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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節慶觀光為今日文化觀光主流型式之一，本研究以威尼斯嘉年華為研究個案，

意圖將此節慶所提供的不同體驗型式做有系統的分析，了解（1）節慶及城市所

提供的體驗類型、（2）遊客體驗類型和體驗差異的探討及（3）作者對節慶體驗

的反思，為了將節慶特殊性及細微體驗感受納入考量，主要研究方法將採用質性

的個案研究，研究資料來源包含一手資料（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及收集二手資

料（官方宣傳品、網站、照片、遊記），透過和 10 位符合受訪條件的台灣觀光客

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將受訪資料編碼歸類，對收集到的資料進行敘事分析及影像

分析，援用 Pine II 與 Gilmore（1998）所發展出的體驗四象限為研究框架來說明

威尼斯嘉年華的娛樂、教育、美感和逃離體驗，藉著和文獻相互印證及研究者詮

釋來解析此節慶中的體驗型式，為求完整的體驗分析，主要架構並包含體驗的源

頭－動機和體驗的延伸－紀念品的探討，藉此一覽面具節多元的體驗全貌。 

本研究在了解嘉年華體驗型式的過程中，發現威尼斯嘉年華以娛樂體驗為主，

能夠滿足觀光客對新奇感的需求，同時是具高度娛樂、美感、逃離體驗及中度教

育體驗的節慶，面具節符合 Pine II 與 Gilmore 所提出的體驗甜美點能夠提供複合

式體驗型態，而這也是台灣目前舉辦節慶活動應符合的訴求，結合在地特色及人

文精神發展專屬於地方的複合式體驗節慶，不過另一方面筆者在本研究中也發現，

面具節和台灣現有的節慶環境無法相互對照，僅能供未來舉辦國際大型節事活動

借鏡與參考。 

 

【關鍵字】：威尼斯面具嘉年華、節慶、動機、Pine II & Gilmore、體驗、紀念品 

 



 

 

Abstract 

 

Festival tourism is one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al tourism forms today. Taking 

the Venetian festival for the stud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systematically different 

experience types in this festival. To understand （1）the experience types provided by 

festival and city, （2）experience types and differences received by tourists, （3）

author’s self reflexions of experience and to consider the specialty of this festival and 

feelings of tourists, the qualitative case-study method will be adapted. The research 

data will include the first-hand material （in-depth/semi-structure interviews held with 

10 qualified Taiwanese interviewee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and the 

second-hand material （brochures, websites, photos, travel writings）. The collected 

data will use the narrative analysis and the photo-based analysis and proce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Pine II and Gilmore’s four realms of experiences to explain and 

understand the entertainment, education, esthetic and escapist experiences in Venetian 

carnival. The experience origin – motivation and the experience extension – souvenirs 

will be included in order to a full view of experienc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alizes the Venetian carnival is entertainment directed. 

It is a festival of highly entertainment, esthetics, escapist and medium education 

experience. It can satisfy tourists’ novelty need and meets Pine II and Gilmore’s sweet 

spot to provide compounded experiences. As a result, festivals held in Taiwan should 

meet the local specialty/humanity and provide compounded experienc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also finds, the actual Taiwanese festival environment cannot be 

compared to the Venetian carnival. It can only be taken for reference for Taiwanese 

futu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Keywords】：Venetian Carnival, festival, motivation, Pine II & Gilmore, experience, 

souven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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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們常忽略一個事實，最早的觀光型式就是文化觀光，他們忘了『文化』

這個字眼是一個用來形容『觀光』的形容詞。（McKercher & du Cros, 

2009:25） 

上述文字說明了觀光本質的重要性，及對其本質做探討的必要性。工業革命

讓人類的近代生活產生極大的變化，經濟發展及工作專業化刺激休閒活動的出現，

人們開始利用閒暇時間進行休閒活動，隨著科技進步及應運而生的現代性，各種

交通建設、觀光設施蓬勃發展，旅遊型態逐漸轉變而具有多元化的面貌。今日，

觀光活動成為許多國家或城市主要的發展取向甚至是重要的經濟來源，近代觀光

的樣貌不斷演變，Urry 指出觀光自一開始的「壯遊」（Grand Tour）延續而來，

其實一直都和文化緊密相連，今日的觀光移動，除了逃離日常生活的壓力和常規，

人們在觀光旅遊時也尋求和在地文化的關聯性，文化觀光已成為目前觀光旅遊產

業中的主流觀光型式之一（葉浩，2007）。現代觀光發展至今，具有十分複雜的

型態與面相，觀光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展演連結，做為吸引觀光客前往該地旅遊的

誘因（Maccarrone-Eaglen, 2009），已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文化觀光變成是收集

個人體驗的型式，創造自我表述或提供區辨的題材（Richards, 2007:258），不過

這裡的文化並非專指博物館那類的藝文活動（Richards, 2002b），而是包含所有

和文化吸引力相關聯的事物，像是都市更新、文化發展等等，有越來越多的現象

可被歸類在文化的範圍內，文化面向內的各項供應鏈都大幅增加，不僅可以解釋

文化觀光近年來的成長，同時也說明越來越多文化觀光客的出現。其實從壯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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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開始，文化就是旅行時最主要的目的，然而到了 20 世紀 Urry 卻指出，文化不

再是觀光的目的，因為，觀光就是文化（葉浩，2007）。 

筆者身為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的學生，文化與觀光之間的複雜連結自始至

終都是學習的重點，也是發展論文寫作的基石。承上所述，文化觀光是當代主流

的觀光方式之一，文化觀光有諸多種類，而其中節慶觀光佔了一個重要地位，因

為節慶具有高進入性（high accessibility），不似高尚文化（high culture）需要一

定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才能產生動機並加以賞析，透過節慶體驗，觀光

客可以更深入了解觀光目的地（鄭琪靜，2009），節慶具有在地文化的代表性，

呈現當地的傳統、儀式、風俗民情等等，是認識當地文化的絕佳機會，節事活動

相較於其它的藝術型式，是最為大眾所接受的，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慶祝生命及

生活方式的場合，同樣也是在地文化、傳統、認同的表徵（Smith, 2003）。而以

行政立場來說，在地文化與目的地意象連結做為吸引觀光客前往該地旅遊的誘因

也愈發普遍，城市常用代表性的節慶活動塑造該城市的觀光意象，如同 Pentice

與 Andersen（2003）所說，「節慶」的概念是可以透過創造力去定位一個城市，

藉著文化節慶的舉辦來吸引觀光客，一方面可以達到城市行銷，另一方面則是增

加觀光收益（Gelder & Robinson, 2009）。 

Smith（2003）文中更引述 Zeppel 與 Hall（1991:69）的論述，指出節慶、嘉

年華及社區市集都讓目的地變得更有活力並能吸引觀光客前來，節慶是用來慶祝

舞蹈、戲劇、電影及音樂、藝術、手工藝品、民族及原住民的文化遺產、宗教傳

統、歷史性場合、運動賽事、美食與美酒、季節性儀式及農產品等等，造訪者參

與節事的主要目的是因為對被慶祝的產品、事件、遺產或傳統有特殊興趣，節慶

於是變成代表一個地區及當地人的典型，是人類活動中的一個重要表達場合，對

社會及文化層面貢獻良多（Gelder & Robinson , 2009），也是在每日生活之外能提

供觀光客特殊體驗的時間與空間（Morgan, 2009）。所以，除了增加觀光收益之

外，節慶應是要能代表當地特色或是體現在地文化的場域，節慶觀光不僅有各種

不同的舉辦方式，也擁有許多複雜的文化意涵值得深入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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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年來也致力於發展文化觀光及文化創意產業，王伯仁（2007）的研究

指出，在 2006年 7月到 2007年六月的一年當中，台灣地區約有 434個各式節慶，

從中又可以粗略地歸納出五種主要的節慶理念型：地方–產業–創新節、藝文統理

節、傳統再現節、消費紀念日以及小眾嘉年華，為了地方經濟發展及地方特色行

銷，各縣市行政單位紛紛推出各種文化節、藝術節，但往往是冠上「文化」頭銜

卻只行增加收益之實，缺乏文化特色也無法提供豐富體驗，難以吸引大量人潮，

無法得到參與民眾的共鳴，有時結果不如預期甚至適得其反，最後可能連增加收

入、提高知名度的意圖都無法有顯著成效，若連國內遊客的心都無法抓住，台灣

節慶如何成為揚名國際的節慶活動呢？ 

王伯仁（2007）在其節慶研究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台灣是個節慶之島，交

通部觀光局依照一年十二個月份策畫了台灣十二大節慶，例如一月份有墾丁風鈴

季、二月有各地燈會、三月有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等，讓台灣全年都有大型節慶活

動，而各地方也有較小規模或地方性的節慶，如宜蘭三星的蔥蒜節、台南白河蓮

花節、屏東黑鮪魚文化季等，甚或是都會區的台北電影節、高雄貨櫃藝術節、台

中爵士音樂節、牛肉麵節等亦不遑多讓。各式各樣的節慶活動充斥在台灣，只要

縣市政府、行政單位有意願，就隨時可以創造一個「新節慶」，然而，節慶的文

化精神何在、如何提供多元化的觀光體驗、引起觀光客的共鳴，似乎就只能打個

問號。 

在文化觀光做為主流觀光屬性的觀光環境中，主要觀光類型之一的節慶觀光

是蓬勃發展的部分，對應台灣的節慶現況來看，除了管理方面的實務和經濟考量，

實有需要參考成功節慶的經驗和案例來思考台灣的節慶舉辦方式。威尼斯面具嘉

年華作為世界三大嘉年華之一，每年吸引大量觀光客前去朝聖，除了新奇好玩、

享受樂趣之外還包含著對當地文化的嚮往與搜奇，究竟這節慶如何舉辦、給觀光

怎樣的感受、為何如此有名又特別，一切都要從最起初的開端解密，揭開此節慶

的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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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嘉年華簡史1與面具來源 

 

嘉年華會之義大利文 Carnivale 一字來自古拉丁語的”Carnem levare”，是「與

肉告別」的意思，或稱謝肉節（孫守仁，2002a），指的就是天主教復活節四旬齋

戒的前十天時，教徒們知道即將到來的齋戒月將是一段清苦日子的開始，所以便

將齋戒月的前 10 天2作為復活節前的最後節日，以 10 天的時間盡情狂歡（周亞

蕾，2001；張耀，1999a，1999b，2008）。威尼斯的嘉年華會是根據復活節往前

推定，復活節又是依當年 3 月 21 日以後的第一個月圓之日來計算，因此嘉年華

會的時間就隨著復活節的變動而年年不同（陳益綜，2006），大致上會在聖灰星

期三（Ash Wednesday）前 10 天舉行，聖灰瞻禮日（Shrove Tuesday）當天則會

以各種盛大場面結束嘉年華所有活動，大家一同迎接四旬齋（Lent）的到來（李

云玫，2002）。孫守仁（2002b）表示，嘉年華的風俗據說在古羅馬時代就已存在，

在近代隨著中世紀宗教的傳播，嘉年華變成傳教的一種手段，並被導入宗教曆法

當中成為在四月齋戒前的活動，成功塑造嘉年華的宗教合理性，爾後歷經教廷整

頓腐化風氣及宗教革命的浪潮，嘉年華仍在十七世紀達到高峰，直至一七九七年

因拿破崙戰爭才被迫完全陷入停頓的局面，甚至在一九三零年代被當時的墨索里

尼所禁而消失（張伯順，2009；張耀，2008）。然而嘉年華會並未被遺忘，威尼

斯的盛大慶典消失了，但周邊小島仍依節令進行庶民式的狂歡，於是人們受到啟

發，嘉年華會在一九七九年再度重振旗鼓。 

威尼斯嘉年華在維基百科3中被描述為一個藉著面具隱藏身份、穿越階級的

慶祝活動。不論經過怎樣的興衰，現今的威尼斯嘉年華挾帶著巨大的觀光吸引力，

在這節慶中人們會以各式面具和服裝妝扮，面具是嘉年華會最大的主題（張耀，

                                            
1 詳細歷史起源及流變請見嘉年華專書「舞動歐洲嘉年華」（孫守仁，2002a） 
2 遵循古禮的話應只有 Dirty Thursday 至 Shrove Tuesday 這 6 天時間（孫守仁，2002a:26），但現

多做 10 天或 12 天。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nival_of_Venice（2011/10/19 瀏覽）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nival_of_Ve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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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a，1999b，2008；黃芝田、陳靜文，1999，2003），因此它又被稱為「面具

節」。至於戴面具的原因，是因為中古世紀的階級意識極為濃厚，在這個時期，

一邊是統治者的封建制度和教會的貴族政治，而另一邊是貧窮和被剝削勞力的農

奴，這對立的兩邊在嘉年華會時可以暫時脫離現實生活和嚴格的從屬關係，戴著

面具、扮裝來參與嘉年華，不論貴族或平民皆可藉由面具的掩飾，拋開階級的枷

鎖，興高采烈地參加各種令人瘋狂的慶祝晚宴（羅竹茜，1994；周亞蕾，2001；

黃芝田、陳靜文，1999）。而現代的嘉年華慶祝方式，除了戴面具瘋狂慶賀的人

們，嘉年華協會在節慶期間籌辦各式活動，化妝舞會、煙火施放及傳統遊行，還

會有各組精心打扮的面具華服造型輪番上台表演，而主辦單位也會在最後一天公

佈最佳造型的人選（周亞蕾，2001）。 

節慶中最搶眼的主角就是面具，面具的起源與發展源遠流長，是全人類共有

的一種文化現象，在特定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下產生作用，像是偽裝動物、巫術

需求、接近超自然的神靈等等（盖山林，1990）。陈逸民（1997）也指出面具來

源可追溯至遠古時代，先民們對於人類自身的疾病、瘟疫和死亡充滿著迷惑和畏

懼，需要藉著可怖的面具達到驅鬼逐疫的目的，他接著強調面具在數千年的發展

中，從驅疫、娛神到娛人的功能性轉變，逐漸從凶惡走向祥和，至今人們把面具

作為玩具或者道具來使用，隨意戴上摘下自由方便。除了有形的面具，盖山林

（1990:104）也提到，臉譜是面具的衍化物，同樣是特定社會環境與歷史環境的

產物。針對嘉年華場景中的面具和彩繪，張耀（2008）做出如下解釋，「面具」

可以簡單到直接畫在臉上，臉部的彩繪也是面具的一種，也可以用紙漿、布料、

瓷器、玻璃甚至塑膠等製成，面具的造型簡單，通常只遮住上半部的臉，一開始

是黑色的，後來才出現白色，具有象徵平等的寓意。典型的威尼斯面具眾說紛云，

根據維基百科4、張伯順（2009）及張耀（2008）的說法，主要有下列數種：讓

人方便說話及飲食的平民面具 Bauta 及 Volto（Larva），深受婦女喜愛的黑色天鵝

絨製、有薄紗包覆的面具 Moretta，為了保有女性吸引力、僅罩住臉的上半部的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Venetian_masks（2011/10/19 瀏覽） 

http://en.wikipedia.org/wiki/Venetian_m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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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na（或作 Columbine、Columbino，來源為女伶之名），還有中古世紀的

醫生象徵 Medico Della Peste（The Plague Doctor）面具，其高辨視度的鳥嘴造型

是為了防範黑死病傳播而設計、放置其中的藥草可達到過濾空氣的效用，除了上

述類型的面具，當然還有許多依戲劇角色性質而設計的面具。 

傳統面具製作過程講究，不論是何種材質的面具都需要藝師的精湛手藝，經

過造模、塑形、挖眼洞、細部修飾、表面裝飾等等的繁複過程，再加上藝師對角

色性格的詮釋一個面具才能大功告成（周亞蕾，2001:99；張伯順，2009）。在經

過歷史相傳及社會變遷，嘉年華場景中的面具保留掩飾個人身份的功能，不僅消

除階級差異，也發展出諸多不同的類型，更輾轉加入了藝術的成份。在近代，面

具已變成威尼斯的零售業和紀念品工業的特色，除了是這個節慶的代表，同時也

是個人風格及藝術的展現（Smith, 2003:148；黃芝田、陳靜文，1999）。另一點

不能忽視的是，配戴面具時也必須搭配相襯的服飾及配件，如黑色三角帽、斗篷、

披肩、裙撐、扇子、假髮等等，視所扮演的角色而定，在今日也包含了個人風格

的選擇性。 

第三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研究的動機生成就必須回到筆者自身經歷來訴說了。筆者曾於大學時期赴歐

擔任交換學生旅居一年，期間在時間與金錢的能力範圍內去了十數個國家，爾後

筆者回憶起走訪過的許多城市，有的安靜、有的熱鬧、有的風光明媚、有的人文

薈萃，各有不同風貌值得細細回味，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城市還是威尼斯，2003

年的嘉年華正盛大登場，除了熱情的義大利人及浪漫獨特的水都風情，熱鬧非凡

的節慶更是讓當時的筆者大開眼界。實際親身到訪的情境令人情緒沸騰，仿中古

世紀時期的貴族服飾搭配個人創意變成一場盛大的變裝秀，各式各樣的面具、道

具、服裝令人目不暇給，戴上面具、畫上臉譜、穿上華服，人人都是其中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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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人與人彼此之間沒有距離，無論扮相為何，在此時此刻、此情此景，都會大

