗等活動，供應烤豬和啤酒，

同時邀請地方樂團在廣場演奏86，節慶主要場所仍是以娛樂性質的活動居多。在

2009 年時，為慶祝工業革命發源 300 周年紀念，有一項特別的「塞文河藝術計

畫」：由特爾福德—里金議會的藝術發展團隊發起，與地方藝術家合作，徵選 164

位 7 至 19 歲的地方青年，在一系列課程培訓之後，由地方企業和組織提供免費

的資源和協助，製作出一條長 9 公尺寬 3 公尺，名為「鐵橋谷時光器」的船，在

節日當天停在塞文河畔，希望藉此吸引更多的觀光客，關注鐵橋谷之於世界發展

的重要貢獻(見下頁圖 4-21)。 

這項藝術計畫同時也是鼓勵地方青年的設計發想，領導大眾欣賞公共藝術，

並展示藝術介入可以支持創意產業的發展，協助推廣更多的教育計劃87，這種地

方層級的藝術與文化活動，鼓勵了社會參與，讓一些可能較不受重視的團體，像

是年輕人的聲音，能被納入社群意見中(Throsby, 2010)，而節慶則成了地方創意

與觀光的直接連結(Richards, 2011)。 

 

 

                                                      
85

 來自節慶組織者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方臉書提供的線上訊息。 
86

 整理自英國「BBC」地方新聞網：

http://www.bbc.co.uk/shropshire/content/articles/2007/08/16/world_heritage_festival_previe

w_feature.shtml。  
87

 資料與圖片均來自英國「Find Your TALENT」計畫官網： 

http://www.findyourtalent.org/pathfinders/telford-wrekin/projects/world-heritage-festival-rive

r-severn-arts-project#tab-1。  

http://www.bbc.co.uk/shropshire/content/articles/2007/08/16/world_heritage_festival_preview_feature.shtml
http://www.bbc.co.uk/shropshire/content/articles/2007/08/16/world_heritage_festival_preview_feature.shtml
http://www.findyourtalent.org/pathfinders/telford-wrekin/projects/world-heritage-festival-river-severn-arts-project#tab-1
http://www.findyourtalent.org/pathfinders/telford-wrekin/projects/world-heritage-festival-river-severn-arts-project#t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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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2008 年的塞文河藝術計畫 

 

 

 

 

 

 

 

 

 

 

 

 

 

至 2013 年世界遺產節轉變活動焦點，合作的「Merrythought Village」除了

藝術展覽之外，開始提供許多互動式的親子藝術遊戲，街頭表演的形式也稍微有

些變化，不再侷限於廣場上定時定點的節目安排，而是招募更多的街頭藝人、藝

術家和地方樂團，分別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演出(見下頁圖 4-22)；節慶負責人

Dix-Williams 表示：「我們希望碼頭邊能充滿生氣，所以歡迎各種不同的表演者，

不論是魔術師、流行歌手或是雜耍特技員，都不該存在任何形式的權力關係88。」。

一個空間若沒有經常性的活動，便會失去人們的興趣和關注，而節慶能時時提供

並開發活動來源，讓鐵橋谷充滿生氣(Richards, 2013a)。 

 

 

 

                                                      
88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news-releases/2013/aug/ironbridge-gorge-world-herita

ge-festival-seeks-street-performers/。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news-releases/2013/aug/ironbridge-gorge-world-heritage-festival-seeks-street-performers/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news-releases/2013/aug/ironbridge-gorge-world-heritage-festival-seeks-street-perfo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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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89 親子藝術遊戲與街頭表演 

 

 

 

 

 

 

 

 

 

 

 

 

2. 鐵橋與工業遺產的燈光投影：節慶負責人 Dix-Williams 認為：「世界遺產

節乃慶祝鐵橋谷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特殊地位，就像是金字塔和萬里長城一樣，

觀光客可以欣賞到鐵橋谷的非凡，感受美好社區的慶祝活動；我們販售地方特產，

邀請許多街頭藝人在廣場上表演，我們也重視遺產本身與傳統的展示傳承，而壯

觀的鐵橋照明和煙火秀，則使鐵橋谷的歷史輪廓更為清晰。」。90儘管世界遺產

節看似短暫，但其產生的象徵資本，卻是一項珍貴的現代商品，協助標記鐵橋谷

在世界舞台的重要性，不斷提醒世人關於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與意義；而當節慶

與觀光的結合，則能突顯外部形象，增加地方的創意和「國際化」氛圍(Florida, 

2002)，幫助鐵橋谷帶來更多的國際觀光客。 

                                                      
89

 載於自斯洛普郡新聞網「Shropshire Star」：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

estival/last-21-heritage-2/。 
90

 整理自斯洛普郡觀光網站「Shropshire Tourism」& 新聞網「Shropshire Star」：
http://www.shropshiretourism.co.uk/shropshire-news/newarticle.php?id=2290 &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19/thousands-expected-at-ironbridge-gorge-wor

ld-heritage-festival/。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http://www.shropshiretourism.co.uk/shropshire-news/newarticle.php?id=2290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19/thousands-expected-at-ironbridge-gorge-world-heritage-festival/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19/thousands-expected-at-ironbridge-gorge-world-heritage-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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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鐵橋谷與「EMF live」專業燈控公司配合，每年都會有不同主題的色彩

變化，和各種能代表鐵橋谷的影像投射，將鐵橋谷與鐵橋主體轉換為一個另類景

點，增添平時難見的魅力風采；以現代的照明設計來取代傳統的燈飾，在目前是

十分熱門的方式，多用於遺產建築上或博物館的開幕，可創造奇觀吸引更多的人

潮(Edensor & Millington, 2013)。包括 2008 年的世界遺產節，為配合 2012 倫敦奧

運，而有慶祝英國文化與創意的「文化奧林匹克」(Cultural Olympiad)，鐵橋谷

正是活動的其中一站，於是當時擴大為連續三天的慶祝活動，點燈投射的範圍，

也從鐵橋主體擴及至貝德連熔爐和鐵博物館(見下圖 4-23)；2009 年時，同樣為慶

祝工業革命發源 300 周年紀念，在達比之家牆外就有鐵橋谷發展歷史的動畫投射

(見下頁圖 4-24)，2010 年則是慶祝鐵橋谷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25 周年紀念，連同

其他知名的世界文化遺產也出現在鐵橋谷，宛如一場遺產同樂會(見下頁圖

4-25)。 

世界遺產節的短暫使用，使得鐵橋主體的價值被重新定義，並受到更多的重

視，為其原本固定的結構加入彈性，延伸其作為文化地標的意象，而鐵橋谷甚至

從一個平凡無奇的空間，轉換成另一種奇觀，被重新賦予生命活力，創造出地方

另一個公共空間，抓住流動的觀眾，同時帶來正面的意象及文化認同(HRH, 2000; 

Richards & Palmer, 2010)。 

 

【圖 4-23】91
 2008 年鐵橋主體與文化奧林匹克在鐵博物館的開幕秀 

 

 

 

 

 

                                                      
91

 載於英國「BBC」官網：

http://news.bbc.co.uk/local/shropshire/hi/things_to_do/newsid_8248000/8248623.stm。  

http://news.bbc.co.uk/local/shropshire/hi/things_to_do/newsid_8248000/8248623.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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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92
 2009 年慶祝工業革命發源 300 周年紀念 

 

 

 

 

 

 

 

【圖 4-25】93
 2010 年慶祝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25 周年紀念 

 

 

 

 

 

 

 

 

 

 

 

3.碼頭區的街頭市集：街頭市集是 2012 年才出現的概念，企圖沿著整條碼

頭區創造一個夢幻般的場所，頭一年由「Buttercoss Farm」贊助肉品，「Ironbridge 

Catering Company」提供燒烤服務，將碼頭區打造為全國最大的移動式 BBQ，並

有一整排地方農特產品的販售(見下頁圖 4-26)，如「Beeford Bee Products」的蜂

                                                      
92

 載於「EMF live」官網：

http://www.emftechnology.co.uk/special-effects/building-projections-world-heritage-site/。  
93

 載於「EMF live」官網：
http://www.emftechnology.co.uk/special-effects/world-heritage-site-projections/attachment/ir

onbridge-sept-2010/。  

http://www.emftechnology.co.uk/special-effects/building-projections-world-heritage-site/
http://www.emftechnology.co.uk/special-effects/world-heritage-site-projections/attachment/ironbridge-sept-2010/
http://www.emftechnology.co.uk/special-effects/world-heritage-site-projections/attachment/ironbridge-sep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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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肥皂和天然保養品等94；濃縮了時間與空間，讓生產者與消費者能同時出現，

以地方的日常生活與特色產品作為節慶的素材，開放的碼頭空間就是一座文化生

產中心，創造出絕佳的體驗(Richards, 2001)。 

摘錄自斯洛普郡新聞網「Shropshire Star」的採訪顯示：不論是當地人或是 

外來客，都對街頭市集能提供各式各樣的選擇，而感到非常滿意，許多地方人更

是特地前來支持斯洛普郡的商人，感受地方熱情和擁擠的觀光人潮，並感謝鐵橋

谷各行各業對世界遺產節的貢獻95。世界遺產節成功塑造出一種氛圍，讓每個人

都充分享受到參與感，是以相對少的花費在短期內達到最大的效益，比起有形的

基礎建設，在使用上更具彈性(Richards & Palmer, 2010)；而且當節慶成為觀光景

點時，同時能提振地方精神，幫助遺產社區建立社會榮譽感和歸屬感，真正以節

慶來為地方創造長期的效益(Richards, 2001; Jones & Evans, 2008; Throsby, 

2010)。 

 

【圖 4-26】96
 2010 和 13 年的街頭市集 

 

 

 

 

 

 

                                                      
94

 整理自「shropshirelive.com」官網：

http://www.shropshirelive.com/2012/09/20/ironbridge-gorge-world-heritage-festival-22nd-30t

h-september-2/。  
95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

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96

 載於斯洛普郡新聞網「Shropshire Star」：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0/09/27/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in-pictures/sd36

06922la25herit-3/ &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

estival/last-21-heritage-2/。  

http://www.shropshirelive.com/2012/09/20/ironbridge-gorge-world-heritage-festival-22nd-30th-september-2/
http://www.shropshirelive.com/2012/09/20/ironbridge-gorge-world-heritage-festival-22nd-30th-september-2/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0/09/27/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in-pictures/sd3606922la25herit-3/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0/09/27/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in-pictures/sd3606922la25herit-3/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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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業文化展示、免費講座與專家導覽：現今有許多節慶中的創意元素，

其實已經脫離地方的社會文本發展，節慶的觀眾不一定會對節慶舉辦地點投以忠

誠(Aalst & Melik, 2012)；然而，強調在世界文化遺產區域形成的世界遺產節，活

動內容依循地方脈絡，並結合歡愉的主題氛圍與藝術呈現，有效創造出節慶獨特

的意義符碼和文化價值(Lange, 2012; Richards, 2014)。每年的世界遺產節，都會

在廣場上安排地方的傳統文化與技藝展示，像是來自柯布魯克戴爾村「Small 

Woods Association」的員工，現場展現特殊的傳統木鋸法，或有自行車技藝表演、

舊時的蒸汽火車頭再現，和身著傳統服飾的人員穿梭街道等(見下頁圖 4-27)；世

界文化遺產區域這樣一個創意空間，乃一個地方在時間與空間的結合，具有特殊

的象徵和社會意義，不僅是節慶發生的舞台，其中擁有的各種工業文化元素，更

是體驗的生產來源，幫助世界遺產節創造價值，同時形塑鐵橋谷的意象，達到相

輔相成的效果(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Palmer, 2010)。 

另外，2013 年的世界遺產節開始有免費的學者講座，邀請工業遺產長官 Ian 

Bapty 和鐵橋谷機構的主管 Mike Robinson，針對工業遺產的保存與活化，與鐵橋

谷的發展現況進行座談97；還有付費的專家導覽，由地方歷史學家帶領，沿著鐵

橋谷與周邊城鎮進行巡禮，挖掘地區豐富的工業歷史，探索工業遺產的迷人風貌

98，讓節慶的參與者不只是到此狂歡，還能了解遺產背後的歷史文化，進而妥善

的使用，乃工業遺產成功永續的必要過程(Loures & Horta & Santos & 

Panagopoulos, 2006)。 

 

 

 

                                                      
97

 摘錄自斯洛普郡新聞網「Shropshire Star」：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19/thousands-expected-at-ironbridge-gorge-wor

ld-heritage-festival/。  
98

 整理自「Visit Ironbridge」官網：

http://www.visitironbridge.co.uk/world-heritage-site/world-heritage-festival。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19/thousands-expected-at-ironbridge-gorge-world-heritage-festival/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19/thousands-expected-at-ironbridge-gorge-world-heritage-festival/
http://www.visitironbridge.co.uk/world-heritage-site/world-heritage-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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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99 世界遺產節的工業文化展示 

 

 

 

 

 

 

 

 

 

 

 

 

5.與地方商家的互利合作：在舉辦節慶的整個過程中，除了是與不同的「外

部市場」磨合所推廣的城市認同與意象，也必須持續協調與地方社區的關係，取

得「內部市場」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認可，才能順利發展(Lorentzen & Hansen, 2009)；

除了前述與其他地方社群的夥伴關係，世界遺產節與地方商人合作無間，活絡地

方的經濟。摘錄自斯洛普郡新聞網「Shropshire Star」的幾則採訪中，都認為節

慶對商人和鐵橋谷來說是一次很好的展示機會，讓大家都能來看看鐵橋谷是多麼

美麗偉大，且封路管制讓更多人可以隨處走動，對地方生意來說再好不過(見下

頁圖 4-28)，擁有達比之家茶室的 Eley 便直言，節慶確實幫助地方商人很多100。 

                                                      
99

 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與斯洛普郡新聞網「Shropshire Star」：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events-and-exhibitions-calendar/world-heritage

-festival/ &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

festival/last-21-heritage-2/。  
100

 採訪與圖片均來自斯洛普郡新聞網「Shropshire Star」：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

estival/last-21-heritage-2/。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events-and-exhibitions-calendar/world-heritage-festival/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events-and-exhibitions-calendar/world-heritage-festival/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last-21-herit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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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世界遺產節的封街人潮 

 

 

 

 

 

 

這是由於世界遺產節所帶來的觀光客，對整個地方觀光網絡產生的「外溢」

效果(Richards & Palmer, 2010)。在 2014 年時，商家更自行提出構想，舉辦「A Walk 

Down Memory Lane with the Ironbridge Traders」遊戲，要參與者沿著塞文河谷的

所有商店找尋線索，結束後可得到一張證書，而商家則趁機刺激出更多的消費機

會101。除了讓觀光客親臨現場，與節慶共同創造，能有效結合遺產管理者、贊助

者及地方社區的共同合作，才能產生一個獨特真實的體驗，促成節慶與地方的永

續發展(Alonso, O’Neill & Kim, 2010; Richards, 2014)。 

世界遺產節和參與其中的人們創造出一種新的關係，整個世界文化遺產空間

的意義，不再僅由實際的工業遺產或文化物件來賦予，更多的是來自地方情感的

關係連結(Richards, 2013a)；正如同節慶發言人 Gossage 表示：「看到這麼多人湧

入並享受世界文化遺產，是一件很美好的事，這個節日也是一次絕佳的展示，提

醒特爾福德的居民和來自全世界的觀光客，鐵橋谷是一處很棒的地方，不僅很適

合觀光，也適合居住、工作和購物，我們也非常感謝辛勤的志工、接駁車司機、

警察和商人，以及全體社區民眾的參與協助。」。102
 

 

                                                      
101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news-releases/2013/sep/ironbridge-traders-launch-new

-family-trail/。  
102

 整理自斯洛普郡新聞網「Shropshire Star」：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

estival/。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news-releases/2013/sep/ironbridge-traders-launch-new-family-trail/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news-releases/2013/sep/ironbridge-traders-launch-new-family-trail/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news/2013/09/23/thousands-turn-out-for-ironbridge-heritage-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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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對於小型城市如鐵橋谷而言，雖然單一的節慶並不足以改變其意象，

但卻能藉此提升其重要性和競爭力，居民對地方情感的加深，也能強化城市特色，

透過高品質的小型節慶，一樣能在區域成功；從這麼多的採訪報導與評析也顯示，

媒體成功塑造出世界遺產節，並投射鐵橋谷在地方與國際的良好形象，協助增加

不少觀光客、廣告宣傳和贊助投資的數量(Richards & Palmer, 2010)。 

 

（三） 創意觀光 

 

一直以來，鐵橋谷在西米德蘭茲地區的觀光發展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根據博物館信託 2010 至 2014 年的策略報告(p. 1)表示：「為了將鐵橋谷所有的工

業遺產、收藏與社會歷史，推廣給更多的社會大眾，必須提升在研究、保存與詮

釋上的功力，以生動的展示、手作活動和創新的教育計劃，來豐富觀光客的體驗。」。

博物館信託的目標，乃無論是服務國內和國際觀光客，還是地方社區，都要持續

呈現世界級的博物館，提供對工業革命發源地的出色詮釋和難忘的體驗，從一系

列的展覽與節慶中，讓人們有機會跟鐵橋谷的珍貴收藏親近。103
 

特別是面對全球化市場的挑戰，大眾觀光下的標準化產品，遺產的資訊被過

度簡化，易喪失觀光體驗深度(McKercher & du Cros, 2002)，鐵橋谷也意識到體

驗的製造，不該只是觀光供給者的工作，同時也需要觀光客的參與(Richards & 

Wilson, 2006)，包括觀光客開始中意規模較小，且尚未被其他觀光客發現的驚喜

之地，因為在這些地方才能與更多的當地人接觸，參與地方的文化與創意實踐中，

遇見所謂「真實的文化」(Richards, 2009b)。 

於是，同樣是使用來自「Renaissance in the Regions」的投資，在鐵橋谷博物

館在遺產詮釋和教育推廣上，幫助甚深。針對鐵橋谷的主要目標客群設定，即家

庭、學生與特殊興趣團體，發展三項主要的計畫，確保每位觀光客都能從鐵橋谷，

                                                      
103

 整理自＜Annual Review 2008＞，IGMT，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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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不論是物質、智能或是精神上的收穫，包括：協助露天博物館維多利亞小鎮

於 2009 年的第一期落成104，建設鐵橋谷的新地標—遊客中心(見下圖 4-29)，以

及在瓷器博物館的窯中，安裝多媒體設施，增加遺產的可親近性；另外，也陸續

推出許多工作坊，內容包括製陶、繪畫等手作體驗，提供親子同樂的活動，並盡

可能去迎合個別觀光客的需要，目前鐵橋谷共計有 35 種不同的教學工作坊，是

博物館信託著力最深的教育計畫。105時序已來至 2014 年本文撰寫期間，也就是

策略報告實施的最後一年，以下就以鐵橋谷截至目前所提供的觀光產品，包括科

技軟體的運用、工作坊和博物館展示，加上筆者於 2012 年的實際踏查情形，了

解十座不同工業文化主題的博物館群，是如何共同實踐鐵橋谷的創意觀光： 

 

【圖 4-29】106 維多利亞小鎮與遊客中心落成 

 

 

 

 

 

 

 

 

 

 

 

                                                      
104

 第一期項目包括前端的主要街道和商店，後期經費則來自「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Advantage West Midlands」、「Renaissance in the Regions」和私人捐

款等。 
105

 整理自＜Annual Review 2008＞，IGMT，p. 8。 
106

 載於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blists-hill-victorian-town/；＜Annual Review 

2008＞，IGMT，p.9。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blists-hill-victorian-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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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媒體展示與互動遊戲裝置：一直以來，博物館都是一個典型的教育場所，

對於許多前往拜訪遺產的觀光客來說，「教育」也仍是其重要的觀光動機(Poria, 

Butler & Airey, 2004)，然而觀光客仍是為了休閒而旅遊，所以儘管教育是一件嚴

肅的事，但不代表教育體驗不能是件快樂的事，鐵橋谷的工學博物館，便是將「寓

教於樂」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一個案例。 

工學博物館於 2002 年開幕，便成為鐵橋谷內最後孩童歡迎的博物館。標榜

是充滿各種讓人驚奇和歡呼的科學與科技中心，在此可讓全家人享受一整天的樂

趣，主要分為四個區域(zone)，包括材料(Material)能源(Energy)設計(Design)和控

制系統(System & Controls)，全都是日常生活中可及的物品，透過觀察和實際操

作，來探索世上一切科學的運作原理。在工學博物館，各式各樣的手動裝置和互

動展示，從控制水流來發電，以徒手推動火車頭，還有跟機器手臂比腕力、比反

應速度(見下頁圖 4-30)；透過延伸體驗，從實際動手的操作學習，創造觀光客直

接或間接學習的機會，幫助加深體驗的印象，比起教科書上的圖片與數據還來得

有效又有趣(McKercher & du Cros, 2002; Timothy, 2011)。  

孩童可以當一天的小小科學家或工程師，接觸最新的科技，用模擬的 X 光

機，穿透像是吉他、手機或泰迪熊等物體，也可以拿起一些小工具，自己動手實

現天馬行空的設計概念，挖掘出自身的創新靈感，對父母來說，也是一個可以滿

足兒時夢想的機會，工學博物館要娛樂並挑戰所有保持赤子之心的觀光客107；藉

由互動式學習的參與消費模式，能迎合個別使用者的需要及興趣，讓使用者自由

選取需要的資訊，保證觀光客的體驗品質，同時增加工學博物館的魅力(Richards, 

2001; Timothy, 2011; Richards, 2013a)。來自全球最大旅遊社群「Trip Advisor」的

景點評論中，都盛讚工學博物館，是一座資料豐富並能增進知識的互動博物館，

適合全家大小，都能樂在其中，是拜訪鐵橋谷必去的景點；其中一則有趣的評論

                                                      
107

 以上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與斯洛普郡觀光網站「Shropshire Tourism」：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enginuity/ & 

http://www.shropshiretourism.co.uk/ironbridge/gorge-museum/enginuity/。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enginuity/
http://www.shropshiretourism.co.uk/ironbridge/gorge-museum/eng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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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示，鐵橋谷是一個很棒的景點，但大部分的博物館都無法讓孩子百分之百的

投入參與，唯有工學博物館良好的展示設計，能一下抓住孩子的目光和興趣，不

覺得自己正在學習。108包括筆者於 2012 年的參觀感想，在工學博物館看到不少

闔家同樂的畫面，同學們也都各自投入在不同的互動遊戲中，玩得不亦樂乎。 

 

【圖 4-30】109
 工學博物館：各種互動式的學習體驗，充滿大人與孩童的嬉戲 

 

 

 

 

 

 

 

 

 

 

 

 

 

 

 

 

 

 

                                                      
108

 摘錄自「Trip Advisor」：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186366-d1756443-Reviews-Enginuity-Ir

onbridge_Ironbridge_Gorge_Shropshire_England.html#mtreview_204503621。  
109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工學博物館所拍攝。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186366-d1756443-Reviews-Enginuity-Ironbridge_Ironbridge_Gorge_Shropshire_England.html#mtreview_204503621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186366-d1756443-Reviews-Enginuity-Ironbridge_Ironbridge_Gorge_Shropshire_England.html#mtreview_20450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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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遺產詮釋方面，全新打造的鐵橋谷訪客中心，是許多觀光客造訪鐵橋谷

的第一站，在傳達與形塑鐵橋谷的整體意象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甚至會連

帶影響接下來的觀光體驗。教育固然是詮釋遺產最好的一項工具，能夠啟發觀光

了解並欣賞地方文化，喚醒大眾對遺產保存重要性的體認；然而，為了引起觀光

客的注意，包括較為被動觀光客的目光，另外一種寓教於樂的呈現方式，也就是

多媒體展示，幫助文化遺產轉換成「可體驗的」產品，並能比其他一般的休閒娛

樂活動更有競爭優勢(Timothy, 2011)。 

在進入鐵橋谷訪客中心後，會馬上來到一個黑暗的空間，牆上投影著過去礦

坑中的工作情形，穿插礦工的影像，搭配轟隆轟隆的開採聲響，工人間的吆喝，

以及突然的一記爆破聲；空間的正中央則是擺設了一個小型仿製熔爐，配合熔漿

動畫，同時製造出「些微」高溫，最後則是在維多利亞式建築的一堵牆面投影上，

時而有人群和自行車穿越，時而是孩童的嬉鬧，街坊鄰居的交談，這堵牆重現的

正是工業時期的生活縮影(見下頁圖 4-31)。另外還有令筆者印象深刻的「窯」，

位於瓷器博物館中，儘管失去了原本燒製陶瓷的功能，但博物館卻沒有讓窯失去

其本質上的意義與價值；除了維持其內部的原貌，在窯的入口以圖示說明窯的運

作，在進入窯的主體之後，同樣利用聲響、溫度和照片，創造出一個幻境，讓觀

光客能夠行走於一個真實的窯，一窺從前無法知曉的內部景象(見下頁圖 4-32)。 

不論是出色的多媒體聲光效果，多重感官的展示手法，或是充滿娛樂性的互

動式裝置，都讓觀光客不再只是「觀看與閱讀」這些遺產(Bonn et al., 2007)，而

是達成一種身歷其境的效果，鐵橋谷在遺產詮釋和教育推廣上的用心與創新，都

能體現其作為現代博物館的價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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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110
 鐵橋谷訪客中心的多媒體詮釋 

 

 

 

 

 

 

 

 

 

 

 

 

【圖 4-32】111 瓷器博物館中窯的多媒體詮釋 

 

 

 

 

 

 

 

 

 

 

 

                                                      
110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鐵橋谷訪客中心所拍攝。 
111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瓷器博物館與窯中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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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統技藝工作坊：鐵橋谷以擁有針對各種年齡與取向，培養觀光客主動參

與及共同創造的工作坊著稱，且內容都是與傳統產業與文化資源連結(Raymond, 

2007)，讓觀光客體驗並學習鐵橋谷的傳統技藝。對於文化的消費模式，逐漸從

消極轉換成以互動、學習及實作等，更為積極的參與形式，體驗不僅是要娛樂觀

光客，還得讓他們參與其中(Richards, 2001)；特別是在瀰漫物質主義和過度消費

的現代社會，許多人對物質商品已不抱期待，轉以縮減或向心靈探索的體驗

(Smith, 2009)，創意觀光的發展過程，轉而關注個體的創意表現，而不再是強調

實體建物(Richards & Wilson, 2007b)。 

創意觀光原本就是以藝術或手工藝產品為主的一個小眾市場，現已成為一個

廣泛的現象，觸及各式各樣的觀光活動(Richards, 2011)，像是烹飪、釀酒、繪畫、

攝影、雕塑、插花、舞蹈等，就發生在獨特的場景如工廠旁或是鄉村田野中(Smith, 

2009)。正如鐵橋谷的工作坊，濃縮整個英國關於鐵、瓷器和磁磚的歷史起點：

在磁磚博物館有禮品製作和磁磚裝飾工作坊，只需花費一個小時和 5 英鎊購買一

片瓷磚，就可以學習從維多利亞時代保存下來的「tube linin」和「slip-trailing」，

兩種專門的磁磚裝飾技術，體驗的最後同時也能完成一個，擁有自我設計風個的

磁磚片，不論是一塊門牌或一片杯墊，都會是發揮創作技巧，完成一份獨一無二

的禮物(見下頁圖 4-33)。112
 

除了最後的實際成品是獨一無二之外，由觀光客直接參與製造的體驗，也是

獨一無二無法輕易複製的(Richards, 2009b)，且體驗的產生必須連結自身的論述，

在本質上是屬於個人的，也就確保了產生的體驗將具真實性且與眾不同(Pine & 

Gilmore, 1999; Richards & Wilson, 2006)。另外，地方特殊的知識與技能，通常是

有賴「人」的傳承和展示(Richards, 2011)，而創意觀光正是在假期學習地方知識，

藉由加入工作坊及課程等，從當地人身上獲得特別的技能(Richards, 2001; 

                                                      
112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與斯洛普郡觀光網站「Shropshire Tourism」：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events-and-exhibitions-calendar/tuesday-tile-dec

orating-workshops/view/2014-01-07 & 

http://www.shropshiretourism.co.uk/shropshire-news/newarticle.php?id=2586。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events-and-exhibitions-calendar/tuesday-tile-decorating-workshops/view/2014-01-07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events-and-exhibitions-calendar/tuesday-tile-decorating-workshops/view/2014-01-07
http://www.shropshiretourism.co.uk/shropshire-news/newarticle.php?id=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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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 & Wilson, 2006; Ivanovic, 2008; Richards, 2013a)；所以對於鐵橋谷內已式

微的傳統產業而言，當地方的傳統文化被視為創意觀光的資源時，其背後所代表

的族群就能重新獲得社會資本和地位，同時促進創意產業的成長和參與民主化，

以及增加觀光目的地的文化獨特性(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11 )。 

而由博物館信託舉辦的考古工作坊，提供對考古學有興趣的地方居民，一系

列不同學科的考古基本培訓，像是提供專業的工具，讓參與者依循考古紀錄，自

行去了解、分辨不同的陶器種類；對於地方居民來說，能藉由學習地方的知識與

文化，來感受存在、建立認同，以及作為社區的一份子(Richards, 2009b)，也希

望能夠在這同質性越來越高的社會，建立獨特的生活風格和大眾區別(Richards & 

Raymond, 2000; Richards & Wilson, 2006; Timothy, 2011)。 

 

【圖 4-33】113
 磁磚博物館的禮品製作和磁磚裝飾工作坊 

 

 

 

 

 

 

 

3.活的博物館(living museum)：創意觀光作為文化觀光的延伸，在全球文化

觀光景點面臨激烈的競爭，還有來自其他類型觀光景點的挑戰時，能避免系列性

複製及文化觀光大眾化的問題，提供較為彈性與真實的體驗(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13a)；尤其博物館仍是比較傳統的觀光供給，除了科技軟體的

                                                      
113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events-and-exhibitions-calendar/tuesday-tile-dec

orating-workshops/view/2014-01-07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events-and-exhibitions-calendar/tuesday-tile-decorating-workshops/view/2014-01-07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events-and-exhibitions-calendar/tuesday-tile-decorating-workshops/view/201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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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和工作坊的開設，強調無形、活的文化，而不只是有形、靜止的文化遺產

(Richards, 2011)，能夠幫助鐵橋谷克服有限的資源環境，吸引潛在的觀光客群，

減少對標準發展模式的依賴(Fillis, 2009, p.146)。 

維多利亞小鎮是區域內最大的觀光景點，唯一的一座露天博物館(見下圖

4-34)，展示手法獨特，以重現生活史為主軸，充滿故事性和歷史臨場感，也是

最受歡迎的博物館之一。在工業時代的村莊原址上，修復維多利亞式的商店與房

屋，有些是仿建或從他處完整保留遷移至此，並保留了運河旁的工業遺址，重現

維多利亞時代的工作場所與生活，最特別的就是以真人著裝展演的方式，讓觀光

客能夠親自與「活的歷史」交談互動，創造一個真實且特殊的體驗；走進維多利

亞小鎮，就像穿越了時空，街道上有馬車來回穿梭，一間間的古早商店，包括藥

鋪、服裝店、五金雜貨店和打鐵舖等，商店的櫥窗和物品陳設，包括牆上的印刷

海報，每一個細節都展現了 18 世紀的風華歲月(見下頁圖 4-35)。 

 

【圖 4-34】114 維多利亞小鎮地圖 

 

 

 

 

 

 

 

 

 

 

                                                      
114

 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blists-hill-victorian-town/。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attractions/blists-hill-victorian-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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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115 維多利亞小鎮的街道與商店 

 

 

 

 

 

 

 

 

 

 

 

 

 

 

 

 

 

 

 

 

 

 

 

 

                                                      
115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維多利亞小鎮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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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為迎合技巧性消費的成長與創意休閒的需求，除了復古懷舊的景物之

外，維多利亞小鎮也讓觀光客「嚐試」文化的聲音、味道與觸覺，以及地方社區

的傳統文化實踐(Richards, 2001; Smith, 2009; Richards, 2013a)。像是每日提供新

鮮烘焙的麵包，傳統口味包裝的糖果，總是大排長龍的炸魚薯條(見下圖 4-36)，

豐富觀光體驗的新奇與味覺享受；另外還有傳統的編織技巧指導，與古代貨幣的

換算教學等(見下頁圖 4-37)，讓觀光客在娛樂的過程中也能學習知識，也幫助維

多利亞小鎮更具真實性。 

 

【圖 4-36】116 維多利亞小鎮讓觀光客「嚐試」文化 

 

 

 

 

 

 

 

 

 

 

 

 

 

 

 

 

                                                      
116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維多利亞小鎮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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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117 維多利亞小鎮的傳統文化示範教學 

 

 

 

 

 

 

 

 

 

 

 

 

 

 

 

然而，建立真實性的另一項重點，就是要多創造地方人物的「故事」，以及

關於地方的論述(narratives)，才能打造出一個充滿魅力的觀光目的地(Richards, 

2009b)：在小鎮上就有一棟「醫生的家」，同時也是過去的地方診所，屋內保留

了部分的原始傢俱和擺設，還有位「管家」隨侍在側負責導覽，屋外的庭院同樣

維持原貌，觀光客從候診室的解說牌上，就可以了解過去的醫療技術，並想像屋

主繁忙的白袍生活(見下頁圖 4-38)。不論任何的形式，當觀光客在目的地不斷地

接收並交流知識後，會漸漸了解並尊重地方文化，觀光中的主客權力關係可能就

此改善，不論是觀光客之間的關係，或是觀光客與目的地的關係，都將會影響地

方的永續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13a)。 

                                                      
117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維多利亞小鎮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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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醫生的家 

 

 

 

 

 

 

 

 

 

 

 

 

 

 

 

維多利亞小鎮的獨特性，不僅是由實體環境所建立，同時也由當地的居民塑

造，而創意的產生，則是來自觀光客，以及觀光客與居民之間的互動(Richards & 

Wilson, 2007a)。維多利亞小鎮的員工組成，多半是地方或鄰近地區的居民，在

筆者於維多利亞小鎮參訪時，就遇上兩位：曾在蕾絲工廠擔任女工的蕾絲奶奶(代

稱)，退休後便到維多利亞小鎮進行編織教學，由工廠女工成為傳統技藝的傳承

者，悉心指導每一位觀光客學習，並在彼此談天的過程中，將女工的生活和地方

的歷史發展娓娓道出；另一位印刷舖的爺爺，過去就在鐵橋谷擔任搬運工，在歷

經去工業化失去工作之後，接受博物館的培訓，成為印刷舖的解說示範員，持續

在鐵橋谷服務，只是目前這份工作有更多的意義和價值(見下頁圖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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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118 蕾絲奶奶與印刷舖的爺爺 

 

 

 

 

 

 

 

 

 

 

 

 

 

 

 

 

事實上，鐵橋谷一直在開發並用心經營著人力資源，以協助地方的經濟重建，

讓失業的勞工都能有所依歸，期待完整發揮後工業區域僅存的資本之一，促進經

濟和社會的再生(Richards & Raymond, 2000)。博物館信託曾組織人力資源服務委

員會，解決地方的失業問題，現則以招募志工為主：截至目前，博物館信託創造

了約 160 個的全職工作，雇用約 200 名的員工，還有數百個由觀光相關行業間接

產生的工作機會；並擁有超過 470 位龐大志工陣容的支持，協助清理環境、收藏

維護和節慶執行等任務，其中有些志工來自學校和企業的合作計畫。119
 

                                                      
118

 由筆者於 2012 年 7 月的維多利亞小鎮所拍攝。 
119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ironbridge-gorge-museum-trust/collections/。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ironbridge-gorge-museum-trust/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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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博物館信託也盡可能地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根據 2012 的年度報告顯

示，博物館信託幫助至少 32 位青年與失業的志工朋友，得到了附薪資的工作；

另外，博物館信託於 2010 年與特爾福德—里金議會合作，成立社會企業「TEN 

Horsehay」，提供智能遲緩或是障礙的成年人，一個夏季短期的工作機會，安排

在維多利亞小鎮的商店擔任銷售員，所得全數回饋給該社會企業，並持續照顧著

這群成年人。120這些努力，讓鐵橋谷分別於 2010 與 2011 年獲得英國「世界級信

託志工計畫」(The Trust’s World Class Volunteering project)的殊榮。 

儘管每一座博物館都有其特定的主題、目標與客群，但十座博物館群都有一

項共同點，那就是鼓勵觀光客「參與」和「體驗享受」，並在個人意義上使用文

化遺產，藉此提升體驗品質，使學習更有趣，還能擴展市場基礎，得向更多人傳

遞鐵橋谷的相關資訊，使工業遺產獲得更廣泛的支持(McKercher & du Cros, 

2002)。創意觀光的發展，幫助鐵橋谷強化傳統的觀光產品，開發地方傳統和專

門技術的潛力，結合地方的知識、技能、實體資產、社會資本和氛圍等，塑造出

獨特的文化產品和體驗(Richards & Raymond, 2000; 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11)。 

當然這一切無形文化元素的推廣，也有賴媒體網路的塑造與傳播(Richards, 

2009b)，「Marketing the Ironbridge Gorge Museums」報告便提及(p. 7 & p. 9)：與

觀光客建立溝通，是博物館信託的核心目標，同時也是重要的武器，除了傳統的

指南與旅遊宣傳，鐵橋谷多使用媒體和社群網站，如「Trip Adviser」、「Facebook」、

部落格及電子郵件(見下頁圖 4-40)，作為向觀光客宣傳和溝通的管道；鐵橋谷也

以其良好的公共關係為傲，在 2012 年時與 BBC 合製系列影集，以維多利亞小鎮

中的藥局發展歷史為故事題材，吸引超過 2 百萬觀眾收看，也曾多次受到旅遊作

家和媒體的採訪(見下頁圖 4-41)。 

 

                                                      
120

 整理自＜Annual Review 2010＞，IGMT，p .6。 

http://www.ironbridge.org.uk/assets/Uploads/Touris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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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121
 鐵橋谷的電子新聞宣傳，右圖為近日改版 

 

 

 

 

 

 

 

 

 

 

 

 

 

 

【圖 4-41】122
 鐵橋谷與 BBC 的合製影集與媒體採訪 

 

 

 

 

 

 

 

 

                                                      
121

 由筆者向鐵橋谷博物館信託訂閱的電子新聞，載於筆者電子信箱。 
122

 左圖載於＜Annual Review 2010＞，IGMT，p .9；右圖載於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the-entrepreneurial-museum/how-to-make-your-museu

m-film-friendly/。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the-entrepreneurial-museum/how-to-make-your-museum-film-friendly/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the-entrepreneurial-museum/how-to-make-your-museum-film-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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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博物館信託必須要思索的是，有許多觀光客並非生活在當地的居民，

他們可能有愉悅的博物館經驗，也學習到很多東西，但他們生活的根並不在這裡

(張譽騰，2004)。以目前鐵橋谷的創意觀光發展來看，博物館信託十分自豪，在

世界文化遺產區域中，就擁有十座獲獎的博物館，每年有超過70000名學生來訪，

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探索區域內的工業遺產；博物館信託的遺產教育也屢次獲

得桑德福獎(Sandford Award)
123的肯定，2012 年由維多利亞小鎮和瓷器博物館奪

得，2013 年則是工學博物館與瓷磚博物館，以博物館的收藏、遺產建築、學習

計畫，專業的博物館人員和工作坊領導獲獎，成為吸引學校合作以及更多觀光客

的最佳宣傳。124終生學習部門的主任 McGregor 就表示：藉由學習，翻轉了人們

對鐵橋谷博物館的每個觀點和印象。這是當觀光客「親身」體會觀光目的地，為

當地的社會文化價值所影響時，便逐漸成為體驗的共同製造者，能夠更貼近並尊

重目的地的文化和居民，與目的地的日常生活建立新關係，以朝向一個更為永續

的互動模式發展(Maitland, 2010)。 

 

4.1.3 小結 

 

鐵橋谷打破時間與空間上的種種限制，依循自然環境與人類在此共生的脈絡，

一方面不斷強調工業遺產的特殊性，善用美好鄉村的風光景緻，一方面組織起充

滿地方感和文化認同的在地社群，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義，將所有的工業遺址，

整合於一共同的遺產管理架構之下，進行區域的整體復甦計畫。由特爾福德地方

                                                      
123

 設立於 1978 年，邀請教育專家，針對所有英國的遺產、博物館、藝廊和歷史收藏等

推出的教育計劃，進行獨立評比，啟發對於推廣長期計畫有興趣的遺產部門，更多不同

的觀點和發展可能，截至目前已頒發超過 350 個獎項。整理自「Sandford Award」官網：

http://sandfordaward.org/。 
124

 整理自鐵橋谷博物館信託官網：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news-releases/2013/aug/museum-wins-education-awar

ds/。  

http://sandfordaward.org/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news-releases/2013/aug/museum-wins-education-awards/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news-releases/2013/aug/museum-wins-education-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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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成立的博物館信託，為鐵橋谷的永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企業式領

導與由下而上的區域發展策略」，博物館信託採用商業模式領導城鎮發展，充滿

企業精神且地域性強，而在「創新的博物館管理與消費者導向」，朝消費者導向，

以工業博物館群作為工具和媒介，來獲取不同領域和種類的資源，不論是工業遺

產的活化或詮釋，以及對博物館的經營來說，皆是一項優秀創舉；最後在「自然

環境與遺產景觀的整體活化系統」，完整保存了 18 世紀工業革命的生產運輸及生

活元素，成功為鐵橋谷創造誘人論述。 

而在創意模式的運用：「創意空間」以十座博物館群，創造一個文化生產鏈，

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消費群集，結合傳統產業與觀光發展，同時連結區域內的創

意產業，形成塞文河畔的創意絲帶，以「工業革命發源地」作為區域的發想基礎，

讓整個空間充滿強烈的社會互動價值；而「創意奇觀」的世界遺產節，則利用各

式各樣的活動，包括工業文化展示、親子互動遊戲和街頭表演藝術等，串聯起整

個社區，並將遺產資源分享給大眾，促進社會參與。最後，「創意觀光」同樣以

十座博物館群為基礎，傳統技藝工作坊和活的博物館—維多利亞小鎮，提供獨特

的體驗和互動式參與，因而備受觀光客喜愛。鐵橋谷全面採用「觀光」作為一種

行銷手法，將純粹的文化價值與創作場域，概念化成各項商品與服務，利用創意

手法賦予其功能價值，連結商業活動，激發經濟潛力，帶動整體區域的創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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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的創意活化分析 

曾是歐洲最大的工業區，號稱二戰時期的軍火庫，位於德國西方的魯爾工業

區，在二十世紀正式告別過去輝煌的工業歷史，將原本汙濁的天空與河水，伴隨

著嚴重的社會問題，以文化與生態為主軸，進行漸進式的改造：博物館、劇院、

音樂廳和辦公大樓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工業遺產也活化成為如杜伊斯堡

(Duisburg)景觀公園(Landschaftspark Duisburg-Nord)，擁有潛水攀岩、宴會及時尚

秀等多功能用途，或是將位於歐柏豪森(Oberhausen)歐洲最大的瓦斯槽

(Gasometer)，改建為巨型的展覽空間，創造出一種奇觀幻境。 

魯爾工業區歷經長達十年的空間機能再造與產業結構調整，而今呈現出一片

欣欣向榮。工業遺產不再是包袱，許多意料之外的創新使用，充滿無限的經濟價

值，並成功傳達出地方獨特的歷史軌跡，2010 年更以埃森市為首，獲得「歐洲

文化之都」的榮銜，成功向世人展示一個全新的空間治理與規劃藍圖—魯爾大都

會(Metropole Ruhr)；是以對整體區域的文化想像，超越單一城市，從過去一座重

工業區，走向發展休閒娛樂與創意經濟的文化大都會，讓都會區中大大小小五十

三座城市，成為形塑地方特色與觀光發展的共同體。 

 

4-2-1 文化與創意主導的城市再生 

 

（一） 工業發展歷程 

 

魯爾區位於北萊茵-西發里亞邦，距離首都柏林(Berlin)約五小時的車程，面

積4,435平方公里，有三條主要河流通過，分別是北邊的利普河(Lip)、中部的恩

瑟河(Emscher)，以及南邊的魯爾河(Ruhr)，區域人口約570萬。儘管在1850年時，

大部分的區域都還是鄉間農村，但由於魯爾區擁有國內四分之三的煤礦資源，所

以早在十九世紀初，就開始大規模的煤礦開採與鋼鐵生產，並在短短五十年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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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快速的工業化發展，包括建立縱橫交錯的運河與鐵公路系統，讓魯爾區南部的

魯爾河與恩瑟河之間，聚集稠密的工廠、住宅和交通網絡，形成主要的工業城市

區帶。 

其中，埃森市的北部更從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陸續開鑿了共11座的礦坑，

由關稅同盟的創立者Franz Haniel父子經營擁有，既掌握了能源和生產原料，又

在1932年第十二號礦井開放後，將之前11座礦坑全數連結，讓關稅同盟煤礦工業

區(Zeche Zollverein)(以下簡稱關稅同盟礦區)一躍成為世界規模最大，生產率最

高的現代礦區，促使魯爾區內的城市彼此串聯，形成一條以鋼鐵、化學、機械製

造與軍事設備為主的產業鏈。即便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曾遭受二次世界大戰的

炮火攻擊，以及讓盟軍掏空了不少工業設備，但截至1950年代的統計，整個魯爾

區共有250個礦區，49萬名勞工，堪稱德國的工業心臟，也是歐洲重要的煤炭與

鋼鐵中心。直到1957至1958年間爆發的第一次能源危機，來自美中澳價格低廉的

進口煤礦，以及新能源的出現，讓魯爾區面臨一波波的結構轉型：產業紛紛出走，

礦區關閉，徒留許多高度污染的工業荒地(Industriebrache)(楊凱成，2006a)，城市

空間開始破碎，人口也逐漸外流，大量的失業勞工導致抗議聲浪不斷，而逐漸喪

失其競爭優勢，終至1986年，關稅同盟礦區宣告正式關閉，終結近兩百多年的工

業發展傳奇。 

端看魯爾區的發展歷程，工業發展促使區內的都市化程度普遍較高，便利的

運輸系統和密切的內部分工，讓魯爾區成為一個堅強的工業綜合體；然而，整個

魯爾區缺乏完善的都市計畫，城市都是各自成長，空間、交通與文化景觀也紊亂

複雜，不論在文化還是政經地位上都缺乏整體感，造成區域再生的阻礙。於是，

魯爾區的轉型任務除了土地整治和環境復育之外，最主要的目標在於整合區域來

規劃治理，活化工業遺產，以保存集體的記憶與情感，並依循不同地區的發展脈

絡與需要，協助建立現代的城市機能，重塑地方精神和生活價值，以解決叢生的

社會問題，從經濟、社會與文化全方位達成整個魯爾區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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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化策略與再生機制 

 

當深具象徵意義的關稅同盟礦區於 1986 年關閉後，北萊茵-西發里亞邦發展

公司(Landesentwicklungsgesellschaft, LEG)
125

(以下簡稱邦發展公司)隨即在關閉

的當日，簽約成為礦區的所有者，並於一年後從魯爾煤礦公司

(Ruhrkohlegesellschaft, RAG)
126以及幾家著名的鋼鐵集團手中，正式取得總區域

面積達 100 公頃，包含閒置空間、廠房與工業設備的全數產權，讓整個關稅同盟

礦區的結構得以保留完好。事實上，魯爾區的經濟發展早於 1979 年達到谷底，

邦政府迫切希望能幫助城市與地方社區，收回這些閒置空間，引進新的商業活動

與投資，因而制定了土地基金(Grundstueckfond)
127，由邦發展公司代為管理，準

備土地移交的相關事宜。土地基金的用途包括：從舊地主手中買入土地，處理部

分受汙染的土地，再將土地賣給新的使用者。這樣的過程，有賴城市與地方社區

「主動」向邦政府提出申請計畫，告知地主購買意願，並讓邦發展公司負責整個

程序，由土地基金購入，至於土地將如何被重新使用，就得依照每項申請計畫的

需求而異，用途規劃並不是邦發展公司的工作範圍。 

由於在德國環境汙染管制法的限制下，土地的擁有者必須支付環境整治的費

用，並定期整理工業荒地，否則將繳納龐大的污染稅，加上財團也期待這些土地

的剩餘價值，出售荒地絕對符合利益的考量；另一方面，隨著土地循環再利用的

觀念(Flaechenrecyckling)逐漸形成，邦政府便強力主張，在閒置的工業荒地尚未

利用完畢之前，珍貴的未開發土地就盡可能先行保留，避免資源的浪費128。如此

的「天時、地利與人和」，使得魯爾區的土地產權得以較為順利地轉移，土地基

金的機制有效促成都市更新，成為保存工業遺產的最佳工具。 

                                                      
125

 1970 年成立，接受邦政府的指示和資金，但依發展公司的身份來執行任務，近似於

信託，在處理土地基金時，與其本身的資本無關，但可從信託業務上獲得報酬。 
126

 1962 年成立，是所有原本分散的煤礦公司合併而成，為魯爾區唯一一家煤礦公司。 
127

 1979 年設立，最初被稱為魯爾土地基金，1984 年擴展為整個邦的機制並運作至今。 
128

 以上整理自＜塑造文化經濟的新地標：魯爾區關稅同盟礦區案例分析＞，楊凱成，

2006。 



123 
 

然而，真正完成魯爾區在經濟、生態與文化全面革新的，是接下來為期十年

在恩瑟公園的 IBA 國際建築展(Internationale Bauausstellung Emscher Park)
 129。當

時，國際建築展有限公司(IBA Gmbh)
130特別針對北魯爾區，也就是嚴重衰敗的恩

瑟河流域一帶(見下頁圖4-42)，於1989至1999年進行了一連串的地區振興計畫，

其中資金來源有三分之二是公共的補助款，來自邦政府、聯邦政府和埃森市政府，

還有歐盟的歐洲區域發展基金(European Fund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總計畫

空間達 800 平方公里，涵蓋 2 個區域、17 座城市，250 萬名居民，規劃有 300

平方公里的綠地，有 3000 棟的建築以合乎文化遺產的標準來修建131；這也是繼

1987 年第二次在柏林的國際建築展，正式確立整個計畫的型態與城市修復的相

關內容後，恩瑟公園國際建築展(以下簡稱恩瑟公園建築展)又帶來新的突破，將

計畫從城市的部分擴展至整個區域，並以經濟與生態的革新作為核心議題(楊凱

成，2006a)。 

以關稅同盟礦區的改造開始，主要目標是解決在去工業化的過程中，環境汙

染與產業結構轉變所衍伸的問題。在十年之間集結了大量的創意與能量，透過

120 項的實體建設計劃來活化工業遺產，提供給地方文化產業及活動的進行，將

公共空間還諸社區居民，徹底改善魯爾區的地域風貌；同時，協助延續地方的歷

史紋理，提升勞工階級的社會意涵，表現魯爾區的特殊工業文化精神與價值，藉

由空間的更新與整合，揉雜著過去與現代，塑造出整體的文化認同與記憶情感，

奠定了日後魯爾大都會的深厚基礎(見下頁圖 4-43)。 

 

                                                      
129

 IBA，為 Internationale Bauausstellung Exhibition 的縮寫。擁有悠久的發展傳統，乃運

用當代建築設計，以國際博覽會的形式，協助城市及區域的發展，對於德國城市再生具

有相當的意義與幫助。整理自 IBA Emscher Park 官網：

http://www.iba.nrw.de/iba/geschichte.htm。 
130

 乃邦政府的的附屬單位，指導整個國際建築展的核心價值與理念，引介資源與技術，

並作為一個資源整合的平台，協助公私部門協調溝通，有效建立起合作夥伴的關係。 
131

 整理自 IBA Emscher Park 官網: http://www.iba.nrw.de/iba/daten.htm。  

http://www.iba.nrw.de/iba/geschichte.htm
http://www.iba.nrw.de/iba/dat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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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132 恩瑟公園國際建築展範圍 

 

 

 

 

 

 

 

【圖 4-43】133 關稅同盟礦區的過去與現在 

 

 

 

 

 

 

 

由國際建築展有限公司與埃森市籌組的團隊，為魯爾區的永續發展提出四個

主要的領導方向，分別是藝術、文化、設計和工業歷史，並由此發展出具體的策

略供實際操作134。以下，筆者將直接分析恩瑟公園建築展，輔以幾項最為著名的

建設計畫為例，歸納出魯爾區再生的五個成功關鍵： 

                                                      
132

 載於 IBA Emscher Park 官網與關稅同盟基金會臉書專頁：
http://www.iba.nrw.de/main.htm & 

https://www.facebook.com/Zeche.Zollverein.Essen?fref=ts。   
133

 載於 PACT 關稅同盟官網：http://www.pact-zollverein.de/ueber-uns/geschichte。  
134

 分別是「恩瑟地區的生態系統轉換」(Umbau des Emscher-Systems)、「在公園中就業」

(Arbeiten im Park)、「住宅與城區更新」(Neues Wohnen und Stadtteilentwicklung)、「發展

藝術、文化與觀光產業」(Kunst, Industriekultur und Tourismus)、與「社會倡議、就業與

培訓」(Soziale Initiativen, Beschäftigung und Qualifizierung)，整理自 IBA Emscher Park 官

網： http://www.iba.nrw.de/arbeitsbereiche/main.htm。 

http://www.iba.nrw.de/main.htm
https://www.facebook.com/Zeche.Zollverein.Essen?fref=ts
http://www.pact-zollverein.de/ueber-uns/geschichte
http://www.iba.nrw.de/arbeitsbereiche/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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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熟的中介組織與整體性強的區域發展策略：恩瑟公園建築展實際上是在

一個廣闊的空間架構下，採用漸進式整合的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共同參與，藉此

凝聚出集體共識，所完成的一項大型分工計畫；儘管有多達120項不同的計畫，

但都能秉持著相同的目標，各自積極實現地方的再生。這必須歸功於國際建築展

有限公司，除了作為一個資源引介與整合的平台，自柏林第二屆國際建築展開始，

便引導著社會大眾加入整個城市再生的程序，建立起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地方

政府與居民的溝通管道；成功扮演的中間角色，其實來自於歷屆國際建築展所累

積的豐富經驗與良好「口碑」，使其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最重要的是，國際建築

展有限公司具備相當的執行力與遠見：時任國際建築展有限公司執行長的Karl 

Ganser，在面對魯爾區規模及數量龐大的工業遺產時曾表示： 

 

＂在挖土機還沒來之前，先保留，買下來，然後在靜下來思考可以如

何再利用。倘若後來證明沒有更好的創意，剷平這個動作未來還是可

以實行的，但不應該事先剷平，五年後再後悔沒有保存。＂135
 

 

這正是為魯爾區量身打造出的恩瑟公園建築展，保留地方原始的歷史結構，

並以此為明確的再生基礎，提出多項圍繞著生態與工業文化主軸的具體策略，徹

底調理魯爾區的體質，實為一項全面的區域改造計畫。 

 

2.因地制宜的工業遺產活化與空間機能再造：工業遺產乃魯爾區的再生基礎，

執行長Karl Ganser認為，一旦工業遺產被順利保存之後，就必須盡快評估並提出

未來的發展計畫。先有可行具體的使用建議，才開始修復整理，並考慮遺產特性、

地方的脈絡與特殊需求，推舉出適當的經營管理者，讓新的使用者一同參與整個

過程(楊凱成，2006a)；是以開發工業遺產的現代用途，融入社區生活，證明歷

                                                      
135

 摘錄自＜塑造文化經濟的新地標：魯爾區關稅同盟礦區案例分析＞，楊凱成，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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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與經濟發展能夠共存(HRH, 2000)。因此，國際建築展有限公司之下設有一評