方的秀出自己，盡情在鎂光燈下擺出各種姿勢、展現自我，相對於其他參加過的

節慶活動，筆者認為這是十分特別的節慶場景。當時雖是濕冷的二月天，但搭上

鼎沸的人聲，感覺冬天也不再寒冷了，各式各樣的面具攤、個性小店也讓人眼花

撩亂，即使不買面具也能以臉部彩繪的方式參與節慶。事隔多年，筆者對威尼斯

嘉年華的場景仍然記憶猶新，對此節慶的特殊性所保有的濃厚興趣並不隨時間推

移而減，也是進行此研究最主要的動機源起。 

不得不提的是，雖然 2003 年到訪的腦海印象還歷歷在目，當時卻因預算問

題加上配合朋友以跟團的方式旅行，只在盛大的節慶場景中短暫停留便得離去，

未能盡覽風光、擁有更深度的體驗實在是留下了不小的遺憾。幸運的是，決定以

此為論文寫作題目之後，筆者有幸於 2011 年年初前往法國擔任一學期的交換學

生，既然人在歐陸，遂決定於 2011 年 3 月再次造訪，相較於前次短暫的驚鴻一

瞥，此次前往更留心於節慶體驗部分，也更能注意到一些枝微末節，例如舞台場

景的設計、廣場標的物的創新、節慶活動規劃多樣化等等。節慶與時俱進、發展

地更具多元性，由於此次停留時間較長，同時也發現在熱鬧依舊、華服鬢影的節

慶場景下，最搶眼也最重要的主角其實不只是面具，也包含節慶的參與者，扮裝

的人和觀賞扮裝的人妝點並豐富了這場華麗的盛會，不同於一般節慶活動多是主

辦單位舉辦各式活動，扮裝的觀光客同時也是使別的觀光客產生觀光體驗的來源，

這第 2 次的造訪經驗讓筆者看到了更多節慶特點，也更認為此節慶擁有值得研究

的特殊性。既然面具是威尼斯嘉年華最大的主角與重心（張耀，1999b，2008），

筆者在研究初期看待這個節慶時，第一直覺的重點就是放在面具本身，由於當時

的研究觀察並不全面，一開始欲將研究重點放在面具，目的在於去思考面具做為

一個物品是怎麼樣的存在、和節慶如何連結，更好奇它影響觀光體驗的方式，因

此在研究初期企圖將探究節慶中面具的物質文化做為研究目的。然而物泛指所有

的物，在 Knappett（2002）的論述中，指稱物品可作為媒介，而媒介也可以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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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物品與媒介之間相互對立，存在於人類世界中。延伸來說，如果文化是人類

在世界上的想法、感覺、物品、文字、及行為實踐的集合體，物質文化就是維持

生活中所有以物質形式發生的部分（Morgan, 2008:228）。物質文化是指物，但同

時也包含對物體的了解及使用之下的情感、價值、恐懼、狂熱，此外還有物的實

踐，即人們用物體來做什麼用途。物質引發的身體感和思維，隨著人類發展過程，

對人產生了各種意義而構成文化的要素，在物質世界中人及物彼此間的關係，是

靠想像、感覺、情感連結起來的，經過社會及人們的詮釋，物品不但是一個媒介，

也擁有特殊的意涵和象徵意義（Crouch & Desforges, 2003; Hebdige, 1988; Morgan 

& Pritchard, 2005; Sheller, 2004; 余舜德, 2006）。 

由上述可知物質文化在整個社會結構上的重要性，本研究意欲探討的是相對

性小範圍的節慶，以威尼斯面具嘉年華來說，身為典型的節慶與觀光結合之節事

活動，在悠久的節慶歷史加持下，面具及扮裝在此節慶扮演重要地位，是此節慶

的象徵，人們並因此簡稱節慶為面具節，面具除了是與其它節慶的主要差異來源，

還在節慶中被生產、消費、收集及產生符號價值，妝點了整個節慶場景，也使扮

裝者與遊客之間呈現出有趣的互動，是觀光客在這節慶中擁有豐富體驗的重要因

素之一。然而物質文化指涉範圍太過寬廣，即便是要論述節慶研究範圍內的物質

現象也同樣繁雜，因為面具節的物質存在並非只有面具，筆者研究初衷欲探討與

面具相關的觀光情感和體驗，然而面具引起的觀光感知包含於整體節慶之下，觀

光感知下的節慶體驗才應是關注焦點，故將研究目的修改為探討此特殊節慶之觀

光體驗。 

第四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提問 

 

將研究目的確立為探討此節慶之觀光體驗後，回歸嘉年華場景，本研究以威

尼斯面具嘉年華為研究對象，著眼於節慶中的體驗型式，節慶做為觀光吸引力具

有當地的文化特色，對觀光客而言更是體驗觀光地文化的最佳途徑之一，觀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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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商品化現象使得現代節慶意象成為更鮮明的觀光誘因，獲得異於平常、具

有文化意義的新奇體驗是現代觀光客的首要目標，而面具節提供了哪些體驗、觀

光客能在節慶中得到的體驗為何，都留待進一步的追尋與探索。令筆者印象深刻

且引發好奇心的則源於威尼斯面具嘉年華的特點之一，即節慶中主要活動其實是

扮裝的人和觀賞的人相互交織出來的，官方和協辦單位固然提供了許多活動，私

人的餐廳、酒吧或俱樂部等等也是活動的提供者，但更重要的是，參與節慶的人

是這場盛大變裝秀中的主要演出者，威尼斯面具節有其特殊的展演方式，以威尼

斯本島的聖馬可廣場為例，不只是主辦單位舉辦活動的地方，同時也是主要人潮

群聚的所在，聖馬可廣場雖不符 Edensor（2000）所提的飛入空間（enclave space）

5之概念，沒有被單獨分隔也不封閉，卻像是某種程度上的異質性空間

（heterogeneous touristic space）6，人們彷彿站在自己的隱形個人小舞台似的，在

整個嘉年華期間的威尼斯地區裡，人們扮裝展現自己、觀看與被觀看，出了這個

場域就未必會如此，扮裝後不停地在廣場內向其它觀光客擺各種姿勢、跳舞及表

演，在其它觀光客眼中，這些觀光客也是表演者（Edensor, 2002）。然而，這樣

的展演卻是沒有舞台的，裝扮自己、展示自己都是在同樣的場景裡，即使不戴面

具以畫臉譜的方式參與，也仍舊可在現場繪製，將自己直接揭露在其它觀光客面

前，此場景沒有台上及台下之分，前台和後台儼然交錯融合、界線模糊，不僅前

台後台化，也是後台前台化，彼此間沒有界線（Goffman, 1959）。 

一般節慶中觀光客的參與角色通常是被動吸收的，面具節異於一般節慶最重

要的一點就是觀光客同時也是擔綱演出的人，這樣的節慶展演是威尼斯面具嘉年

華引人入勝的最大賣點，滿足觀光客任何想像與期待的可能性。針對此節慶中的

觀光體驗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問題意識即為，在現今的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時代，消費者尋求的是不同體驗的消費經驗（Pine II & Gilmore, 1998），

在觀光中也是如此，所以面具節的體驗究竟如何呈現，值得多方採證、加以解釋。

                                            
5 被樹立邊界、限制範圍用以提供特定觀光場景的空間（Edensor, 2000） 
6 界線模糊、允許各種不同的活動及人物存在並交流的觀光場地，提供在地人與觀光客相互展演

的空間（Edenso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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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慶場景及活動提供之外，筆者將著重以人的角度出發，對此節慶提供的體驗

有更深層的了解，做不同角度的觀察，為了剖析此節慶中觀光體驗的不同面相，

依研究目的筆者主要提出如下三個問題意識： 

（1）節慶及城市所提供的體驗型態：儘管在節慶期間，威尼斯本身獨特的

水都風情仍是觀光客注目焦點，豐富多元的節慶活動內容同時展開的情形下，城

市本身特色及節慶活動加乘給予觀光客哪些體驗型態，留待進一步的觀察。 

（2）遊客體驗類型和體驗差異的探討：節慶場景下的觀光客感知是構成其

體驗的要素，觀光客接收到的體驗具有各種不同類型需要一一釐清，觀光體驗與

個人旅遊際遇息息相關，箇中緣由需檢視、探究並詳加解釋。 

（3）作者反思節慶體驗：做為一個實際參與過節慶的研究者，除了受訪者

提供的言論及資料外，應同時思考節慶體驗的供給和需求面，兩者交織而成的正

向及負向作用分別為何，以及回顧台灣節慶現況，使其成為台灣舉辦節慶的積極

參考對象之一。 

「威尼斯面具嘉年華」是世界三大嘉年華盛會之一，和巴西里約嘉年華以及

法國尼斯嘉年華並列。嘉年華，又稱狂歡節，人們會以各式面具和服裝妝扮，因

此又被稱為「面具節」，每年吸引無數觀光人潮之外，威尼斯面具嘉年華的進行

模式具有許多其它節慶沒有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既是世界三大嘉年華之一，

在節慶研究領域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卻鮮少有研究是以其為研究個案7，

因此，本研究不僅提供威尼斯嘉年華的學術曝光度，也讓讀者能對此節慶更加了

解。而另一方面，觀光領域中對於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已有諸多相關研究，比

起服務及滿意度議題觀光體驗的探索就相對性地較少（Richard, 2008；鄭琪靜，

2009），在體驗相關的研究中，有以節慶主辦單位提供的節慶體驗為研究主體，

也有以遊客感知經驗為研究主體，卻不一定在供給面和需求面皆有著墨，即使供

                                            
7 在此指中文、英文的參考資料，其他語類如義大利及法文就相對性地有較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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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面和需求面的體驗兼顧，也不一定包含筆者自身參與經驗和反思，故這也是此

研究不同於其它研究之處。此外，面具節的特殊性更加強了研究此節慶的必要性

和正當性，相信它提供的體驗一定有不同於一般節慶之處，而這樣的差異在威尼

斯歷久不衰的特殊觀光意象之下更被強化，威尼斯的橋河地景及水都特色原本就

已十分引人入勝，在無異更錦上添花的嘉年華舉辦期間裡，這節慶所能帶給觀光

客的豐富體驗想必是更複雜且多樣貌的，筆者認為此節慶的體驗研究實有其存在

的重要性，經過多方面資料的檢視後，了解此節慶體驗的不同層面，對節慶研究

能夠有所貢獻，也期待台灣的觀光節慶活動能以多元體驗為目標，創造屬於台灣

文化的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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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對觀光經驗進行文獻探討之前，筆者認為首先需要對觀光動機的來源稍加

著墨，原因是來自於筆者察覺到的一個現象，在旅行實踐的層面上，動機和體驗

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觀光動機的產生會促使觀光客前往觀光地，觀光客依循

行前的想望去追尋體驗，進而擁有各種預想中和非預想中的觀光體驗，這種想望

可能來自於旅遊書、宣傳冊、小說、電影（Lee, 2001）或是旅行社、旅遊書、親

友（Cho & Kerstetter, 2004）或是電視、報紙、雜誌（Perkins & Thorns, 2001）等

等所建構的觀光凝視（tourist gaze）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旅行結束後，觀光

體驗又會透過各種形式的媒體傳播再現，產生觀光吸引力而成為潛在觀光客的動

機，如此一來，動機和體驗透過再現的過程及媒體的傳播，形成一種特殊的循環

模式，是筆者覺得十分有趣的地方。筆者在找尋文獻資料時，也發現有時動機和

體驗的相關論述互為主體性卻又互相牽扯，如同 Jenkins（2003）所提到的再現

循環（circle of representation）的概念，觀光客會依照他們行前接收到的媒體傳

播資訊建立遊客意象，而觀光客又不停地造訪並重覆攝取相同影像，進行同樣的

收集動作，同樣的遊客意象不斷重新一次又一次建立，不停地重覆符號收集及複

製的過程，於是變成一個可相互解釋的再現循環。Haldrup and Larsen（2010:5）

也提及類似的概念，他們指出觀光客不只消費體驗同時更共同創造、設計、展示

這些體驗，觀光客產生體驗並在日後重新述說或發布，透過社群網站、照片社群

及旅遊社群等等媒介觀光客發布出這些消費體驗，這些被產製出的網路內容雷同

於他們原先所消費的網路內容，在旅途中即使到了觀光景點，大部分的觀光客並

非完全被動地吸收享受而是忙於拍照，以便在日後能夠產製並發布消費體驗的佐

證，這樣的展演反轉（performance turn）讓正在消費體驗的觀光客變成生產者，

他們創造、述說、展現並傳播這些故事及影像，產製、再製及複製那些各種觀光

                                            
8 Urry 提出的概念，指稱觀光旅遊是符號的收集與消費，觀光凝視包含所有觀光過程中的符號感

知。（葉浩，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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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設計及促銷的地方迷思。 

觀光客會因為接收到符合他們需求或想望的資訊而去拜訪目的地（Richards, 

2002），觀光動機牽涉個人內心的想望，但依學者 Chhabra、Healy 與 Sills（2003）

的說法，觀光客並不會自發性地產生到訪的想望，而是在透過媒體刺激之後才會

產生。在 Dann（1996）分析媒體的 18 種形式中，主要將媒體影響分成行前、旅

行中及旅行後三個階段，再分別闡述不同的媒體類型，在行前對觀光客產生影響

的傳播方式有：旅行書、小說、詩、遊記、報紙、口耳相傳、演講、閱讀、廣播、

音樂、畫畫、照片、明信片、宣傳單、指南、地圖、雜誌、食譜、海報、看板、

電視、電影、影片、表演、旅展等等，其中他將親友間的口耳相傳列為旅遊地選

擇要素的首要觀光資訊來源。但不論媒介為何，如同 Hebdige（1988）在其研究

中所強調的，媒體提昇了消費者對物質的敏感度，使他們會特別留心、觀看已被

加強傳播的事物，成為觀光意象的強化。當然更不能漏掉 e 化世代最重要的媒介

－網路，Briggs（2001）提出網路行銷對觀光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視覺」方面，

因為在觀光客實際看到或體驗到假期之前，可以先透過網路買票、預定或是觀看

這個活動將會如何進行，進而感知將會享受到的體驗及服務，形成其觀光意象的

建構及其觀光體驗的期待。Giddens 談現代性及認同的專書中，提到經驗的傳遞

是無所不在的，影響人們做選擇的多元性，各式媒體使人進到他們以前從來不會

接觸的情境中（趙旭東、方文，2002）。所以在觀光客抵達觀光景點之前，就已

經先透過各式媒介接收無數的「經驗」，儘管實際尚未親身蒞臨，已有預設的觀

光凝視。這概念由 Stamboulisa 與 Skayannis（2003）的研究結論也得到印證，他

們認為觀光客在觀光景點的觀光實踐就像是一場演出，景點是劇場而觀光客是演

員，通常觀光客在到訪之前就已研究過角色內容，透過傳播媒體提昇了他們的期

待與想像，該如何演出、演出些什麼是觀光客早已預先有的既定印象。 

觀光客想滿足對旅行的渴望才會促使觀光行為的發生，「逃離」（Lee et al., 

2004）和「找尋」是兩個重要的動機角度之一（Crompton & McKay, 1997），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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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平日常規是動機，找尋觀光中的特殊性也是動機，動機究竟有哪些類型區分值

得討論。Crompton 與 McKay（1997）提出六個動機因素，分別為：文化探索、

新奇感、回歸平靜（休息或放鬆）、熟識團體社交、外部互動/社交及家庭互動。

Lee（2000）在其動機比較的研究中將動機因素更加細分為七個：文化探索、家

庭團聚、逃離、新奇感、外在團體社交、活動吸引力、熟識團體社交。在 Crompton

與 McKay 和 Lee 所提出的諸多動機因素中，文化探索被認為是觀光旅遊的首要

動機，因為每個國家的文化相異正是促使觀光客去了解的主要誘因（Crompton & 

McKay, 1997; Lee, 2000; Wamwara-Mbugua & Cornwell, 2009）。 

由上述學者們的理論可知，觀光體驗所產製出的符號會被轉化、複製再經由

媒體傳播而成為未來潛在觀光客的動機產生來源及預定追求的體驗，而動機的分

類似乎有些可與體驗型式的分類相互套用，甚至某程度上也可相互解釋。威尼斯

嘉年華的圖像傳播意象十分強烈，是再現循環和展演反轉的最佳佐證，有鑑於此

情況，筆者認為在威尼斯嘉年華體驗的研究脈絡中不應完全排除動機的存在，給

予適當揭露相信更能補足對嘉年華體驗相關概念的認知。 

 

第一節 體驗型式與體驗內涵 

 

鄭琪靜（2009）研究中的體驗認為，節慶體驗是來自於觀光客進入到節慶場

域時，接收到各種不同展演要素傳遞而來的訊息，交互作用成為節慶的體驗感受，

激盪出觀光客對地方的整體意象與情感。然而，在 Schmitt（1999）（引述自黃

淑玲，2009；鄭琪靜，2009）的《體驗行銷》專書中所提及的「體驗」概念，他

認為體驗是個人對某些刺激產生各種形式的回應，因此體驗不是自發的而是被誘

發的，體驗通常藉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參與而造成，需經由對某事件的一些遭遇、

經歷，產生感官、思維與心靈上的刺激所引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性，體驗

也隨之不同，所以體驗不會重複，沒有人的體驗會完全相同。體驗在今日經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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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中佔有主流地位（Pine II & Gilmore, 1998），Richards（2007:258）甚至以「求

體驗若渴」（experience hunger）來形容現在西方社會裡對體驗劇增的需求，體驗

涉及個人的行為、認知、情感、消費模式等等，具有多元的樣貌，由不同學者所

提出各種體驗型式可見一斑。早在 Cohen（1979）的研究中，就談到不同的體

驗模式及其代表的不同意涵，他指出旅行的目的是為了生活空間之外的愉悅，而

這些愉悅是原有的生活空間內無法取得的，因此才值得去旅行、有旅行的必要，

對他而言觀光體驗有下列五個模式： 

1. 遊憩模式（recreational mode）：屬於娛樂型式的休閒體驗，觀光客追求享樂

的休閒活動如電影、戲劇或電視，觀光客「享受」這段旅行，藉著休閒活動、

環境的改變及身心休息來恢復生理和心靈上的能量，主要是要擺脫平日生活

的壓力，對觀光客具充電的功能性。 

2. 轉移目標模式（diversionary mode）：逃離日常常規的無趣和無意義，投身假

期遺忘原本生活，和休閒體驗的不同在於，觀光客本身並不創造有意義的休

閒體驗，而是無重心地進行無意義的娛樂，延長這樣的逃離。 

3. 體驗模式（experiential mode）：企圖在他人的生活中尋找自己的生活意義，

觀光客藉著體驗他人的生活達到尋找自己生活意義的目的。 

4. 實驗模式（experimental mode）：脫離原本的社會重心在其它方面尋求替代，

藉其它生活方式尋求生命的意義，觀光客觀察他者的真實生活，但卻拒絕投

身其中，在試驗與比較各種不同的替代生活方式，試圖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

需求的方式。 

5. 存在模式（existential mode）：不離開自己原本的生活重心，而會在一切允許

的情況下沉浸在特定的思維模式並投身於某種特定的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中

觀光客從原本生活的無意義會感受到真實性的自我存在。 

Cohen 指出的體驗型式是以行前目的為起源，以人的「中心」（center）為出發點，

此處的中心可解釋為社會重心及生活重心的集合體，在以偏離中心或連結中心的

意圖取向而產生的體驗模式中，前 2 種模式針對休閒娛樂的功能性，而後 3 種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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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強調觀光中的真實性。體驗型式端賴個人視角而有不同分類，在 Schmitt（1999）

（引述自黃淑玲，2009；鄭琪靜，2009）研究中的策略體驗模組中則是重視觀光

客個人的體驗觀感，並強調依體驗製定行銷策略的重要性，他將各種感覺、情感、

思考等等都列入體驗模組，包含了下列五種形式： 

1. 感官（sense）體驗：創造知覺體驗，透過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達

成刺激及創造感官衝擊，藉由取悅感官建立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 

2. 情感（feel）體驗：促發消費者在體驗過程的內在情感及情緒，使其對產品或

服務產生情感。 

3. 思考（think）體驗：以創意的方式創造消費者認知，引發個體思考及涉入參

與。 

4. 行動（act）體驗：訴諸身體、生活型態及互動的體驗。 

5. 關聯（relate）體驗：讓個人與理想中的自我、他人或是社會文化產生關聯。 

上述前三項的感官、情感、思考體驗主要在提供消費者知覺上的刺激，屬於個人

體驗，而行動及關聯體驗則是在人際互動時產生，屬於社群式的共享體驗。Cohen

和 Schmitt 兩者所提的體驗型式著眼於不同角度，Cohen 所提的 5 種不同體驗模

式主要立基於觀光客對體驗先行置入的目的性，站在「目的」的角度出發，和動

機層面的「逃離」（Lee et al., 2004）和「找尋」（Crompton & McKay, 1997）似可

緊密連結，提供了許多不同面相的思考，不過對本研究而言就不具適切性，休閒

娛樂是嘉年華體驗的功能性之一，但真實性並非本研究意欲探究的主題，加上嘉

年華體驗研究角度將由節慶提供和遊官感知兩個方向切入，以體驗目的分類的模

式並不適切也無法涵蓋嘉年華的多元體驗，而 Schmitt 的策略體驗模組顧名思義，

在企業體對行銷策略擬定及考量提供了有效的參考價值，以消費者心態及想法為

基準發展體驗型式以達成功行銷的目的，但本研究意圖並非站在一個提供者的角

度去設計行銷策略，而是想藉由探索嘉年華提供及產生的體驗內涵，了解其多元

及複雜的體驗型態，因此 Schmitt 的策略體驗模組對本研究也不適用。 

相較於上述的體驗模式和策略體驗模組，Pine II 與 Gilmore（1998）則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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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模式的角度談論體驗，他們指出隨著經濟模式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服務

經濟到今日體驗經濟的演變，消費行為從原先以商品為重轉變到服務取向，產品

及服務都被商品化之後，商品做為服務提昇的道具，在消費行為之後最重要的核

心就是顧客體驗，商品及勞務都是外在的，但體驗卻是個人的，在個人心中激起

情感、身體、智識甚至精神上的影響。將 Pine II 與 Gilmore 的概念套用在觀光領

域上，即可解讀為觀光客感知，在個人的消費過程中，沒有任何觀光客能擁有完

全相同的體驗，因為每段經驗都是個人和呈現出的場景交織互動而來，嘉年華活

動與場景提供多元屬性的消費，而觀光客透過視覺、聽覺消費和自身互動而產生

各種體驗，因此從消費角度來談嘉年華觀光實踐中的體驗類型比起 Cohen（1979）

的體驗模式和 Schmitt（1999）（引述自黃淑玲，2009；鄭琪靜，2009）的策略體

驗模組，似乎較能貼近筆者欲探討的供與需兩方面，Pine II 與 Gilmore 的體驗型

式筆者隨後將詳述其內涵及如何應用於本研究。 

以消費角度出發來看體驗，是將體驗整體視作一種特殊商品，Stamboulisa

與 Skayannis（2003）即指出為了被「消費」，體驗必須被「產製」，體驗是自景

點和觀光客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結果，觀光和消費密不可分，在觀光消費經驗裡，

個人主體性的行為、認知及情感等等都是值得討論的課題（Chen & Chen, 2010; 

Morgan, 2009；陳乙榕，2008）。以消費角度下的嘉年華體驗做為本研究的關注

點，在 Morgan（2009）的研究中也可看出，節慶參與是被視做一個消費經驗，

人（演員及觀眾）及物（土地及場景）被賦予象徵價值及地位，觀光客觀察和日

常生活不同的景象並參與以獲得體驗，整體節慶經過商品化的過程才得以供觀光

客用各種型式消費，消費與商品化息息相關，然而這樣的過程卻常常不為人知，

如同 MacCannell（1976）所提到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不常被注意到

但卻極具震撼力的就是商品的文化內化程度之高，不論是語言、音樂、舞蹈、藝

術、文學各方面，文化商品化的現象極其普遍，文化透過商品化的過程，得以持

續提供現代複雜社會中的社群基礎，因為這樣的商品具有象徵性的代表意義、集

體意識，已經變成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方面 Cohen（1988）對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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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為，商品化是事物（或活動）被以它們的交換價值做評估，在交易的脈絡

之下而變成商品，事物（或活動）的交換價值在交換系統的市場中被以價格定位。

商品化是不可避免的現代趨勢，所有的文化都可以商品化（Maccarrone-Eaglen, 

2009），不論何種模式的觀光都被商品化（Edensor, 2001），透過商品化過程，其

文化成份經由詮釋而變得更明確（Ryan et al., 2007） 

Robinson（2001）對文化商品化的概念詮釋為，文化是一個生活及學習的型

式，伴隨著文化概念及代表意義，商品化的過程指的是把傳統、儀式、和生活方

式都包含進去，包裝好、轉化成可銷售給觀光客的商品。威尼斯嘉年華有歷史文

化傳承的象徵意義，整個節慶活動是節慶文化的象徵商品，挾帶其符號意義及文

化內化後的商品形象，呈現出來的就是觀光客眼前經過層層社會意義建構的文化

節慶，用以下的商品文化四層次圖來說明威尼斯嘉年華的意涵： 

 

圖 2-1 商品文化四層次圖 

 

資料來源：取自 Maccarrone-Eaglen（2009:156） 

 

由上述圖表來解釋嘉年華的商品意涵，第一層次為隱含知識性的商品本質，即節

慶原本的歷史文化脈絡，第二層次為初步的商品象徵，即嘉年華的有形意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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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關聯性）、無形意義（嘉年華象徵）、可被複製（年年重複舉辦）、展演的（呈

現在觀光客眼前的不同方式）、轉讓的（文化可移轉的），第三層次為再現的象徵

展示，可以協助商品形象，即嘉年華可被促銷（媒體揭露）、提供資訊（連結在

地文化）、標示品牌（象徵威尼斯的特殊性），第四層次則為商品的附加價值，即

嘉年華可以和在地文化的源頭接軌，補充或激起觀光客對文化歷史的探索。由此

可知文化內化後的商品是經由層層意義建構而成，其中的複雜不在話下，帶給觀

光客的感受自然也豐富且多元。 

商品化伴隨著消費而來，而無形和有形的消費也是 Pine II與Gilmore（1998）

討論體驗型式的根基，他們思考體驗的方式十分系統化，第一個方向是透過遊客

參與的部分，被動參與是屬於視聽大眾的形式，主動參與是加入並主演創造體驗

的活動，第二個方向則是著眼於連結性，指的是人和表演或節事之間的互動，有

吸收式的視聽觀看體驗和沉浸其中的包圍式感官體驗，以被動及主動、吸收及沉

浸為橫軸和縱軸，他們將體驗型式做出如下圖的四種分類： 

圖 2-2 體驗的四象限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Pine II & Gilmore, 19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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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知，Pine II 與 Gilmore（1998）將體驗分成四象限，用主動參與、

被動參與和體驗的吸收與沉浸來做區分，他們指出最為大多數人知覺的體驗型式

是娛樂，娛樂屬於被動性的體驗，人們被動地參加，吸收甚於沉浸；美感的體驗

也是屬於被動的，對活動本身及環境幾乎沒有影響力，但人是沉浸在活動的整個

氛圍之中；而教育是屬於主動性的體驗，試圖涉入更多的積極參與，但其實人還

是站在活動之外，並沒有沉浸其中；逃離同樣屬於主動性的體驗，逃離是指主動

去參與活動，有更多的涉入並沉浸其中達到逃離的效果。而最豐富的體驗是綜合

以上這四象限而產生的甜美點（sweet spot），意即如果能兼備娛樂性、教育性、

美感的、逃離的體驗就會是最成功的體驗。體驗必須滿足顧客的需求，為了達到

甜美點，Pine II 與 Gilmore 也提出了體驗的設計原則，分別是：將體驗主題化、

用正面線索讓意象和諧、去除負面線索讓體驗更愉悅、以紀念品做體驗的匯整、

運用五感知覺，因為感知越強烈經驗就越難忘。承接 Pine II 與 Gilmore 的研究，

Ali-Knight 與 Pitt（2001）的品酒體驗研究則是套用體驗四象限的分類，將 4e

（entertainment, education, esthetic, escapist）的概念解釋如下並舉例： 

(1) 娛樂：從主動到被動並包含某程度的吸收體驗，例如觀看酒廠的展演。 

(2) 教育：消費者主動沉浸在體驗中並吸收活動知識，例如參加品酒會。 

(3) 美感：消費者視體驗為視覺上的藝術並完全沉浸其中，但自身對這樣的

體驗並沒有任何影響，例如赴歐品酒之旅。 

(4) 逃離：比娛樂跟教育式體驗更沉浸其中，消費者主動涉入並完全沉浸於

體驗中，例如自己混釀酒。 

藉由 Ali-Knight 與 Pitt（2001）的應用可知，體驗的四象限是可被彈性使用及多

方面詮釋的，在觀光領域的研究中，觀光體驗的分析若運用體驗四象限的架構，

也同樣可劃分為娛樂、教育、美感和逃離四個向度的體驗型式加以闡述，在觀光

的應用層面上，Oh, Fiore 與 Jeoung（2007）衡量體驗經濟概念時，則是將 4e 延

伸成一些更具體的描述： 

(1) 娛樂：觀看他人的活動很有趣，看他人演出是件很迷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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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這段經驗讓我更有知識、我學習到一些事物、激起我尋求新知的

動力。 

(3) 美感：我感到和諧、光是在那個地方就讓我覺得愉快、整體場景很吸引

人、場景提供了感官上的愉悅。 

(4) 逃離：我表現出與平常不同的個性、我覺得好像生活在另一個時空、這

段體驗讓我想像變成另外一個人、我完全自現實脫離、忘記我原本的生

活常規、感覺像在另一個世界。 

在 Oh et al.（2007）衡量體驗的 4e 敘述中，他們將四種體驗型式以平易近人的

具體言語形容，使得四種不同型式的體驗更能被直接地了解。體驗四象限的概念

被許多不同學者使用和延伸，像是Williams（2006）在他的研究中提到Petkus（2002）

更加約化體驗四象限的概念，他指出四種面相的基本意涵是，娛樂面相牽涉到感

官，教育面相牽涉到學習，美感面向牽涉到在地感，逃離面相則牽涉到實踐。Taylor

（2007）在他的論文研究中將四象限再做進一步的評量，每個面相的體驗強度又

可再分為高度、中度、低度、無，不同的體驗過程提供各象限的體驗程度也相異。

本研究意欲探究供需兩方不同的體驗型式，包含主動提供、主動參與、被動提供

及被動參與，基於前述對 Cohen（1979）和 Schmitt（1999）體驗型式的探討與

本研究適切性比對後，筆者認為 Pine II 與 Gilmore 的體驗四象限較宜被採納作為

本研究之用，以消費角度出發適合本研究的體驗分析，且主動/被動、吸收/沉浸

這四個基本分類可在嘉年華體驗中兼顧供需兩方，筆者同時根據 Ali-Knight 與

Pitt（2001）等學者對體驗四象限的調整，決定在援用體驗四象限做為分析架構

時採取類似 Oh et al.（2007）較具體的方式，透過自身的詮釋以求更貼近節慶的

特殊性，對面具節所產生的娛樂、教育、美感、逃離體驗分別做各方面的文獻探

討，有規劃地區分節慶本身提供及遊客自身感知的不同體驗。另外 Pine II 與

Gilmore（1998）也在體驗設計原則中指稱紀念品是體驗的匯整，筆者則認為紀

念品等同於體驗的延伸，對面具節體驗的探討十分重要，所以將紀念品內涵列為

文獻探討的內容重點之一，會在四種體驗探討之後加以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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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娛樂體驗 

  

 娛樂體驗是被動且為吸收型態的，觀光客本身對活動並無影響，指的是感官

上所享受並接收的事物，在被動意思層面雖不完全如同陳乙榕（2008）所強調的

五感互動體驗，但透過視、聽、嗅、觸、味五種感官延伸成為個人體驗似乎是當

代主流，如同賴惠鈴（2008）提及的「五感行銷」概念，他指出產品在行銷時首

重能夠與人溝通，是一種新的體驗經濟，當產品相似度越來越高，若產品能夠涵

蓋視覺、嗅覺、聽覺、味覺與觸覺，進而滿足客戶的五感需求並營造出美好生活

的想像、觸發更多交互作用的商品，就越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然而不以行銷觀

點來看感官體驗，在觀光中也確實可了解到感官體驗的比重強度，在節慶中不僅

加強觀光客對當地意象，也直接影響觀光客體驗，嘉年華包含的娛樂性體驗囊括

娛樂性活動、表演及所有呈現出的感官吸收性事件，筆者認為下列娛樂類的詞語

可提供較具體的娛樂感受： 

- 享樂的、好玩的：在觀光過程中，尤其是當代觀光，對真實性的需求已不再

是旅遊時的唯一重點，Urry（葉浩，2007）及 Wang（1999）都指出對後現代

觀光客來說，觀光過程就像是一場遊戲，觀光的目的主要就是追求享樂及好

玩。 

- 有趣的、解放的：在觀光旅遊時，觀光客處於遠離家園的遊樂空間，在此情

境脈絡下，是身體感覺解放的時刻，強烈且密集的身體感覺會創造許多的觀

光樂趣（Kim & Jamal, 2007）。 

- 特殊、差異、新奇感：觀光必然包含做白日夢或不同於每日生活的新奇體驗

（Chhabra et al., 2003），觀光客渴望差異感，相對於日常生活的普通、平凡及

單調，觀光客意欲體驗的是特殊的場景，不同於他們習以平常的環境與氛圍

（Knox, 2008）。 

娛樂型的體驗屬於吸收型的被動體驗，觀光客經由節慶展演接受到上述的娛



 

- 23 - 

 

樂性感受產生節慶內的娛樂體驗，但節慶展演並不只是舞台上經過安排的演出，

還包含整個節慶空間的扮裝人群和其餘觀光客的共同展演，從 Goffman（1959）

日常展演的觀點來看節慶的脈絡，這樣的展演是來自於全體的共同演出，每個人

都是演員，而自己與他人間的互動、他人和他人間的互動都是表演，呈接共同展

演的概念，Haldrup 與 Larsen（2010:6）也指出大多數的觀光展演是以一種集體

方式呈現，而這樣的社交性也是讓觀光展演更有樂趣的部分，觀光不只是一個體

驗地方和節事活動的方式，也是和朋友或是家人們共處的情感社交場合。這樣的

共同展演包含並呈現出整個節慶的「氣氛」，氣氛雖然無形但仍是一種節慶展演

的呈現，能給予觀光客感官上的體驗，每個節慶都會有自己獨特的節慶氛圍，對

氣氛的觀感也是娛樂體驗的一部份，Morgan（2009）對共同互動展演的看法是，

節事活動中的社交樂趣及互動關係十分重要，節慶參與者會覺得自己是該處的一

份子，觀光客和在地人及其它觀光客之間的互動，會影響觀光客的社群歸屬及認

同感，而個人在節慶場合裡對行前理想或願望的實現，以及在節慶場合中的歡樂

氣氛享受，也是造就觀光體驗的重要核心。 

針對節慶氣氛，Bowen 與 Daniels（2005）及 Gelder 與 Robinson（2009）也

有同樣想法，認為除了節慶主題的發展，節慶氣氛也同等重要，創造社交機會及

擁有新奇體驗都是節慶要素。歡愉、友善的氣氛會引起積極的社群互動，Wang

（1999）就指出觀光經驗中真實的人群互動關係是觀光經驗的軸心，Kim 與 Jamal

（2007）在其扮裝節慶的研究中，把人群互動關係依據 Turner（1969）的概念

做了解析，將之分成平等、接納、俏皮的互動、持續的社群關係，而 Pitts（2004）

更進一步強調社群功能，透過他的研究歸納出，參與者本身對節慶感到認同並會

尋求一種集體經驗。另外，Hayllar 與 Griffin（2005）在其研究中則指出氣氛包

含在當下的場景和安全感，他們也特別提出親暱感的重要性，親暱感伴隨著氣氛

而來，與節慶的人潮互動、有共同的步調也是體驗的重點之一。 

娛樂體驗主要和感官刺激相關，應用 Appadurai（2008）提出的 suffix-scape

概念，可將視覺上的地景（landscape）以「景象」來解讀各種感官的娛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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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聽覺景象（soundscape）、嗅覺景象（smellscape）、觸覺景象（touchscape）

等等，觀光客對景點的不同感覺建構了整體意象，許多複合式感官的相互建構是

形成其觀光經驗的重要部分。除了感官刺激和氣氛感受之外，當然也包含每日生

活的基本需求，也就是味覺－飲食的部分，Hall（2003）用各國當地旅遊情形說

明近年來食物的地位漸漸在觀光產業中被重視，並指出食物是觀光經驗中不可或

缺的體驗，食物可以代表一個地區，而該地區的飲食文化更是使其與眾不同的要

素。Long（2004）也提到，對異國食物的嚮往是很多觀光客旅遊的目的之一，

而觀光產業為此也極力提供最強烈的飲食經驗，不論是對於新的食物、異國食物、

或是一個特殊文化或地區的食物，甚至是讓旅行者感到熟悉和安全感的家鄉食物，

當食物變成旅行的重點時，異國食物可以是旅遊經驗的最終目的，因為食物是去

探索其它文化的一種方式，促使觀光客去消費、品嚐，就像是電影、書籍、明信

片等等可以帶我們去另一個地方，食物也可以帶領我們去體驗，讓我們去享受各

種不同的文化。食物的重要性在 ” We are what we eat” 這句話可見一斑，「人如

其食」，人就如同其飲食，食物是人的基本需求，但卻和個人認同有強烈的連結，

飲食會反映人的文化及飲食環境，什麼人吃什麼樣的食物以及用什麼方法吃，人

如其食的概念不只在生理層面，同樣在心理和社會層面上也是如此，飲食和觀光

密不可分，食物可再現觀光地差異及所謂的「典型」在地食物，反映觀光客於渡

假時的飲食包含了對當地傳統及差異性的消費（Richards, 2002a）。 

觀光是造成美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力量，在全球化及在地化互相交錯而成的

全球在地化現象下，“We are where we eat” 這句話體現出，不僅飲食的「物」，

連飲食的「地」也有其指涉的意義，人們會透過食物來認定一個地方，而食物就

變成這個地方的身份認同，也是區分族群和地方的文化媒介之一（Bell & 

Valentine, 1997; Richards, 2002a）。但以食物做為地方性區辨的憑藉，在鄭陸霖

（2004: 2）看來似乎並不完全可如此解釋，原因來自於現代工業社會帶來的全球

化和強調特異性的在地化交錯而成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現象，他提到

全球在地化是異質性及同質性交叉衝擊並相互影響的情形所造成，在全球化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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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化的互相拉扯中，觀光所帶來的全球化現象對觀光景點的在地食物也產生了巨