審委員會，負責審核每項計畫案，是否都符合恩瑟公園建築展的核心理念，並緊

扣著地方需要，進而讓計畫案都能擁有不同的性質特色，反映出地方獨特的社會

紋理；儘管共同在一個魯爾區的工業文化框架底下，還是能確保每個城市與地區

各自的文化表述，維護遺產本身的特殊性，開放多元的文化展現，最終使得魯爾

區的工業遺產活化成果充滿創意。 

然而，遺產保存與活化的經費估計不易，後續可產生的經濟效益也難以保證，

即便每項遺產都具有高度的保存價值，挑出真正最具代表性及象徵意義的工業遺

產，是一項必經的取捨過程(曾梓峰，2004)；甚至有人認為，工業遺產是一種落

伍、汙名化的標記，像是位於歐柏豪森的瓦斯槽，正是城市留下的唯一一座。瓦

斯槽建於1927年，高117.5公尺，直徑67.6公尺，整個空間約347,000立方公尺，

是歐洲最大瓦斯槽，於1988年退役之初，被地方居民認為是景觀殺手，而面臨拆

除的命運；在經過市民、市政府與邦政府一番激烈的討論後，採用恩瑟公園建築

展的提議，成為一個超大型封閉式的單一展覽廳，創造出令人激賞的活化成果與

空間經驗，是目前歐洲炙手可熱的展演場地，歐柏豪森的城市地標136
(見下頁圖

4-44)。 

工業遺產活化的另一個重點用途，則是引進新的產業，成為休閒與創意產業

的工作空間，避免資源浪費，協助地方經濟再生，積極促成城市的永續發展

(Sykora, Holicky & Markova, 2010 )；或提供給地方的文化活動使用，轉換空間意

象，是以工業遺產象徵的地方產業與傳統精神，過渡至現代結合經濟用途來活化，

協助提升遺產價值，保護遺產建築(Evans, 2009)。恩瑟公園建築展提出的「在公

園中就業」，正是利用區域內22處超過500公頃的閒置空間，進行適度的增建或

改建後，再以低廉的租金，租借給藝術文化、設計與高科技等相關產業使用，打

造成具高附加價值的現代科學、商業發展及服務產業園區。 

                                                      
136

 整理自歐柏豪森瓦斯槽官網：http://www.gasometer.de/en/。 

http://www.gasometer.d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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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園區遵循著一項特別的規畫原則，即園區的土地使用必須是

一半產業用地，一半綠地，結合自然與工業遺產景觀，營造出舒適獨特的工作環

境與氛圍；巧妙地利用空間與建築物的關係，塑造出一股文化歷史，兼顧工業遺

產的文化意義與現代價值，使之生命週期不停循環，以自身條件得到經濟上的生

存能力(傅朝卿，2004)，為整體環境發展帶來新的刺激與想像。137
 

 

 

【圖 4-44】138 歐柏豪森瓦斯槽的過去與現在 

 

 

 

 

 

 

 

 

 

 

 

 

 

 

                                                      
137

 接著將於 p.131 的「創意空間」作更為深入的說明。 
138

 由左至右順時針分別載於：
http://www.virtualtourist.com/travel/Europe/Germany/Land_Nordrhein_Westfalen/Oberhause

n-32189/General_Tips-Oberhausen-TG-C-1.html &  

http://www.dlr.de/DesktopDefault.aspx/tabid-5376/8972_read-19088/gallery-1/gallery_read-I

mage.1.10568/ & 由筆者於 2012 年 8 月的瓦斯槽所拍攝。

http://harsewinkel.lokarl.de/blog/index.php/115/vhs-faehrt-zur-christo-ausstellung/。 

http://www.virtualtourist.com/travel/Europe/Germany/Land_Nordrhein_Westfalen/Oberhausen-32189/General_Tips-Oberhausen-TG-C-1.html
http://www.virtualtourist.com/travel/Europe/Germany/Land_Nordrhein_Westfalen/Oberhausen-32189/General_Tips-Oberhausen-TG-C-1.html
http://www.dlr.de/DesktopDefault.aspx/tabid-5376/8972_read-19088/gallery-1/gallery_read-Image.1.10568/
http://www.dlr.de/DesktopDefault.aspx/tabid-5376/8972_read-19088/gallery-1/gallery_read-Image.1.10568/
http://harsewinkel.lokarl.de/blog/index.php/115/vhs-faehrt-zur-christo-ausstel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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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改造工程與人力資源運用：恩瑟公園建築展的各項計畫，主要分成「地

方政府發展規劃」及「地方團體與私人投資」兩個部分，並制定多種獎助目標，

廣納各種不同的提案，促進多元發展，鼓勵地方政府、私人企業與社區居民，共

同參與並表達意見，培養出主動改變自己生活的共識，人民也不再將政府力量與

補助視為理所當然，而是更為積極的參與，來爭取提案通過，往後的活動也較能

順利推行，當然不同個案，居民的參與程度也不盡相同。 

以杜伊斯堡的景觀公園為例，將原本占地約200公頃的煉鋼廠改建成為公園

(見下圖4-45)，從最初的國際競圖開始，便邀請規劃團隊進駐基地，透過對社區

居民公開，集體合作的過程，在現地勾勒出景觀公園的未來構想，以多向度、多

層次的動員，獲得居民的認同及參與(曾梓峰，2004)；過程中，居民被賦予權力，

並學習如何經營社區，形成一股社會能量，協助地方資源網絡的建立，同時促進

社會融合，聯繫社群感情，恰為社區培力(empowerment)的表現，也是社區永續

發展的關鍵。 

 

【圖 4-45】139 杜伊斯堡景觀公園的過去與現在 

 

 

 

 

 

 

 

 

 

                                                      
139

 左圖載於杜伊斯堡景觀公園官網：http://www.landschaftspark.de/der-park/entstehung；

右圖由筆者於 2012 年 8 月的杜伊斯堡景觀公園所拍攝。 

http://www.landschaftspark.de/der-park/entste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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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恩瑟公園建築展的所有過程，其實都需要大量人力的投入，「社

會倡議、就業與培訓」即協助失業人口，特別是長期失業的青年，進入不同的工

作領域，作為歷史導覽員或是遺產修復者，直接貢獻社區發展，政府也安排一連

串的技職訓練，投過教育來提升勞工的整體素質；對於後工業城市來說，唯一的

資源正是地方居民，而若能完整其人力資源，就可以重建地方經濟，讓缺乏文化

資本的後工業城市得以再生(Richards & Raymond, 2000)。以魯爾區的生態環境工

程來說，便促進了相關產業的發展、人才培育及環保技術的升級140，活化勞動市

場與地方產業，為日後的產業結構轉型打下良好基礎，恩瑟公園建築展不僅針對

實體的更新，同時也是一項深層的社會改造工程。 

 

4.以生態與人文價值展現獨特的文化經濟：除了振興區域經濟，改善實體環

境之外，恩瑟公園建築展積極回應後工業城市的社會發展需要，蓄積十年以生態

與人文為主的永續意識形態，展現得是屬於魯爾區的全新生活價值與認同。首先，

工業遺產在過去本來就是居民賴以為生，分享信仰與文化的工作場所，保留工業

遺產作為歷史的見證，無形文化的傳承，不論是鐵道設施或礦區井架，都具有強

烈的文化符號象徵，能幫助遺產社區豐富其文化價值與傳統，滋養社會結構，找

回對地方的認同與歸屬(Edwards & Liurdes, 1996; Alonso, O’Neill & Kim, 2010)，

當地區擁有文化代表性建築，還能使城市的正面意象增加，藉此吸引投資與觀光

客的拜訪(Throsby, 2010)。 

而在環境復育方面，「恩瑟地區的生態系統轉換」，將十九處傳統工業地景規

劃成公園，並互相連結形成七條南北向的城市綠帶，以步道與自行車道貫穿其中，

發展成一個生態景觀大公園，每一條綠帶及公園皆各有主題，視地方特色而定，

融合生態與工業文化，串聯起魯爾區獨特美麗的人文景觀，號稱 21 世紀新公園

的典範141。良好的生活品質與城市空間，也表現在「住宅與城區更新」中，新建

                                                      
140

 整理自 IBA Emscher Park 官網：http://www.iba.nrw.de/arbeitsbereiche/sozial.htm。 
141

 整理自 IBA Emscher Park 官網：http://www.iba.nrw.de/arbeitsbereiche/main.htm。 

http://www.iba.nrw.de/arbeitsbereiche/sozial.htm
http://www.iba.nrw.de/arbeitsbereiche/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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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的住宅142，將居民對生活品質與地方的期待，表現在建築形式上，連同舊

住宅的翻新、現代化，帶動地方小範圍的更新，作為地區新生活的示範，發揮永

續生態聚落的無限可能。當高品質的城市設計越被強調，一切兼具美感與功能性，

就有利城市行銷，吸引傾向在宜人環境發展的服務產業(Jones & Evans, 2008)；

而以「文化經濟」的策略來看，恩瑟公園建築展改變建築與城市發展的觀點，以

後工業城市模型作為起點，結合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共同發展框架，利用遺產與

文化認同來提升地方價值(Stratton, 2000; Richards & Wilson, 2006)，成功地轉換空

間意象，展現獨樹一格的魯爾區文化經濟。 

 

5.文化觀光的發展契機：世界經濟從原本的生產導向，轉換成消費導向的發

展，使得觀光成為一項重要的發展工具，城市無不期待吸引在全球流動的消費者，

作為地方收入與工作機會的來源(Richards, 2001)。恩瑟公園建築展透過活化工業

遺產，整合了全區原本破碎的城市空間，並以生態取向的手段，恢復整個魯爾區

的自然景觀，創造出屬於地方居民的休閒娛樂空間，整體的景觀再造與空間意象

轉換，呈現出高品質的城市生活，讓魯爾區擁有歐洲最密集的文化景觀之一；而

活化工業遺產並融入現代城市生活，是保存遺產的文化標誌與價值，並利用其中

蘊含的工業文化與美學價值，突顯後工業城市的獨特意象，一方面也實現遺產建

立地方感的功能，提供與過去的連結，幫助定義及維繫遺產社區的文化特色

(Cantell, 2005)，為啟動文化觀光發展的關鍵。其中，關稅同盟礦區自 1992、93

年開始，逐漸對外開放，配合「發展藝術、文化與旅遊產業」的策略，提供歷史

導覽、文化節目及藝術展覽等創新的文化活動，並提供不同性質與領域的工作機

會，促使經濟結構改變，城市體質也跟著改善，充滿活力生機143。 

而為了慶祝於 1999 年正式閉幕的恩瑟公園建築展，魯爾區舉辦了以「Finale 

                                                      
142

 新建住宅中有 75%是政府釋放的公共住宅，其餘也有許多獎勵促進的出租公寓。 
143

 整理自 IBA Emscher Park 官網：http://www.iba.nrw.de/arbeitsbereiche/kunst.htm。 

http://www.iba.nrw.de/arbeitsbereiche/kun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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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為名的系列活動與展覽144，並從建築展的主要成果項目「恩瑟生態景觀公

園」為中心的幾條綠帶上，開發出四條觀光主題路線145，象徵魯爾區紀錄了 20

世紀最後的工業時代經典，呈現地方居民的驕傲及嶄新的區域風貌，並積極確立

觀光發展是日後經營的首要任務146。恩瑟公園建築展重建了地方生活，在老舊的

工業遺產中，灌注藝術文化的新生命，充滿實驗性的長期復甦計畫，確實藉由魯

爾區這樣的經驗，開創了更多新的模式與概念，並貢獻「工業文化之路」、「恩瑟

景觀公園」及「魯爾三年展」(Ruhrtriennale)三項重要的遺產，作為一個紀錄同

時也是延續，為魯爾區未來的創意發展奠下基礎。 

 

4-2-2 工業遺產與創意模式 

 

魯爾區成功鮮明的結構改變，為地方創造了誘人的論述，能吸引觀光客前來，

並藉由一個區域品牌的建立，為地方包裝美感，城市和區域行銷便成為一種體驗

的傳達；這種必須親臨現場並且與地方特色有關的消費過程，連結起體驗經濟與

觀光活動的緊密關係，城市福利建設及文化活動的品質再次被強調，形塑與提升

地方價值的文化產業也成為體驗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Kunzmann, 2004; 

Lorentzen & Hansen, 2009)。事實上，早在 1990 年代，北萊茵-西發里亞邦政府便

率先將文創產業納入經濟政治的領域，有效結合都市計畫，讓文化產業能更加全

面性地深入規劃，具體實踐；關稅同盟礦區便是邦政府與魯爾都會經濟發展公司

(Wirtschaftsförderung Metropoleruhr GmbH)，在魯爾區內設置的八大創意園區之

一，結合創意經濟的發展與宜居功能，讓文創產業得以在地方生根。 

                                                      
144

 分別為「Das Finale」、「Christo und Jeanne-Claude Im Gasometer」、「Sonne, Mond und 

Sterne」與「Kunst setzt Zeichen」在魯爾區幾個主要的城市。 

145
 分別為「Route der Industriekultur」、「Route der Industrienatur」、「Route der 

Landmarkenkunst」與「Route der Architektur」。 
146整理自 IBA Emscher Park 官網：http://www.iba.nrw.de/finale99/finale.htm。 

http://www.iba.nrw.de/finale99/fina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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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的德文是 Kultur und Kreativwirtschaft(簡稱 Kulturwirtschaft)，由文

化、創意與產業三個單字組合而成，根據「文化在德國調查委員會」

(Enquete-Kommission “Kultur in Deutschland”)的表述：文化的核心底蘊，將透過

產業政策成為一項「創意活動」，亦即「具有藝術的、文學的、文化的、音樂的、

建築的或是具創造力的內容、作品、成品、產品與服務」，藉此累積地方的文化

創意能量，在知識經濟來臨的時代中，成為一項能同全球競爭的主流產業。 

當德國意識到傳統工業不再，使用相對低汙染、高產值，能將常民生活轉換

為可獲利的資產，同時鞏固文化基盤，替代性低且能永續經營的文創產業，是一

項必然的發展趨勢；特別是將工業遺產再利用，使得原有的文化元素不至於被全

盤清除，地方的場所記憶得以延續，並可成為當地專屬的文創資產。另外，自

21 世紀興起的都會區域計畫(Planungsverband Metropolregion)
147開始，德國最新

的大型政策執行，包括文創產業的推廣，皆以國內的十一座都會區為單位，將文

創產業整合於邦級與縣級的空間尺度之上，結合區域與城市的發展，以都會區域

的整體為考量，軟硬體並重的全面式發展。148
 

於是，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關稅同盟礦區，身為現代工業建築的原型典範，

魯爾大都會最重要的文化標誌，獲得「世界上最美麗的礦區」、「魯爾區的艾菲爾

鐵塔」及「魯爾區的科隆大教堂」等眾多讚嘆，被打造為文創經濟、展覽教育與

設計產業的創新中心，成功地聚集創意工作者，是帶領整個魯爾區經濟發展的火

車頭。由關稅同盟基金會所經營149，其運作宗旨是維護世界文化遺產，促進關稅

同盟礦區的文化發展，讓埃森市成為一個國際文化和經濟中心：目前有四個主要

營運項目，分別是藝術、文化還有遺產，硬體開發規劃與創意產業發展，魯爾博

                                                      
147

 為 21 世紀的發展趨勢，乃歐盟各國的空間規劃體系，在原有的架構下，推動「都會

區域計畫」，其目的在於整合都會區與區域的資源與優勢，將以往相互對立競爭的「都

會」與「區域」整合為一，因應日益迫近的全球區位競爭。 
148

 以上整理自＜德國與奧地利的文化硬底子＞，郭姿麟，2013。 
149

 於 2008 年由原本的關稅同盟文化與商業中心(Kultur und Wirtschaftsstandortes 

Zollverein)改組而成，並於 2009 年正式完成業務的整合轉移，成為關稅同盟礦區的主要

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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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的經營，以及由執行長直接管理的財政、行銷與人資業務150。基金會的目標

是在魯爾區的中心創造就業機會，特別是在創意產業、設計與教育等相關領域上，

同時作為地方居民的休閒場所，提供各種高品質的文化活動和設施151；讓整個關

稅同盟礦區除了是優良的公共生活空間，也是藝術、設計及科學產業的發展基地，

能夠再度成為北魯爾區最活躍的產業發展區位(曾梓峰，2004)。 

 

（一） 創意空間 

 

過去，關稅同盟礦區不僅是一處工作場所，同時也是勤奮勞工的精神歸屬，

所以當礦區關閉時，地方社區終究是逃不過去工業化造成的傷害(Mämpel, 

Zuuring & Vinken, 2009)。幸得關稅同盟礦區在關閉不久後的90年代初期，便確

立未來發展的總體目標：藝術、文化、設計與產業歷史，讓工業遺產的活化得以

快速推行，也規範了所有空間的使用及商業活動的舉辦，都必須符合這四個目標，

並照顧到新使用者的需求(楊凱成，2006a)。儘管關稅同盟基金會的執行長

Hermann Marth表示，無法保證能釋放出多少的工作機會，數量也不可能與過去

的工業時期相同，但這是每一個工業遺產活化的必然過程152；且為了維持世界文

化遺產的自給自足，基金會的主要任務，是啟動創新的發展項目，積極尋找投資

者，讓辦公室、工作坊、餐廳和商店等進入歷史的殿堂。目前努力的成果已經成

功吸引170家產業進駐，以文創產業與設計工作室為主，共66000平方英尺的空間

已經租出，帶來約1000個工作機會，整個礦區也有完善的投資計畫。153
 

 

                                                      
150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welterbe/stiftung-zollverein/organisation/das-welterbe-in-guten-hae

nden-stiftung-zollverein  
151

 執行長 Hermann Marth 的訪談，摘錄自《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Mämpel 

et al.，2009，p.18。 
152

 與執行長 Hermann Marth 的訪談，摘錄自《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

Mämpel et al.，2009，p.20。 
153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http://www.zollverein.de/business/immobilienangebote。 

http://www.zollverein.de/welterbe/stiftung-zollverein/organisation/das-welterbe-in-guten-haenden-stiftung-zollverein
http://www.zollverein.de/welterbe/stiftung-zollverein/organisation/das-welterbe-in-guten-haenden-stiftung-zollverein
http://www.zollverein.de/business/immobilienangeb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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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典型的工業園區，關稅同盟礦區以其經典的包浩斯(Bauhaus)美學，

紅磚牆與對稱的幾何結構秩序，展現功能與建築外型的完美和諧，是現代巨型工

業設施的設計典範；由數個建築群所組成，包含運輸系統、鍋爐室等各種工業設

施與廠房，以及專為勞工設立的日常設備，如宿舍、商店和澡堂等，反映過去強

調結合工作與生活空間的規劃理念(楊敏芝、林曉薇，2012b)。 

而如今，承襲這樣的精神，關稅同盟礦區成功利用空間與建築物的關係，塑

造出一股文化歷史，兼顧工業遺產的文化意義與現代價值，並使之能以自身條件

得到經濟上的生存能力(傅朝卿，2004)。以設計園區(Design Gewerbepark)的概念，

分成三個主要區塊(見下圖4-46)：「十二號礦井區」(A)、「一／二／八號礦區」

(B)和「煉焦廠」(C)(以下以英文字母代稱區域)，工業遺產的活化則有作辦公室

和研究中心，博物館和舞蹈排練場，餐廳與游泳池等豐富多元的用途，結合一整

片廣袤的綠地，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複合式空間，確保遺產對於經濟、地方居民

和文化發展的當代貢獻(HRH, 2000)。  

 

【圖 4-46】154
 關稅同盟礦區空間示意圖 

 

 

 

 

 

 

 

 

 

 

 

 

 

                                                      
154

 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09a45bc6954987e28000471/20121106-RZ-bjedesig

n-SZ-3_D_Plan-Touristik-GER-web.pdf。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09a45bc6954987e28000471/20121106-RZ-bjedesign-SZ-3_D_Plan-Touristik-GER-web.pdf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09a45bc6954987e28000471/20121106-RZ-bjedesign-SZ-3_D_Plan-Touristik-GER-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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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筆者直接就關稅同盟礦區的遺產空間利用情形，大致分為「生產空間

與太陽能社區」、「文化供給與休閒娛樂消費」與「學術機構與教育中心」三類，

來檢視其作為一個創意空間的發展規劃： 

 

 1.生產空間與太陽能社區：關稅同盟礦區所在的埃森市，以作為設計領域的

國際舞台為目標，自許為「設計的世界文化遺產」，希望吸引全球設計人的目光，

以文創產業與設計工作室為主，關稅同盟礦區成為創意產業聚集的熱點；當初在

恩瑟公園建築展提出的「在公園中就業」，正是利用區域內約35000平方公尺的

閒置空間，在(A)(B)兩區集中規劃了一些工作坊和辦公室、展覽廳與多功能的活

動空間，並於(B)區打造共72戶的太陽能社區，提供創意工作者居住的地方。 

工業遺產既為城市中閒置多餘的現成空間，恰能以相對低廉的租金，提供給

尚處於發展中的經濟型態，也就是通常屬微型且脆弱的創意產業，作為發展基地

使用，而工業遺產也正需要這些創意經濟的活水注入(Richards, 2011)。加上關稅

同盟基金會的運作，使得設計產業從計劃、生產到行銷等整趟流程，都可以在關

稅同盟中完成，並開放所有的工作者都能夠使用「Made in Zollverein」，或是關

稅同盟的標記；讓通常難以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且本質上傾向於群集發展的文

創產業，能夠使用關稅同盟礦區的「招牌」聯合行銷(見下圖4-47)，降低經營成

本，吸引更多潛在的消費者(Hitters & Richards, 2002)。第一批進駐的珠寶產品設

計師Stotz & Wackermann表示：用在外頭隨便搭建一頂棚子的費用，就能在此得

到一個完整的小空間，是一件開心的事，且礦區獨特的建築樣式讓人著迷，工作

坊甚至運用了十二號礦井作為圖樣，製造許多像是戒指、手環與鈕扣等相關特色

產品155。 

 

 

 

                                                      
155

 摘錄自《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Mämpel et al.，2009，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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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關稅同盟基金會的標誌：以十二號礦井圖作為象徵 

 

 

 

 

 

 

 

 

 

 

另一方面，關稅同盟礦區制定了許多獎助目標，鼓勵來自科技與創新設計業

者的不同提案，促進礦區的多樣產業型態，避免對特定大型產業的支出，達到更

廣泛的社會效益，打破過去地方的單一經濟結構，吸引投資及人群的重返，以帶

動地方的商業發展及財富累積(Rodwin, 1991)；並強調對創業者的支持與輔導，

以及回饋地方發展的重要性，讓政府方便管理與扶植文創產業，促進地方產業的

連結，進而帶動地方創意經濟的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7b；Richards, 2011)。 

而當人才與技術逐漸匯集，關稅同盟礦區自然就形成一條產業鏈，能創造出

規模經濟，減少營運支出，創意也在此交流激盪。Krause & Janssen就曾是關稅

同盟劇院的同事，彼此時常對礦區在佈展、節慶與舞台呈現等遇到的問題，思考

創意的解決辦法，終於在1998年共同創立了一家活動企劃與策展公司；他們認為

在關稅同盟礦區內，擁有從設計師、建築師團隊，到傢俱、雕塑和繪畫等工匠技

師，一應俱全的專業人員，能夠協助公司更加專注在策略提升與未來的發展上，

對創意產業來說是一處充滿風格、專注和靈感的理想工作環境。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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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錄自《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Mämpel et al.，2009，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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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優良完善的工作空間，礦區內還有許多供長短期租借的室內外活動地點

與空間。在關稅同盟礦區的官網上，即有3D的圖示導覽說明空間的位置和周遭

場域的氛圍，包括各個空間的功能、圖片、規模、用途建議和可容納的活動人數

等詳細資訊157；如(C)區的「梳型建築」(Kammgebäude) (見下頁圖4-48)：「面積

約有3600平方公尺，為礦區內遺留下相對寬敞的空間，許多點子都可在此實現。

在鋼筋混凝土的建築牆邊，還間隔搭載著原本的工業機械，形成一條如梳齒般的

長方形區域，屋頂還有大型的窗戶能提供光源，共同呈現一個特殊複雜的建築面

孔。」158。還有位於(A)區可舉辦展覽與音樂會的「攪拌站」(Mischanlage) (見下

頁圖4-49)：「令人印相深刻的攪拌站，是歷史波瀾的一部分，充滿工業魅力的

多功能空間，可舉辦任何活動，除了每年都作為魯爾三年展的當代藝術中心之外，

本建築獨特的三層空間，成為迎合各種特殊計畫的優勢」159。 

從上述不難發現，除了空曠寬敞的空間特性被不斷強調之外，工業遺產本身

具有的象徵性文化符號，及其形塑出的創意氛圍與活力，還能吸引創意產業與人

才的聚集，帶動創意活動的發生(Richards & Wilson, 2007b; Evans, 2009)；而當這

些資訊與知識密集的創意產業不斷聚集，其所連結的各種意象塑造與象徵性產品

的交易，能幫助地方發展出一套文化論述，形塑城市的獨特風格，繼而吸引十分

看重生活風格與文化價值的創意階級(Florida, 2002; Hitters & Richards, 2002; 

Jones & Evans, 2008)，如此良性循環，讓關稅同盟礦區這個創意空間，成為一個

有保證的品牌，更是能夠自詡為「文創與設計產業的創新中心」的關鍵。 

 

 

 

                                                      
157

 詳見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http://www.zollverein.de/business/immobilienangebote。  
158

 資料與圖片均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business/immobilienangebote/bestandobjekte/kammgebaeude。 
159

 資料與圖片均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mischanlage-betontrichter-bunkerraeume-verteilerbaender-

veranstaltungen-auf-allen-ebenen。 

http://www.zollverein.de/business/immobilienangebote
http://www.zollverein.de/business/immobilienangebote/bestandobjekte/kammgebaeude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mischanlage-betontrichter-bunkerraeume-verteilerbaender-veranstaltungen-auf-allen-ebenen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mischanlage-betontrichter-bunkerraeume-verteilerbaender-veranstaltungen-auf-allen-ebe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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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梳型建築空間 

 

 

 

 

 

 

 

 

 

 

【圖 4-49】 攪拌站空間 

 

 

 

 

 

 

2.文化供給與休閒娛樂消費：一個創意空間的永續關鍵，除了是倚靠政府所

提供的配套措施和軟硬體資源，成功地聚集創意工作者之外，還得獲取地方的支

持與資源，讓地方居民主動參與文化活動(郭姿麟，2013)；而為迎合並培養這群

地方的消費者，以「綜合經濟」的型態來發展，讓豐富的休閒文化設施與消費選

擇，營造出美好的城市生活(Montgomery, 2003; 2004)。關稅同盟基金會即秉持著

整個礦區的空間，應該開放給所有人認識和使用，而非只有專家學者才能夠親近

遺產，所以應該提供多元的文化活動，讓人們記得魯爾區的成就，以及過去二三

十年所面臨的轉型困境(楊凱成，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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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稅同盟礦區中，文化消費的主要項目是(A)區的魯爾博物館(見下圖4-50)。

作為區域性博物館的新類型，魯爾博物館並非一座典型的工業博物館，而是自我

定位成「魯爾大都會的記憶儲存和展示櫥窗」，以教育與觀光發展為首要目標。

其前身可追溯至1901成立的「埃森博物館協會」(Essener Museumsvereins)，是魯

爾區歷史最悠久的一座博物館，於2008年遷入礦區內最大也最高的建築物—洗煤

場(Kohlenwäsche)，關稅同盟基金會也於2010年正式加入這個新結構。目前在博

物館的內部，還保留許多尚可運作的原始工業設備，成為一大觀光亮點，而博物

館本身也是關稅同盟紀念路徑(Denkmalpfad Zollverein)的重點行程和主要活動地

點；魯爾博物館開幕至今，已有超過已超過40萬的參觀人次，且持續挖掘地方和

區域豐富的考古資源，擴展展覽主題，並不定期舉辦各種特展，時時帶來驚喜和

話題。 

 

【圖 4-50】160
 魯爾博物館 

 

 

 

 

 