大的影響，地方性的食物種類會產生處處皆是的全球化現象，而異國食物也會在

不同地方經由在地化的過程轉化，變成符合當地飲食習慣或是民眾口味的食物。 

 

第三節 教育體驗 

 

如同前所述的動機類型，教育體驗的來源可解讀自觀光動機，觀光客前往觀

光景點的主因可能是文化探索（Crompton & McKay, 1997; Lee, 2000; 

Wamwara-Mbugua & Cornwell, 2009），對觀光地本身的文化及歷史具有一定的興

趣，造成其欲前往了解進而生成動機。MacLeod（2006）在其消費文化商品行為

的研究中，也強調認識在地文化的重要性，在增加對當地文化認識的過程中，能

讓觀光客及在地人體驗不同的差異性，參閱 Maccarrone-Eaglen（2009）在商品

文化層次的圖說中，指出最外層的第四部分為商品的附加價值，嘉年華做為一個

商品可提供的附加價值即為和在地歷史文化源頭接軌，能補充觀光客對節慶的認

識，或激起觀光客對其文化歷史的探索意圖。本研究中的教育體驗或許較為接近

Schmitt（1999）（引述自黃淑玲，2009；鄭琪靜，2009）體驗策略模組中的思考

體驗，在嘉年華中藉由各種節慶元素引發觀光客的思考及涉入參與，對節慶及城

市本身的歷史、人文或節慶中的任何事物產生求知欲望及好奇心理，進而產生主

動的學習、得到新知識。 

嘉年華的教育體驗從節慶本身的核心意義出發，節慶對社群、家庭、個人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節慶場合中能讓他們表達認同、生活方式、社交關係及歸屬

感，傳統上，節慶主要和宗教信仰、道德符碼、長期傳統、文化迷思有強烈的關

係（Porananond & Robinson, 2008 引自 Turner, 1982; Falassi,1987; Sofield & Li, 

1998），節慶是在地傳統、文化發揚之處，代表當地特色或是體現在地文化的場

域，慶祝生命、歌頌生活方式、宣揚歷史儀式、傳達宗教意涵等等，藉由各種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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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及節日活動的舉行與展演，讓觀光客接收到關於節慶歷史、文化、及傳承的諸

多資訊，是在地文化、傳統、認同的表徵（Smith, 2003）。Porananond 與 Robinson

（2008）引述 Van Koningsbruggen（1997）和 Guss（2000）的想法指出，節慶做

為一個橋樑，連結認同之下的感知和意義，被塑造成該國家的象徵性投射，節慶

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為當地文化代言，成為當地的象徵。Porananond 與 Robinson

還指出，不論宗教或世俗、傳統或現代，節慶對社群慶祝或是廣大視聽觀眾都提

供了豐富的意涵，透過節事活動在社會文化規範的變動中及現代化過程中，這些

意涵重組並重新被詮釋。他們也強調，節慶被視為是社會意義的壓縮呈現，對觀

光的視聽眾而言，參與節慶其實就是廣義地消費當地文化，藉著消費「他者」的

異國情調，觀光客的行程好似被建構至節慶舊時的時代感中。簡而言之，節慶是

人類活動中的一個重要表達場合，在社會與文化層面貢獻良多（Gelder & 

Robinson, 2009）。 

不過 Prentice 與 Andersen（2003）在某程度上推翻了節慶和在地傳統文化的

連結，他們認為節慶活動即使能夠成功地吸引到固定的觀光客，但對增進觀光地

的景觀及傳統意象並沒有太大幫助，也就是說，今日的觀光客在參加節慶活動時，

並不會特別意識到它的來源或歷史淵源，也無法強化觀光客對其傳統習俗的認識。

與其說是節慶真實性，不如說觀光客追求的是一種逼真，藉著達成他們行前的期

盼，對這個地方該是如何的一種印證。Knox（2008）同樣辯證指出，在各種社

群的再現過程中，民族文化、服飾、歌曲及舞蹈等等，都被創造成是它們目前所

呈現出的樣貌，面對這些被創造出來的傳統時，觀光客習慣性地接收主辦單位給

的資訊，而非去找尋原始的傳統本質，但此處的真實性議題並非本研究欲探索的

重點，故不多加描述。 

教育體驗屬於主動且吸收的型式，在觀光領域中教育性質的旅遊有諸如遊學

團、夏令營、研討會等等，藉由上課、聽講、參訪類的學習活動取得學識和技能，

若抽離節慶脈絡的教育體驗而從旅行學習著眼，Pearce 與 Foster（2007）謂觀光

中的學習體驗初始是從壯遊發展而來，他們在自助旅行者學習情況的研究中，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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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旅遊經驗對個人技能的發展與提昇是否有所助益提出了疑問，這裡的技能指的

是一些能力和知識，舉例而言像是界定與解決問題、妥善運用時間、和一定範圍

內的視聽眾溝通、鼓勵他人、持續學習、學會管理自身的經濟來源等等，他們認

為旅途中的學習是經過反思後而得的，自助旅行者經由旅遊經驗提昇學習到各種

技能，依不同動機、目的地特性的不同而學習到不同技能，在這種情況下，某些

旅遊因此成為某種教育機構、某種型式的「旅行大學」（University of Travel），

富含豐富的教育和技能發展機會。Pearce 與 Foster 並將自助旅行論述中的學習

字眼統整並梳理出八個分類，分別是解決問題與思考的能力、人際關係/社交能

力、資訊的掌握及管理、學習、適應性/彈性、社會與文化認知、資源管理、個

人獲益，另外他們也指出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人際關係的社交技能及自我管理

的能力這兩者是最顯著由自助旅行者自我認定所學習到的技能。因此，對 Pearce

與 Foster 而言，「學習」並非只能狹隘地透過知識體系的一般傳播管道，而是能

夠延伸至整體的旅行經驗，這樣的學習方式甚至像是一種旅行大學，讓自助旅行

者獲得各種不同的技能與個人想法上的提昇。同樣的概念應用在本研究中依 Oh 

et al.（2007）的想法轉譯其意，在節慶中的教育體驗並不偏向智識或技巧上的取

得，而是這段經驗讓觀光客知道或了解一些新的、原本不知道的事物，或激起他

們的求知慾、尋求新知的動力。 

 

第四節 美感體驗 

 

從節慶空間來看，星野克美在其專書中舉例，以南歐風格去設計涉谷的西班

牙商店街，像是國旗、植物、陽台、中庭、噴水池、風向標、速可達機車、衝浪

板等等，用以表示所謂的「西班牙性」與「休閒性」，藉由各種裝飾性的符號使

得街道被商品化（黃恆正，1988）。遊客在觀光過程中，各種建築物、地標、地

物、招牌、路標、圖案等等，都會自動被觀光客轉化為他們心目中帶有意義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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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是屬於當地的、特有的、代表當地的，如同在嘉年華場景中，除了本身地

景之外，也藉著裝飾性符號的妝點，賦予觀光客一種屬於面具節的氛圍，包含所

有的聽覺、視覺甚至嗅覺、觸覺，觀光客就會自覺身處嘉年華。以物質角度來看

觀光景點，Haldrup 與 Larsen（2010:61）強調觀光地景中的物質，牽涉到視覺消

費，地景是一種看的方式，以符號的角度，地景將空間轉化成社會建構下的「桌

布」，被觀光客掌控並擁有。 

節慶空間的本質為何，在 Urry 延用 Shields 的看法時，指出觀光旅遊提供一

個「中介迷離區域」（liminal zone），這是一個讓人們擺脫日常生活步調及模式的

地方（葉浩，2007:64），除了是舉辦嘉年華的場所，威尼斯本身有其特殊的地貌，

由大小運河貫穿、大小橋樑串接，除了幾條主要大路外多屬於小巷弄的蜿蜒小路，

造就其迷宮似的特殊地景，觀光客身處異地時面臨一種失序、偏離常軌，在威尼

斯更是能夠體會，運河、小船、小橋構成獨特的地景，橋串連起每塊大小不同的

地塊，是極容易迷路的一個空間，但在威尼斯的迷路感跟觀光客平常在遇到迷路

情形的慌亂又有所不同，一方面因為威尼斯本島並不十分大，二方面既然是島再

怎麼迷路也不會到無法想像的遙遠地方，在這樣的「迷路」之下，帶來的似乎並

非一般旅途中會有的慌亂，如同葉秀燕（2008:62）指出的，這樣「迷路」的「離」

與「返」帶來的是一種臨場真實情境下的緊張、冒險、與刺激的好玩經驗，讓人

對這樣的迷路印象深刻，更添加這段旅行的附加價值。 

另一方面，在 Desforges（2003）從感官來談觀光的論述中，身體的各種觀

感在旅行中都有各種意義，觀光行為中產生的身體感覺來自於觀光中的遭遇，感

官經驗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的互動關係及身體的交互運作，會產生我們自己

也不能控制的感官經驗，從感官及遊客經驗的主體特性出發，聚焦於遊客邂逅的

空間脈絡，觀光客產生把身體沉浸在這樣的空間脈絡中的欲望。Haldrup 與 Larsen

（2010:62）也強調觀光客必定帶著不同性別、年齡、種族的身體隨行，而觀光

客不可避免地在他們旅行過程中看、聽、聞、觸碰及品嚐當地地景，地方和經驗

透過身體感官知覺而被掌握，是所有自觀光感官經驗出發的身體現實。Desf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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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aldrup 與 Larsen 的概念雷同於對地方感的追求，所謂的「Being There」所指

的地方感，根據 Clark（1998: xvii）的論述，並不是來自於任何地方的，而是在

那個地方裡，不可避免地在身體、外界、行為的交互作用之下產生的感覺。 

在觀光場域中，觀光客的視覺實踐是首要動作，視覺也是美感體驗最直接的

收發源。視覺與攝影長期以來都是觀光研究的重要主題，觀光中的視覺實踐在各

領域中持續發燒（Scarles, 2009），人們不只是學習如何解讀視覺的再現，同時也

試著產製自己的視覺資料藉以建立敘述和回憶的意義（Aiello & Gendelman, 

2008）。在觀光活動中，攝影是典型的觀光行為（Jenkins, 2003; Yeh, 2009），拍攝

與被拍攝是必然的互動行為，牽涉觀光客如何構圖的權力行使關係（Caton & 

Santos, 2008; Feighery, 2009; Gillespie, 2006引自 Crawshaw & Urry, 1997; Jenkins, 

2003; Yeh, 2009）。影像選取及構圖的權力關係雖是複雜有趣的議題，但並非本研

究著眼點故不深究，單從攝影行為本身來看，學者 Knappett（2002）指出，「攝

影」可以代表整體性，對呈現出的事物可以用很相似的方式紀錄，不僅是象徵也

是指標。另方面 Yeh（2009）則是辯證，攝影除了呈現觀光客獵取影像的權利之

外，也體現觀光客對旅遊經驗的凝視角度及過程，人對有特殊回憶或經驗的空間

用照相機攝取影像，才得以留下許多照片，開啟對世界的認識。Yeh 也補充，觀

光客的記憶和述說是片段且具選擇性的，這些旅遊經驗並非只是呈現當地地景，

很多時候還摻雜了個人的期待與美好想像，而使整個旅程成為具有強烈戲劇張力

的故事，這些被選擇的照片都呈現出蓬勃的文化互動，而成為一種多元揉雜的混

合物。 

 

第五節 逃離體驗 

 

觀光提供了一個逃脫的場域，讓觀光客可以釋放自我、感受自我（Wang, 

1999），逃離體驗會讓觀光客感覺像是身處於不同時空中或是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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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間給予觀光客的不同感覺來看，嘉年華場景提供了一種反轉的空間感，在

Goffman（1959）所提出的前台與後台之概念中，傳統的展演空間是為前台，而

各種準備工作的過程則應在後台完成，如今在嘉年華場景中，諸如化妝、服飾準

備、扮裝者的日常飲食作息等等，屬於「後台」的部分卻變成「前台」展演空間

中重要的一環，形成有趣的後台前台化現象。Kim 與 Jamal（2007）也指稱，在

現代性的理性及秩序之下，為了社會穩定及道德因素，個人經常性地在社會規範

及體制內自我壓抑，以致於呈現出的身體感覺是不真實的。而在他們的節慶研究

裡，透過外在服飾或是隨著裝扮而來的外顯個性，讓觀光客能夠脫離原本的每日

自我而沉浸在變成另一個人的短暫時光裡。個人選擇的姓名和扮裝身分會顯露出

對自我的期待，希望表達出理想中的自我，平日被社會體制壓抑的優點也會顯現

出來，成為新的一部分自我。觀光中個人身份的隱晦也是一個吸引力，個人選擇

的外在服飾是自我建構的符碼，掩飾真實面貌構成觀光客逃離的節慶體驗。 

 

面部裝飾或穿著模式，總是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個體化的手段；而個體化

的可能性或期望程度經常是有限的。外貌主要標誌著社會認同而不是個

人認同。當然，在今天，穿著和社會認同並沒有完全分離，並且穿著仍

是性別、階級地位和職業身分的符號工具（趙旭東、方文，2002:93）。 

 

由趙旭東與方文（2002）所譯之 Giddens 上述言論可看出，外在的裝飾與穿

著能夠標示自我的性別、階級、地位、身份等等自我認同及社會認同，在節慶中

的面具與裝扮同樣是個體化的手段，觀光客藉自身裝扮同時對他者如何看待自己

保有期望，外在的面具、服裝、擺飾甚至加上動作姿勢呈現出的整體外貌，除了

個體化的自我認同更是他者如何觀看自身的社會認同。服飾和認同的關係也早就

不斷被強調，Roach-Higgins 與 Eicher（1995）將服裝、配件、身體表面的各種

裝飾等等都納入服飾系統包含範圍，服飾影響人的外觀，表現其社經地位或身份，

進而連結到個人的道德、美感、心情、想法等等，服飾有其符碼意義，藉著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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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社會系統中和他人溝通、建立關係，個人如何看待自己是社會化過程的積累，

穿戴服飾時會設法符合他人期待，或是希冀別人以什麼角度看待自己，個人認同

和個人姿態的外顯有絕對關聯。特定服飾給予的固定認同是依據其服飾的象徵，

他們也特別提到服飾的改變，特殊的裝束是為了聲張特殊的認同。 

在 Picton（1990:192）的非洲面具研究中指出，面具可以是名詞、意念、比

喻、工藝品具有多重意義，對戴面具者來說戴上面具展演的認同和每日生活的差

距是非常大的，至少戴面具者會象徵性地重新產生自我認同，在最極端的情況下

甚至抹去自己原有的存在。面具伴隨著服飾與裝備，可以說是權力、能量、象徵

的另一種較可接受的面貌，保密當然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特性，戴著面具的人類中

介者不只是驅動面具的人，也不僅是一個演出中的演員，而是藉由面具進入另一

個只屬於他自己的空間。在 Kim 與 Jamal（2007）看來，觀光過程中遊客會從原

有的常規生活解脫，會自我轉變甚至是發現新的自我，透過參與節慶及個人身份

的隱藏，人格特質變得益發開放，挖掘與日常生活中的自己的不同處。Morgan

（2009）在其研究中使用網路收集資料時也指出，在隱瞞身份的情況下，人們會

自在地表達意見、態度及經驗，Kim 與 Jamal（2007）也同樣確認這個看法，裝

扮成另一個自己，沒有人知道你的姓名和身份，你能夠成為任何你想要成為的人，

也能夠比平常更自在地表達自己、展示自己。 

在異於平常生活的觀光環境中，習於當獵取影像主控者的觀光客，可能未曾

想過自己會變成別人獵取對象，更甚者，也未曾想過在扮裝之後，會產生樂於在

他人鏡頭下展現自我的認同轉變。Gillespie（2006）提出逆轉凝視（reverse gaze）

的概念，主要是指在拍攝與被攝的互動關係中，在未經拍攝許可的情況下，被拍

攝的對象反過來凝視行使拍攝行為的觀光客，儘管是眉頭一挑、眼神對應，再怎

麼小的動作都可能翻轉攝與被攝之間的關係，逆轉凝視通常會讓主動拍攝的觀光

客落入一種尷尬及不自在的處境，因為觀光客自覺他的不尊重造成被攝者的不快，

然而這並不符嘉年華中扮裝並被拍攝的情形，因為拍照行為太過普遍，扮裝者並

不一定會察覺到鏡頭，即使扮裝者察覺到鏡頭、在逆轉凝視的同時，也不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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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感到不快，甚至是欣然接受。從另一角度切入，Gillespie 指出被攝者會在被拍

攝的過程中形成認同或自我認知，因為被拍攝就代表自己是特別的、有價值的，

相對地，觀光客選擇拍攝的標的物，會決定何為有價值、值得拍攝的，也會影響

被攝者對自我的認同與價值感，被攝者若是在準備好面對鏡頭的情況下被拍攝，

滿意於自身的外在裝束、行為舉止、文化表徵等等才被拍攝，反而會樂於被拍攝

並自覺光榮且驕傲。 

 

第六節 紀念品意涵 

 