除了傳統的博物館之外，北萊茵-西發里亞邦一直以來都是德國當代藝術的

重鎮，所以關稅同盟礦區在整修期間，便陸續釋放空間給各種藝術工作者進駐，

成立視覺與表演藝術的工作排練室；其中，有一座位於(B)區礦坑入口處，原本

不在規劃之內的浴場，但被舞蹈家們佔領，帶來新的刺激與發展後，從前工人的

更衣室改成了排練室，浴池也變成舞台，讓藝術家們有聚會交流的空間與機會，

主打工業魅力結合現代舞台設備，2002年成立的「PACT關稅同盟」(PACT 

Zollverein)(以下簡稱PACT)備受矚目。 

                                                      
160

 載於魯爾博物館官網：http://www.ruhrmuseum.de/museum/。  

http://www.ruhrmuseum.de/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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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ACT所打造的藝術空間中，有兩座劇院，三間排練室，以及屋頂上的溫

室和天台，最特別的就屬一間保留滿牆白色磁磚的休息室，牆上還嵌有鏡子與肥

皂架，過去的工業時光就暫停在這個空間，呼應PACT的介紹：技術和風格雖是

永久性的裝置，但空間則可依照不同的需求靈活使用(見下頁圖4-51)。161結合了

舞台、藝術家中心和平台三種概念功能，PACT希望刺激舞蹈、表演、戲劇、媒

體及藝術等領域的開創性發展：包括與目前進駐的十七組藝術團隊共同製作，以

創新與高水準的舞台與節目，盡可能滿足地方、國家及國際的社會文化興趣與需

求；啟動藝術家、學者和學生之間的互動交流，激發創新的藝術策略和模式，鼓

勵藝術批判性的對話反思，還有PACT完備的常駐計畫，全程提供專業團隊的管

理顧問與技術支援，讓所有的參與者，都能在這個組織起的社群中工作和學習。

162
 

像PACT這樣一個刻意去設計活化的閒置空間，使用起來極具彈性，除了能

將原本流動的藝術人才、資源和空間鎖定於礦區中，PACT與藝術團隊的合作交

流，也能展現地方化的活力與創新(Hitters & Richards, 2002)，營造出鼓勵文化與

藝術服務發生的環境，提升地方形象；另一方面，各式各樣的創意產業與活動，

兼具生產與消費的特殊功能，能一次提供大量的文化娛樂消費，幫助創意生產者

鎖定及吸引潛在的消費者(Richards & Wilson, 2007b；Richards, 2011)，藉此吸引

公私部門的投資，同時招睞更多的創意產業前來，增加地方就業機會(Ray, 1998; 

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 Roodhouse, 2006; Richards, 2010)。 

 

 

 

                                                      
161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pact-zollverein-industrieller-charme-vereint-mit-modernst

er-buehnentechnik。  

162
 整理自PACT關稅同盟官網：http://www.pact-zollverein.de/en/about-us。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pact-zollverein-industrieller-charme-vereint-mit-modernster-buehnentechnik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pact-zollverein-industrieller-charme-vereint-mit-modernster-buehnentechnik
http://www.pact-zollverein.de/en/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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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163
 PACT 

 

 

 

 

 

 

 

 

 

 

而在特定的城市空間中，將外部市場有效連結至地方的生活日常，提供社區

居民一處公共空間，同時強化地方認同、吸引力及市場位置(Roodhouse, 2006)，

關稅同盟礦區尚有許多不同的功能取向，可滿足不同的使用者，迎合各種消費市

場的需求，增加觀光客數量(Cole, 2004)。 

位於(A)區昔日的工作機房，在未經任何大幅度的改建之下，僅增添一些裝

飾和必要的設備，如吊燈、櫃台和橡木地板等，成為今日的關稅同盟餐廳(Casino 

Zollverein)，提供宴會、時尚秀和產品發表等服務項目(見下頁圖4-52)。標榜在關

稅同盟礦區中，除了享受國際佳餚，以及嚴選地方礦工的風味餐點之外，還能擁

有六公尺挑高完整的空間，與曾因腐蝕性氣體而斑駁的混泥土牆面，所共同帶來

的視覺碰撞，以及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美麗而精緻的體驗；知名科學雜誌—伽利略

(Galileo)將關稅同盟餐廳評選為，世界最精采壯觀的十大餐廳之一，在此可以俯

瞰著世界文化遺產用餐，並想像過去勞工艱苦的工作環境，感受整個空間所保留

下的氣氛。 

                                                      
163

 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service/suche?q=PAct&event=1&content=1&news=1。  

http://www.zollverein.de/service/suche?q=PAct&event=1&content=1&new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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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164 關稅同盟餐廳 

 

 

 

 

 

 

 

 

 

 

 

 

 

 

 

另外，還有位於(C)區的工人游泳池(Werksschwimmbad)與總長150的溜冰場

(Eisbahn)(見下頁圖4-53)。工人游泳池於2001年的一場藝術計畫而誕生165，由兩

個長12公尺寬5公尺的船運貨櫃焊接而成，是一個生動的藝術裝置，在夏季是兒

童與青少年休閒娛樂與聚會的場所，目前由基金會提供的泳訓課程，是魯爾區的

特色旅遊活動之一。而溜冰場同樣於2001年正式開放，每年都會舉辦溜冰競賽，

並提供地方的冬日時光樂趣，滑行於過去蓄電爐旁的發電水道上，以迷幻燈光打

造出舞廳氣氛，被旅遊指南馬可波羅(Marco Polo)譽為「全國最迷人的滑冰場地」，

夏日夜晚同時有蘇格蘭藝術家Jonathan Speirs & Mark Major的紅藍炫彩燈光秀。

166
 

 

                                                      
164

 載於關稅同盟餐廳官網：http://www.casino-zollverein.de/。 
165

 藝術計畫名為「Contemporary Art and Criticism project」，由藝術家 Dirk Paschke & 

Daniel Milohnic 執行游泳池的項目。 
166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werksschwimmbad-saisonaler-badespass-vor-industriearch

itektur &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fuer-eisprinzessinnen-und-kufenkoenige。  

http://www.casino-zollverein.de/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werksschwimmbad-saisonaler-badespass-vor-industriearchitektur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werksschwimmbad-saisonaler-badespass-vor-industriearchitektur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fuer-eisprinzessinnen-und-kufenkoen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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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167
 工人游泳池與溜冰場 

 

 

 

 

 

 

 

 

 

 

 

 

 

 

 

  

關稅同盟礦區結合文化與其他功能，在創意生產的實體空間內，同時提供創

意消費的機會，開發出各種以工業遺產包裝的用途和氛圍，能夠吸引大量的消費

者，讓生產與消費並重，保證礦區內的個別成員皆能受益，連結文創產業、創意

階級與觀光發展，藉此說服政府與投資者(Zukin, 1995; Hitters & Richards, 2002; 

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b)。同時，以遺產象徵的地方產

業與傳統精神，過渡至現代結合經濟用途來活化，提供給地方的文化活動與創意

產業使用，能提升工業遺產的價值，保護遺產建築(Evans, 2009)，確保工業遺產

長期的活力和經濟成長，同時分散發展風險(Stratton, 2000a; Montgomery, 2003)。

自1989年開放以來，關稅同盟礦區累積超過50萬的觀光人次，未來數量也將持續

攀升。 

                                                      
167

 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werksschwimmbad-saisonaler-badespass-vor-industriearch

itektur ＆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fuer-eisprinzessinnen-und-kufenkoenige。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werksschwimmbad-saisonaler-badespass-vor-industriearchitektur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werksschwimmbad-saisonaler-badespass-vor-industriearchitektur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fuer-eisprinzessinnen-und-kufenkoen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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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術機構與教育中心：為培養及教育地方的知識經濟和技術性人才，讓創

意空間發展所需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可就近取得，許多創意空間都與地方學術機構

有密切的合作連結(Montgomery, 2003; Jones & Evans, 2008)。關稅同盟礦區也不

例外地，擁有全球數一數二的北萊茵-西發里亞設計中心(Design Zentrum 

Nordrhein-Westfalen, DZNW)(以下簡稱設計中心)，工業設計的指標—紅點設計博

物館(Red Dot Design Museum)，以及頗負盛名的「SANAA Building」，匯集了豐

富的學術與研究資源。 

設計中心原是1954年於埃森市成立的工業論壇協會(Industrieforum e. V.)，現

為歐洲歷史最為悠久，也是世界活躍的知名設計機構之一。於1997年遷入關稅同

盟礦區的鍋爐室(Kesselhaus)，總面積約4000平方公尺，當時是透過競圖，由英

國著名的建築師Norman Foster所設計改建，以煤礦世界為背景框架，打造出前衛

的巨大展示舞台；讓工業遺產象徵的地方產業與傳統精神，過渡至現代並持續散

發能量，作為舉辦活動、招待會和展示會的場地，同時也是一處鼓舞人心、啟發

靈感的交流空間，自此成為全球文化、建築與設計愛好者的熱門朝聖地。 

設計中心認為設計乃創新經濟的構成要素，也是經濟與科技發展的關鍵，所

以經常舉辦研討會和工作坊，並與其他歐洲的大學和相關機構成為合作夥伴，執

行社會設計相關的創新計畫，希望促成一個具優良設計的社會。其中一項指標性

的旗艦計畫，是從1992年發起的紅點設計獎(Red Dot award)，網羅世界傑出的工

業設計產品，為當今最具代表性的一場國際設計競賽，得獎的精選的作品則成為

常設展，因而有了一座紅點設計博物館(見下頁圖4-54)。博物館目前擁有全球數

量最多，超過2000件的當代工業設計作品，內容都是與日常生活與文化細節相關，

如汽車、電視和手機等物件，大部分的作品也鼓勵觀眾去觸摸感覺。168
 

 

                                                      
168

 以上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與紅點設計博物館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eventlocation-red-dot-design-museum & 

http://en.red-dot.org/。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eventlocation-red-dot-design-museum
http://en.red-do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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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169
 紅點博物館 

 

 

 

 

 

 

 

 

 

 

關稅同盟礦區中的另一個設計機構，是位於SANAA Building的關稅同盟管

理與設計學院(Zollverein School of Management & Design)(以下簡稱設計學院)，

一所被公認外型亮眼奪目且空間機能性強的建築傑作。設計學院是關稅同盟礦區

50年來唯一一座新蓋的建築，由日本知名設計師妹島和世(Kazuyo Sejima)及其帶

領的建設公司SANAA，在歐洲完成的第一個項目，淺灰色的地方體呼應了關稅

同盟礦區的環境與包浩斯風格，但同時又保有建築本身的獨特性，散發出一股詩

意的力量；5000平方公尺的建築體，共有四層樓加一座屋頂花園，大部分的支撐

結構都被隱藏，使得內部空間幾乎是全開放式的，配置有展示大廳、設計工作室、

圖書館、研究室與辦公室，以及商務活動和會議專業設施。最特別的是，配合建

築內部每個區域不同的光源需要，共有134扇大大小小看似隨機放置的窗戶，又

打破SANAA Building極端的純粹主義，這項建築計畫同時提升魯爾區北部的都

市計畫價值170
(見下頁圖4-55)。 

                                                      
169

 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eventlocation-red-dot-design-museum。 
170

 整理自 MIMOA online architecture guide：

http://www.mimoa.eu/projects/Germany/Essen/Zollverein+Design+School。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eventlocation-red-dot-design-museum
http://www.mimoa.eu/projects/Germany/Essen/Zollverein+Design+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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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171 SANAA Building 

 

 

 

 

 

 

 

 

 

 

 

 

設計學院為地方產官學合作的代表：在一個全新的經濟競爭環境中，去改變

傳統認知上，大學、企業組織和政府在地方發展上的角色(Roodhouse, 2006)，幫

助文化藝術產業建立企業化的運作模式，刺激文化多樣性與民主化(Montgomery, 

2003; Mommaas, 2004)。設計學院於2006年遷入SANAA Building，營運至2008年

關閉，期間致力於提升本地設計區位的國際能見度，協助礦區的未來轉型，企圖

打造出一間國際級的教育研究機構。爾後於2010年時，魯爾區著名的福克旺藝術

大學(Folkwang Universität der Künste)將校內設計相關科系，連同六百名師生遷至

設計學院，規劃系列的建教合作，並稱關稅同盟礦區為「福克旺設計師的第二個

家」。172
 

另外，杜伊斯堡-埃森大學(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也於此開設一間設計與

                                                      
171

 載於 http://forgemind.net/phpbb/viewtopic.php?t=8868 

http://thomasmayerarchive.de/index.php?l=english & 
http://www.mimoa.eu/projects/Germany/Essen/Zollverein+Design+School。 
172

 整理自福克旺藝術大學官網：

http://www.folkwang-uni.de/en/home/hochschule/about-folkwang/locations/。  

http://forgemind.net/phpbb/viewtopic.php?t=8868
http://thomasmayerarchive.de/index.php?l=english
http://www.mimoa.eu/projects/Germany/Essen/Zollverein+Design+School
http://www.folkwang-uni.de/en/home/hochschule/about-folkwang/locations/


147 
 

商業職訓中心，以跨學門的實務導向，針對設計科系的畢業生、設計專業人士與

相關企業，提供設計與管理溝通的MBA課程。173負責SANAA Building活動企劃

Scheel便表示：在這裡工作讓人興奮，除了一個很特別的空間體驗，這棟建築聚

集了不同的公司與機構，能夠一起合作讓許多事情發生。174關稅同盟礦區與地方

學術機構的密切合作，是期待大學的畢業生能留在當地生活、工作，支持地方產

業，甚至是建立起自己的文創事業，貢獻地方經濟，而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從事

行業，也能刺激地方文化生活的發展；這樣的過程，可以吸引更多的企業與個人

加入文化部門，擴大創意發展的地方參與，帶來多重的經濟效益，幫助激發創意

生產的美感價值(Richards & Wilson, 2006)。 

 關稅同盟礦區不只是以一座工業博物館為基礎，還審視了閒置空間的品質、

永續性及多功能性，將前人留下的工業遺產及場域精神，融入現代城市的地景規

劃中(Loures & Horta & Santos & Panagopoulos, 2006)，新產業與新活動的引進，

引發空間與意象的轉換過程，這往往是城市特色形塑的重要機制(曾梓峰，2004)；

而今礦區是創意青年的工作場所，一座活潑的經濟基地，在設計、教育、文化經

濟和觀光方面創造許多工作機會(楊凱成，2006a)，讓來自全世界的觀光客，無

不熱切地想見證與感受關稅同盟礦區的轉變(Mämpel et al., 2009)。 

 

（二） 創意奇觀 

 

魯爾區的工業文化之夜「Extraschicht：Die Nacht der Industriekultur」，自2001

年由魯爾觀光有限公司開始舉辦，活動範圍橫跨區域內25座城市，50個活動場地，

每年還會有新增的地點，但都是在工業遺產中舉辦一系列的文化藝術慶典；節目

性質從嚴肅到詼諧，囊括演唱會、舞蹈和戲劇等，活動內容應有盡有，最初的概

                                                      
173

 整理自杜伊斯堡-埃森大學官網：

https://www.uni-due.de/studienangebote/studienangebote_23657.shtml。  
174

 摘錄自《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Mämpel et al.，2009，p.42。 

https://www.uni-due.de/studienangebote/studienangebote_236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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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希望將工業遺產開放給大眾使用，並用藝術作為一種感性的手段，拉近社區

居民與工業遺產的關係(見下圖4-56)。魯爾觀光有限公司的唯一股東是魯爾區域

協會，資金來源則是歐盟區域發展基金和北萊茵-西發里亞邦政府。整個節慶的

關係社群包括：主要的執行夥伴萊茵-魯爾交通協會(The Verkehrsverbund 

Rhein-Ruhr, VRR)，以及魯爾區最大的公共水務管理部門(The 

Emschergenossenschaft)，還有17個公私部的大眾運輸系統(見下頁圖4-57)，於節

慶期間形成強大的交通網絡，確保參加者都能夠順利地在不同場地間移動。 

以工業遺產當作背景舞台，並將絢麗燈光投射其上，以夜間音樂會的形式，

讓人們可以陶醉在魯爾區的夏日長夜當中，而工業遺產作為獨一無二的地區標誌，

其背後所敘述的地方歷史，以及建構出的特有地方感(曾梓峰，2004)，使得製造

出的每一個產品和體驗都是非凡的，工業文化之夜遂成為魯爾區每年最備受期待

的魅力亮點，在2008年時參加人數已達16萬，2013年更突破20萬大關。 

 

【圖 4-56】175 工業文化之夜 

 

 

 

 

 

 

 

 

 

 

                                                      
175

 載於 Extraschicht 官網：http://www.extraschicht.de/ ，By Frank Vinken, Thomas 

Willemsen & Rue Pietonne。 

http://www.extraschich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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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176
 工業文化之夜的大眾運輸系統：配合各城市不同的自然風景及路

況，安排鐵路、電車、接駁巴士和輪船等交通工具，某些路段還會有小火車 

 

 

 

 

 

 

 

 

 

 

 

 

然而，節慶的生命週期短暫，加上創意的高流動性，使得魯爾觀光有限公司

一方面不斷開發節慶的創意，一方面必須將節慶與實際的城市規劃結合，以期能

夠為地方帶來長久的效益(Richards, 2001; Richards, 2013a)。就以工業文化之夜的

兩個主軸概念來說：「不停改變的區域」(Vom Wandel einer Region)展示的是，

魯爾區從重工業區變成一個現代經濟與文化的空間，工業文化正是地方結構改變

的一個縮影，工業遺產則是見證一切的不朽痕跡；得於恩瑟公園建築展的努力，

讓魯爾區的工業文化之路誕生，而工業文化之夜則是希望藉由每年的活動，使得

工業遺產生動起來，重新串起這一整條路線，成為充滿活力與吸引力的場所，創

造一種只有在魯爾區才可以體驗到的特殊氛圍，傳達魯爾大都會就是文化的代名

詞。 

                                                      
176

 載於 Extraschicht 官網：http://www.extraschicht.de/。  

http://www.extraschich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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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文化探照燈」(Kulturelles Scheinwerferlicht)，乃是提供藝術家交流與

自我突破的機會，並藉由此過程所產生的想像力與作品，來增添魯爾區的正面意

象，啟發看待魯爾區的全新視角，亦是為了增加工業遺產的可親近性

(accessibility)。工業文化之夜不僅是一項地區活動而已，更多的含意是促使魯爾

大都會蛻變的催化劑，無論在過去此處是經歷如何的黑金歲月，創意的能量都能

夠帶來光明，讓工業遺產再次發光閃耀。177  

工業文化之夜實現了節慶作為一種文化計畫的概念，廣泛地包含節目策畫與

空間使用，不僅擴大節慶影響的實際範圍，也讓更多人都參與其中：突破劇院和

博物館等傳統文化設施，以工業遺產獨特的氛圍，以及多元的空間使用可能，讓

節慶恣意發揮，激發新的靈感想像，吸引更多潛在的觀眾和媒體關注(Richards & 

Palmer, 2010)；且工業遺產多以懷舊及新奇為主打，能夠幫助開發不同類型的觀

眾，特別是年輕族群(Hospers, 2002)，從工業文化之夜2011與13年的訪客調查報

告便可以看出，「20-29」和「30-39」歲區間的目標群體數量都有4%的增幅(見

下圖4-58)。 

 

【圖 4-58】178
 工業文化之夜的參與目標群體數量(%) 

 

2011年度              2013年度 

 

 

 

 

 

 

                                                      
177

 整理自 Extraschicht 官網：http://www.extraschicht.de/konzept/idee/。  
178

 載於工業文化之夜 2011 和 13 年的訪客調查報告(Besucherbefragung)，P.3。 

http://www.extraschicht.de/konzept/i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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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行銷宣傳上，工業文化之夜也相當注重資訊科技的輔助，以及節慶

良好的意象塑造。Extraschicht官網都會有，每個活動地點的背景介紹與交通資訊

等詳細說明(見下圖4-59)，各個工業遺產的網站上，也可見其他城市代表工業遺

產的簡介或連結，讓網路的無遠弗屆將節慶傳送至國際市場，同時整合起工業文

化之夜這樣一個節慶品牌，轉換成資源分配至地方，達到區域聯合行銷及品牌創

造的效果(Montgomery, 2004)；根據2012年度的訪客調查報告顯示，工業文化之

夜的參加者，除了參考官方的宣傳手冊之外，都會事先於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與旅

程規劃(見下頁圖4-60)，報告中也針對官網的頁面架構和便利性等使用狀況進行

調查。179
 

另一方面，除了官方的訊息釋出之外，新聞媒體對工業文化之夜的推動，也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媒體有權力去塑造一個節慶的成敗與否，並投射城市的地方

與國際形象，足以左右一個節慶的觀光客、廣告宣傳及贊助投資數量(Richards & 

Palmer, 2010)；因此，在截至2013年度的報告中，有關節慶的消息來源主要仍依

賴媒體曝光(Presseberichte)，其次才是朋友與熟人的口碑行銷(見下頁圖4-61)。 

 

【圖 4-59】180 Extraschicht 官網的活動地點說明 

 

 

 

 

 

 

 

 

 

 

 

 

                                                      
179

 統計數據來自節慶結束後的電話訪談，故主要以德國國內蒐集到的數字為主。 
180

 整理自 Extraschicht 官網：http://www.extraschicht.de/programm/sortierung/alle/。  

http://www.extraschicht.de/programm/sortierung/a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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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0】181
 2012 年度報告的觀光客資訊來源統計(藍框) 

 

 

 

 

 

 

【圖 4-61】182
 2013 年度報告的節慶露出管道統計(藍框) 

 

 

 

 

 

以下，筆者將以關稅同盟礦區 2012、13 和 14 年度的實際活動規劃，來觀察

其作為一個創意奇觀的基本要素： 

 

1. 「人造世界」(Künstliche Welten)：2012 年的工業文化之夜在各方面都取

得初步的成果，從形象標誌的建立(見下圖 4-62)，活動企劃完整度，乃至工業遺

產之路的串聯合作等，在在顯示節慶本身與魯爾區都逐漸邁向穩定的文化經營。 

 

【圖 4-62】183
 工業文化之夜的形象標誌圖 

 

 

 

 

 

                                                      
181

 載於工業文化之夜 2013 年度的訪客調查報告，P.15。 
182

 載於工業文化之夜 2013 年度的訪客調查報告，P.8。 
183

 載於 Extraschicht 官網：http://www.extraschicht.de/。 

http://www.extraschich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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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一貫的音樂會形式，工業文化之夜於2012年開始，正式擴大成為一個藝

術節慶，在每年年底發出「創作的衝動」(Kreative Impulse)比賽，依照下一年度

的活動主題，以及各城市的需要不同，對外徵選任何形式的藝術創作、活動概念

與演出計畫，讓工業文化之夜逐漸有明確的方向和模式，也保證節慶內容有一定

的品質水準；而不論提供的是一齣表演、一個形象或一種聲音，節慶讓這些感官

體驗能有效地結合並商品化，作為城市創意與觀光的直接連結，廣受觀光客的喜

愛(Montgomery, 2004; Richards, 2011)。而主辦單位也意識到，對於後工業城市而

言，工作、購物和休閒娛樂，通常是人們對於所居城市與城市文化的認同 (Evans, 

2011)，於是，2012年的活動主軸即是從最基本的問題—「時間是什麼」，思考

如何將工業遺產乏味的漫漫長夜，轉換成一個有趣的體驗；希望藝術家能夠在其

作品中展現：休閒與文化消費之間是否有區別，又如何能將兩者更加合理的結合

等議題，使得參與者能夠在這段特別的時空中，發現有關工業遺產的一切新思維、

新事物。 

此次活動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概念與創作，目的是將關稅同盟礦區打

造成一座休閒時光公園(Freizeit.Park.Zollverein)
184，讓參與者能夠於夏夜浸淫在

各式五彩繽紛的人工景點中，享受絢爛的遺產燈景，以及40幾個展覽與多媒體藝

術裝置，感受零壓力的自由釋放。主要的活動地點在十二號礦井前，仿效德國人

熱愛的啤酒花園，以花園酒廊(Gardenlounge)為主題，將礦井前的空地打造成一

座主題庭院，散布許多株高近五公尺的花朵，並將人們的交際座位移至戶外草地

上，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徜徉在最美麗的煤礦世界中，是一件充滿活力的作品，

體現讓文化消費的模式從消極的接受轉變為主動的參與(Richards, 2011)；如此簡

單的藝術概念，需要觀光客花費時間「親臨現場」，提供了共同參與的體驗魅力，

能夠維繫社會與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Prentice & Anderson, 2003)，讓工業文化之

夜本身就是一個觀光目的地。 

                                                      

184
 關稅同盟礦區的活動場地主要都集中於(A)區和(C)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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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大型的線牽人偶Dundu與國際雜耍特技演員，同觀光客散步、互

動，而在工人游泳池，也有時光釣魚(Zeit-Angeln)這樣的互動式演出，由表演藝

術家Briese, Faber & Hülder邀請觀光客一同參與，享受作為一名時間的垂釣者(見

下頁圖4-63)。185然而，本年度的重大成就，是開啟魯爾大都會與波蘭南部西利

西亞省(Woiwodschaft Schlesien)的觀光合作計畫。有鑑於德國國內的旅遊市場逐

漸飽和，需要開發更多市場，與其他歐陸國家的夥伴關係就變得十分重要，而波

蘭是目前德國的主要觀光客源之一，根據2011年的統計，波蘭至德國的過夜旅客

就佔了11%，是最看好的前景市場。而魯爾大都會為工業遺產觀光發展的先驅，

工業文化之夜也行銷成功，對於同樣身為歐洲工業遺產之路的成員，西利西亞省

的老舊礦區「Zeche Guido」而言，便希望藉由合作計畫來進行交流與汲取經驗。 

如本次雕塑家Stephan Stroux的作品「工作的記憶」(Erinnerung an Arbeit)，

即為關稅同盟基金會與波蘭雙方共同合作贊助，透過相似的文化與發展背景，利

用機房空間裝置成羅馬式風格的大教堂，擺設照片、雕塑和文字史料，呈現波蘭

與德國、西利西亞省與魯爾區之間的記憶，同時鼓勵對歷史的調查，從中找尋勞

工們的生命軌跡，擴展歷史對於現在和未來的重要性(見下頁圖4-64)。186合作計

畫所期待的，是未來在歐洲的工業遺產之路上，能有更多城市加入工業文化之夜，

如2011年西利西亞省的工業文化之夜「Industriada」，2012年與魯爾區同步舉辦

的烏克蘭頓巴斯(Donbass)，企圖將歷史文化產業連結，確保工業遺產的經營永

續，並為觀光客提供更多獨特的工業遺產觀光體驗187。 

魯爾區的工業文化之夜儼然成為一個節慶品牌，作為文化、空間及經濟交流

的工具，所帶來的國際人脈促進了交流與創新，成為城市在文化全球化及文化地

                                                      
185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38-000-besucher-bei-der-extraschicht-auf-dem-welterbe-z

ollverein。 
186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erinnerung-an-arbeit。 
187

 以上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touristische-zusammenarbeit-zwischen-polen-und-metropo

le-ruhr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38-000-besucher-bei-der-extraschicht-auf-dem-welterbe-zollverein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38-000-besucher-bei-der-extraschicht-auf-dem-welterbe-zollverein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erinnerung-an-arbeit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touristische-zusammenarbeit-zwischen-polen-und-metropole-ruhr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touristische-zusammenarbeit-zwischen-polen-und-metropole-ru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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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化的平臺；並經由公私合作的模式，擁有專門負責的魯爾觀光有限公司，讓城

市趨向成熟穩定的文化經營(Richards & Palmer, 2010)。 

 

【圖 4-63】 2012 年的工業文化之夜活動 

 

 

 

 

 

 

 

 

 

 

【圖 4-64】188
 波蘭西利西亞省與德國魯爾區的合作展覽 

 

 

 

 

 

 

 

 

 

 

                                                      
188

 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erinnerung-an-arbeit。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erinnerung-an-arbeit


156 
 

2.「意義與無意義」(Von Sinn und Unsinn)：2013年的工業文化之夜，提出

大型的夏夜流動計畫，主打騎乘自行車來穿越整場節慶，顛覆參與者的流動性概

念(Mobilitäskonzept)，首次結合魯爾區的工業文化之路，將工業遺產的意義多元

化，打破工業遺產作為菁英創作中心的想法，讓任何人都能與之產生連結；並更

加確立，在工業遺產這樣特定場域舉辦的節慶，才能有效地創造獨特的意義符碼

和文化價值(Lange, 2012)，除了結合歡愉的主題氛圍與藝術呈現，活動內容是無

法脫離地方脈絡而存在(Richards, 2014)。關稅同盟基金會的藝術總監Lasarzik即

表示，藝術家們的創造性，豐富了工業文化之夜，而基金會十分重視作品是否能

反映節慶本身的一貫性189
 

在工業文化之路上新增的五條自行車道，連結了杜伊斯堡、歐柏豪森、多特

蒙德、埃森市和波鴻(Bochum)五座大城，大部分是在廢棄的鐵路線上，緊鄰河流

區或森林小徑，長約18到36公里不等，整合魯爾區不同的人文風景，讓觀光客可

以騎自行車自由瀏覽，體驗恩瑟生態景觀公園的開放綠意。藉由加強原本的接駁

系統，作為接駁公車的替代選擇，也是有感於當時已有高達15萬的本地居民與觀

光客，共同參與工業文化之夜：除了在硬體方面，建立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連

結每個城市的活動地點，將人潮帶往每一個城市與社區，在魯爾區內產生城市之

間的觀光「外溢」效果；真正重要且持久的影響，乃是這樣一個針對地方層級的

藝術文化活動(見下頁圖4-65)，讓魯爾區的居民可以共同分享，鼓勵了社會參與，

特別是當節慶與城市空間結合，文化就能傳播至不同的區域，甚至能讓原本處於

社會邊緣的團體，重新被納入社群中(Richards & Palmer, 2010; Throsby, 2010)。

於是，工業文化之夜被認為是幫助魯爾區有更加明確完整的結構。190
 

 

                                                      
189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kreative-impulse-aus-dem-revier。  
190

 以上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mit-dem-rad-durch-die-nacht-der-industriekultur。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kreative-impulse-aus-dem-revier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mit-dem-rad-durch-die-nacht-der-industrie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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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5】191
 工業文化之夜的訪客統計：78%的客源來自魯爾區的居民 

 

 

 

 

 

 

為了要讓社會大眾都能與工業遺產親近，活動主題「意義與無意義」，為得

是打破所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賦予世界文化遺產的意識形態，讓關稅同盟礦

區的一切教條與藝術結合，街頭藝人、舞台演出和行動計畫等，各種看似毫無意

義關聯的活動，都因為在此結合成為節慶的一環而深具意義。延續 2012 年「創

作的衝動」，廣受好評的「時間釣魚」和線牽人偶被繼續保留，2013 年則開發更

多的休閒娛樂與工業文化的相關導覽，組合成關稅同盟礦區的一日套裝行程，讓

更多人能在工業遺產同樂。 

從 2012 年的花園酒廊，到 2013 年的行動活動「Let’s Go to the Beach」是在

魯爾煤礦公司位於礦區的新總部前，打造一座人工沙灘，是一次有趣新奇的嘗試；

另外還有在 6 號館(Halle 6)旁搭建的帳篷內，提供各式桌上遊戲，伴著啤酒、香

腸和巧克力等美食，在工業遺產中隨處都能感受到嬉鬧喧囂的氛圍，PACT 也首

度開放，邀請來自多特蒙德的地方獨立樂團演出，是自 2011 年開始轉向對地方

藝術家的關注。除了上述的休閒消費之外，還有遵循著關稅同盟礦區的發展綱領，

以工業文化為素材的主題導覽，包括礦區原本就提供的「關稅同盟紀念路徑」

(Denkmalpfad ZOLLVEREIN)，參觀整個關稅同盟礦區和歐洲最大的煉焦廠，了

解礦區過去的日常生產(見下頁圖 4-66)。192
 

                                                      
191

 載於工業文化之夜 2012 年度的訪客調查報告，P.7。 
192

 以上整理自《Extraschicht auf dem UNESCO Welterbe Zollverein 2013》: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1c4196e6954987bdd000fcf/ExtraSchicht_2013_UN

ESCO-Welterbe_Zollverein.pdf。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1c4196e6954987bdd000fcf/ExtraSchicht_2013_UNESCO-Welterbe_Zollverein.pdf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1c4196e6954987bdd000fcf/ExtraSchicht_2013_UNESCO-Welterbe_Zollvere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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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地方文化與日常生活，根植於遺產社區的觀光發展，一方面結合遺產管

理者、贊助者與地方社區的共同合作，一方面也讓觀光客親臨現場，與節慶共同

創造，產生一個專由工業文化之夜製造，獨特且真實的體驗，促成工業遺產與社

區的永續發展((Richards, 2001; Alonso, O’Neill & Kim, 2010; Richards, 2014)；各

種「平民化」的娛樂供給，也突破藝術活動的侷限，呼應了 2012 年度的活動議

題，生活休閒即文化消費，文化消費即生活休閒的討論，這群地方居民，作為節

慶主要的觀眾來源，活動的初始者，其支持才是工業文化之夜能夠順利發展的關

鍵(Richards & Palmer, 2010)。 

 

【圖 4-66】193 2013 年的工業文化之夜活動 

 

 

 

 

 

 

 

 

 

 

 

 

                                                      
193 載於《Extraschicht auf dem UNESCO Welterbe Zollverein 2013》和魯爾觀光有限公司官

網：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1c4196e6954987bdd000fcf/ExtraSchicht_2013_UNESC

O-Welterbe_Zollverein.pdf & 

http://www.ruhr-tourismus.de/metanavigation-top/ueber-uns/projekte/extraschicht.html。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1c4196e6954987bdd000fcf/ExtraSchicht_2013_UNESCO-Welterbe_Zollverein.pdf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1c4196e6954987bdd000fcf/ExtraSchicht_2013_UNESCO-Welterbe_Zollverein.pdf
http://www.ruhr-tourismus.de/metanavigation-top/ueber-uns/projekte/extraschich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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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歐洲大陸」(Europa)：2014年的工業文化之夜主題，是從魯爾區出發，

放眼歐洲大陸，觀察各種歐洲文化面向，像是在波鴻就有足球與歐洲爵士樂的相

關企劃，杜伊斯堡則是舉辦歐洲傳統音樂會，邀請杜伊斯堡愛樂演出，來一趟歐

洲音樂之旅；在關稅同盟礦區則有歐洲街頭劇院(Theater der Straßen Europas)，許

多來自國際的街頭表演者與藝術家，在此展現各種不同的街頭戲劇文化，以歐洲

各民族的藝術表演，強調歐洲大陸的團結精神(見下圖4-67)。而這些文化面相，

同時也引發關稅同盟礦區與整個歐洲大陸的連結，作為整個魯爾區及歐洲工業發

展的心臟，礦區代表活生生的歐洲工業象徵，在此可以體驗到第一手的工業文化，

感受工業遺產的轉變，領略魯爾區充滿國際性和實驗性的潛在資質194；儘管工業

文化之夜一年只有一回，但其產生的象徵資本，卻是一項珍貴的現代商品，協助

魯爾區快速地發展出特別的文化主題，幫助區域內文化資源稀少的後工業城市建

立榮譽感，刺激經濟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a)，而

節慶與觀光的結合，也能突顯魯爾區的外部形象，增加創意和「國際化」氛圍，

吸引創意階級(Florida, 2002)。 

此次活動在魯爾區共打造50個特殊的舞台場景，並將活動數量增至500場，

創意的衝動也擴大徵選，成為一場大型的概念設計比賽，尋找各路華麗壯觀的作

品，共2000名藝術家，一起遨遊在魯爾區創作實驗。關稅同盟基金會的藝術總監

Lasarzik認為：自2012、13年累積了眾多類型的藝術靈感與創作，希望能在2014

年繼續這場有趣的思想競爭，因為藝術活動已成為工業文化之夜的一個重點項目，

深受觀光客喜愛，基金會也非常歡迎任何具原創性的藝術文化貢獻，只要經費許

可並能與礦區的發展主軸結合，都將是獲得工業文化之夜熱愛、欣賞的創作；工

業文化之夜的礦區計畫負責人Schilke也表示，很高興能經由這個節慶，啟發更多

對於關稅同盟礦區的想像與無限可能。195
  

                                                      
194

 整理自《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Mämpel et al.，2009，p.99-100。 
195

 摘錄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kreative-impulse-gesucht-fuer-das-spektakulaerste-kulturfe

stival-der-region。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kreative-impulse-gesucht-fuer-das-spektakulaerste-kulturfestival-der-region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kreative-impulse-gesucht-fuer-das-spektakulaerste-kulturfestival-der-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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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7】196
 2014 年的工業文化之夜活動 

 

 

 

 

 

 

 

 

 

 

 

其中，位於埃森市阿爾特區(Altenessen)的「卡爾煤礦場」社會文化中心(Zeche 

Carl：das soziokulturelle Zentrum)
197，則建議工業文化之夜應多加提攜在地的年

輕設計師與藝術家，培養地方的創造力，使其有發揮的舞台，並幫助地方與國際

市場連結；像是今年，卡爾煤礦場就開放其進駐在閒置工業機房的俱樂部，邀請

地方藝術家共同來生產藝術，每半小時都會有藝術家親自導覽或是現場演出。198
 

儘管卡爾煤礦場不在關稅同盟礦區內，但實際上埃森市政府也因為工業文化

之夜，在礦區的周圍開發了許多創意街區，舉辦創意市集，用來串聯礦區的鄰近

社群，創造一個全新的空間，提供給藝術家創意工作者，讓地方任何一個街廓或

                                                      
196

 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Zeche.Zollverein.Essen。 
197

 「卡爾煤礦場」乃埃森市的獨立藝術組織，名稱來自於過去曾是礦區中的一座機房，

在1970年停用後，由地方社區爭取作為青少年的活動場所，爾後正式成為一個社會文化

中心，像是一個小型俱樂部，空間規畫主要是酒吧、餐廳和小型的演場會場地，提供地

方文化互動交流；也時常舉辦短期課程、工作坊和研討會，致力於社區的社會福利發展，

並與地方小學合作，目前共有40名孩童獲得藝術培育和全額贊助。 

。整理自卡爾煤礦場官網：http://www.zechecarl.de/startseite.html。 
198

 整理自埃森市 2014 工業文化之夜的活動場地規劃書(Spielortprogramm ExtraSchicht 

Essen2014)。 

https://www.facebook.com/Zeche.Zollverein.Essen
http://www.zechecarl.de/startsei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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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放空間，都可以作為文化生產的中心(Richards, 2001)；對於礦區這樣的創意

空間來說，工業文化之夜被視為一項「附加」的活動，除了以節慶來展示各種地

方文化的現代產品形式(Prentice & Anderson, 2003)，將工業遺產打造成一個大型

的藝術空間，提供給觀光客進行大量的文化消費，創造令人回味無窮的深刻體驗

之外；主要目的是鼓勵地方文化與創意部門的生產(Richards, 2001; Richards & 

Palmer, 2010)，將藝術家置於節慶濃縮過後的獨特空間中，能夠激發更多創作的

動力與靈感多，充滿草根性的文化生產與創意也由是而生(Richards, 2014)。 

然而，對於埃森市而言，工業文化之夜已經超越原本的節慶概念，以精心策

畫的節目和主題挑選，使節慶變成一股創意潛力，進而轉換成一座節慶化的城市，

以全新的形式如兼具教育意義、購物和娛樂等，來整合各項活動，使得城市空間

的使用，紛紛展現多元的娛樂消費功能，提升地方生活品質(Richards & Palmer, 

2010)，也讓工業遺產有新的發展可能，建立起與地方居民之間的消費關係，確

保其功能與價值的永續(Hannabus, 1999)。當整座城市都是節慶活動的展示時，

就有更多的公共空間、特色建物乃至整個城市環境，被不斷地開發與連結，最終

使城市轉換成一個完整的消費空間，形成觀光客、居民與城市之間，一種新的社

交型態(Richards, 2013a)。 

另外，工業遺產具有的特殊象徵和社會意義，對節慶有加分的作用(Richards 

& Wilson, 2006)，而節慶的短暫使用，也使得遺產的價值被重新定義與重視，當

工業遺產一躍成為代表性的文化象徵，除了能帶來正面的價值及文化認同(HRH, 

2000)，還與參與其中的人們創造出一種新的關係。遺產空間的意義，不再僅由

實際的文化物件來賦予，更多的是來自地方情感的關係連結(Richards, 2013a)；

如同魯爾區域協會主席Tönnes所言：「魯爾區的發展經歷，藉由工業文化之夜寫

下記錄，而當這些經歷再次成為地方居民經驗的一部分時，新增的紀錄將會帶動

魯爾大都會的脈搏持續跳動，所有的居民都可以為工業文化之夜感到自豪。」199
 

                                                      
199

 摘錄自 Extraschicht 官網：http://www.extraschicht.de/。 

http://www.extraschich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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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意觀光 

 

魯爾觀光有限公司的官網上，有這麼一段話在介紹關稅同盟礦區：「現在是

魯爾區最有名的工業紀念碑和創意中心，濃縮整個魯爾區的文化創意、歷史和特

別的觀光活動，是魯爾區的標誌性建築，更是每一位到魯爾區的觀光客絕對要拜

訪的地方。」。200長久以來，工業遺產觀光都不是一個熱門的旅遊選擇，儘管其

將過去的歷史文化都完整記載，但以此來行銷發展卻不太容易，特別是對於後工

業城市來說，要以傳統的方式行銷是有困難的 (Smith, 2009)；又在全球化與同質

性高的遺產景點競爭之下，發展一個獨特的意象變得更加困難，大眾觀光下的標

準化產品，也使得遺產的資訊被過度簡化，喪失觀光體驗深度(McKercher & du 

Cros, 2002)。然而，魯爾觀光有限公司卻可以自信滿滿地表示，關稅同盟礦區提

供的不是一般的觀光活動，而是連結了埃森市本身的文化創意與工業歷史，量身

打造出的獨特體驗。以下，筆者就以關稅同盟礦區的主要觀光供給，包括魯爾博

物館、工作坊以及關稅同盟紀念路徑的規劃，來了解礦區的創意觀光實踐： 

 

1.魯爾博物館的經營與展示：由關稅同盟基金會負責經營，位於礦區內修復

後的洗煤場，受到包括歐盟、聯邦政府、邦政府及地方資金的支持。基金會希望

將整個博物館的空間開放給所有人使用，讓每個人都能認識埃森市和魯爾區，並

提供多元的文化活動，因為遺產需要許多更多的朋友親近，而非只有專家學者。

博物館的主題常設展圍繞著自然、文化和魯爾歷史，從白堊紀到近代的城市發展，

收藏有關地質、考古、歷史和影像等廣泛的素材，特別是向其他歐洲國家收購的

二戰物件，呈現整個魯爾區與埃森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201
 

                                                      
200

 摘錄自魯爾觀光有限公司官網：

http://www.ruhr-tourismus.de/staedte-im-ruhrgebiet/essen/welterbe-zollverein.html。  
201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與魯爾博物館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ruhr-museum-natur-und-kulturgeschichte-des-ruhrgebiets 

http://www.ruhrmuseum.de/startseite/。 

http://www.ruhr-tourismus.de/staedte-im-ruhrgebiet/essen/welterbe-zollverein.html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ruhr-museum-natur-und-kulturgeschichte-des-ruhrgebiets
http://www.ruhrmuseum.de/startse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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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對於拜訪遺產遺址的觀光客而言，仍是一項重要的觀光動機(Poria, 

Butler & Airey, 2004)，因此魯爾博物館相當注重知識的傳遞，博物館的結構規劃

也相當緊湊，希望呈現魯爾區重要的一切202；然而，觀光出於休閒娛樂的目的，

使得觀光客希望在吸收知識的同時，也能感受到輕鬆愉悅。於是，作為一座經典

又「活生生」的工業博物館，魯爾博物館透過互動的元素、圖像和聲音，來聚焦

與觀眾的連結與體驗，有些地方甚至會製造出典型的工業噪音和氣味，展示活靈

活現的工業歷史203，服務那些不再只是對目的地景物有興趣，而是開始想「嘗試」

文化的聲音、味道與觸覺的觀光客(Richards, 2001)。 

從0公尺到24公尺處，是博物館的主要展示空間(見下圖4-68)：24公尺處是整

個北萊茵-西發里亞邦的紀念館—魯爾遊客中心(Besucherzentrum Ruhr)，同時也

是博物館的一座「工業文化入口」(Portal der Industriekultur)，結合圖片、文字與

聲音，介紹整個博物館的結構轉變過程，和魯爾區的工業時代痕跡(見下頁圖

4-69)。 

從擺放簡易的書籍和宣傳手冊，到使用電視播放，強眼的視覺效果能抓住目

光，將訊息直接交於觀眾手中，也能隨時更換訊息，避免觀光客對千篇一律的介

紹內容感到乏味；另外，還有文字與實體模型的結合，只要按下按鍵，就會出現

圖片與語音介紹。這種以科學與技術為導向，利用多媒體裝置，增加許多互動性

及多重感官的展示，讓觀光客不再只是單純地「觀看與閱讀」這些遺產(Bonn et al., 

2007) (見p.165圖4-70)。 

而在45公尺最高處有兩個圓形的空間：一處為多媒體與創新訊息的服務站，

如p.165圖4-71，左圖是頗具現代感的空間規劃，右圖則是空間內擺放的觸控式面

板，每個面板都介紹著一座魯爾區的城市與工業遺產，面板還可上下移動，迎合

不同身高的使用者；且互動式的裝置，讓觀光客能自由選取需要的資訊，並能增

                                                      
202

 整理自魯爾觀光有限公司官網：

http://www.ruhr-tourismus.de/staedte-im-ruhrgebiet/essen/ruhr-museum.html。  
203

 整理自《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Mämpel et al.，2009，p.44-46。 

http://www.ruhr-tourismus.de/staedte-im-ruhrgebiet/essen/ruhr-museu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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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各種感官的體驗，迎合個別的需要和興趣(Timorthy, 2011)。另一處則是展覽廳，

同時也是一座小型電影院，以360度全景式的動畫投影，提供不尋常的參觀體驗，

有時播放魯爾區的樺樹森林，有時是魯爾大都會的介紹影片(見p.166圖4-72)。204
 

儘管後工業城市缺乏觀光資源，但創意的彈性與創新，讓博物館能相對快速地推

出觀光產品，創意的稀少性及難以複製，也易於增加價值，使魯爾博物館比其他

工業博物館更具競爭優勢(Ray, 1998; 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10)。 

 

【圖 4-68】205
 魯爾博物館展示空間示意圖 

 

 

 

 

 

 

【圖 4-69】206
 魯爾遊客中心 

 

 

 

 

 

 

 

 

 

 

 

                                                      
204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portal-der-industriekultur，

與《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Mämpel et al.，2009，p.48-49。  
205

 由筆者於 2012 年 8 月的魯爾博物館所拍攝。 
206

 由筆者於 2012 年 8 月的魯爾博物館所拍攝。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portal-der-industrie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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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0】207
 魯爾遊客中心大廳不同的資訊傳遞方式 

 

 

 

 

 

 

 

 

 

 

 

 

 

 

 

 

 

 

【圖 4-71】 多媒體與創新訊息服務站 

 

 

 

 

 

 

                                                      
207

 由筆者於 2012 年 8 月的魯爾博物館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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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 360 度全景式的小型電影院，平時也兼作展覽廳 

 

 

 

 

 

 

在過去，博物館傳統的靜態陳列，讓觀眾不被重視，但如今為了吸引更多人

前來，特別是地方上多數知識水平較低，對藝術文化興趣缺缺的勞工階級，博物

館內還有許多令筆者印象深刻的互動裝置：位於 17 公尺處的展示空間，有一個

以聲音來認識魯爾區的娛樂設施，就是當觀眾採下腳底的圓形鈕，上方的傳聲筒

就會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響，從地方特有蟾蜍種的叫聲，到埃森火車站(Essen HBH)

的人聲鼎沸都可以感受(見下頁圖 4-73)；提供了觀眾參與展示的機會，進而讓博

物館轉換成可以親身體驗的形式與空間，而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聖殿，並用簡單

日常的藝術文化來豐富這些勞工的精神生活，提升其文化資本與社會地位(曾信

傑，2005)。 

其餘從 6 公尺到 17 公尺之間的展示空間，分別是博物館的常設展與特展：

常設展依魯爾區的歷史風格與城市風貌為基礎，存放各種與地方記憶和傳統有關

的物品或史料，還有許多地方居民的私人物件與觀察，演繹出埃森市的社會經濟

結構和魯爾區全貌(見下頁圖 4-74)；另外，博物館也將魯爾區置於全球架構下來

看，所以在特展部分，則是舉辦一些具文化及工業歷史的國際議題，給來自全世

界的觀光客，啟發其對魯爾區的好奇心。208
 

 

 

 

 

                                                      
208

 整理自《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Mämpel et al.，2009，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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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3】 魯爾博物館的互動聲音裝置 

 

 

 

 

 

 

 

 

 

【圖 4-74】209 魯爾博物館的常設展與特展 

 

 

 

 

 

 

 

 

 

 

 

 

 

 

 

                                                      
209

 載於魯爾基金會官網：http://www.zollverein.de/。  

http://www.zollvere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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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爾博物館跳脫一般博物館的編年陳列形式，打破嚴格的時間順序，以主題

式及充滿娛樂性質，在展示手法與內容上做出很大的改變。藉由實體的研究和珍

貴文物相互結合，營造特殊的參觀經驗，創造出震撼人心的同理感受，幫助觀眾

建立知識之外，還可增加魯爾博物館的可親近性，並與地方社區連結，讓參觀博

物館不再只是為了學習的動機，更是為了娛樂與社交，甚至是一種體驗(曾信傑，

2005)；強調無形的文化資源與地方日常生活，都能夠作為觀光資源使用，對於

缺乏物質遺產的後工業城市來說，可以更加有彈性、效率地使用基礎文化資源，

並結合觀光，刺激文化符碼及創意活動的產生，吸引更多觀光客前來(Richards & 

Wilson, 2007a; Richards & Wilson, 2007b; Richards, 2011)，擴展市場基礎，得向更

多人傳遞工業遺產的相關資訊，使得工業遺產獲得更為廣泛的支持(Timothy, 

2011)。且魯爾博物館所在的洗煤場，是礦區內的重要建築和精神指標，其實也

象徵著只要通過了這扇工業文化入口，就能進入魯爾區的工業文化世界；而魯爾

博物館「渾然天成」的創意建築外貌與內部裝潢，同時增加了博物館的吸引力，

並使其轉換為一個文化地標，一處獨特景點，幫助城市打造品牌以利行銷(Smith, 

2009)。 

 

 2.工作坊：越來越多文化觀光景點，特別是博物館，開始提供工作坊或是互

動裝置，希望透過互動、學習及動手做的參與消費模式，以博物館與參訪者的「共

同創造」，保證觀光客的體驗品質，也是增加觀光目的地魅力的最佳方式(Richards, 

2001; Richards, 2013a)。原本就缺乏實體資產的後工業城市，也意識到體驗的製

造，不該只是觀光供給者的工作，同時也需要觀光客的參與(Richards & Wilson, 

2006)。在魯爾博物館中，一年到頭都有不同主題的工作坊與課程可參加，針對

不同的年齡層來設計內容，包括藝術創作、歷史考古與舞蹈學習等，不論是老年

人、成人、青少年或是幼童，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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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12年藝術家李政宰的陶瓷工作坊，招收6到12歲的學童，在專業人士的

指導下，學習專業的陶藝技巧，並在一週的課程後，獨立製作出一只杯與盤，與

慶祝李政宰陶瓷工作坊成立25周年的回顧展「船艦」(Gefässe)，一同於五號館展

示(Halle 5)
210

(見下頁圖4-75)；這種需要以「個體」名義進行的觀光活動，連結自

身的論述，讓每個人都能以個性化的方式參與其中，所製造出來的回憶無法輕易

複製，確保了體驗的真實性和與眾不同(Pine & Gilmore, 1999; 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09b; Richards, 2013a)。 

另一個工作坊是配合礦區第二屆的「街頭藝術節」(Streetart Festival)，針對

魯爾區的青少年，舉辦一系列的工作坊與免費講座，邀請國際與地方的專業教練

開授街舞、嘻哈舞曲、饒舌歌唱和塗鴉等技巧，提供地方青少年一個表演的舞台，

也藉此培養地方年輕的藝術家211
(見下頁圖4-76)；是以開發地方專門技術或傳統

潛力，提供更多創新的發展可能(Richards & Raymond, 2000; Richards, 2009a)，讓

埃森市越來越具有潛力，結合地方的知識、技能、實體資產、社會資本和氛圍等，

繼續開發適合的創意活動，提供獨一無二的觀光體驗(Richards, 2011)，也讓參與

者能夠開發自身的創意潛能，達到自我認同(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 Ivanovic, 2008; Richards, 2013a)。 

不難發現，關稅同盟礦區開設的工作坊，都是以社區為優先，讓地方居民在

假日活動中有學習及自我發展的機會，為得是藉由學習來感受存在、建立認同，

作為社區的一份子(Richards, 2009b)，而不論將地方的傳統文化如陶藝，或是次

文化如街頭藝術，視為創意觀光的資源，都能夠賦予這些文化及族群權力，提升

其社會地位和資本，晉升為主流文化在經濟市場拼搏，同時增加觀光目的地的文

化獨特性(Richards, 2011)。 

                                                      
210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新聞稿：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02b6b456954982a8600010c/PI_Gef__e_Kinderwor

kshop.pdf。  
211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hip-hop-breakdance-grafitti-rap-made-auf-dem-welterbe-z

ollverein。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02b6b456954982a8600010c/PI_Gef__e_Kinderworkshop.pdf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502b6b456954982a8600010c/PI_Gef__e_Kinderworkshop.pdf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hip-hop-breakdance-grafitti-rap-made-auf-dem-welterbe-zollverein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hip-hop-breakdance-grafitti-rap-made-auf-dem-welterbe-zollv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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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5】212
 2012 年陶藝工作坊的學童作品 

 

 

 

 

 

 

 

 

 

【圖 4-76】213 為街頭藝術節所開設的工作坊 

 

 

 

 

 

 

 

                                                      
212

 由左至右，依序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和關稅同盟 Flickr：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kinder-tauchen-in-die-geheimnisse-der-toepferkunst-ein &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5093253@N08/7609095624/。 
213

 由左往順時針方向，依序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關稅同盟 Flickr 和魯爾大都會

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hip-hop-breakdance-grafitti-rap-made-auf-dem-welterbe-z

ollverein & 

http://www.ruhrnachrichten.de/leben-und-erleben/kultur-region/Das-Herz-der-Strasse-schlaeg

t-im-Norden;art1541,1370665 & 

http://www.metropoleruhr.de/nl/tipps-termine/newsletter/newsletter-detail/archive/2012/july/b

rowse/45/article/junge-kreative-auf-dem-welterbe-zollverein.html?tx_ttnews%5BbackPid%5

D=15165&cHash=4d3967c908095fbbadeb7587707893f3。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kinder-tauchen-in-die-geheimnisse-der-toepferkunst-ein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5093253@N08/7609095624/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hip-hop-breakdance-grafitti-rap-made-auf-dem-welterbe-zollverein
http://www.zollverein.de/aktuelles/hip-hop-breakdance-grafitti-rap-made-auf-dem-welterbe-zollverein
http://www.ruhrnachrichten.de/leben-und-erleben/kultur-region/Das-Herz-der-Strasse-schlaegt-im-Norden;art1541,1370665
http://www.ruhrnachrichten.de/leben-und-erleben/kultur-region/Das-Herz-der-Strasse-schlaegt-im-Norden;art1541,1370665
http://www.metropoleruhr.de/nl/tipps-termine/newsletter/newsletter-detail/archive/2012/july/browse/45/article/junge-kreative-auf-dem-welterbe-zollverein.html?tx_ttnews%5BbackPid%5D=15165&cHash=4d3967c908095fbbadeb7587707893f3
http://www.metropoleruhr.de/nl/tipps-termine/newsletter/newsletter-detail/archive/2012/july/browse/45/article/junge-kreative-auf-dem-welterbe-zollverein.html?tx_ttnews%5BbackPid%5D=15165&cHash=4d3967c908095fbbadeb7587707893f3
http://www.metropoleruhr.de/nl/tipps-termine/newsletter/newsletter-detail/archive/2012/july/browse/45/article/junge-kreative-auf-dem-welterbe-zollverein.html?tx_ttnews%5BbackPid%5D=15165&cHash=4d3967c908095fbbadeb7587707893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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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稅同盟紀念路徑：為關稅同盟礦區提供的導覽活動，活動時間與費用皆