觀光客在觀光行為中都和物品脫不了關係，觀光中人和物質環境進行密切且

固定的互動，是物體及科技才讓休閒及觀光得以發生及展演，使地方的特色及樣

貌得以產生並呈現在觀光客面前（Haldrup & Larsen, 2006）。物的重要性無可厚

非，至於「無形」的體驗，為何筆者會認為「有形」的紀念品是體驗的延伸呢？

物品和體驗之間的關係就是因為建立了「意義」，由觀光經驗的角度出發，Blundell

（1994）在他的觀光紀念品經驗中就體認到，紀念品不只是資本主義之下具交換

價值的商品，它們同時對買下紀念品的遊客具有意義，Dann（1996）甚至強化

這個概念指出，再怎麼不起眼的物質都能不可思議地被帶回家當做紀念品。由此

可知，出自於遊客的感知和期待，各種物品都能成為紀念品，被遊客賦予不同意

義之後成為觀光記憶的鑰匙。Morgan 與 Pritchard（2005）的研究探索個人如何

運用紀念品作為回憶的敲門磚，重新創造感官知覺上的旅遊經驗，在這樣的過程

中，紀念品扮演連結時空經驗的媒介。回歸嘉年華個案中的紀念品，基於紀念品

的「紀、念」意義在體驗延續層面的重要角色，筆者認為物的交換在本研究中並

非重點，故不完全採用 Morgan（2008）對物質研究的想法，而從紀念品對觀光

客的意義來探討紀念品的用途與回憶。 

紀念品的本質實際上是商品文化的呈現，是在觀光客回到自己國度時，與觀



 

- 33 - 

 

光客在旅行中的情感體驗相連（Maccarrone-Eaglen, 2009）。Kim 與 Littrell（2001）

認為象徵性的紀念品常用來激起地方記憶，提醒觀光客是自何處購買而來，並將

紀念品分成三類，具文化象徵意義的民族性商品、通用的手工藝品、標記式的紀

念品，例如艾菲爾鐵塔的小模型是法國的代表，或是商品本身不代表任何地方，

但卻有針對時間空間的描述性文字標記，例如標記著「大峽谷」三個字的 T 恤，

藉此提醒觀光客的地方回憶。以回憶的角度出發，Cho 與 Kerstetter（2004:20）

綜合眾學者的論述聲明，紀念品或照片在無形的觀光經驗中提供了實際到訪的證

明，它們是真實經驗的提醒和替代，而且對觀光客來說，可能比真實觀光經驗更

具有象徵意義。Haldrup 與 Larsen（2006）同樣指出，物質文化在「保存」記憶

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單只是個人照片，也包含任何普遍的旅行物質，這些物

質能把觀光地點的特殊氣氛具體化成記憶，因為這些物質活化了假期的時光。 

紀念品除了其「紀、念」用途之外，還有諸多不同用途，例如送禮、分享、

收集等等。Kim 與 Littrell（2001）解釋觀光客購買紀念品給自己或是當做送人的

禮物，主要原因是紀念品的新奇感及獨特性，並非在自己所處的城市或國家能夠

輕易買到，這樣的「新鮮感」和「差異性」正是這份禮品與眾不同之處。

Wamwara-Mbugua 與 Cornwell（2009）也指稱，觀光客基於個人獨特性的需求，

希望強調自己和他人的差異性，藉著消費獨特的節慶商品，使自我認同變得更加

時尚與差異化，建立差異的來源，讓自己與眾不同。所以就送禮的角度來看，藉

著特別商品的消費，購買者內心期待這樣的商品能成為差異的來源，讓自己所送

的禮物在收禮人眼中是新奇、特別的，抑或是讓自己在別人眼中是不一樣的。 

除了送禮的用途之外物品當然更常被保留著，在現今消費文化中，收集物品

及展示物品，除了是博物館的要務之外，個人的收集或展示也是極其普遍。在消

費品變成個人夢想或渴望的消費社會中，收集、擁有商品或是藝術品變成是一個

焦點，收集是消費掛帥之下的產物，因為它涉及對不必要的奢侈品的追求，物質

主義與擁有物品緊緊相連，很強調「佔有」的概念，收集合理地被視做物質主義

下的延伸，因為物品被購買之後，通常不被拿來使用只為了收集，一旦物品被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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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收集之後，它們就變成是記憶的線索，讓收集者回憶起如何獲得的過程。收集

同時也讓收集者對消費產生熱情，因為帶著戰利品返家能讓觀光客有滿足感，特

別是收集背後所產生自我強化的成就感（Belk, 2001）。 

做為禮品和收集品之外，紀念品也是讓觀光客分享觀光經驗的媒介。消費商

品背後的文化意義會提供觀光客一種擁有的感覺，在觀光客沉浸文化脈絡下的觀

光經驗時，一旦他們離開了觀光景點回到日常生活中，他們希望藉著對文化商品

的擁有，反映出對在地文化價值的接受及獲取，透過這樣的實踐分享當地的風俗

民情（Maccarrone-Eaglen & Cornwell, 2009），Morgan 與 Pritchard（2005）也持

相同意見，指出觀光中的物品－紀念品、繪畫、照片、衣物、值得紀念的事物等

等，都是物質文化及情感體現的重要要素，可連結當時的觀光回憶並與他人共享

這段經驗。但分享同時也包含了某程度上的「炫耀」意味，吳怡靜（2010）譯自

經濟學人的篇章中更開宗明義指出，人類和孔雀一樣愛現，消費行為除了是享受

更是一種炫耀，這樣的炫耀從最早的「我也有」變成「我跟別人不一樣」，人們

藉消費顯示及炫耀自己的獨特，而擁有他人沒有的體驗正是炫耀的其中一種方式，

也是隱含在分享糖衣下的另種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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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確立觀光動機將成為研究的起始點之後，本研究重心的體驗四象

限之探討會佔據最大比重，最後將紀念品視做體驗的延伸作結，筆者在研究比重

的設計有如一個直立型糖果（如圖 2-3），研究開展時將動機視為開端、紀念品視

為句點，最核心的部分則為體驗四象限之個別探討。筆者也針對本研究的特殊架

構設計了如下的研究流程圖（如圖 2-4），說明接續的分析重點。 

圖 2-3 研究比重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圖 2-4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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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研究者應依研究問題及研究目的採用適當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旨在探討威尼

斯面具嘉年華中的觀光體驗，透過此節慶個案描述其多元的體驗型式。然而經由

第二章的文獻回顧，可知體驗相關的研究面向十分細微，無法透過量化研究取得

概括及普遍的結果，觀光體驗複雜且多元，加上個人情感、目的性、想法、遭遇

都是不同的，觀光客會因為各種因素影響自身的動機來源和體驗感受。所以，用

單一或者數個預設的變項來衡量觀光體驗實有某程度上的缺漏與謬誤，為了避免

觀光客的細微感受在量化統計過程中被忽視或被粗略地歸類，本研究將採用質性

研究途徑，以威尼斯嘉年華作為個案研究，透過敘事分析及影像分析的資料分析

方式，來探討嘉年華中不同觀光體驗的面相及內涵。 

 

第一節 質性研究的選擇與應用 

 

質性研究主要是對自然情境下對生活世界及社會組織的運作進行探索，著眼

於特殊的事件或人物，針對個別事物進行細微的描述與分析，使用語言和圖像表

述，強調文字而非數字，主要為歸納取向，針對「什麼」及「如何」的問題提出

回應與解釋（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2001；陳向明，2002；黃惠雯、童琬芬、

梁文蓁、林兆衛，2003）。質性研究並非如量化研究，以下分別對三個研究層面

來探討：本體論（ontology）、知識論（epistemology）和方法論（methodology）。

本體論是對存在與真實本質的了解，知識論則是針對「真理」提出問題，知識論

包含實證主義、批判理論、建構主義/詮釋論、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等（司

徒懿，2009）。根據 Guba 與 Lincoln 的典範基本觀點（陳向明，2002 引自 Guba 

& Lincoln, 1994:109），實證主義典範是用來做量的研究，運用數字計算得到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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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結論，而後實證主義及批判理論皆認同客觀現實的存在，建構主義則不認為存

在一個不變的客觀現實，情境和個人經驗的不同會帶來多元的事實與現象。 

與質性研究相較之下，量化研究較適合大規模調查和預測，將事物進行數量

上的計算，極力強調客觀，目的是建立一個通則來解釋問題和現象，研究結果是

具可重覆性的（高熏芳等人，2001；陳向明，2002；黃惠雯等人，2003）。因本

研究中擬收集的主要資料，是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互動共同建構而成，且是

被研究者的主觀意識，並不強調絕對客觀的真理，而是有相對多重的真實，不同

個體經歷的真實也會有所不同。藉著取徑於體驗四象限，筆者意圖探索觀光客對

此節慶產生的體驗型態，以下將詳述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原因，不僅是針對此

特殊節慶，也希望了解觀光客在此情境脈絡下的各種細微感受。 

 

1. 在瀏覽體驗相關文獻時，雖有量化方式呈現的滿意度相關研究（Chen & Chen, 

2010），但和動機研究以量化歸納動機類型比較，體驗研究以質性為主或質

量並重的研究相對出現較多，例如：個人感知及消費體驗研究（Morgan, 

2009）、與地方或人互動而產生的親密感體驗研究（Hayllar & Griffin, 2005）、

個人成就與實現體驗研究（Pitt, 2004）、地方情感和體驗研究（鄭琪靜，2009）、

各種不同感官感受的體驗研究（陳乙榕，2008）等等，可以明顯看出在強調

「感覺」、「感受」、「感想」、「感情」層面，質性研究的應用有相對增加的情

況。質性研究強調被研究者的思考與價值觀，諸如情感上的轉折、自我認同

的轉變、認知與觀感、與他人互動的情形等等，每個人的情感經驗都是不同

的，在探究觀光客深層體驗和情感時，研究者藉由深度訪談及與受訪者的互

動，得到受訪者描述的真實感受並設法忠實呈現，若是使用量化研究的結構

式問卷調查、概括性地分成幾類，將失去受訪者各自表述的細節與重點，故

將採用重視細節與獨特個別經驗的質性研究取向。 

2. 本研究不強調建立一個通則，並非量化所強調的客觀取向，而是注重個人主

觀性的表達，因此本研究將會使用適合於特殊性議題的質性研究，而非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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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取得通則性結果的量化研究。再者，針對研究提問中的三個不同出發點，

分別檢視城市及節慶提供的、遊客感受的、研究者反思的體驗型態，需要收

集許多不同來源的資料，因此不適合大多數節慶研究採用的問卷方式，對參

與節慶者做大規模的調查，應為一個小型的個案研究，針對威尼斯面具嘉年

華中特殊的體驗型式，進行小規模的適當樣本選取，將收集到的資料整合、

歸納並解讀關鍵概念。因此綜合以上，本研究將使用質性的個案研究，除了

二手資料外，在深度訪談的過程中取得遊客體驗的論述依據，解析節慶中觀

光體驗的不同面相。 

 

第二節 個案研究的特性與應用 

 

承上節，以典範觀點來看，實證主義典範是用來做量的研究，後實證主義及

批判理論對客觀現實的存在予以認同，而建構主義則認為不變的客觀現實是不存

在的，情境和個人經驗的不同會帶來多元的事實與現象，於是建構主義取向的重

點放在對於日常生活的社會世界中各種現象與行動的真實本質，應該透過何種方

法和策略去詮釋和驗證。對生活自然情境發生的事件觀察、詮釋並加以分析的研

究方法論，主要有俗民方法論、現象學及個案研究法這三個研究法，筆者比較三

種不同方法後選擇個案研究法，理由詳述如下： 

 

 俗民方法論主要是試圖理解人們如何了解日常生活事件（黃惠雯等人，2003），

及人們如何達到社會互動的方法論（林恩慧，2010）。俗民方法論將焦點放

在生活過程中找尋生活意義的方法，在質化的田野研究中，將自己沉浸在一

個特殊的文化裡，並陳述故事、呈現事實（林佳瑩、徐富珍，2004）。司徒

懿（2009）更詳加敘述其操作模式，對某一文化的整體運作、信念、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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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深入觀察，研究者必須中立，詳細記錄並敘述其社會結構、該文化下人們

的行為模式及理解，確認對此文化的「描繪」。Pitt（2004）的複合研究法之

一即採用俗民式觀察，他在音樂節慶中實際參與演出及其相關活動，用一周

時間觀察演出者及視聽眾的行為並寫下田野記錄。然而本研究的對象不是某

一特定文化體或特定族群的行為、互動、社會結構，而是在特定場域裡所發

生的特定事件與情節，雖然經由田野觀察收集資料也是研究途徑之一，但這

個觀察是具有選擇性，目標並非是文化體或族群的整體行為，研究者也不是

站在絕對中立的角色，因此俗民方法論並不適合本研究。 

 現象學是一種持續存在的情緒經驗（任凱、王佳煌，2005）。對黃惠雯等人

（2003）來說，現象學主要是試圖理解個人的生活經驗及概念，是探索精神

的過程，使用現象學的研究者是先入為主將自我觀念放入，成為有經驗的詮

釋者。另一方面，司徒懿（2009）也指出現象學的取徑是試圖探討特定經驗

的意義及本質，以及參與者對其意義與本質有何了解，藉由深入探索經驗或

文本，採用開放式的問題，能長時間並深度記載各種感受與經驗。如 Hayllar

與 Griffin（2005）他們即是以現象學對觀光經驗及真實性做探討，透過 20

場深度訪談，獲得國際觀光客對雪梨岩石區的觀感，雖然情緒、經驗、感受

也是本研究的重點，但研究主軸針對體驗四象限的體驗型式，主題相對性地

有方向上的限制，現象學的開放式問題可能無法得到相對應的資訊，加上動

機研究和紀念品論述也是本研究的部分探討面向，然而現象學主要是針對經

驗及感受，因此現象學並不完全適合本研究。 

 個案研究本質上是反覆性的，是思考、探究、形成假設、發現、再探究的循

環（黃惠雯等人，2003），聚焦於某個社會現象上，被研究的個案是一個特

定的事例，將研究者的關注限制在此特定事例上為個案研究的特色（林佳瑩、

徐富珍，2004）。Schwandt（2007）謂在個案研究中，個案本身是佔最重要

的地位，強調個案和生活脈絡的界線模糊，並需要多重來源的證據。Yin（2003）

也提到，個案研究通常被採用的時機是，個案本身是真實生活脈絡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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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本身並不控制個案，而是試圖找尋「如何」或是「為何」的原因。本

研究將研究場域放在威尼斯嘉年華，並取徑體驗四象限的分析模式，意圖探

討在此節慶中的動機型式，筆者的關注為此特定事例，藉著分析多重的資料

來源，目的是為了找尋體驗型式的豐富性及其來源，以及豐富體驗下的動機

成因和紀念品意涵，因此個案研究實為最適合本研究之方法。 

 

總括來說，個案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問題中的特殊性及複雜性，了解研究對象

的行為及想法，個案研究主張每個研究對象都有其獨特性，研究者採用多元方法

蒐集資料，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對探究的事件作完全的文字描寫

與詮釋，歸納出研究現象或行動背後所隱藏的意義與價值。所以本研究以威尼斯

面具嘉年華的觀光體驗為研究之個案，著眼於此節慶本身的特殊性，主要研究目

的為解析節慶提供者以及節慶消費者在體驗層面上的相互影響，更加入研究者對

節慶體驗的反思，加上節慶觀光動機探究及紀念品意涵探討，使研究個案的體驗

研究能夠更加完整。另外研究者採用多種來源的資料來探究、深描、反覆歸納及

推理，從不同角度解釋此特殊社會現象，除了理論和資料的相互探討、驗證之外，

也希望能做出相對的普遍性分析及特異性的抽離與述說，故個案研究法為本研究

最適切的方法論。 

 

第三節 資料的選取與蒐集 

 

根據 Yin（2003）所提出的，個案研究中的資料收集的三個原則是，多重證

據來源、創造個案的資料庫、維持證據鏈。本研究意欲採用多重證據來源來支持

論點並反覆探究、相互解釋，由於欲分析的體驗來源有三，生產面、需求面與研

究者本身，牽涉範圍極廣，故研究所需的資料將會包含一手資料及二手資料，一

手資料會包含參與觀察的照片和研究者反思及與受訪者的深度訪談資料，用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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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觀光客本身感知的體驗，二手資料則是有官方網站、照片、已出版的遊記等等

的文件收集，用以了解三種不同來源的節慶觀光體驗。筆者將多重資料的收集方

式羅列如下： 

 

一、 一手資料： 

 

 參與觀察：研究者將於 2011 年嘉年華舉辦期間（2/26~3/8）實際到訪其中數

天，於研究場域參與節慶、觀察並拍照，見證研究對象的社會行為意義如何

產生，同時也做觀察筆記，以供日後編碼或詮釋的資料來源。參與觀察法提

供研究者直接接觸、觀察行為及文化脈絡的重要性，研究的重點是環境活動

和互動對特定行為是否具有意義（黃惠雯等人，2003），參與觀察是研究者

在相對較長的時間中處在該場景裡，在某部分參與研究對象的日常活動，在

當下或稍後，透過觀察筆記登記、轉錄及描述，重新建構他們的行為

（Schwandt, 2007），也是研究者反思節慶體驗的資料來源。 

 深度訪談：為徹底了解特定主題－面具對嘉年華參與動機和體驗的影響，本

研究會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獲取適切的資料，因為尚未具有有效且值得

信賴的資料以用於結構式訪談，研究主題方向已確定也不適宜以非結構式訪

談獲得零碎資料，故本研究將使用半結構式訪談，在訪談過程中以彈性、可

調整的方式，獲得資料並在過程中不斷修正、更切近核心。深度訪談是為了

特定議題，訪談者和研究者共同建構對研究主題的了解，強調「深度、細節、

生動和細微的差別」。其中，結構性訪談屬於嚴格測量的問卷式方法，非結

構式訪談則偏向日常漫談，半結構式的訪談則是研究者及受訪者一起創造出

的開放式溝通方式，所談及的問題、探究及提示是以彈性的訪談原則所編寫

（黃惠雯等人，2003）。 

 照片引談法：本研究在進行半結構性的深度訪談中，另外也會搭配照片引談

法，以照片做為控制性投射的工具，訪談前要求受訪者提供數張照片，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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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進行時以受訪者自行提供的照片，引發受訪者評論、回憶與討論，將照片

中的社會關係和文化形式解讀為探討抽象概念與通則的基礎，使模糊的記憶

變得鮮明而且產生大量細節以獲取最豐富的資料（林恩慧，2010；陳向明，

2002）。 

黃惠雯等人（2003）謂訪談的設計包含：建立訪談對象選取策略、設計訪談

問題、規畫訪談同意書（如附錄二）、建立保密和保護策略，最後則是預備訪談。

在訪談進行過程中為求詳實地記錄，會以錄音方式記錄訪談者所言，並在訪談結

束之後謄打逐字稿以供編碼及分析。訪談問題設計簡表請見下表 3-1，問題內容

如中間欄位，右邊欄位則是說明研究者意圖，基本上依循文獻探討之章節編排，

欲將受訪者對問題的回答和文獻探討的不同章節相互印證，訪談問題細節（如附

錄一）將依半結構式訪談的進行，視訪談實際過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以便求得

最佳、最豐富的資料內容。 

 

表 3-1 訪談問題設計簡表 

 問題內容 研究者意圖 

受訪者社經

現狀 

年齡、性別、職業？ 留待資料統整時觀察，為未來研究

或許可著手之處。 

嘉年華旅遊

背景 

何時到訪威尼斯面具嘉年華？ 驗證受訪者條件是否與研究設定相

符，「重覆到訪」與否及「同儕相

伴」的影響此二項留待資料統整時

觀察，為未來研究或許可著手之處。 

第幾次到訪？  

停留時間大約多長？  

隻身前往還是結伴同行？同伴人數？ 

觀光動機 

 

為什麼會想去這個節慶？ 動機層面探究：前往嘉年華的原

因、行前的嘉年華意象、嘉年華意

象的來源為何。（再現循環的印證） 

出發前，對嘉年華的期盼是？為什麼？ 

嘉年華資訊來源是？ 

觀光體驗 你有參加哪些官方活動？你覺得官方活動如

何？對嘉年華的整體感覺為何？為什麼？ 

探究娛樂體驗。 

你有學習到了什麼關於嘉年華的？對眼前事

物想了解嗎？為什麼？得到了哪些新知？ 

探究教育體驗。 

有什麼你覺得必做不可的事？為何這樣覺

得？ 

探究美感體驗（搭配照片引談法詢

問為何挑選這些照片）。 



 

- 43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在質性研究裡，樣本的選取通常是有目的性的，本研究的目的在修正之後改

為了解嘉年華觀光動機、體驗型式及紀念品意涵，將觀光體驗流程認定為觀光客

在參與節慶前的動機產生、節慶中擁有各式體驗、旅遊後藉由紀念品保留體驗與

回憶，本研究期待在節慶的觀光體驗中能發現同質性的結果，歸納出一個相對具

推論性的結論，所以將採用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尋求合適的受訪對象

（受訪者條件將在後面章節說明），盡量以相似的旅遊背景及旅遊經歷為主。訪

談對象預計選取 10 人，除了類似的旅行過程外，其餘變數如性別、年齡、職業、

收入等等，不在本研究之考量範圍內，因研究聚焦於觀光體驗之上，囿於筆者本

身研究能力無法考慮所有變數，為了避免研究失焦，所以研究中會排除其餘變項。

而受訪者將以台灣觀光客為主，暫不考慮其它國籍，基於真實細微感受之表達恐

受語言隔閡而未能切實了解，加上本研究的目的希望能對台灣的文化節慶發展有

所助益，借鏡嘉年華研究探索台灣人重視的經驗類型，了解台灣觀光客的價值取

向與體驗偏好型態，更進一步思及如何設計具國際吸引力和豐富體驗深度的台灣

節慶，因此台灣觀光客的體驗感知是本研究源起初心，故將以台灣觀光客為研究

受訪者基本條件。確立以台灣視角出發後，預定的訪談對象來源有三： 

 

你有拍照嗎？都拍些什麼？為何這樣選擇？  

你會想扮裝嗎？為什麼？ 

戴上面具（扮裝）之後，感覺為何？行為模

式及心境是否有所不同？請具體說明。扮裝

後會想被拍照嗎？為什麼？ 

探究逃離體驗。 

 

 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麼？為什麼？ 補充上述四種體驗模式。 

紀念品意

涵 

你有買面具嗎？有或沒有，為什麼？面具的

用途是？面具對你有何意義？ 

紀念、送禮、收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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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者於 2011 年再次造訪嘉年華期間時，與符合受訪條件之觀光客直接接

觸、留下聯絡方式供日後訪談。 

2. 在旅遊相關網站或透過其它網路介面，利用留言或 e-mail 聯絡撰寫嘉年華旅

遊經驗的部落客及留言回應者，與符合受訪條件之觀光客取得聯繫並進行訪

談。 

3. 滾雪球抽樣：依上述兩方式隨機選擇一些受訪者訪談，再請他們提供人際網

路中符合受訪條件的訪談對象進行訪談。 

二、 二手資料 

 

 威尼斯嘉年華官方網站：觀察主辦單位提供的活動類型，能傳達哪些不同型

式的體驗。 

 研究者參與觀察時所拿的手冊：為上述的官方活動輔助來源之一。 

 照片：除了研究者參與觀察時所拍攝的照片，進行訪談前，會要求受訪者在

其嘉年華會期間所拍攝的照片中，自行選取他們所認定最具代表性的至少 3

張照片供訪談使用，受訪者照片或是研究者參與觀察所得之影像皆可供影像

分析，同時也請受訪者用這些照片看圖說故事，結合照片引談法以獲得更多

更豐富的訪談資料。 

 遊記：於師大圖書館以關鍵字選取「威尼斯」或「義大利」的文字遊記或是

攝影遊記，焦點放置在嘉年華的相關部分，選錄書中關於面具及旅遊經驗之

相關文字，加強某些體驗型式的概念。 

 

第四節 資料的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分成三類，有訪談、影像及各式文件，筆者擬先將訪

談逐字稿進行編碼整理之後，預計採用內容分析、敘事分析及影像分析的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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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資料分析，最後再進行研究的分析，以下將逐步解釋逐字稿編碼方式和內

容分析、敘事分析、影像分析之要點。 

 

 逐字稿編碼：將謄打好的訪談錄音逐字稿視作文本，仔細閱讀資料，在文本

中尋找概念，觀察研究對象的思考與敘說方式，找出與主題的關聯性，並將

關鍵字與意義編碼，寫下編碼類別。根據 Oh et al.（2007）的研究採用較具

體且明確的描述性字眼做為體驗的編碼依據，編碼類別根據本研究預計探討

的動機、體驗四象限及紀念品意涵，建立如下大略的編碼系統再將受訪者敘

述依筆者理解各自歸納： 

 

(1) 動機相關敘述：a-動機來源、b-旅行資料來源、c-經驗的述說及傳播。 

(2) 娛樂性敘述：a-觀看他人的活動很有趣、b-具有感官上的愉悅體驗。 

(3) 教育性敘述：a-對某些事情好奇並想了解、b-旅途中有所體悟和收穫。 

(4) 美感性敘述：a-視覺及整體場景的藝術享受、b-身歷其境的滿足感。 

(5) 逃離性敘述：a-覺得好像生活在另一個時空、b-這段體驗讓我想像變成另外

一個人、個性轉變、和原本不同。 

(6) 紀念品相關敘述：依用途區分為 a-紀念、b-送禮、c-收集、d-分享。 

 

逐字稿內容除了包含口語資料，受訪者的情緒反應也會納入，務求完整且詳實的

記錄，深度了解受訪者情感表達和思考模式。筆者將錄音訪談稿整理完畢，仔細

閱讀過逐字稿後，將依如上（1）至（6）的編碼系統進行編碼動作，與閱讀過的

相關文獻與資料結合並互相印證、產生對話，釐清受訪者透過言語傳達的背後意

涵，並持續檢視以尋找更深層的意義。筆者實際將受訪者言論編碼情形依上述的

編碼系統編碼，把符合該編碼類別的言論歸於其後，如以下示意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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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動機來源：…嘉年華會是我以前就是在一些電視報導當中就有接觸到，

那時候會覺得很有趣。 

（1） b-旅行資料來源：…就背包客棧啊。 

（1） c-經驗的述說及傳播：…曾經有長輩去過這個嘉年華會，他回來之後就是

跟我們分享，然後我就覺得好神奇，怎麼會有一個嘉年華是每個人都奇裝異服然

後都戴著面具的…。 

（2） a-他人的活動有趣好玩：…他們好像就是要狂歡啊、拿著酒啊，大家就這

樣子，很開心的在玩。 

（2） b-具有感官愉悅體驗：路上也會有很多街頭賣藝，或者是小演唱，然後晚

上也有戶外的 party 啊，就是一堆醉漢，大家就瘋狂露天的 disco 這樣。（視&聽） 

（3） a-對某些事情好奇並想了解：...我會覺得我想知道你為什麼想要扮這個。 

（3） b-旅途中有所體悟和收穫：…我可能以後不會把行程排那麼緊…去完之後

會很嚮往那種悠閒的生活。 

（4） a-視覺及整體場景的藝術享受：就算你迷路也是很愉快，迷路好像是每個

人都會發生的事情，迷路還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4） b-身歷其境的滿足感：就是一定要去那裡，沒有一定要做什麼，到那邊就

對了。 

（5） a-覺得好像生活在另一個時空：時間和空間和地圖都不重要，享受走來走

去、迷路的感覺。彷彿回到古歐洲的悠閒愜意氣氛。 

（5） b-讓我想像變成另外一個人、個性轉變、和原本不同：就變成被照相的人，

對，而且你會對你的言行舉止稍微小心注意一點。 

（6） a-紀念：因為，面具就會覺得說它就是很符合那個節慶跟那個地點。 

（6） b-送禮：是想要當禮物送他… 

（6） c-收集：我會覺得說，到了當地我會買當地代表性的東西… 

（6） d-分享：就分享啊就很開心啊，跟別人分享，這也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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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受訪者言論妥善依編碼歸類至適當位置並進行分析，同時也注意某些特定

關鍵字，如「面具」、「嘉年華」、「扮裝」、「拍照」及情緒感受相關字眼，觀察其

隱含意涵並和不同的研究位置連結，經過整理、編碼後的訪談稿資料及所收集到

的二手資料諸如官方網站、官方折頁手冊、遊記、照片等等，將會以如下三種方

式進行主要的資料分析： 

 

 內容分析：內容分析主要應用於宣傳冊及旅遊雜誌等媒體，運用一組以上具

分析性的密碼，藉著適當的分類來計算、分析資料（Bandyopadhyay & Morais, 

2005, 2008），也可以用來分析網站的內容，根據研究目標分成數類（Horng & 

Tsai, 2010），除了網站之外，宣傳冊、小摺頁、網站，計算文字或圖片出現

的頻率，將不同來源的重覆結果做系統性的精簡得出意義（Okumus, Okumus 

& McKercher, 2007）。參考上述文獻，本研究會特別針對「面具」、「嘉年華」、

「扮裝」、「拍照」及情緒感受相關字眼為關鍵搜尋，及關鍵影像如「扮裝人

物」、「地景」、「面具」等等為關注焦點，對面具扮裝、節慶活動及體驗情感

描述三者依關聯性編碼，對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內容分析，藉由創造編碼框架，

強調文本的某些層面，釐清文意趨勢、字詞使用模式，以提供一個特定觀點 

（Schwandt, 2007），不特別注意內容分析中的顯性關鍵字出現次數，重點在

於包含其中的隱性深層意涵。 

 敘事分析：主要在故事的敘說脈絡中找到議題，連結至相對應的研究問題

（Aiello & Gendelman, 2008），也可用數種分類來探討文本上的敘述（Beck, 

2006），將敘說者的故事依功能性分成人事時地物、原因、特殊事件和結果，

然後將有意義的故事以語言系統去解讀（McCabe & Foster, 2006），或是找

出故事中的詞語如何象徵或比喻敘事者想表達的隱含涵義（Santos, 2006）。

本研究將對訪談內容及旅遊札記進行敘事分析，著重於參與者述說的故事，

透過故事來表達經驗及詮釋，研究者從訪談逐字稿或部落格中分辨不同敘事



 

- 48 - 

 

片段，根據互動談話或敘事者所講述的生活故事，探索故事的內容與脈絡，

將故事連結到相關的文化位置並加以詮釋（司徒懿，2009）。 

 影像分析：依研究目的去分析各種影像來源，例如：評論官方觀光機構對影

像的控制與希望給予觀光客或潛在觀光客的符號意象（Feighery, 2009），檢

視旅遊書的封面及內頁補充照片提供給閱讀者的意象（Espelt, 2005），分析

旅遊宣傳折頁如何和當地文化相連、帶給觀光客的感受（Olsen, 2008），檢

視照片內容的符號意義提出批判分析（Caton & Santos, 2008），藉由觀光客

及在地人的影像攝取分析他們對地方的印象（Garrod, 2008），另外，像 Scarles

（2009）則是透過對照片的詮釋說明空間如何再現。本研究採用各種不同的

照片來源，因為照片的建構是觀光行為中很重要的一環，觀光客自行拍攝的

照片更是了解其價值觀的線索，研究者將會模仿 Espelt（2005）及 Scarles

（2009）的作法，先觀察受訪者提供照片的組成內容，了解他們在此節慶中

影像擷取之價值觀，最後整理歸納並加以解讀。 

 

由上述三種分析方式，可知本研究主要透過詮釋，意圖分析投射意象，將內

容符碼編碼並抽出，分別釋義並探究所蘊含的深層意涵。針對文本的內容分析，

本研究將聚焦在研究脈絡中的關鍵字或關鍵影像上，留意文本中是否相對較常出

現，並觀察其出現的時機及在文意中的重要性；針對訪談內容或是遊記的觀光經

驗敘說將採用敘事分析，被研究者的生活與故事皆為充滿意義的實體，描述的是

實際觀察或經歷的特定事件，研究者會藉由詮釋架構來理解這些事件及插曲。同

時，照片類的影像也是本研究的重點分析之一，根據林恩慧（2010）的說法，文

化研究中的視覺研究重點在於文化的產製與消費過程，影像在何種情境脈絡下被

觀看，影像的意義與情境脈絡的意義彼此互相建構。然而本研究中，不考慮誰觀

看、誰控制影像流通等等之權利關係，主要關注影像本身的物質本質、物質文化，

對顯性內容及隱性內容的解讀，即觀光客的感知意象。除了照片引談法能夠獲得

更豐富的資料，在對照片作分析時，可觀察影像獵取之選擇與重心，探究拍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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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機和目的及形成這些動機和目的的背景，並結合相關的文字資料進行檢驗，

進而對觀光行為有更深層的了解。在本研究中的內容分析、敘事分析及影像分析

是依下列原則做初步檢驗及分類，之後再依循各文意歸類至適當位置： 

 

- 內容分析：…面具就是一開始就想買了…鑰匙圈…布棉製磁鐵…是跟面具相

關的。（筆者詮釋：面具字眼出現在單獨購買，也出現在各式紀念品的造型，

可見面具意象是紀念品的強烈代表） 

- 敘事分析：就覺得這個地方怎麼會在水裡面，就水上的一個都市，還有就是

看到他們的交通工具是船，我真的很難想像我早上要搭船去上船之類的事情，

可是就覺得當地大家家裡好像都有一艘船，就覺得這感覺很超乎我的想像。

（筆者詮釋：從這段敘述看出水都特色，「怎麼會」、「超乎想像」此類敘

述是造成差異感的重要來源） 

- 影像分析：觀察照片上的字詞、建築、物品、顏色、地景、人物等等元素，

透過照片提供者本身敘述解析照片如何組成，將拍攝者營造出的拍攝重點劃

入適當的理論分析位置。（筆者在第四章有詮釋多張圖片，此處便不佔篇幅） 

 

第五節 前導研究之設計與結果 

 

Yin（2003）將前導研究（pilot study）視為是資料收集的最後一個準備，前

導研究包含研究對象的選取、研究提問及研究報告，此階段的研究提問通常可以

是很廣泛的，以供研究報告後再修正。而在筆者研究構思初步成形，決定以物質

文化為研究主軸之時，尚未閱讀大量文獻，即做了前導研究式的訪談，並初步依

照較粗略的前導條件設定，進行正式研究操作前的前導研究，意圖視前導研究之

結果做研究條件及操作上的修正，以下為 2010 年中的前導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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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導研究個案：威尼斯面具嘉年華。 

 前導研究對象：為此節慶而來的觀光客、對面具有高度興趣者。 

 前導研究問題：當時欲探討之四個主要問題，分別是觀光凝視、物的消費與

收藏、符號價值、自我認同。 

 前導研究操作：於 2010 年 6 月 20 日及 7 月 2 日與同一位訪談對象進行兩次

訪談。 

筆者當時的前導研究操作分為兩次，第一次是以非結構式的訪談方式，偏向非正

式的閒聊，發現無法收集足夠的有用資料，因此第二次的訪談採用半結構式的訪

談方式，事先詳列出欲詢問的問題，並大致依循訪談題綱詢問，然而當時研究者

本身質性訓練未足，得到的訪談資料程度有限，雖然並沒有得到可供分析的豐富

資料，但在此次前導研究結束後，即發現須對研究設計做出諸多修正，因此未再

繼續尋找其它的前導研究之對象。以下為依前導研究結果所做的研究修正： 

 

 研究對象選取條件之修正： 

1. 兩年內曾因威尼斯面具嘉年華而到訪：研究概念成形之時，初始對年限設定

並無頭緒，認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並不需要對參與年份加以限制，只要求

受訪者必須是為此節慶而來，排除順路經過、或來訪目的並非參與節慶的觀

光客，當時的受訪者黃小姐是 2003 年到訪當年的嘉年華，結果發現由於時

間已久很多細節都已不記得了，造成研究資料取得上的困難，因此設定兩年

內到訪為樣本選取條件，旅行回憶及當下情緒感受較不易因時間而淡忘。 

2. 非跟團旅行：由於受訪者黃小姐是跟團旅行的觀光客，所以其活動時間是有

限制的，活動範圍也不能太廣，導致無法完全自由地體會和節慶場域的互動

氣氛，因此將會將「自助旅行者」也加入受訪者的篩選條件中。 

3. 有在威尼斯面具嘉年華待 2 天（含）以上：承前項因跟團旅行時間緊迫，黃

小姐表示為了配合團體行程，在節慶中是當天去也當天離開，實際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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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數小時而已，停留時間不足導致體驗的侷限，因此將會以停留時間為衡

量體驗深度的基準，將此項修正列入受訪條件。 

 