不等，連結礦區內特有的自然人文與工業遺產本身。一般而言，除了連結當代的

體驗產業，創意觀光的發展也奠基於地方的創意與知識，以及社區的傳統文化實

踐上(Smith, 2009; Richards, 2013a)。由於工業歷史的表現，很大一部分在於遺留

下的工業設施，故關稅同盟紀念路徑(以下簡稱紀念路徑)(見下圖 4-77)，主要是

以礦區內的建築特色，以及歷史背景作為遊覽主題，傳達令人印象深刻的記憶和

技術，述說過去工人的生活和工作辛勞；且紀念路徑強調的是，每一條路線都是

為參與者量身訂製，由經驗豐富的嚮導陪伴，帶來生動精采的一手故事，光是去

年就累積有 67 場次的導覽，以德語佔大多數，週末才會有英語導覽，導覽區域

可參照下圖。214
  

 

【圖 4-77】 關稅同盟紀念路徑導覽圖 

 

 

 

 

 

 

 

 

 

 

 

 

                                                      
214

 整理自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denkmalpfad-zollverein。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denkmalpfad-zollv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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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質的導覽活動，例如「Ü ber Kohle und Kumpel」加入煤礦的生產之旅，

沿著軌道到篩分場，參觀十二號礦井，學習建築技術，同時發現礦工的蹤跡和生

活點滴，讚美當時世界上效率最高煤礦區，而今成為一座現代文化中心。還有

「Hnniel und Krupp」工業先鋒與他們在礦區發展的軌跡，追隨其腳步在一／二

／八號礦區，現存最古老且不常對大眾開放的生產廠房中，學習兩位先驅的相似

之處，佩服兩位工業家的洞察先機，並感受過去發展最激勵人心的時刻。最後則

是「Architekturführung」關稅同盟礦區的今與昔，兩小時的導覽，由十二號礦井

修建設計師 Schupp & Kremmer 的設計理念出發，欣賞這座壯觀的現代工業建築

里程碑(見下圖 4-78)。 

特別針對兒童設計的導覽活動，則是依循 2003 年由基金會特聘的遺產教育

專家，一共設計出六套幫助孩童發展，給 5 到 12 歲與幼稚園孩童的導覽模式，

鼓勵孩童藉由眼睛、耳朵和手，來了解這些工業生產設備，透過像是遊戲的方式，

以實際的體驗來傳遞勞動的知識；讓魯爾區不只是一座冒險的遊樂場所，而是富

有教育意義，能傳承歷史、保存記憶，並在這過程中不斷地形塑認同(楊凱成，

2006a)。例如「Zechenschicht」參與工業生產，每位孩童都配備有頭盔和工作服，

在扮演一個小小煤礦工的過程中，了解這樣的裝扮與工業發展的意義；還有「Das 

Geheimnis Der Zeche Zollverein」礦工 Willi Matuschek 和被遺忘的寶藏，從礦區

的庭院開始，跟隨傳奇礦工 Matuschek 的腳步，一路上遇到許多令人興奮又具挑

戰性的難題，都必須自己親手解決，直到滲透至礦井深處，才能破解 Matuschek

最後的秘密，發現 Matuschek 的真面目和他的職業生涯。最後則是「Spurensuche 

auf der Kokerei」搜尋煉焦場，全副武裝的通過廠區的安全渠道，了解燃料的生

成使用，以及如何製作焦炭，所有都發生在這「全世界最偉大的烤麵包機」中(見

下圖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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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8】215
 關稅同盟紀念路徑的導覽情形 

 

 

 

 

 

 

 

 

 

 

 

 

【圖 4-79】216 針對兒童設計的關稅同盟紀念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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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至下，依序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4f1947976954983d0f000281/previews/slideshow_im

age.jpg &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haniel-und-krupp &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architekturfuehrung。 
216

 由上至下，依序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spurensuche-auf-der-kokerei &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das-geheimnis-der-zeche-zollverein-willi-matuschek-und-

der-vergessene-schatz。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4f1947976954983d0f000281/previews/slideshow_image.jpg
http://www.zollverein.de/uploads/assets/4f1947976954983d0f000281/previews/slideshow_image.jpg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haniel-und-krupp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architekturfuehrung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spurensuche-auf-der-kokerei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das-geheimnis-der-zeche-zollverein-willi-matuschek-und-der-vergessene-schatz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das-geheimnis-der-zeche-zollverein-willi-matuschek-und-der-vergessene-sch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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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同盟紀念路徑的啟動為礦區灌注新生，提供對工業過往的深刻洞悉，廣

泛涵蓋了巨大的工業機械，礦區的建築、藝術與設計，還有社會歷史、自然人文，

與礦區的結構轉換等217，帶領著參與者穿梭在工業遺產中，通過礦區不同的生產

過程與發展階段，體會工業家的創業之艱，感受前人的生活與勞動，繼而對關稅

同盟礦區有更深層的了解與感觸。當觀光活動開始使用這些意象與地方氛圍等無

形文化元素，來轉換成體驗及觀光產品時，無形文化的重要性便提升，且親身參

與地方的文化與創意實踐，才能遇見所謂「真實的文化」(Richards, 2009b)。 

關於無形文化元素的塑造，還需要仰賴媒體或是網路的使用，來支持創意觀

光的發展，將地方文化消費推廣至國際層次，並自然形成市場區隔(Hitters & 

Richards, 2002; Richards & Wilson, 2006)，吸引對的觀眾，幫助維持目的地的品質

(Richards, 2009a)。關稅同盟基金會的官網，備有詳盡的活動介紹，根據性質、

時間與進行方式等來做活動分類，瀏覽者也可依照自己的年齡、專業與偏好領域

來選擇(見下頁圖 4-80)；臉書專頁則是會有不定期的宣傳露出，讓接收者能得到

最即時的一手訊息，並有開放的討論空間，提供宛如面對面的對答詢問服務(見

下頁圖 4-81)。 

當然，一個地方的獨特性，同時也由當地的居民塑造，而創意的產生，則是

必須包括觀光客，以及觀光客與居民間的互動(Richards & Wilson, 2007a)。洗煤

場是整個關稅同盟礦區的重要精神象徵，見證了整個階段的礦業歷史，對於曾經

身為洗煤工人，而今是導覽員之一的 Pinnow 而言：他樂見觀光客驚喜於關稅同

盟礦區的轉變，也自豪自己能將礦區的傳奇重現，並自由享受這世界文化遺產218。

過往的勞動傳統獲得始料未及的極高評價，對於像 Pinnow 這樣的「前任勞工」

而言，富有特殊的意涵與價值(楊凱成，2006a)；而當後工業城市能完整發揮其

唯一的資源，也就是地方居民，便能協助城市發展創意，重建地方經濟，讓缺乏

「真正」文化資本的後工業城市得以再生(Richards & Raymond, 2000)。 

                                                      
217

 摘錄自《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Mämpel et al.，2009，p.87。 
218

 摘錄自《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Mämpel et al.，2009，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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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不論是博物館的互動遊戲，工作坊的實作學習，到關稅同盟紀念路徑

的實際體驗，都揭示了城市真正的文化，比刻意建構的景點還要有吸引力，除了

提供驚奇冒險的要素，也維持了地方感，這樣真實的地方空間，正是觀光客所尋

求的(Smith, 2009)；而在與觀光目的地不斷地接收並交流知識的過程中，將觀光

客培養成地方文化的專家，了解並尊重地方文化，能藉此改變觀光主客權力的拉

扯，包括觀光客之間的關係，或是觀光客與目的地的關係，都深深著影響地方的

永續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13a)。 

 

【圖 4-80】219 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的活動介紹 

 

 

 

 

 

 

 

 

 

【圖 4-81】220 關稅同盟基金會臉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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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官網：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  
220

 載於關稅同盟基金會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Zeche.Zollverein.Essen。  

http://www.zollverein.de/angebote
https://www.facebook.com/Zeche.Zollverein.E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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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小結 

 

魯爾區藉由空間的更新與整合，延續特殊工業文化精神與價值，建立現代城

市機能，重塑地方精神和生活價值，徹底改善魯爾區的地域風貌，並利用整體的

文化認同與記憶情感，解決叢生的社會問題，從經濟、社會與文化全方位達成整

個魯爾區的再生。歷經十載的恩瑟公園國際建築展，集結了大量的創意與能量：

在「成熟的中介組織與整體性強的區域發展策略」，國際建築展首度進行整體的

區域規劃，採漸進式策略完規模龐大的再生任務，在「因地制宜的工業遺產活化

與空間機能再造」，考慮遺產特性、地方的脈絡與特殊需求，推舉出適當的經營

管理者，讓新的使用者一同參與整個過程；而在「社會改造工程與人力資源運用」，

開啟社會培訓計畫，解決失業問題，完整發揮人力資源，在「以生態與人文價值

展現獨特的文化經濟」，融合生態與工業文化，組成魯爾區獨特美麗的人文景觀

和地方價值，最後在「文化觀光的發展契機」，透過活化工業遺產，促成整體的

景觀再造與空間意象轉換，呈現出高品質的城市生活，幫助定義遺產社區的文化

特色，亦是觀光發展的養分。 

而在關稅同盟礦區的創意發展：「創意空間」擁有辦公室、博物館、排練場、

餐廳與游泳池等出人意料的創新使用，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複合式空間，而「創

意奇觀」的工業文化之夜，以全新的形式如兼具教育意義、購物和娛樂等，來整

合各項活動，使得城市空間的使用，紛紛展現多元的娛樂消費功能，拉近社區居

民與工業遺產的關係；最後「創意觀光」連結了埃森市本身的文化創意與工業歷

史，善用各種多媒體打造出獨特的觀光體驗。關稅同盟礦區被打造為文創經濟、

展覽教育與設計產業的創新中心，成功地聚集創意工作者，是帶領整個魯爾區經

濟發展的火車頭；同時作為地方居民的休閒場所，提供各種高品質的文化活動和

設施，讓整個關稅同盟礦區除了是優良的公共生活空間，也是藝術、設計及科學

產業的發展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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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跨個案討論 

4-3-1 文本綜合分析 

 

 學者傅朝卿(2004)曾依照目前工業遺產活化的情形，大致整理出幾種常見的

用途，其中包括被廣泛採取的活化方式，乃保留原來建築之軀殼，將之再利用為

與原來完全不同的全新機能，多數發生於工業遺產所在的文本已經改變，維持原

有機能之意義，比尋找一個新機能具較小說服力時；另外一種是保留部分機能之

設施做為展示，多應用於工業遺產所處之文本，仍然保持與原來相同或相容，保

留原來的相關機能於遺產之中，可增加工業遺產的史料特質。由此可知，無論工

業遺產的活化方式為何，都必須依循遺產背後的「文本」而定，也就是包括所在

城市或區域的發展條件，遺產本身的規模和遺產社區的需求等，在經濟、社會與

文化方面的諸多期待。 

於是，在分別檢視完兩項案例的實際活化情形之後，筆者得出包括遺產本身

的歷史發展、管理單位的經營目標乃至整個城市的文化治理方針等，都會是影響

工業遺產與創意模式結合的首要關鍵，因此，以下將以「工業發展歷程」、「遺產

主體價值與特性」、「城市再生與文化治理」和「遺產管理單位與活化策略」共四

個面向，來進行個案文本的綜合分析，一一細究各種客觀因素，作為創意活化框

架建立的第一步驟(見下頁表 4-2 至 4-6，由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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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發展歷程 

 

 鐵橋谷於 1709 年開發出焦炭煉鐵的關鍵技術，成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18

世紀中葉後蓬勃發展，形成一座工業園區，1779 年世界第一座鐵橋建立，1870

年代停滯後衰退，19 世紀末離開工業發展的舞台；而關稅同盟礦區則於十九世

紀初開始大規模的煤礦開採與鋼鐵生產，1932 年第十二號礦井開放，成為世界

規模最大，生產率最高的現代礦區，1957 至 1958 年間爆發的第一次能源危機，

1986 年宣告正式關閉。 

兩者各據工業革命的初始與成熟階段，分別為 18 和 19 世紀的工業發展代表

(見下頁表 4-3)：鐵橋谷由於發展較早，屬於規模小但多樣性高的傳統產業，關

稅同盟礦區則處發展後期，規模較大且高度專門化的現代工業原型；鐵橋谷的傳

統產業儘管式微，但仍有其市場需求而持續運作，關稅同盟礦區的生產區位，則

是被新興國家完全取代。 

 

 

【表 4-2】 工業發展歷程 

 

 

工業發展歷程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發展年代 18th 19th 

產業規模 小 世界最大 

產業特性 多樣性高 專門化程度高 

後續發展 傳統產業持續運作 完全終止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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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個案發展時間軸：上為英國鐵橋谷；下為德國魯爾區。 

 

 

 

 

 

 

 

 

 

 

 

 

 

 

 

 

 

 

 

 

 

 

 

 

 

1709 工業革命發源地 

1779 世界第一座鐵橋建立 

1870 停滯後衰退 

19
th 末結束發展 

19
th 初開始大規模生產 

1932 成為現代礦區代表 

1958 第一次能源危機 

1986 正式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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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遺產主體價值與特性 

 

鐵橋谷除了在 1986 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鐵橋主體，多以小型、傳統的的

工廠倉庫，以及熔爐、窯和交通運輸等工業遺產為主，沿著塞文河谷兩岸分布，

形成一世界文化遺產區域；坐擁豐富的自然資源，呈現產業發展與自然環境利用

的人文景觀，整個區域自成一座「天然」的工業園區，號稱「工業革命發源地」。

關稅同盟礦區則是於 2001 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重視生態和園區綠化，展現經

典的包浩斯美學，工業遺產巨大雄偉，為現代工業建築的原型典範，除了運輸系

統、鍋爐室等各種工業設備與廠房，還包含勞工設施如宿舍、商店和澡堂等，標

準的工業園區模型，其中又以第十二號礦井為礦區重要的精神象徵和文化標誌。

兩者同樣都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的加持，在工業考古學上各具特殊性和代表性，充

分表現重要的普世價值：鐵橋谷強調的是，由五座城鎮聯合起的區域，在意義上

創造一個無形的空間，展示人類與環境之間多元的互動關係；魯爾區則是在原本

就存在的有形範圍之內，以第十二號礦井為中心，著重於描繪勞動生活與地方認

同的塑造。 

 

【表 4-4】 遺產主體價值與特性 

 

主體價值與特性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遺產區域 

跨越無形的行政界線 

合成世界文化遺產區域 
實體人工園區 

遺產主體 鐵橋 十二號礦井 

遺產美譽 工業革命發源地 
世界上最美麗的礦區、 

魯爾區的艾菲爾鐵塔 

價值詮釋 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互動 勞動生活與地方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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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再生與文化治理 

 

鐵橋谷的再生計畫始於1960年代的造鎮運動，整合出一座新城市特爾福德，

同 1967 年成立的鐵橋谷博物館信託，進行整體區域的發展規劃，以世界文化遺

產區域作為文化治理的總單位，與行政範圍有部分重疊，所以在土地產權和利益

分配的關係上，擁有眾多的地方權勢與利害關係人，且距離主要城市有段距離，

導致向外發展時的資源缺乏，市場可及性不足。關稅同盟礦區的再生計畫始於

1989 至 1999 年的恩瑟公園國際建築展，以礦區作為一個主體，代表所在的埃森

市，過去是整個魯爾工業區的心臟，都市化程度高，擁有便利的交通運輸系統；

而今跟隨整個魯爾大都會的文化政策，礦區作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治理單位，必

須與其他城市共同發展。兩者都以工業遺產為發展主軸，進行長時間且完整的區

域規劃，只是各自的治理單位和資源條件不同：鐵橋谷本身為一個主體，儘管地

處偏遠，但卻有美麗的山城風光；關稅同盟礦區同樣為一個主體，但產業發展與

都會區域規劃緊密結合，距離消費市場近，資源較豐富。 

 

【表 4-5】 城市再生與文化治理 

 

城市再生與文化治理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時間跨度 長 長 

規模 世界文化遺產區域 
以礦區為主體，在魯爾大

都會的區域規劃之下 

位置 地處偏遠 鄰近城市中心 

資源條件 自然風光 城市建設和消費市場 

可能挑戰 

市場可及性不足，擁有眾

多利害關係人 

必須跟隨魯爾大都會的

發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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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遺產管理單位與活化策略 

 

鐵橋谷由博物館信託負責整個區域的發展，最初由特爾福德地方人士所創立，

由下而上以企業式經營，政府投資監督的概念，跟著市場機制調配，具濃厚的資

本主義。保留區域的原始機能，將工業遺產博物館化，重視工業文化的推廣與教

育，同時協助傳統產業轉型，創造地方創意的經濟價值。關稅同盟礦區則由關稅

同盟基金會負責礦區的發展，前身為官方組織，現官方退居董事，提供發展成本

和協助，仍屬由上而下(top-down)的模式，但沿襲強烈的地方分權傳統，基金會

獨立運作且自治性高。保留工業建築的軀殼，但顛覆過去的空間機能，將文化創

意與地方生活結合，現為一座文化與產業的創新中心，魯爾大都會的經濟重鎮。 

兩者基本上都跟隨政府的發展方向，執行權力則充分落實於地方層級，擁有

很大的發揮空間，將地方創意以各種形式融入工業遺產的活化，帶動地方經濟發

展，最重要的是，都擁有前瞻性的願景，強而有力的領導組織，及大刀闊斧的關

鍵人物：鐵橋谷積極協助發展觀光，傳統產業轉型，重視經濟的發揮；關稅同盟

礦區則是以調整產業結構為主，重視文化認同的建立。 

 

【表 4-6】 遺產管理單位與活化策略 

 

管理單位與活化策略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管理單位 鐵橋谷博物館信託 關稅同盟基金會 

性質 企業式經營 半官方組織，自治性高 

活化方式 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目標 傳產轉型與經濟發揮 調整產業結構 

現在發展 工業博物館群 文創產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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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創意模式的整合 

 

在完成第一步驟的文本綜合分析之後，筆者將利用文獻回顧整理出的創意相

關理論，同個案分析之後的對照，歸納出下列一套觀察指標，來檢視創意空間、

創意奇觀和創意觀光在兩項個案中的實際整合(見下表 4-7，由筆者製表)，總結

創意模式與地方發展的關係，以建構出 3.3 的工業遺產的創意活化框架。 

 

【表 4-7】 創意模式的整合規劃：(A)為創意空間(B)為創意奇觀(C)為創意觀光 

 

  觀察指標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1)扶植地方小型文化與創意

產業，促進產業網絡的建立，

方便聯合行銷。 

(A)(C) (A)(B) 

鐵橋谷利用博物館群的創意觀光發展，協助地方傳統產業轉型，同時將區域內

彼此連結，形成一條創意絲帶，建立兩個零售品牌作為區域內產業的共同平

台，幫助銷售；關稅同盟礦區則釋出工業遺產的閒置空間，讓地方創意產業進

駐，彼此合作連結形成網絡，並舉辦工業文化之夜，人潮不斷回到這邊，藉由

節慶的傳播，帶到更多地方其他的城市的角落，創造更多創意空間，形成更大

的創意網絡。 

(2)結合工作場所與生活空

間，協助基礎建設的發展。 
(A)(C) (A) 

鐵橋谷利用博物館群的創意觀光發展，將工廠和工作室直接對外開放，使得工

作與生活休閒的界線逐漸模糊，同時完善基礎設施，改善社區的生活環境；關

稅同盟礦區則是讓工業遺產的活化有更多創新用途，包括辦公室、練舞室、展

演空間、餐廳和游泳池等，提供社區更多的生活設施和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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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兼具藝術文化的生產與消

費功能，讓創意消費者與生產

者同時出現。 

(A)(B)(C) (A)(B) 

鐵橋谷利用博物館群的創意觀光發展，將工廠和工作室直接對外開放，讓消費

者能夠參與生產過程，同時也在世界遺產節，邀請在地商人和表演者加入消費

現場；關稅同盟礦區藉由文化設施來吸引人潮，讓創意產業有機會露出，工業

文化之夜則是濃縮了時間與空間，提攜地方的藝術家和設計師，將國際市場直

接與地方創意連結。 

(4)確立工業遺產的使用價值

與經濟貢獻，使其成為正面的

文化象徵，促進地方認同。 

(A)(B)(C) (A)(B)(C) 

兩者都轉換工業遺產的實體空間機能，形成創意空間，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而

工業文化與遺產社區的日常生活，則作為創意奇觀和創意觀光的背景、素材或

是產品；在推廣工業遺產的同時，更拉近社區居民與工業遺產的關係，促成認

同與榮譽感，再次確立工業遺產活化對社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貢獻。 

(5)大量使用無形文化元素，塑

造地方獨特的文化品牌與城市

意象。 

(A)(B) (A)(B) 

鐵橋谷的發展不侷限於單一的鐵橋主體，而是添加整個區域的發展故事，創造

對鐵橋谷的空間想像，以「工業革命發源地」作為整體區域的品牌與主體意象；

關稅同盟礦區則是超越有形的建築軀殼，挖掘第十二號礦井更為深遠的精神價

值，作為礦區的文化象徵、活動的宣傳標誌，或運用在產品的外觀和包裝上。

兩者都讓工業遺產不再是灰暗落後的代名詞，而是一種獨特的城市生活風格與

正面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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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與學術機構密切合作，建立

公私部門良好的夥伴關係。 
(A)(C) (A) 

鐵橋谷同地方大學成立的鐵橋谷機構，長久以來就互為學術研究、教育推廣和

文化活動上的工作夥伴，在世界遺產節和創意觀光的工作坊，也有許多計畫是

與地方議會合作，同時以慈善機構和「博物館之友」，與許多企業及地方機構

保持良好的關係；關稅同盟礦區則是以設計中心、紅點博物館與設計學院，邀

請地方相關科系進駐，打造國際級的教育研究機構，並與企業進行建教合作。 

(7)善用地方知識與文化特

色，開發獨特的創意產品與體

驗，促進多元的文化供給，並

穩定地方的文化經營。 

(A)(B)(C) (A)(B)(C) 

兩者都將遺產社區的日常生活與傳統文化實踐，融入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中，

一方面增加地方的文化供給，打造出獨特的觀光產品與體驗，一方面也在不斷

的活動規劃與發展試驗，以及和國際市場連結、交流的過程中，協助活動本身

與執行單位的經營越趨成熟。 

(8)善用媒體關係與資訊科

技，突顯國際化。 
(A)(B)(C) (B)(C) 

鐵橋谷一直以來都與媒體保持良好的關係，塑造並維持其正面意象，並不斷強

調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對推動整體人類歷史的重要性，強化觀光目的地

的獨特性，並經常以網路作為觀光產品的重要行銷管道，超越國界觸及更多潛

在的消費者，特別是年輕族群；關稅同盟礦區則是在工業文化之夜的行銷上，

特別重視媒體與網路的宣傳，魯爾大都會更企圖將工業文化之夜搬上國際舞

台，另外，關稅同盟基金會的官網對使用者非常友善，除了提供詳盡資訊，還

有根據使用者的年齡、偏好和觀光目的等各種分層設計，迎合眾多可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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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使用互動式、多媒體等多重

感官裝置以豐富體驗。 
(B)(C) (B)(C) 

鐵橋谷在世界遺產節聘請專業燈控公司，創造鐵橋主體更多的驚奇魅力，另外

在博物館群中，偶會出現利用上影像、聲音和溫度等小巧思，重現維多利亞時

代的生活狀況，或工業遺產舊有的空間機能；關稅同盟礦區則以聲光科技，在

工業文化之夜將工業遺產轉換成一個奇幻場所，魯爾博物館更是大量使用科技

裝置與互動式的體驗，增添參觀者的學習樂趣。 

(10)鼓勵主動參與地方的文化

與創意實踐，促進社會參與和

自我提升。 

(B)(C) (B)(C) 

鐵橋谷的世界遺產節，以大型社區活動的本質，盡可能讓更多人能接觸藝術文

化，另外創意觀光的工作坊，能學習地方的傳統技藝，讓參與者發展特殊技能，

達到自我提升，而特別開設給地方居民的課程，使其認同作為社區的一份子；

關稅同盟礦區同樣以工業文化之夜，鼓勵參與者接觸藝術文化，希望讓更人都

能使用工業遺產，而魯爾博物館的工作坊，就像是社區才藝班，讓參與者與地

方有更加緊密的連結。 

總結上述：有鑑於兩者在發展之初，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脈絡不同，鐵橋谷

受到英國文化和觀光政策的影響，以博物館群為基礎發展遺產觀光，關稅同盟

礦區則是為地方引進新興的商業活動，成為以設計產業為主的創新中心。經過

長時間的發展結果，鐵橋谷以地方原有的產業資源結合博物館群場域，緊密結

合創意空間與創意觀光的發展，以創意空間的文化產出，提供給創意觀光作消

費資源，創意奇觀則是聯絡並鞏固遺產社區的情誼認同；關稅同盟礦區則是延

續生產空間的功能，與當初的藝術文化治理目標，形成一座成熟的創意空間，

以創意奇觀與整個魯爾大都會連結，用創意觀光將遺產社區與世界連結，兩者

都打破了過去唯一的生產機能，增添許多符合現代社會需求的消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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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工業遺產創意活化框架 

 

經過前兩個分析步驟的比對討論之後，下表 4-8 為本研究所建構的「工業遺

產創意活化框架」，將分別從工業遺產本身的條件、與創意模式的結合形式，用

來產生創意的發揮內容以及規劃特點，來說明工業遺產創意活化的發展可能與目

標。 

 

 

【表 4-8】 工業遺產創意活化框架 

 

 

工業遺產創意活化框架 

框架建立 創意空間 創意奇觀 創意觀光 

條件 
歷史發展、 

規模特性 

遺產社區的需求與

社會脈絡 

社區人力、地方知識

與文化特色 

形式 
既有/即將形成 

實體/無形 

結合創意與觀光的

消費活動 
科技與多媒體裝置 

內容 文創產業 
工業傳統、文化實踐

和日常一切 

博物館、工作坊和專

業導覽等 

規劃特點 
綜合經濟、 

空間論述 

消費者與生產者 

同時出現 
共同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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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經濟當道的現代社會，後工業城市將創意模式結合工業遺產的活化，

妥善開發稀少的文化資源，跳脫傳統意義上的遺產使用，並利用觀光活動將地方

創意與外部市場連結，能實踐體驗經濟：一是工業遺產本身，強調教育社會大眾，

以寓教於樂的概念，透過各種多媒體的感官娛樂，讓知識的傳遞更為有效率，協

助突顯工業遺產的特殊性和普世性價值；二是遺產社區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實踐，

讓觀光客得以深入當地，得到最真實的體驗，並在與目的地的互動過程中，學習

欣賞、尊重地方的文化價值。最後且最重要的倚靠是「人」，不只是遺產社區居

民的參與，還包括觀光客和觀光供給者，三方共同製造出獨一無二的體驗。將這

些代表地方論述的產品，藉由科技媒體等工具，為城市塑造美好形象並行銷全球，

觸及更多潛在的觀光客和創意階級；工業遺產遂成為整座城市重要的經濟樞紐，

全世界的創意都在此交流，並不斷向外擴展發酵，串聯區域內的各個創意節點，

最終協助後工業城市邁向創意城市。 

首先，創意空間形成的條件是端看工業發展的歷史進程，依照遺產本身的規

模和釋放出的空間特性來決定，除了迎合現代需求，同時也將遺產原有的歷史與

結構融於活化的過程當中(Snyder, 2005)。形式上則是釋放既有的遺產閒置空間，

或是在原本就存在，甚至是即將形成的群集之上(Roodhouse, 2006)，無論是有形

的實體空間，或是在意義上、同一組織架構下的無形連結，都能打造一個創意空

間；內容當然是以扶植地方的文化和傳統產業為主，或是以相對低廉的租金，提

供給尚處於發展中的經濟型態，也就是通常屬微型且脆弱的創意產業，作為發展

基地使用，讓這些創意經濟的活水注入工業遺產(Richards, 2011)。 

而在規劃上得注意，創意空間必須同時是創意生產和文化消費的場所，以綜

合經濟的型態來發展，舉辦各種文化相關活動，營造出鼓勵文化與藝術服務發生

的環境，一方面成為地方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間，幫助建立地方認同，並獲得地方

的支持與資源，一方面也能保證空間中的每個別成員皆能受益(Ray, 1998; 