 研究問題設計之修正： 

1. 原本研究問題設定為四個分別為：觀光凝視、物的消費與收藏、符號價值、

自我認同，筆者本欲探討觀光中的物質文化各層面，但研究問題過於瑣碎且

互有重疊之處，過於概念性的問題也不夠明確、平易近人，訪談進行中不易

得到所需的資料。後來經由指導教授的建議和研究者的思考，發現其實在節

慶場域中的各種展演被觀光客以各種方式接收即內化成遊客體驗，因此研究

問題修正為以觀光體驗為主，涵蓋原本欲討論的物質文化議題，包含供給方

提供的觀光體驗及需求方感知到的觀光體驗，再加上研究者參與觀察後的節

慶體驗反思。 

2. 時間點區分及研究書寫順序的重新拿捏：如文獻探討開頭所述，動機和體驗

在這節慶中密不可分，而紀念品是體驗的一種延伸，所以在不能缺漏的情形

之下，筆者也決定花小篇幅介紹並分析，旅行前（動機）、旅行中（節慶體

驗）、旅行後（紀念品）的體驗相關論述兼顧，提供更完整的節慶體驗研究

視角。 

 

 研究操作執行之修正： 

1. 經由此二次的短暫訪談，可得知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較能得到豐富資料，且

不會淪為焦點模糊的漫談。另外，也發覺照片引談法對本研究的必要性，除

了能勾起回憶、看圖說故事之外，也能更進一步詢問影像選取的目的、想法

與動機，了解觀光客心目中具代表性的嘉年華意象。 

2. 研究者本身應避免引談式的詢問方式，以求能獲得較真切的受訪者想法。 

3. 受限於當時的受訪者來源，研究者採取本身人際網絡的受訪者，但此來源應

儘量避免，是為最後順位之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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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章節及前導研究所得之修正結果，本研究將以如下設計為框架開展，期

能得到最佳的研究成果： 

 研究個案：威尼斯面具嘉年華。 

 研究對象：2010 或 2011 年到訪此節慶的觀光客、自助旅行者、停留時間超

過 2 天（含）的觀光客。 

 研究對象找尋途徑：除了透過人際網絡輾轉尋找外，在旅遊相關網站找尋合

適受訪者，透過留言及 e-mail 聯絡撰寫嘉年華旅遊經驗的部落客或留言回應

者，與符合受訪條件之觀光客取得聯繫並進行訪談。 

 研究問題：節慶/城市提供的體驗型態，遊客感知的體驗型態，研究者對節

慶體驗的反思。 

 研究操作：將選取 10 位符合條件的受談對象搭配照片引談法進行半結構式

的深度訪談。 

第六節 研究操作與困境 

 

如第一章的研究動機所提，筆者於 2011 年 3 月 6 日至 3 月 8 日到訪威尼斯

嘉年華進行參與觀察，並依前述第三節的一手資料來源，在節慶場域中尋找符合

受訪條件的潛在台灣自助旅行者，無奈筆者時運不濟，在節慶中竟然沒遇到任何

赴威尼斯面具節自助旅行的台灣觀光客，只好留待返台之後再尋找符合條件的受

訪者。回到台灣之後，沒想到找尋適合的受訪者遠比想像中的難，透過筆者的人

際網路輾轉詢問的結果，或許因為距離遙遠、旅費高昂，加上普遍對義大利的治

安與語言障礙感到害怕，所以在此詢問過程中，發現造訪威尼斯面具嘉年華的觀

光客有跟團旅行的傾向，最後在此途徑只問到兩個跟團旅行的人，並不符合本研

究的研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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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筆者便延伸網路尋找的部分，主要透過 3 個網路平台，背包客棧9、電

子公布欄 ptt 上的 EuropeTravel 板10、Google 瀏覽器的「威尼斯嘉年華」「面具節」

關鍵字結果，在這 3 個平台中找尋描述嘉年華自助旅行相關的文章及遊記部落格，

其中遭遇到的首要困難為年份上的限制，網路資料新舊皆有，為了取得近兩年的

自助旅行受訪者名單，需要逐篇檢視、耐心尋找，列出適合的受訪者名單，再以

信件或留言的方式取得連繫、說明研究意圖及徵求受訪同意。接續過程中最常遇

到的困境就是信件和留言石沉大海得不到回覆，或是只願透過網路問答、拒絕當

面約訪，這或許都是藉由網路找尋受訪者的缺點與困境，其次還有研究者本身的

限制，有幾個合適的受訪者願意接受訪談，但地點卻在台中、雲林、台南、花蓮

甚至大陸，因研究者本身受限於時間、地點及旅費，前往訪談的範圍只到新竹（含）

以北的地點而不免有幾個遺珠之憾，在此也和願意受訪但因筆者個人因素未能成

行的人表達感謝之意。 

 面臨上述困境，原先預定的受訪者來源三個途徑在尋找之後，受訪人數仍稍

嫌不足，此時有受訪者願意主動提供當初同行的旅伴做為研究者的受訪名單，雖

然同行旅伴並非全程皆相同行程，研究者仍猶豫是否會造成研究起點上的強烈同

質性，考量其適當性之後，出於沒有任何一個人的體驗會完全相同之論據，最後

決定採納並說明其來源11，筆者將受訪者資料及旅遊背景整理如下表，受訪者前

往節慶當時職業為學生身份共有五人，社會人士也同樣為五人，值得注意的是五

個學生皆為赴歐的交換學生12，也印證了旅歐的經濟門檻，如同筆者兩次赴歐前

往威尼斯嘉年華的身份，若非有交換學生或留學生的機會，到歐洲進行旅遊活動

並不容易。而受訪者 Karen 是裡面的特例，她於節慶時期的住宿並非威尼斯本島

或周邊，但因造訪動機強烈，所以她分別兩天和不同旅伴由米蘭前往嘉年華現場，

故旅伴有 5 個和 1 個的不同。 

                                            
9 背包客棧網址 http://www.backpackers.com.tw/（2011/03 瀏覽） 
10 http://www.ptt.cc/bbs/EuropeTravel/index.html（網頁版本），也可透過 telnet 連線 ptt.cc 找尋分

類看板中的「生活娛樂館」分類中的「Traveling」之下即可找到「EuropeTravel」。 
11 Lauren, futari, Kai 前往和離開威尼斯的時間點雖不同，但三人在嘉年華大部分期間並行共遊。 
12 Julia 為丹麥交換學生，Ili 為義大利交換學生，Lauren, futari, Kai 為瑞典交換學生。 

http://www.ptt.cc/bbs/EuropeTrave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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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受訪者資料表 

受訪者

代稱 
性別 年齡 職業 旅伴 年份 

第幾次

到訪 

停留

天數 
紀念品 

Julia 女 25 學生 0 2011 1 4 面具別針 

Chris 女 30 金融 1 2011 1 2 面具 

Lauren 女 24 學生 1 2011 1 2 鑰匙圈（面具及船）、明信片 

Karen 女 29 航空 5&1 2010 1 2 面具、明信片、地圖陶瓷 

Elven 男 32 資訊 1 2011 1 3 開幕典禮送的面具 

Kai 男 24 學生 2 2011 1 4 勾嘴大夫面具、面具鑰匙圈 

futari 女 21 學生 2 2011 1 3 面具、明信片 

lli 女 23 學生 2 2011 1 2 無 

Jill 女 39 補教 1 2010 1 2 面具 x2 

Darren 男 29 科技 0 2011 1 4 無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10 位受訪者有 2 位是 2010 年到訪、8 位是 2011 年到訪，10 位皆為第一次到訪

此節慶，其中有 3 名男性、7 名女性，受訪者年齡在 21-39 的範圍內，除了學生

之外也有許多其他職業，停留天數都在 2-4 天之間，有兩位是獨自前往而其它受

訪者皆有旅伴，如筆者於前面幾節的說明，並不將性別、年齡、職業等等變數列

入本研究考量範圍，多位受訪者在敘述其旅行經驗時，有提到和旅伴的互動，旅

伴會影響他們在當下的一些決策和想法，包含觀光動機或體驗產生及紀念品購買

方面，留待資料分析時再行檢視。另外，筆者發現這 10 位受訪者皆是第一次到

訪此節慶，面對此研究巧合，筆者知覺無法比較初次及重覆到訪的不同體驗，重

覆到訪的遊客體驗遂和上列變數一樣，成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當然，筆者清楚

認知到此研究的變數產生有諸多來源，本研究未提及或不考慮之處並不代表不重

要，而是研究者在衡量自身研究能力之下做的取捨。  

 另一研究限制為，本研究所選取的受訪者到訪年度為 2010 及 2011 年，雖在

閱讀諸多相關旅遊書之後得知每年活動大同小異，但筆者原欲比較兩個年度間的

活動差異以視其是否提供不同體驗，但官網並未留存 2010 年活動節目表，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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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法有別的管道取得，加以 2011 年適逢建國一百五十年故活動較為盛大，應

已包含固有的活動型式甚至有往年未有的新題材，筆者因此認定分析 2011 年的

活動節目應已足夠，在此特別說明。 

 

第七節 信效度的控制 

 

根據林佳瑩、徐富珍（2004）的說法，信度是「可靠性、可信度」，效度是

「測量方法是否確實測出該被測量的，而非其它相關事物」。高熏芳等人（2001）

指出效度一詞並非暗示有任何客觀存在的真實，研究者不需以一種定律來檢驗研

究結論以測得效度，而是將結論與其它現象比較，利用這些現象證明自己錯誤的

可能性是多少。本研究並非量化研究，故尋求普遍法則的效度概念及可重覆性之

研究結果的信度概念，不適於此處解釋。然而質性研究中，研究者作為研究工具，

若以建構主義範式角度，與其說效度這個概念，不如說真實性、可信性、可靠性、

一致性等等（陳向明，2002 引自 Lincoln & Guba, 1985, 1990）。 

 儘管許多學者強調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差別，指出質性研究中信效度概念

並不真正適切，Yin（2003）在其個案研究的專書中，仍提出個案研究法中的信

效度：（一）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是個案研究中首要的關鍵，指的是對

研究概念需採用可操作性的測量方法。（二）內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強調研

究結果的可信度，即研究者的發現與事實之間的符合程度，是否有觀察到欲觀察

的事物。（三）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關心的是研究結果對個案之外的問題

是否具有可推論性。（四）信度（reliability）是指檢驗的可靠性，目的是為了確

保後來的研究者能夠按照先前研究者的研究步驟，再次進行相同的個案研究並得

出相同的結果。Yin 同時指出三種提高個案研究建構效度之方法：採用多重證據

來源並進行交叉印證、形成證據鏈、讓證據提供者對個案研究報告進行檢驗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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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真實性。綜合 Yin 及以上其它學者的論述，本研究面對信度及效度的處理如

下： 

 建構效度：本研究的資料收集包含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的一手資料，也包含

不同媒體型式的二手資料，是十分多元的資料來源，另外在訪談或觀察之後，

研究者會提供逐字稿供受訪者檢驗，最後的研究報告也會請他們提供回饋和

建議，以掌握被研究者經驗和想法的真實性。 

 內部效度：本研究採用多重的證據來源，與文獻相互印證，並得出可推論性

的詮釋結果，由不同體驗來源做類型分析，也能適用於其它與節慶體驗相關

之觀光研究。 

 外部效度：本研究的主旨在描述並解釋嘉年華中不同體驗來源的類型，將研

究結果套用至其它的節慶觀光研究並非本研究意圖，節慶中的某些特殊性也

無法套用，因此外部效度暫不在本研究的考量的範圍內。 

 信度：若要依照相同的研究步驟能得出相同的結果，Yin（2003）提出個案

研究實施計畫表及個案研究資料庫兩個方法，在個案研究實施計畫方面，研

究者設定研究目的與問題後，依據文獻探討及前導研究之結果，擬定研究進

行的方式與計畫。而研究的資料庫有兩個來源，二手資料的可靠度研究者並

無法掌控，但在一手資料方面，參與觀察和訪談部分會盡可能詳實地紀錄，

除了逐字稿和研究成果會回饋給受訪者之外，也追尋一定的程序和步驟分析

並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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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第一節 威尼斯面具嘉年華現況 

 現在的嘉年華概況自然是與最原始舉辦型式完全不同，自一九七九年復興之

後，節慶以嶄新的現代樣貌復甦於世人眼前，在短短時間內就重新建立其特殊性

和獨特的嘉年華意象。由於筆者於 2011 年度再訪，故以 2011 年的活動概況來說

明嘉年華的場景及節事活動，讓讀者對現代嘉年華有較具體的認識。威尼斯本島

呈現一個魚的形狀，總面積 412 平方公里，共分為六個區域：卡納雷吉歐區

（Cannaregio）、聖保羅區（San Polo）、多爾索杜羅區（Dorsoduro）、聖十字區（Santa 

Croce）、聖馬可區（San Marco）與城堡區（Castello），貫穿島中央的是威尼斯大

運河（Canal Grande）13，大運河是主要的水上交通路線也是水上活動舉辦處。

本島上的每個區域都會舉辦各式活動，而聖馬可廣場是舉辦嘉年華主要節事活動

的地點，聖馬可廣場位在聖馬可區，是島上相對中心點，也就是圖 1-1 中的紅色

A 處。 

圖 4-1 威尼斯地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2011/10/24 瀏覽） 

                                            
13 威尼斯基本資料來自維基百科，關鍵字「威尼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BC%E6%96%AF（2011/10/24 瀏覽）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BC%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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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的嘉年華舉辦日期為 2 月 19 及 20 日、2 月 26 至 3 月 8 日14，每年的

威尼斯嘉年華都有不同主題，舉辦型式則每年都大同小異，宗教性的常態活動、

扮裝相關活動大致上不會改變，今年的主題是十九世紀，同時今年也是義大利統

一的 150 週年，威尼斯以女性的感性出發，回歸後羅曼時期女英雄式的嘉年華，

在奧地利兵士和義大利統一團隊的戰爭中加入了一些民俗性，如此一來，威尼斯

又再度從戲劇和博物館中，透過音樂會、劇目、歷史展演、盛大舞會及電影秀和

威尼斯人產生對話15。嘉年華期間除了官方協辦單位舉辦的活動之外，私人單位

（例如餐廳、酒吧、俱樂部、教堂等等）也會自行舉辦音樂會、派對、舞會等等，

筆者將 2011 年的官方活動節目的各種類型整理如下： 

 

表 4-1 2011 年威尼斯嘉年華官方活動類型 

類型 活動內容明細 

舞台類 聖瑪莉節選秀 聖瑪莉節頒獎 最佳造型競賽 最佳造型頒獎 

遊行類 歷史裝扮遊行 開幕水上遊行 閉幕水上遊行 面具扮裝遊行 

戲劇類 街頭戲劇展演 木偶戲 默劇  

表演類 舞孃秀 雜技、雜耍 北京文化表演秀  

音樂會 流行歌手演出 樂團演出 DJ 時間 古典樂 

舞蹈類 探戈 華爾滋 即興舞蹈  

歷史類 歷史劇展演 說書   

文藝類 電影賞析 詩詞藝術 圖書館聽讀  

展覽類 藝廊展覽 博物館展覽 攝影展覽  

其它 19 世紀甜點品嚐 紅酒噴泉品酒 Omnibus、兒童嘉

年華 

青少年嘉年華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官方網站節目表16 

 

2011 年的節慶主題是 19 世紀，聖馬可的舞臺場景設計成歌劇院的包廂，回

溯舊時貴族戴面具夜遊的場所之一，另外在舞台對面設置了紅酒噴泉，醒目的紅

色液體流出吸引遊客注意力，噴泉下方的水龍頭轉開就是可販賣的熱葡萄酒。開

幕的水上遊行在前一週末舉行，色彩繽紛的華服船夫操著槳讓貢多拉航行於威尼

                                            
14 正式日期雖是 2/26-3/8，然而現今的嘉年華都將前一個週末也列入舉辦日期。 
15 2011 年節慶的活動宗旨描述，出自筆者實地於節慶中取得的官方活動表之折頁敘述。 
16 2011 年官方網站節目表 http://2011.carnevale.venezia.it/programma.php（2011/10/24 瀏覽） 

http://2011.carnevale.venezia.it/programm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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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水域，而大批遊客就在岸旁觀望，象徵威尼斯嘉年華的開始。相反地，閉幕的

水上遊行則在節慶最後一天星期二的午夜，以安靜、象徵沉默的方式宣告嘉年華

的結束，正式進入齋戒月。開幕和閉幕之間每天都有很多活動，聖瑪莉節選秀和

最佳造型競賽有多場比賽，除了頒獎只有一場之外，其餘活動幾乎都具有重複性，

但重複的活動也提供不同的選擇，例如展覽類就有不同的博物館、美術館，活動

地點散落整個本島，甚至周遭小島如 Murano、Burano、Lido 也有各式不同活動，

地點多元、活動多元並涵蓋不同年齡層，Omnibus 和兒童嘉年華是以嘉年華主題

延伸的創造性與教育性活動為主，另外也有青少年嘉年華，包含音樂、戲劇、舞

蹈、藝術等等活動元素，特別的是，今年的嘉年華還有北京文化表演秀此類型的

國際文化展演，除了官方活動之外威尼斯各區也有私人單位舉辦的各式活動，如

嘻哈嘉年華、舞會、派對之夜、音樂會、戲劇表演及路上的遊客即興歌舞等等。

藉由上述活動內容的描述，可了解嘉年華的活動極其豐富且多元化，也是其多重

體驗型式產生的基凖點。 

 

第二節 觀光動機與資料來源 

2-1 觀光動機主要為口耳相傳而來 

影響觀光客行前動機的產生其實有太多不同因素，若很粗略的區分觀光動機，

當然是可依「逃離」（Lee et al., 2004）和「找尋」（Crompton & McKay, 1997）這

兩個大類做最初步的歸類，逃離平日常規和找尋特殊性是最基礎的動機來源。但

針對嘉年華的參與動機，在筆者詢問受訪者為何想來嘉年華的原因時，最根本的

動機主要都是源自於對嘉年華意象的憧憬，而這樣的憧憬來源最主要就是透過媒

體傳播管道，使受訪者接受此意象因而產生造訪的動機。其中筆者將同儕、旅伴

的影響歸類在口耳相傳的部分，除了受訪者 Jill 是因假期時間、廉價機票的城市

限制，加上先前參與西班牙聖週後對大型節慶的參與動機變高讓她來到威尼斯嘉

年華，筆者無法歸類 Jill 的動機來源類型，其餘受訪者的動機來源類型大致可依

以下三種來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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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旅遊動機來源分類表 

旅遊動機來源 不同來源下的受訪者 

口耳相傳 Julia、Lauren、Chris、Karen、Kai、Ili 

電視 Julia 

網路 Chris、Elven、Darren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從上表可看出對受訪者而言的主要三個動機來源，就是口耳相傳（Cho & 