Richards, 2001; Hitters & Richards, 2002; Montgomery, 2003; Montgomer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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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 & Wilson, 2006)；且使用得不僅是工業遺產提供的實體空間，還包括遺

產象徵的地方產業與傳統精神，過渡至現代結合經濟用途來活化，持續地為空間

創造論述，塑造獨特的空間品牌，提升工業遺產的價值，保護遺產建築(Evans, 

2009) 

接著，創意奇觀籌畫的條件是根據遺產社區的需求與社會脈絡，讓創意奇觀

有不同的活動內容與目標，由地方居民作為節慶主要的觀眾來源，活動的初始者，

其支持才是節慶能夠順利發展的關鍵(Richards & Palmer, 2010)。在形式上，奇觀

本身可以是高品質的小型社區活動，也可以是大型的區域聯合盛會；活動不拘泥

於任何特定的形式，只要是能結合創意與觀光活動，有效將各種感官體驗結合並

商品化(Montgomery, 2004)，親子遊戲、街頭市集、戲劇、展覽或藝術創作都是

一種方式。內容來自於工業傳統、遺產社區的文化實踐和日常一切，將整座城市

視為一個大舞台，任何一個街廓或是開放空間，都可以作為文化生產的中心，地

方文化與日常生活就是節慶的素材(Richards, 2001)；規劃上得將工業遺產主體，

或是整個創意空間打造成奇觀幻境，濃縮時間與空間，讓消費者與生產者能同時

出現，一方面鼓勵親臨現場並主動消費，一方面提攜地方產業，展示各種地方文

化的現代產品形式(Prentice & Anderson, 2003)，將節慶當作一次行銷國際的機

會。 

最後，創意觀光組織的條件，奠基於地方的創意與知識，以及社區的傳統文

化實踐上(Smith, 2009; Richards, 2013a)，先估算遺產社區所繼承的資源，包括可

運用的人力、地方知識與文化特色，來決定推出的觀光產品與體驗。形式上以科

學與技術為導向，利用多媒體裝置，增加許多互動性及多重感官展示，觀光客不

再只是「觀看與閱讀」這些遺產(Bonn, Joseph-Mathews, Dai Hayes & Cave, 2007)。

內容主要還是以博物館作為主要的文化消費，將所有無形的文化元素，轉換成可

消費的實體，開設工作坊更是熱門的選擇，透過手作、互動和過程參與，從當地

人身上獲得特別的技能，與地方居民與文化的接觸，過著當地生活，來開發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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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創意潛能與自我認同(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 Ivanovic, 2008; 

Richards, 2011; Richards, 2013a)。規劃上則是強調，觀光體驗來自於觀光客本身、

地方居民與觀光供給者三方的互動來共同製造(Richards & Wilson, 2007a)，由創

意觀光串起城市的潛力資源，織成一個堅強的創意網絡，重視每一個觀光個體，

在觀光的過程中學習技能、提升自我，保證觀光客的體驗品質，也是增加觀光目

的地魅力的最佳方式(Richards, 2001; Richards, 2013a) 

從本研究所建構的創意活化框架中，可以觀察到兩個特點：一是三種創意模

式的發展條件，都是以工業遺產本身和遺產社區既有的資源為基礎，再針對地方

的需求與社會脈絡來創造，並非任意花費，或向外尋找發展資源。另外一點則是，

不論是綜合經濟，消費者與生產著同時出現，或共同製造，其核心目標都在於打

破工業遺產過去單一的生產功能，強調生產與消費並重，吸引投資及人群的重返，

以帶動地方的商業發展及財富累積(Rodwin, 1991)，與現代社會創造一種新的關

係，並讓工業遺產在經濟條件上，獲得自給自足的能力，促成其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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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結論與反思 

經由第四章針對個案的個別分析與跨個案討論，應證學者 Richards 提出的創

意模式，確實發生於工業遺產的規劃使用上，而本研究所完成的工業遺產創意活

化框架，也重新建構了工業遺產與城市發展的關係。本章除了重申研究發現，將

同時從個案的實際規劃中，歸結工業遺產活化與創意模式結合，在經濟、社會與

文化方面的永續關鍵，並對學者 Richards 的相關理論進行批判，反思其實務基礎

或者突破理論本身，加上筆者的個人建議，為工業遺產拼湊出更為完備的永續藍

圖。最後是回顧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限制，提出未來可能的研究建議和展望。 

 

5-1 研究發現與理論反思 

城市文本和工業遺產的相異條件，反映在英國鐵橋谷和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各自所倚重的創意模式和整合方式不同，但兩項個案都在創造城市與遺產獨特性

的同時，回應了遺產社區的發展需求，為工業遺產創造的永續競爭優勢，更加確

定工業遺產保存與活化的最佳理由。以下本研究共歸納出七個面向，來總結創意

與工業遺產永續發展的關係(見下頁表 5-1 至 5-7)： 

 

 

 

 

 

 

 

 

 

 



192 
 

（一）多元工業遺產的空間機能，與遺產社區創造新的關係 

 

在本研究實際的分析結果中，兩項個案都著重開發遺產的多元用途，以貢獻

地方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讓工業遺產能夠自給自足，除了釋放給地方的文化創

意產業使用，還提供社區更多的生活設施和公共空間，突破過去唯一的生產功能，

兼具藝術文化的生產與消費，培養一群忠實的地方使用者，拉近工業遺產與社區

居民的關係。 

英國鐵橋谷巧妙的活化機制，便是結合工業文化與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融

入地方的環境與日常生活，將工業遺產以符合現代需求的模式，轉換十座不同主

題特色的博物館群，形成一個巨大的文化消費空間，同時能保有遺產的歷史與結

構(Snyder, 2005)；並將傳統產業納入空間的文化生產鏈，以充滿社會互動價值的

地方生產空間，創造具真實性的體驗經濟(Pratt,2000; Evans, 2009)，同時吸引更

多的創意人才聚集，將創意產業中心「Fusion」作為一個據點，連結區域內的創

意產業，帶動創意活動的發生，領導地方的經濟建設(Richards & Wilson, 2007b; 

Evans, 2009)。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則遵循藝術文化的再生目標，規範了所有空間的使用及商

業活動的舉辦，照顧到新使用者的需求(楊凱成，2006a)。工業遺產的活化有作

辦公室和研究中心，博物館和舞蹈排練場，餐廳與游泳池等豐富多元的用途，形

成一個充滿活力的複合式空間，同時塑造出一股文化歷史感，兼顧工業遺產的文

化意義與當代貢獻(HRH, 2000; 傅朝卿，2004)。其永續發展的關鍵，除了讓政府

方便管理與扶植文創產業，促進地方產業的連結，帶動地方創意經濟的發展之外

(Richards & Wilson, 2007b；Richards, 2011)，獲取地方的支持與資源，由地方居

民主動參與文化活動(郭姿麟，2013)，讓豐富的休閒文化設施與消費選擇，營造

出美好的城市生活，提升地方形象(Montgomery, 2003; Montgomery, 2004)；藉此

吸引公私部門的投資，同時聚集更多的創意產業，增加地方就業機會(Ray, 1998; 

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 Roodhouse, 2006; Richard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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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創意理論，規劃城市內文化空間的使用，從一般消費朝向生產與創意發

展，以創意產業作為主要發展目標，同時提供創意消費的機會：儘管英國鐵橋谷

目前的空間利用同質性較高，但其成功連結文創產業與觀光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b)，其發展優勢就是成功的市場定位。除了

以區域品牌「工業革命發源地」，為空間成員吸引相同的消費者和聯合行銷，鐵

橋谷利用傳統產業所連結的各種意象塑造與象徵性產品的交易，積極幫助地方發

展出獨特的文化論述，建立「From Our Collections」和「Made in the Gorge」兩

個零售品牌(Hitters & Richards, 2002; Jones & Evans, 2008)，促使創意空間的競爭

力和能見度不斷提升，減少額外的行銷工作(Porter, 1998)。 

然而挑戰便是，目前英國有許多的工業遺產，都在爭奪「工業革命發源地」

的稱號，依照筆者的觀察，這種形而上的連結，目前除了靠博物館群維繫之外，

尚未見其他較突出的角色出現，所以必須留意論述本身是否可能流於空泛；且為

了能在城市紋理中表現突出，空間必須吸引大量的消費者對創意活動進行消費

(Hitters & Richards, 2002; Richards & Wilson, 2006)，以鐵橋谷蓬勃的遺產觀光發

展來說，易使世界文化遺產區域陷入過當商業化的危機。 

而德國關稅同盟礦區則是擁有多元創新的空間機能，工業遺產的活化有作辦

公室和研究中心，博物館和舞蹈排練場，餐廳與游泳池等用途，形成一個充滿活

力的複合式空間，規範了所有空間的使用及商業活動的舉辦，都必須符合藝術文

化的核心目標，照顧到新使用者的需求(楊凱成，2006a)，並確保遺產對於經濟、

地方居民和文化發展的當代貢獻(HRH, 2000)。然而面對的挑戰是，為維持世界

文化遺產的自給自足，礦區啟動許多全新的發展項目，包括成功吸引 170 家產業

進駐，以文創產業與設計工作室為主；但筆者從《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摘錄的訪談中，大多是創意工作者自述與礦區的關係，較少對地方的關

注或是連結，這對於礦區的長久經營來說，是潛在問題之一。(見下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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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創意與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 

 

永續關鍵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優勢 成功的市場定位 多元創新的空間機能 

挑戰 論述流於空泛、過度商業化 與遺產社區缺乏連結 

 

 

（二）善用地方的知識與特色，以共同記憶維繫社區認同  

 

在本研究實際的分析結果中，兩項個案的營運單位是非官方和半官方的組織，

具有高度的彈性，與地方的關係也較為密切，重視文化的傳承與教育推廣，突破

傳統的遺產使用方式，重視無形文化元素，挖掘工業歷史作為地方特色來經營，

同時完整發揮人力資源，創造出獨特的觀光產品與體驗。 

英國鐵橋谷成功利用空間與博物館的關係，為鐵橋谷塑造出一股文化歷史，

在這場域中，世界遺產節維繫了社會與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Prentice & Anderson, 

2003)，為空間賦予生命活力，帶來正面的意象及文化認同(HRH, 2000; Richards & 

Palmer, 2010)，整個世界文化遺產空間的意義，由地方情感的關係連結(Richards, 

2013a)；而鐵橋谷著名的工作坊，都與傳統產業與文化資源連結(Raymond, 2007)，

除了促進創意產業的成長和參與民主化，增加觀光目的地的文化獨特性(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11)，對於地方居民來說，參加工作坊學習地方的知識與文化，

能感受存在、建立認同 (Richards, 2009b)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則將前人留下的工業遺產及場域精神，融入空間的規劃中

(Loures & Horta & Santos & Panagopoulos, 2006)，工業文化之夜以各種「平民化」

的娛樂供給，突破藝術活動的侷限，將地方居民作為節慶主要的觀眾來源，讓地

方支持節慶順利地進行(Richards & Palmer, 2010)，也幫助後工業城市建立榮譽感，

刺激經濟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a)；同時將創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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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發展奠基於地方的創意與知識，以及社區的傳統文化實踐上(Smith, 2009; 

Richards, 2013a)，讓礦區不只是一座冒險的遊樂場所，而是富有教育意義，能傳

承歷史、保存記憶，並在發展觀光的過程中形塑認同(楊凱成，2006a)。 

對照創意理論，圍繞著地方文化與社區日常，開發更多獨特的產品與體驗，

達到休閒、娛樂和學習等多方位享受，讓社會大眾更加認識工業遺產，並以工業

文化維繫社區共同記憶，進而產生空間的想像基礎：英國鐵橋谷的發展優勢，即

善用地方的知識與特色，反映在地方產業的產品製造過程中，有別於大量的複製

生產，展現的是獨具匠心的設計、技術和文化價值，以地方意象協助行銷，保護

地方原始的社會文化脈絡，不易在文化商品化的過程中受到全球化波及(Richards, 

2001; Richards & Wilson, 2006)；然根據筆者的實地走訪，鐵橋谷的博物館群大多

還是偏冷式的傳統展示，容易讓觀光客感到乏味，是未來面臨的可能挑戰之一。 

而德國關稅同盟礦區的主要消費項目—魯爾博物館，透過互動的元素、圖像

和聲音，成功聚焦與觀眾的連結與體驗，服務那些不再只是對目的地景物有興趣，

而是開始想「嘗試」文化的聲音、味道與觸覺的觀光客(Richards, 2001)，展示活

靈活現的工業歷史；然根據筆者的參觀經驗和現場觀察，大量使用多媒體和互動

式裝置，雖然有吸引到觀光客靠近，但通常都不會駐足太久，使用完裝置後就離

開，這容易讓觀光客分心，忽略博物館原本想傳達的訊息。(見下表 5-2) 

 

 

【表 5-2】 創意與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 

 

 

永續關鍵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優勢 傳統產業與觀光結合 善用多媒體和互動式裝置 

挑戰 傳統的展示手法 過度依賴科技 

 



196 
 

（三）創意領導力與創新的文化經營模式 

 

在本研究實際的分析結果中，兩項個案於再生之初都有前瞻性的願景，與關

鍵人物的帶領，後續還進行了長遠的規劃，和一個專門的營運單位支持，並在不

斷的活動舉辦過程中，邁向穩定的文化經營；文化部門不再只是倚靠政府的政策

和補助，而是獨立自主地發展，甚至走向企業式經營，重視城市形象和生活風格，

以利行銷。 

鐵橋谷博物館信託以商業模式領導城鎮和博物館發展，以消費者為導向，積

極向外拓展市場，尋找經濟來源，充滿企業精神且地域性強。藉由「販售」慈善

教育使命，神聖的工業遺產傳承和博物館群所組成的獨特意象，來吸引投資者與

觀光客(Philo & Kearns, 1993; Revill, 1994)，獲取不同領域和種類的資源，帶動區

域整體再生。同時，連結供給者、消費者和決策者，讓更多的地方企業、學術機

構與一般居民，都能參與文化事務的相關運作，為鐵橋谷的經濟帶來多元貢獻，

鼓勵更多創意的產生，並邀請社區居民與學生共同討論及發表對於鐵橋谷的未來

想像，讓居民能夠關心並管理自身的事務，獲得與觀光客較為對等的關係，以促

成社區的永續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6; Throsby, 2010; Richards, 2011)。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則藉由恩瑟公園建築展，改變建築與城市發展的觀點，以

後工業城市模型作為起點，結合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共同發展框架，利用遺產與

文化認同來提升地方價值(Stratton, 2000; Richards & Wilson, 2006)，成功地轉換空

間意象，展現獨樹一格的文化經濟；同時，利用工業文化之夜作為文化、空間及

經濟交流的工具，所帶來的國際人脈促進了交流與創新，成為城市在文化全球化

及文化地方化的平臺，並經由公私合作的模式，讓關稅同盟基金會趨向成熟穩定

的文化經營(Richards & Palmer, 2010)。 

對照創意理論，鼓勵文化部門改變以往依賴政府的支援，缺乏彈性及活力的

印象，導入現代經營模式，建立品牌和一套行銷手法，才能立足於競爭激烈的市

場環境，同時也是幫助整座創意城市的經營：英國鐵橋谷的工業博物館群，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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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屢受到肯定和獎助，其發展優勢便是來自於博物館信託的彈性自主，以資本導

向進行工業遺產的活化，以現今的角度來看，這已是全球博物館的發展趨勢，但

對於當時的歐洲博物館界而言，「博物館管理」實屬創新的策略(張譽騰，2004)；

然根據博物館信託的官網敘述221，作為一個獨立的教育慈善機構，信託除了需要

自籌一筆龐大的營運資金，還必須向其董事會負責，所以儘管企業式的經營，帶

來運作上的便利與自由，但相對也承受較多的經濟壓力，尤其在近年全球不景氣

的影響下，資金來源的找尋將更顯困難。 

而德國關稅同盟礦區，目前由半官方的關稅同盟基金會領導，雖受到地方政

府的支持與金援，但沿襲強烈的地方分權傳統，基金會獨立運作且自治性高(郭

姿麟，2013)，成為礦區的發展優勢；然面臨的挑戰是，礦區是在整個魯爾大都

會的空間治理與規劃藍圖之下，儘管有眾多資源可以分享連結，但在一個偌大的

框架中發展，可能會讓礦區失去其他的發揮空間和代表性。就以工業文化之夜來

說，是魯爾大都會一個成功的節慶品牌，為區域內的城市帶來「外溢」的觀光收

入，同時也讓文化傳播至不同的的空間，擴大社會參與(Richards & Palmer, 2010; 

Throsby, 2010)；然而，2012 年與波蘭西利西亞省的觀光合作計畫，是由礦區「代

表」魯爾大都會來進行，就基金會或雙方合作執行的活動與展覽來說，這些項目

都是屬於魯爾大都會的活動，資料中較未見礦區本身的參與連結和明確的主體定

位，這將是未來有類似的發展計畫時，需要特別留意的一個問題。(見下表 5-3) 

 

【表 5-3】 創意與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 

 

永續關鍵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優勢 彈性自主 受官方支持 

挑戰 資金來源 魯爾大都會的框架限制 

 

                                                      
221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ironbridge-gorge-museum-trust/。 

http://www.ironbridge.org.uk/about-us/ironbridge-gorge-museum-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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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視區域整體發展，有效匯集地方資源 

 

在本研究實際的分析結果中，過去因為工業發展而成就的工業綜合體，留下

集體的記憶與情感，為重塑地方精神和生活價值，就不能侷限於單一工業遺產的

發展，而是將工業遺產作為發展主軸與再生靈感，進行完整的區域規劃，整合區

域內部的既有資源，在全新的競爭環境中，密切與地方政府、企業與學術機構合

作，改變這些組織在地方發展上的被動角色，以獲得長久的積極的支持與資金來

源。 

英國鐵橋谷經過一連串複雜的權力移轉與分配程序，從不同的使用者和利益

團體手中，取得區域內的發展資源，並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義，連結起所有分散

的博物館與工業遺址，整合於一共同的遺產管理架構之下，進行區域的整體復甦

計畫。除了行政業務的統整與再分配之外，利用工業博物館群的發展，將整個場

域中的工業遺產整合包裝，也塑造出一種符合現代生活，具吸引力的獨特文化氛

圍(HRH, 2000; Cole, 2004)；打破地域的限制，對博物館經營來說，是前所未有

的激勵與挑戰，但也為工業遺產製造機會，喚起世人對鐵橋谷的注意和關懷(曾

小英，1996)。自然資源和工業遺產的豐富組合，讓鐵橋谷成功塑造「工業革命

發源地」的誘人論述，使得鐵橋谷的行銷成為一種體驗的傳達(Lorentzen & 

Hansen, 2009)，並實現遺產建立地方感的功能，幫助定義及維繫遺產社區的文化

特色(Cantell, 2005)。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的情形則比較特別，跟隨著過去整個魯爾區的工業綜合體，

自恩瑟公園建築展開始，城市的發展計畫始終都以區域為整體在進行，過程中透

過對社區居民公開、集體合作的過程，獲得地方的認同，也是讓新的使用者一同

參與(曾梓峰，2004；楊凱成，2006a)；藉此形成一股社會能量，協助地方資源

網絡的建立，藉由空間的更新與整合，塑造出整體的文化認同與記憶情感，奠定

了魯爾大都會的深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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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目前關稅同盟礦區的發展來說，則是致力於翻轉產業結構的資源匯聚，

除了以「綜合經濟」的型態來發展，讓豐富的休閒文化設施與消費選擇，營造出

美好的城市生活(Montgomery, 2003; 2004)，利用工業遺產本身具有的象徵性文化

符號，及其形塑出的創意氛圍與活力，開發各種創意活化，吸引大量的消費者，

讓生產與消費並重，保證礦區內的個別成員皆能受益，並連結文創產業、創意階

級與觀光發展，藉此說服政府與投資者(Zukin, 1995; Hitters & Richards, 2002; 

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Wilson, 2007b; Evans, 2009)。關稅同盟礦區

連同進駐的單位，企圖將礦區打造成一文創與設計產業的創新中心，匯集國際人

才和知識交流，協助提升能見度和競爭力：如 PACT 的角色，是希望刺激舞蹈、

表演、戲劇、媒體及藝術等領域的開創性發展，包括與目前進駐的十七組藝術團

隊共同製作，以創新與高水準的舞台與節目，盡可能滿足地方、國家及國際的社

會文化興趣與需求，啟動藝術家、學者和學生之間的互動交流。 

對照創意理論，鼓勵遺產管理者、贊助者及地方社區的共同合作，並將空間

以觀光活動結合，進行區域的整理規劃發展：英國鐵橋谷在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

產後，進行了若干的行政整合，將整個區域轉換成一個消費空間，發展觀光來吸

引在全球流動的消費者，作為地方收入與工作機會(Richards, 2001)；其獨特的發

展優勢，便是連同周圍的遺址地景、樹林，工人住宅群與社區，完整保存 18 世

紀代表性城鎮的生產運輸及生活元素，呈現產業發展與自然環境利用的文化景觀，

讓強調地方自然資源與永續發展的主題，成為一個成功的地方包裝(Richards & 

Wilson, 2006)。 

然鐵橋谷立基的世界文化遺產區域，擁有眾多的地方權勢和利害關係人，儘

管整合不同的夥伴納入再生過程，為得是吸引私人投資，促進城市的發展(Jones & 

Evans, 2008)，但單單從行政管理的區域劃分，在研究分析中就出現如塞文河谷

鄉村信託、綠林中心等單位，就可得知整座鐵橋谷在政策執行與資源分配上，需

要花費不少的心力，而這也會影響未來長期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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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國關稅同盟礦區以其過去的工業發展歷程，促使都市化程度較高，擁有

便捷的交通運輸系統，距離市中心近，也就是緊鄰消費市場，較易取得發展資源，

然而與鐵橋谷的情況完全不同：鐵橋谷將區域轉換成一個消費空間，以觀光活動

帶動區域成長，包括研究分析中提到的蕾絲奶奶與印刷舖的爺爺，促進經濟和社

會的再生(Richards & Raymond, 2000)，並透過觀光活動，將遺產資源分享給社會

大眾，在各個層面促進了社會參與；然而，以關稅同盟礦區所自詡的產業創新中

心來說，儘管空間機能比鐵橋谷更為多元，也注重地方的休閒娛樂供給，但在研

究分析的過程中，尚未得知礦區將如何將更多的經濟效益和國際資源，分享給遺

產社區和整座埃森市，資源的聚集固然重要，但是否能合理確實的分配，會是永

續經營的一個重要關鍵。(見下表 5-4) 

 

 

【表 5-4】 創意與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 

 

 

永續關鍵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優勢 自然資源豐富 發展資源較多 

挑戰 資源較少，利害關係人眾多 資源分配 

 

 

（五）爭取地方居民的支持，改善觀光主客關係 

 

在本研究實際的分析結果中，兩項個案都突破工業遺產單一的功能和價值，

盡可能地以各種形式分享遺產資源，連結使用者的需求，確立工業遺產活化，對

於經濟、地方居民和文化發展的當代貢獻(HRH, 2000)，為得是得到地方完全的

支持，同時改善社區長期不平衡的發展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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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鐵橋谷全面採用「觀光」作為一種行銷手法，帶動地方傳統產業的新生，

連結各式各樣的商業活動，促進投資及人群的重返，也創造許多財富和工作機會

(Rodwin, 1991; Richards, 2001)，在許多觀光活動進行的過程當中，如世界遺產節，

都將地方居民視為主體，以獲得地方的支持作為順利發展的重要關鍵(Richards & 

Palmer, 2010)，或者以觀光發展來提振地方精神，幫助遺產社區建立社會榮譽感

和歸屬感，真正為地方創造長期的效益(Richards, 2001; Jones & Evans, 2008; 

Throsby, 2010)；而鐵橋谷提供的各種創意觀光活動，都是不斷地傳達鐵橋谷作為

「工業革命發源地」的重要性，對於觀光客來說，都能夠從中了解並尊重地方文

化，繼而漸漸改善主客權力關係(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13a)。 

而德國關稅同盟礦區的表現，則分別在工業文化之夜和創意觀光的執行上：

工業文化之夜以各種「平民化」的娛樂供給，豐富了地方居民的精神生活，提升

其文化資本與社會地位(曾信傑，2005)，維繫社會與個人之間，乃至魯爾大都會

的親密關係(Prentice & Anderson, 2003)；且當文化傳播至不同的區域，使得城市

空間的使用，紛紛展現多元的娛樂消費功能，提升了地方的生活品質(Richards & 

Palmer, 2010; Throsby, 2010)，最終讓整座城市轉換成一個完整的消費空間，形成

觀光客、居民與城市之間，一種新的社交型態(Richards, 2013a)。而創意觀光重

視勞動傳統的呈現，邀請前任勞工擔任關稅同盟紀念路徑的導覽員，對於當事人

來說，富有特殊的意涵與價值(楊凱成，2006a)，且在與導覽員互動交流的過程

中，觀光客可以獲得獨特的體驗(Richards & Wilson, 2007a)，成為地方文化的專

家，改變觀光主客權力的拉扯(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13a)。 

對照創意理論，始終強調獲得地方居民的支持為重要條件，觀光發展能提升

地方生活品質，創造就業機會，而創意則必須由觀光客、地方居民與觀光供給者

共同製造，在過程中讓外來者更加尊重地方文化，藉此改變觀光主客權力的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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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2009a; Richards, 2013a)：英國鐵橋谷在觀光發

展的過程中，以工業博物館群作為工具和媒介，積極拉攏不同的族群，連結成一

個強大的社會資本網絡，獲取各方的資源和支持；同時連結供給者、消費者和決

策者，讓更多的地方企業、學術機構與一般居民，都能參與文化事務的相關運作，

為鐵橋谷的經濟帶來多元貢獻，鼓勵更多創意的產生，並使遺產社區的居民獲得

與觀光客較為對等的關係(Richards & Wilson, 2006; Richards , 2011)。然而，從鐵

橋谷的研究分析中，常見的是商人與企業的參與，比較少看到地方居民的角色，

且許多與企業、政府的合作項目，也幾乎是針對學童或青少年的教育計畫，這樣

的運作情況，容易使某些族群被忽略，長期下來也可能造成族群之間的不平等。 

而德國關稅同盟礦區則是成功轉換空間的價值與意義，讓觀光客和地方居民

同工業遺產建立新的關係，以彈性和充滿效率的方式來使用文化資源，並結合觀

光，吸引更多人前來參與(Richards & Wilson, 2007a; Richards & Wilson, 2007b; 

Richards, 2011)，工業文化之夜便是最好的一例，協助拓展礦區的市場基礎，也

得向更多人傳遞工業遺產的相關資訊，使得礦區獲得更為廣泛的支持(Timothy, 

2011)；然而，較為可惜的一點，是北萊茵-西發里亞邦目前釋出的官方資料中，

有關礦區創意產業與空間使用的統計數據，並不是很深入詳細，而魯爾觀光公司

對工業文化之夜的訪客調查，更是受限於只有「國內」的資料來源，對於想要從

中了解主客之間的互動，或是創意產業為遺產社區帶來的效益，未來可能需要更

多不同層次的追蹤，以確實掌握內外關係的變化。(見下表 5-5) 

 

【表 5-5】 創意與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 

 

永續關鍵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優勢 積極獲取各方資源 積極拓展市場基礎 

挑戰 忽略某些地方族群 缺乏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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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視環境與人類之間的和諧關係 

 

在本研究實際的分析結果中，兩項個案無不致力恢復從前被消耗破壞的生態

環境，回歸最初適合人們生活的空間，以工業遺產代表的文化象徵與場域精神，

結合遺產社區的人文風情及周圍的自然資源，打造出一個符合現代城市的地景規

劃，而人類與自然的和平相處，正是永續發展相當重要的一環。 

英國鐵橋谷強調人類生產、生活與大自然所達成的平衡和諧，希望表現一種

人與環境共存共榮，永續發展的概念，並跟隨環保與樂活的潮流意識，利用地方

的自然資源與工業遺產整合包裝後(Richards & Wilson, 2006)，塑造出一種符合現

代生活，具吸引力的獨特文化氛圍，讓鐵橋谷更顯獨特(HRH, 2000; Cole, 2004)。

而德國關稅同盟礦區於再生的過程中，環境復育方面本來就是一項重要的任務，

計畫將傳統工業地景規劃成公園，並互相連結形成七條南北向的城市綠帶，以步

道與自行車道貫穿其中，發展成一個生態景觀大公園，聯起魯爾區獨特美麗的人

文景觀，號稱 21 世紀新公園的典範。222
 

對照創意理論未有太多的著墨，英國鐵橋谷的實際規劃，證實自然環境與遺

產景觀的整體活化，展現人類與環境之間多元的互動關係(WHC, 2014)，能幫助

形成強烈的地方論述。區域內在工業革命時期的各種進步元素，如礦業、鋼鐵、

瓷器和水陸運輸工具等，具備技術與建築方面相當的影響力(楊敏芝、林曉薇，

2012a)，同周圍的遺址地景、樹林，工人住宅群與社區，形成一完整的人文生態

系統，共同成就「工業革命發源地」；筆者於七月在鐵橋谷參訪期間，偶遇一對

來自瑞典的老夫妻，便表示鐵橋谷的懷舊氣氛與自然風光，是促成夫妻倆第七次

造訪此地的主要原因。 

而關稅同盟礦區，則是延續恩瑟公園建築展改變建築與城市發展的觀點，利

用遺產與文化認同來提升地方價值(Stratton, 2000; Richards & Wilson, 2006)，成功

轉換空間意象，結合科技與生態，以兼具美感與功能性的城市設計，打造出高品

                                                      
222

 整理自 IBA Emscher Park 官網：http://www.iba.nrw.de/arbeitsbereiche/main.htm。 

http://www.iba.nrw.de/arbeitsbereiche/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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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生活環境，展現獨樹一格的區域風格和文化經濟，協助城市行銷 (Jones & 

Evans, 2008)。然而，兩項個案共同面臨的可能挑戰，是觀光活動帶來的人潮與

開發建設，超出遺產與環境可負荷的承載，恐會對環境造成二度傷害，像是鐵橋

谷的維多利亞小鎮自 2009 年第一期落成至今，陸續還有許多其他的開發計畫，

對於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區域而言，是必須留意開發案的的正當性與適切性；德國

關稅同盟礦區的關稅同盟紀念路徑，也有許多使用區域生態資源的觀光活動，包

括藝術裝置的擺設和自行車道的開闢，都應當注意原始的自然結構。(見下表 5-6) 

 

 

【表 5-6】 創意與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 

 

 

永續關鍵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優勢 完整的生態系統 人文與生態結合的文化經濟 

挑戰 觀光活動帶來過量的人潮與開發建設 

 

 

（七）善用媒體網路，形塑工業遺產的正面意象 

 

在本研究實際的分析結果中，兩項個案都認知到越來越多觀光客傾向在網站

上蒐集旅遊資訊，且處於一個流通快速、知識爆炸的年代，與時俱進將是永續經

營的關鍵，所以目前幾乎所有的遺產景點，都有各自的網站和社群媒體專頁，提

供資訊並即時解決觀光客的需求和疑難雜症，增加使用者的便利性，甚至有虛擬

博物館的設置，吸引觀光客親自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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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鐵橋谷如同過去，在世界第一座鐵橋建成時一樣，持續受到來自工程師、

藝術家和作家等不同領域的專家關注223，加上博物館信託良好的慈善形象，也讓

鐵橋谷得到各界的資源與贊助，成功販售地方獨特的意象，吸引不少投資者和觀

光客(Philo & Kearns, 1993; Revill, 1994)。博物館信託的行銷報告「Marketing the 

Ironbridge Gorge Museums」，強調與觀光客建立溝通管道，所以多使用媒體和社群

網站，或與 BBC 合製系列影集，接受旅遊作家和媒體的採訪等，積極經營公共

關係。德國關稅同盟礦區則以完備的官網，提供便利、詳盡的活動介紹，並根據

性質、時間與進行方式等來做活動分類，瀏覽者也可依照自己的年齡、專業與偏

好領域來選擇，藉由網路的力量，將地方文化消費推廣至國際層次，並自然形成

市場區隔(Hitters & Richards, 2002; Richards & Wilson, 2006)，吸引對的觀眾，幫

助維持目的地的品質(Richards, 2009a)。 

對照創意理論，強調使用更多的無形文化元素，來形塑工業遺產的正面意象：

英國鐵橋谷的發展優勢，來自於強而有力的工業文化論述，為地方包裝美感，成

功傳達「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誘人體驗(Lorentzen & Hansen, 2009)；然而，根據

研究分析中可得知，「工業革命發源地」的組成是鐵橋谷的工業遺產與自然地景，

未見遺產社區與居民角色的加入，而這樣的論述卻是代表鐵橋谷，對外販售一種

商品，所以應當留意這樣的形象，是否也為遺產社區所認可。 

而德國關稅同盟礦區的發展優勢，是能夠直接鎖定礦區喜愛的客群，傳達清

楚有效的訊息，但從研究分析中可觀察，礦區目前形塑推廣的意象，多來自對整

個魯爾大都會的定義，所舉辦的活動內容與目標，也多以魯爾大都會為主體；確

實整個魯爾區的文化認同與記憶情感，早已綿密交織成一個堅強的區域品牌，但

事實上礦區所在的埃森市，還是有屬於自己的地方歷史與再生過程，儘管目前關

稅同盟礦區是魯爾大都會的發展重點，但未來要持續與眾多城市角逐的情況下，

如何能發展出城市與礦區的突出意象，將是長遠規劃的重要課題。(見下表 5-7) 

 

                                                      
223

 摘錄自世界文化遺產中心：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  

http://www.ironbridge.org.uk/assets/Uploads/Tourism.pdf
http://www.ironbridge.org.uk/assets/Uploads/Tourism.pdf
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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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創意與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 

 

 

永續關鍵 英國鐵橋谷 德國關稅同盟礦區 

優勢 公共關係良好 有效鎖定目標客群 

挑戰 居民對形象的認同 魯爾大都會下的突出意象 

 

 

5-2 研究限制 

首先，關於本研究的理論架構，目前所使用學者 Richards 的創意理論，尚未

有太多直接結合工業遺產的綜合討論，以及實際的案例可供驗證，且有關工業遺

產與創意模式的結合，並未累積直接、足夠的討論及個案研究，這部份則必須挑

選其他合適成熟的文獻作補充，端看目前的研究發現，選擇的參考文獻確實能為

本研究提供不少佐證和背書，然而這些補充文獻的適切性，未來仍是必須經過其

他個案研究的不斷驗證。 

而在研究執行方面，具備工業遺產實際規劃的必要廣度，但較缺乏對個別議

題的深度，由於本研究的研究時間有限，只能利用幾天的暑假時間在現場進行直

接觀察，造成一手資料蒐集的不足，儘管筆者由此為基礎，輔以官方及社群網站

提供的各項訊息和研究報告來補充，並藉大量的二手資料，來取得研究之平衡與

公正，但有些活動安排具有時效性，像是創意奇觀部分，筆者都未能親自參與觀

察，只能以歷屆的官方資料和媒體報導輔助，儘管本研究有其限制，但在研究的

信效度上，仍設法達到該具備的水準，所以也擁有相當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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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未來研究建議與展望 

本研究的最大貢獻，乃彙整創意模式運用於工業遺產的規劃要點，並建立一

客觀的工業遺產創意活化框架，以供大眾探索了解，協助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

筆者期待，創意活化框架能將工業遺產活化的重要性，提升至整座城市的發展重

點，期待打破工業遺產保存與經濟發展處於對立，或通常是前者妥協的狀態，為

工業遺產本身，及擁有不同的條件資源與社會需求的後工業城市，創造更多的永

續關鍵，結合實務規劃而建構出的創意活化框架，同時能夠反思學者 Richards

的相關創意理論，提供建議反思或加強理論基礎的微薄貢獻。 

而針對未來的延伸研究方面，活化工業遺產，在目前的亞洲與台灣都是熱門

議題，建議學者能找尋更多的實際案例，來驗證工業遺產創意活化框架的基礎，

或採用量化的方式，確認本研究的發現與結果，並在不斷的修補擴展之後，促使

框架能臻於完備，為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作出貢獻；或選擇發展其中的議題，像

是許多關於遺產閒置空間的使用，屬於創意空間的範疇，但發展又未能處處到位，

其他還有創意模式與遺產社區的關係，工業遺產與創意模式結合所觸及的社會文

化議題等，都希望有更具深度的相關研究。 

 

 

 

 

 

 

 

 



208 
 

參考文獻 

外文部分 

 

Allingham, P. (2009). Experiential strategies for the survival of small cities in 

Europe.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7(6), 905-923. 

Alonso, A. D., O'Neill, M. A., & Kim, K. (2010).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a case 

examin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abama's Langdale cotton mill into an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ttraction.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5(1), 33-48. 

Andersson, Å . E. (2006). The economics of experiences, the arts and entertainment. 

UK: Edward Elgar. 

Bianchini, F., & Parkinson, M. (Eds.). (1993). Cultural polic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the West European experience.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Bonn, M. A., Joseph-Mathews, S. M., Dai, M., Hayes, S., & Cave, J. (2007). 

Heritage/cultural attraction atmospherics: Creating the right environment for the 

heritage/cultural visitor.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45(3), 345-354. 

Cantell, S. F. (2005). The adaptive reuse of historic industrial buildings: regulation 

barriers, best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Crewe, L., & Beaverstock, J. (1998). Fashioning the city: cultures of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urban spaces. Geoforum, 29(3), 287-308. 

Den Dekker, T., & Tabbers, M. (2012). From creative crowds to creative tourism: a 

search for creative tourism i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cities. Journal of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Practice, 4(2), 129-132. 

De Vaus, D. (2001). Research design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SAGE. 

Dicken, P. (2003).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SAGE. 

Dicks, B. (2003). Heritage, governance and marketization: a case-study from 

Wales. Museum and Society, 1(1), 30-44. 



209 
 

Duxbury, N., & Murray, C. (2010). Creative spaces. London: SAGE. 

Edwards, J. A. (1996). Mines and quarries: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3(2), 341-363. 

Evans, G. (2005). Measure for measure: evaluating the evidence of 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regeneration. Urban Studies, 42(5-6), 959-983. 

Evans, G. L. (2009). From cultural quarters to creative clusters–creative spaces in the 

new city economy. The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quarter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stitute of Urban History, Stockholm, 32-59. 

Evans, G. L. (2011). Cities of culture and the regeneration game. London Journal of 

Tourism, Sport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5(6), 5-18. 

Fillis, I. (2009). Entrepreneurial crafts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and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133-149. 

Gilmore, J. H., & Pine, B. J. (2007). Authenticity: what consumers really want (Vol. 

1).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Vol. 14). Oxford: Blackwell. 

Hewison, R. (1987).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London: 

Methuen. 

Hitters, E., & Richards, G. (2002). The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cluster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11(4), 234-247. 

Hospers, G. J. (2002).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0(3), 397-404. 

Ivanovic, M. (2008). Cultural tourism. South Africa: Juta and Company Ltd. 

Jones, C., & Munday, M. (2001). Blaenavon and United Nations World Heritage Site 

status: is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 road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35(6), 585-590. 

Jones, P., & Evans, J. (2008).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UK. London: SAGE. 

Kearns, G., & Philo, C. (1993). Culture, history, capita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elling of places. Selling Places: the City as Cultural Capital, Past and Present, 

1-32. 



210 
 

Kilper, H., & Wood, G. (1995). Restructuring policies: the Emscher Park 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 The Rise of the Rustbelt, 208-230. 

Knapp, W. (1998). The Rhine‐Ruhr area in transformation: towards a European 

metropolitan reg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6(4), 379-393. 

Kunzmann, K. R. (2004). Culture, creativity and spatial planning. Town Planning 

Review, 75(4), 383-404. 

Landry, C. (2008). 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 London: 

Earthscan. 

Lange, B. (2012). Field configuring events-culturepreneurs, space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in Berlin. MM Nieuws, 14(2), 26. 

Lash, S., &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Vol. 26). London: SAGE. 

Leary, M. E., & McCarthy, J. (Eds.). (2013).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urban 

regeneration. NY: Routledge. 

Lee, C. B. (2009). Cultural policy as regeneration approach in western cities: a case 

study of Liverpool's RopeWalks. Geography Compass, 3(1), 495-517. 

Light, D. F. (1991). Heritage places in Wal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a study in 

applied recreational geography.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Swansea). 

Loures, L., Horta, D., Santos, A., & Panagopoulos, T. (2006). Strategies to reclaim 

derelict industrial areas. WSEAS Transactions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5), 599-604. 

Maitland, R. (2010). Everyday life as a creative experience in c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4(3), 176-185. 

McKercher, B., Cros, H. D., & McKercher, R. B. (2002). Cultural tourism: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NY: Haworth 

Hospitality Press.  

Mommaas, H. (2004). Cultural clusters and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towards the 

remapping of urban cultural policy. Urban Studies, 41(3), 507-532. 

Montgomery, J. (2003). Cultural quarters as mechanisms for urban regeneration. Part 

1: conceptualising cultural quarters. 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18(4), 



211 
 

293-306. 

Montgomery, J. (2004). Cultural quarters as mechanisms for urban regeneration. Part 

2: a review of four cultural quarters in the UK, Ireland and Australia. 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19(1), 3-31. 

Patton, M. Q. (1987). How to use qualitative methods in evaluation (Vol. 4).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ine, B. J., & Gilmore, J. H. (1999). Welcome 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Porter, M. E. (1998).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Vol. 76, No. 6, 

pp. 77-90). Watertow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att, A. C. (2000). New media, the new economy and new spaces. Geoforum,31(4), 

425-436. 

Prentice, R., & Andersen, V. (2003). Festival as creative destinat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0(1), 7-30. 

Ray, C. (1998). Cul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rritorial rural development. 

Sociologia Ruralis, 38(1), 3-20. 

Revill, G. (1994). Promoting the forest of dean: art, ecology and the industrial 

landscape. Place Promotion: the Use of Publicity and Marketing to Sell Towns 

and Regions. Chichester: John Wiley, 233-45. 

Richards, G. W., & Raymond, C. (2000). Creative tourism. ATLAS News, 23, 16-20. 

Richards, G. (2001). The experience industry and the creation of attractions. Cultural 

Attractions and European Tourism, 55-69. 

Richards, G., & Wilson, J. (2004). The impact of cultural events on city image: 

Rotterdam, cultural capital of Europe 2001. Urban Studies, 41(10), 1931-1951. 

Richards, G., & Wilson, J. (2006). Developing creativity in tourist experiences: a 

solution to the serial reproduction of culture?. Tourism Management, 27(6), 

1209-1223. 

Richards, G., & Wilson, J. (2007a). The creative turn in regeneration: creative spaces, 

spectacles and tourism in cities. Tourism, Culture and Regeneration. 

Wallingford: CABI, 12-24. 



212 
 

Richards, G., & Wilson, J. (Eds.). (2007b). Tourism, creativ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Richards, G. (2009a) Creativity and the art of distin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gregrichards/Creative-Tourism-Publications 

Richards, G. (2009b) Creative tourism and local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gregrichards/Creative-Tourism-Publications  

Palmer, R., & Richards, G. (2010). Eventful cities.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Richards, G. (2011). Creativity and tourism: The state of the ar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8(4), 1225-1253. 

Richards, G. (2012). Tourism, creativity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Retrieved from 

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gregrichards/Creative-Tourism-Publications  

Richards, G. (2013a). Creativity and tourism in the city.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ahead-of-print), 1-26. 

Richards, G. (2013b). Events and the means of attention.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 Hospitality 2:2. 

Richards, G. (2014). Festival in the network society. Retrieved from 

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gregrichards/Events-and-Eventful-Cities-Publ

ications 

Rodwin, L. (1991).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and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Western Europe. London: HarperCollins Academic. 

Roodhouse, S. (Ed.). (2010). Cultural quarter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UK: Intellect 

Books. 

Rowthorn, R., & Ramaswamy, R. (1997). Deindustrializati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acco, P. L., Ferilli, G., & Blessi, G. (2011). Culture 3.0: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EU 

2014–2020 structural funds programming. DG Culture on Behalf of EENC. 

Retrieved from http://www.eenc.info/eencdocs/papers-2/culture-3-0- 

-a-new-perspective-for-theeu-2014-2020-structural-funds-programming.  

Stake, R. E. (1978). The case study method in social inquir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7(2), 5-8. 

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gregrichards/Creative-Tourism-Publications
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gregrichards/Creative-Tourism-Publications
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gregrichards/Creative-Tourism-Publications
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gregrichards/Events-and-Eventful-Cities-Publications
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gregrichards/Events-and-Eventful-Cities-Publications


213 
 

Stebbins, R. A. (1997). Identity and cultural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4(2), 450-452. 

Smith, M. K. (Ed.). (2006). Tourism, culture and regeneration. UK: CABI. 

Smith, M. M. (2009). Issues in cultural tourism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Stobart, J., & Ball, R. (1998). Tourism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view. Local Economy, 13(3), 228-238. 

Storm, A. (2008). Hope and rust: reinterpreting the industrial plac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KTH). 

Stratton, M. (Ed.). (2000). Industrial buildings: con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 

London: Taylor & Francis. 

Sýkora, M., Holický, M., & Marková, J. (2010). Advanced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buildings for sustainable cities’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CESB 10 Prague Conference, Czech Republic. 

Throsby, D. (2010). 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policy.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mothy, D. J. (2011).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an introduction (Vol. 4). Bristol; 

Buffalo: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Van Aalst, I., & van Melik, R. (2012). City festivals and urban development: does 

place matter?.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9(2), 195-206. 

Vickery, J. (2007). The emergence of culture-led regeneration: a policy concept and 

its discontents. Coventry: CCPS 

Yin, R. K. (198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 series. 5. USA: SAGE. 

Yin, R. K. (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Vol. 5). California: 

SAGE. 

Zukin, S.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Cambridge: Blackwell 



214 
 

Zukin, S. (2009).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部分 

 

文芸、傅朝卿（2013）。當代社會中遺產價值的保存與維護。建築學報，84，77-96。 

林曉薇（2008）。文化景觀保存與城鄉發展之研究-以英國世界文化遺產巴那文

工業地景為例。都市與計劃, ，5(3)，205-225。 

周文欽（1990）。研究方法概論。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郭姿麟（2013）。德國與奧地利的文化硬底子。載於郭姿麟、孔憲法、陳志宏著，

歐洲文化首都：這些年教我們的事（頁 104-133）。臺北市：遠流。 

曾小英（1996）。英國的生態博物館舉隅－鐵橋谷博物館。博物館學季刊，10（1），

30-40。 

曾梓峰（2004）。工業文化遺產再利用與地方活化發展－德國魯爾區再發展的經

驗。載於王玉豐主編，揭開昨日工業的面紗 : 工業遺址的保存與再造（頁

30–44）。高雄市：科學工藝博物館。 

張譽騰（2004）。世界第一座鐵橋－鐵橋谷博物館得成功與危機。載於王玉豐主

編，揭開昨日工業的面紗 : 工業遺址的保存與再造（頁 46–58）。高雄市：

科學工藝博物館。 

傅朝卿（2004）。工業遺產再生論－探索世界工業文化遺產之保存與永續經營。

載於王玉豐主編，揭開昨日工業的面紗 : 工業遺址的保存與再造（頁 18–

29）。高雄市：科學工藝博物館。 

葉乃嘉（2008）。研究方法的第一本書－從知識管理進入研究工作的遊戲規

則  (二版)。臺北市：五南。 

劉以德（審譯）（2010）。文化觀光：觀光與文化遺產管理（原作者：McKercher, 

B., Cros, H. D.）。臺北市：桂魯。（原著出版年：2002） 

劉以德（審譯）（2012）。文化節慶管理。（原作者：Palmer, R., & Richards, G.）

臺北市：桂魯。（原著出版年：2010）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5%B7%A5%E6%A5%AD%E9%81%BA%E7%94%A2%E5%86%8D%E7%94%9F%E8%AB%96%EF%BC%8D%E6%8E%A2%E7%B4%A2%E4%B8%96%E7%95%8C%E5%B7%A5%E6%A5%AD%E6%96%87%E5%8C%96%E9%81%BA%E7%94%A2%E4%B9%8B%E4%BF%9D%E5%AD%98%E8%88%87%E6%B0%B8%E7%BA%8C%E7%B6%93%E7%87%9F%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5%B7%A5%E6%A5%AD%E9%81%BA%E7%94%A2%E5%86%8D%E7%94%9F%E8%AB%96%EF%BC%8D%E6%8E%A2%E7%B4%A2%E4%B8%96%E7%95%8C%E5%B7%A5%E6%A5%AD%E6%96%87%E5%8C%96%E9%81%BA%E7%94%A2%E4%B9%8B%E4%BF%9D%E5%AD%98%E8%88%87%E6%B0%B8%E7%BA%8C%E7%B6%93%E7%87%9F%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5%B7%A5%E6%A5%AD%E9%81%BA%E7%94%A2%E5%86%8D%E7%94%9F%E8%AB%96%EF%BC%8D%E6%8E%A2%E7%B4%A2%E4%B8%96%E7%95%8C%E5%B7%A5%E6%A5%AD%E6%96%87%E5%8C%96%E9%81%BA%E7%94%A2%E4%B9%8B%E4%BF%9D%E5%AD%98%E8%88%87%E6%B0%B8%E7%BA%8C%E7%B6%93%E7%87%9F%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5%B7%A5%E6%A5%AD%E9%81%BA%E7%94%A2%E5%86%8D%E7%94%9F%E8%AB%96%EF%BC%8D%E6%8E%A2%E7%B4%A2%E4%B8%96%E7%95%8C%E5%B7%A5%E6%A5%AD%E6%96%87%E5%8C%96%E9%81%BA%E7%94%A2%E4%B9%8B%E4%BF%9D%E5%AD%98%E8%88%87%E6%B0%B8%E7%BA%8C%E7%B6%93%E7%87%9F%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215 
 

劉以德（審譯）（2014）。文化觀光學。（原作者：Smith, M. M.）臺北市：桂魯。

（原著出版年：2009） 

歐用生（1989）。質的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楊敏芝、林曉薇（2012a）。鐵橋谷博物館群。載於楊敏芝、林曉薇主編借鏡－產

業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國外案例彙編（頁 88-111）。臺中市：文化資產局。 

楊敏芝、林曉薇（2012b）。德國埃森工業文化路徑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區。載於楊

敏芝、林曉薇主編借鏡－產業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國外案例彙編（頁

130-147）。臺中市：文化資產局。 

楊凱成（2006a）。塑造文化經濟的新地標：魯爾區關稅同盟礦區案例分析。載於

楊凱成主編，廢墟的再生：工業遺產再利用國外案例探索（頁 130-147）。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楊凱成（2006b）。一個產業文化資產分析架構的嘗試。載於楊凱成主編，廢墟的

再生：工業遺產再利用國外案例探索（頁 130-147）。台北：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 

劉藍玉（2009）。德國文化資產管理制度現況及案例。博物館學季刊，23（4），

65-87。 

廖揆祥（2012）。德國文化政策的發展與特色。巴黎視野，十八，6-15。 

 

網路部分 

英國 

http://www.museumsandheritage.com/show/awards 

http://sandfordaward.org/ 

http://artsandbusiness.bitc.org.uk/about-ab 

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documents/ 

http://www.ironbridgegorgewhs.co.uk/about-us.html 

http://artisans-at-fusion.org/ 

http://www.mawscraftcentre.co.uk/。 

http://www.emftechnology.co.uk/special-effects/world-heritage-site-projections/attach

ment/ironbridge-sept-2010/。 

http://www.shropshiretourism.co.uk/shropshire-news/newarticle.php?id=1735 

http://www.tripadvisor.co.uk/ 

http://www.museumsandheritage.com/show/awards
http://sandfordaward.org/
http://artsandbusiness.bitc.org.uk/about-ab
http://whc.unesco.org/en/list/371/documents/
http://www.ironbridgegorgewhs.co.uk/about-us.html
http://artisans-at-fusion.org/
http://www.mawscraftcentre.co.uk/
http://www.emftechnology.co.uk/special-effects/world-heritage-site-projections/attachment/ironbridge-sept-2010/
http://www.emftechnology.co.uk/special-effects/world-heritage-site-projections/attachment/ironbridge-sept-2010/
http://www.shropshiretourism.co.uk/shropshire-news/newarticle.php?id=1735
http://www.tripadvisor.co.uk/


216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 

https://www.facebook.com/theironbridgegorgemuseums?fref=ts 

 

德國 

https://www.facebook.com/Zeche.Zollverein.Essen?ref=ts&fref=ts 

http://www.metropoleruhr.de/  

http://www.ruhr-tourismus.de/ 

http://www.zollverein.de/ 

http://www.ruhrmuseum.de/index.jsp 

http://www.pact-zollverein.de/ueber-uns/geschichte 

http://www.casino-zollverein.de/ 

http://en.red-dot.org/ 

http://www.extraschicht.de/ 

http://www.landschaftspark.de/startseite 

http://www.gasometer.de/de/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 

http://www.shropshirelive.com/  

http://www.expressandstar.com/  

http://www.bbc.co.uk/news/england/shropshire/ 

https://www.facebook.com/theironbridgegorgemuseums?fref=ts  

http://www.iba.nrw.de/iba/daten.htm 

http://www.folkwang-uni.de/en/home/hochschule/about-folkwang/locations/ 

https://www.uni-due.de/studienangebote/studienangebote_23657.shtml 

 

研究報告與出版品 

英國 

「Annual Review 2008」 

「Annual Review2009」 

「Annual Review2010」 

「Annual Review2011」 

「Annual Review2012」 

「Strategic Plan 2010-2014」 

「Marketing the Ironbridge Gorge Museums」 

「Find Your Talent Programme 2008-10」 

 

德國 

http://www.ironbridge.org.uk/plan-your-visit/
https://www.facebook.com/theironbridgegorgemuseums?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Zeche.Zollverein.Essen?ref=ts&fref=ts
http://www.metropoleruhr.de/
http://www.ruhr-tourismus.de/
http://www.zollverein.de/
http://www.ruhrmuseum.de/index.jsp
http://www.pact-zollverein.de/ueber-uns/geschichte
http://www.casino-zollverein.de/
http://en.red-dot.org/
http://www.extraschicht.de/
http://www.landschaftspark.de/startseite
http://www.gasometer.de/de/
http://www.shropshirestar.com/
http://www.shropshirelive.com/
http://www.expressandstar.com/
http://www.bbc.co.uk/news/england/shropshire/
https://www.facebook.com/theironbridgegorgemuseums?fref=ts
http://www.iba.nrw.de/iba/daten.htm
http://www.folkwang-uni.de/en/home/hochschule/about-folkwang/locations/
https://www.uni-due.de/studienangebote/studienangebote_23657.shtml


217 
 

《Zollverein：Von der Kohle zur Kultur》 

「ExtraSchicht Besucherbefragung2011」 

「ExtraSchicht Besucherbefragung2012」 

「ExtraSchicht Besucherbefragung2013」 

「Extraschicht auf dem UNESCO Welterbe Zollverein 2013」 

「Spielortprogramm ExtraSchicht Essen2014」 

「ExtraSchicht – The Night of Industrial Culture」 

「Extraschicht Evaluation：Facts & Fig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