Kerstetter, 2004）、電視（Perkins & Thorns, 2001）和網路（Briggs, 2001）這三種，

相對於 Dann（1996）所提出的二十多種媒體形式，受訪者參與嘉年華的動機來

源相對簡單，其中口耳相傳這個傳播方式明顯是相對而言較大的動機來源，如同

Dann 的歸納，親朋好友間的口耳相傳是觀光動機產生的最主要來源，從受訪者

Karen 的例子可看出，口耳相傳方式對她的動機產生有很長遠的影響力： 

 

…很久以前，曾經有長輩去過這個嘉年華會，他回來之後就是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就覺得好神奇，怎麼會有一個嘉年華是每個人都奇裝異服然後都戴著

面具的，所以那時候我聽了之後就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可以去。…那

時候我也沒有看照片，我是聽他的敘述，我就覺得說這個地方好像很特別，

然後感覺上就是，因為台灣很少會有這樣子的機會…（Karen, 2011/09/05） 

 

上述的 Karen 提到她並沒有看照片，僅僅憑藉口耳相傳就在她心目中種下長遠的

動機因子，媒體的影響力如此之大由此可見一斑，透過各種媒體型式，被傳播的

事物會不斷被強化，觀光意象也就在這過程中不斷被加強並散播（Hebdige, 1988）。

但在動機類型的歸類上，筆者無法提供六或七個動機因素（Crompton & McKay, 

1997; Lee, 2000），因為質性研究的敘述較為零亂且瑣碎，對受訪者的想法及情感

描述當下也無法提供選項，如同 Urry 所提及的，受訪者參與嘉年華的動機主要

來源是一個憧憬和想像（葉浩，2007），這部分可歸類於 Crompton 與 McKay 及

Lee 提到的動機類型中的「新奇感」，但並不符合他們在眾動機因素歸納出的主

要類型「文化探索」（Crompton & McKay, 1997; Lee, 2000; Wamwara-Mbugua & 

Cornwell, 2009），足見在節慶意象的傳播過程中，嘉年華的特殊感和新奇感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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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強化的部分。 

 

2-2 再現循環和展演反轉得到印證 

 受訪者表現出最主要的動機來源是親友間的口耳相傳，因此筆者基於好奇心

和意圖印證「再現循環」是否在受訪者的觀光行為中成立，於是在訪談尾聲提出

相關疑問，全部的受訪者皆表示會推薦沒來過的人來，推薦的方式是將自己的觀

光經驗告知未到訪的人使其成為嘉年華潛在觀光客，在敘述他們對嘉年華的正面

感受和他們所體驗到的人事物時，除了最直接的口耳相傳方式之外，還會以各種

方式輔助介紹，諸如：展示嘉年華中的照片、展示嘉年華中購買的紀念品等等，

有的受訪者更習慣將旅遊時所拍攝的相片整理成網路相簿或者是寫成旅遊部落

格，不僅提供照片更加上許多文字介紹，透過網路媒介供親朋好友查看或甚至能

夠在網路上被無數潛在觀光客搜尋到。觀光客將他們所經歷的觀光體驗透過影像、

文字及言語符號化，然後複製再經由媒體傳播，成為未來潛在觀光客的動機產生

來源及預定追求的體驗，這樣一個輪迴式的過程即是 Jenkins（2003）所提到的

「再現循環」和 Haldrup 與 Larsen（2010:5）指出的「展演反轉」的概念，先前

的觀光客將自己的觀光體驗符號化並複製然再透過媒體傳播，後到的觀光客再依

先前觀光客傳播的嘉年華意象進行同樣的收集動作，如此同樣的觀光意象不斷重

複被建立、符號收集與複製也不斷被以同樣方式再製，在述說、展現、傳播這些

故事及影像的過程中，使之成為一個可互相解釋並重覆運行的再現循環/展演反

轉。然而以威尼斯嘉年華個案來說，節慶特有的圖像傳播意象十分強烈，由受訪

者 Darren 於行前網路搜尋資料時的想法可看出，他認為「對我來說，文字其實

一大堆啦，重點還是他拍的圖片漂不漂亮啊！」文字的影響力固然存在，但這些

「漂亮」的圖片營造出的強烈嘉年華意象使觀光客心生嚮往，是促使他們到訪的

最大誘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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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娛樂體驗分析 

3-1 節慶活動展演下的娛樂體驗 

3-1.1 活動提供感官娛樂體驗 

 

 以節慶主辦單位的角度來看，提供可供被動、吸收的活動型式，是讓觀光客

產生娛樂體驗的來源，而這也是 Pine II 與 Gilmore（1998）所指出的最被大多數

人知覺的體驗型式。觀光客本身對活動並無影響，是站在一個欣賞活動展演並接

收活動傳達的定位，而這些活動在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等等方面產生

感官上的刺激，使觀光客的感官擁有某些享受並達到娛樂的效果，進而達到觀光

客的娛樂體驗。在第 1 節所介紹的活動節目整理表中，可看出大部分節慶活動皆

是屬於娛樂體驗性質： 

 

表 4-3 娛樂性質的節慶活動 

類型 活動內容明細 

舞台類 聖瑪莉節選秀 聖瑪莉節頒獎 最佳造型競賽 最佳造型頒獎 

遊行類 歷史裝扮遊行 開幕水上遊行 閉幕水上遊行 面具扮裝遊行 

戲劇類 街頭戲劇展演 木偶戲 默劇  

表演類 舞孃秀 雜技、雜耍 北京文化表演秀  

音樂會 流行歌手演出 樂團演出 DJ 時間 古典樂 

舞蹈類 探戈 華爾滋 即興舞蹈  

其它 19 世紀甜點品嚐 紅酒噴泉品酒 Omnibus、兒童嘉

年華 

青少年嘉年華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上述嘉年華中的娛樂活動大部分皆是屬於視覺和聽覺類型，也是一般觀光客最直

接感受到的，舞蹈、戲劇、表演、音樂會、舞台活動及各類遊行，在視覺和聽覺

展演上營造出節慶的聲音及形象，甜點品嚐及品酒則屬嗅覺及味覺的感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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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陳乙榕（2008）所強調的五感體驗和賴惠鈴（2008）指出的五感行銷，抑或

應用於 Appadurai（2008）提出的 suffix-scape 概念，將視覺景象、聽覺景象、嗅

覺景象及味覺景象揉合建構成為觀光客心目中的嘉年華意象，各種感官的綜合體

驗讓節慶意象更加強化、深入。官方單位也對攜家帶眷的觀光客設計了老少咸宜

的活動，像是兒童及青少年的嘉年華，讓不同年齡層的節慶參與者適得其所。雖

然對大部分受訪者來說，參與節慶主要目的是去看戴面具扮裝的人們，但不少受

訪者也表示他們有參與到官方舉辦的活動，例如音樂會、演唱會、舞台劇、默劇、

聖瑪莉節選秀、造型選拔及各式遊行等等，視覺和聽覺的表演皆有之，或是同時

製造視覺和聽覺上刺激，像是 Lauren 和 Elven 都有特別指出他們看到遊行隊伍

中還有打鼓的樂隊表演，針對今年官方比較特別的跨文化活動，Kai 在他的活動

參與經驗中也提到這次的北京文化表演，在節慶場景中他看到了川劇、變臉及民

俗舞蹈等等，但他表示這是相對而言較為熟悉的表演型態，故也就沒有所謂的新

奇感和差異感（Chhabra et al., 2003）了。 

 

3-1.1 活動提供情感娛樂體驗 

 

回歸嘉年華的重頭戲－面具扮裝，許多受訪者像是 Chris、Elven、Kai 都提

到這就像 cosplay
17的場合，也有其它受訪者認為像是化妝舞會的型式，雖然官方

有舉辦各種活動，但對這些參與的受訪者來說，他們所認為的節慶重點有強烈的

同質性，嘉年華中最主要也最吸引人的活動就是面具扮裝，對此節慶特性他們也

有諸多不同感受，筆者歸納他們對扮裝盛況之下的嘉年華感受如以下列表： 

 

 

 

 

                                            
17 Cosplay（日語：コスプレ），是 Costume play 的和製英語簡稱（此稱由日本動畫家高橋信之於

1984 年假美國洛杉磯舉行的世界科幻年會時確立），中文一般稱之為「角色扮演」或「角演」，

指一種自力演譯角色的扮裝性質表演藝術行為。 

而當代的 Cosplay 通常被視為一種次文化活動，扮演的對象角色一般來自動畫、漫畫、遊戲、電

玩、輕小說、電影、影集、特攝、偶像團體、職業、歷史故事、社會故事、現實世界中具有傳奇

性的獨特事物（或其擬人化形態）、或是其他自創的有形角色。方法是刻意穿著類似的服飾，加

上道具的配搭、化粧造型、身體語言等等參數來模仿該等角色。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Cosplay, 2011/11/3 瀏覽） 

http://zh.wikipedia.org/wiki/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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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扮裝盛況下的嘉年華娛樂感受列表 

受訪者代號 於扮裝盛況下的嘉年華感受 

Julia 

…面具非常華麗… 

…感覺就很搶眼… 

…氣勢是很神秘的… 

Chris 
好酷喔，他們怎麼可以扮得這麼像！…很厲害… 

…很妙啊… 

Lauren 

有創意…覺得很漂亮很華麗… 

…有一個扮成蝸牛的比較特別，就是大家會覺得怎麼會有扮這個東西啊！ 

…我在那邊看到很多就是比較特殊然後新奇的，是我原本想不到的。 

Karen 
我看到一個最讓我驚嚇的是，他扮成一個盆栽。 

…我就覺得哇好有趣喔。 

Elven 
…扮的聖誕節一樣。 

…都是扮的很華麗… 

Kai 

…很多很有趣的裝扮，然後又很熱鬧。 

有些人的裝扮會特別讓我驚訝… 

…很好玩。因為不管別人扮的怎麼樣，在路上不管你怎麼走都一定會看到

驚奇，就是隨時都可能會有 SURPRISE，然後你就覺得很開心這樣。 

futari 
…比我想像的還要更誇張… 

…我覺得天啊這太漂亮了… 

Ili 

…他們的造型真的是太酷炫了！ 

…也會有看到一些裝扮的很好笑的… 

…這些人實在太有趣了。 

對，就是好看啊。就是人家長這樣、穿這樣，就很好看啊。 

Jill 
…每一個都很特別… 

…看起來就是還蠻順眼的。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從上列表格中可看出，對於嘉年華面具扮裝的娛樂體驗幾乎都屬於視覺或視

覺接收之後轉化的感受，例如視覺上的漂亮、華麗、搶眼、順眼、酷、酷炫和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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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接收之後轉化的有趣、好玩、好看、好笑、開心，這些形容詞呈現出觀光客娛

樂體驗中的視覺享受和愉悅，在筆者的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大多數受訪者對於面

具扮裝的主題或角色內容並不清楚，只是大略知道類似復古宮廷式的主題，他們

僅單純去節慶中享受樂趣及感到好玩，如同 Urry（葉浩，2007）及 Wang（1999）

所說的，對現今的後現代觀光客來說，觀光過程就像是一場遊戲，觀光的目的主

要就是追求享樂及好玩。驚嚇、驚訝、驚奇、特殊、特別、新奇、奇妙、有創意

也是受訪者觀感中的一個特點，觀光客在旅遊實踐中尋求一種不一樣的經驗，在

威尼斯面具嘉年華中，他們看到的是特殊的場景和活動盛況，和他們往常生活中

的平凡相對照，滿足他們原先的想像及對差異感的渴求（Chhabra et al., 2003），

這也正是在觀光過程中必須包含的一部分，相對於原本習以為常的環境與氛圍，

觀光客追求所謂的「不一樣」，讓他們對差異事物的心生嚮往（Knox, 2008）。除

此之外，「誇張」和「原本想像不到的」這兩種感覺也印證了某種失序，在筆者

詢問的過程裡，其中受訪者Darren對這些扮裝者的看法甚至是「一群神經病啊！」，

他認為參與扮裝的人十分瘋狂，而觀賞這樣的演出會帶給他瘋狂的感覺，也就是

處在那樣的節慶空間下，強烈又密集的感官體驗會創造出當下的觀光樂趣，除了

樂趣之外還會感覺到一種解放（Kim & Jamal, 2007）。 

 

3-2 節慶氣氛、觀光行為的娛樂體驗 

 

3-2.1 觀光客感受節慶氣氛 

 

娛樂型體驗屬於吸收型的被動體驗，若以日常展演的觀點來看，節慶展演來

自於全體互動的共同演出（Goffman, 1959），是集體方式呈現的觀光展演（Haldrup 

& Larsen, 2010:6），共同互動會讓節慶參與者自覺是其中一份子，歡樂氣氛的享

受也是造成體驗的核心（Morgan, 2009），因此娛樂體驗除了各式演出更包含整

體節慶氣氛所給予的感官體驗，「氣氛」雖然無形但其實也是一種節慶展演，顯

現出來的並不是具體的展示，氣氛體驗包含在觀光的娛樂體驗內，無形中帶給觀

光客「愉悅」、「快樂」、「享受」的感覺，在實際的節慶活動展演之外，能帶給觀

光客最直接的娛樂體驗。在訪談過程中除了多數受訪者有提到的人潮多、熱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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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感受，也有一些較細微的個人遭遇及節慶氣氛陳述。像是受訪者 Kai 認為嘉

年華中的每個人都很快樂，他也描述他遇到的人群即興活動，並覺得在這樣的氣

氛下每個人都很和善： 

…每個人都是很 high，這真的是一種嘉年華的感覺，就是每個人都很快樂，

也看到很多很即興的方面，就像是一個人走在路上，然後就看到一群人就跟

陌生的人就站在那邊，一邊跳舞還一邊搭火車18，然後那個火車就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然後就看到各種服裝的人到處跑來跑去、到處轉來轉去，那時候

好像每個人都是蠻和善的，這種感覺很不錯。（Kai, 2011/09/13） 

Kai 覺得嘉年華的感覺就是「每個人都很 high」，甚至和陌生人搭火車轉來轉去，

這樣的人群互動場景對他產生了一種和善的氛圍，這顯示出節事活動中的社交樂

趣及互動關係對觀光客的重要性（Morgan, 2009），觀光客在這樣的社交互動下

會覺得自己是節慶參與者，和在地人及其它觀光客之間的互動會影響觀光客的社

群歸屬感，Kai在節慶場合裡享受到的歡樂氣氛，是造成其娛樂體驗的重要核心，

反映出觀光客在節慶裡的距離彼此拉近，社交機會的創造也是節慶要素（Bowen 

& Daniels, 2005; Gelder & Robinson, 2009）。同樣地，受訪者 Jill 也提到節慶的歡

樂氣氛帶給她的感受： 

…那種歡樂的氣氛…你會感覺到那種雖然人潮很多人很擁擠，但是大家都很

興奮，所以會感受到那種氣氛的感覺。（Jill, 2011/09/20） 

在 Jill 對節慶氣氛的描述中，她認為氣氛的歡樂和人群的興奮是嘉年華的氛圍體

現，愉快的氣氛在節慶中可以引起真實的社群互動經驗，如同 Wang（1999）指

出，觀光經驗的核心是真實的人群互動關係，在 Jill 的感受中，人群互動關係是

以人潮很多很擁擠的情形展現出來，讓她感受到「那種氣氛的感覺」。關於節慶

中的人群互動，受訪者 Elven 則有別種體會： 

…你會被那個氣氛渲染，就是人會變的比較…反正你旁邊的人都在喝酒跳舞

戴面具、讓人家拍的時候，你會感受到然後你會跟著變得比較開放，可能也

會想要參與這些活動。（Elven, 2011/09/07） 

                                            
18 「搭火車」是一種肢體動作，將雙手搭在他人雙肩上，多人相互搭肩移動形成搭火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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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Pitts（2004）所強調的社群功能，Elven 的說法印證節慶中的觀光客，對節

慶氣氛和活動整體感到認同並會尋求一種集體經驗，觀光客在旅遊過程中或是在

某些場合下，接收特定氣氛渲染，會被周遭人群影響並產生共同做某些事的欲望。

這種特定氣氛下，觀光客會更容易接納平時不願或不敢做的事物，對事物的排拒

性較低，心胸也更開闊。「氣氛」是如此微妙，影響人的感受及經驗，特定氣氛

下的人群互動關係有時候還可能產生一種人際間的張力，由受訪者 futari 的如下

遭遇可看出： 

…我就正常走我的路，然後他們就一群人經過，突然有一個人衝上去然後把

你帽子抓下來，就把你帽子拿走這樣子，我就想說誰拿我帽子，我就生氣地

回頭，他們就大笑哈哈哈，然後把帽子還你，或者是有人會突然從後面拍你

這樣，當場就覺得還蠻火的，西搞嬰阿19
...（futari, 2011/09/15） 

在 futari 的經驗中，她表示這段遭遇在當下讓她很生氣，產生一種被惡搞、被捉

弄的感覺，但過了那個當下之後她就覺得：「算了啦，就是大家很瘋狂。」並用

一種無奈但接受的語氣述說她當下對那群青少年的感受：「很壞欸，壞蛋。」futari 

的遭遇就如同 Kim 與 Jamal（2007）所提到的 Turner（1969）概念，屬於平等、

接納、俏皮的人群互動關係，節慶中的人們不分群體彼此平等看待，也沒有平時

可能感覺到的距離感，惡作劇的舉動對那群青少年來說可能是一種俏皮的表現，

而最後 futari 也在這互動後以接納的態度看待這段遭遇。但相對於另一段遭遇，

futari 就表示出她的驚訝，她指出在節慶中曾遇到一個台灣女生跟她聊天，同時

也和另外一群美國觀光客聊天，在燈光、酒精和音樂薰陶下，大家變得極度興奮，

甚至有以下結果： 

…後來那個台灣女生還答應那群美國人說，她明天要跟他們一起去農莊玩，

就可能只是在認識不到 5 分鐘，她就要坐他們的車一起去農莊品酒之類的，

感覺在那邊是一個非常開放，然後還算友善的氣氛這種感覺。（futari, 

2011/09/15） 

futari 在這段經歷中，對那個台灣女生短暫交談後的衝動決定雖表現出微微吃驚

的態度，但最後她自己仍下了一個結論，認為當時是一個開放且友善的氛氣，把

酒言歡建立了彼此間的親暱感，興奮的情緒建立了某種安全感，進而讓身為女性

                                            
19 筆者對台語的音譯，原意為「死猴崽仔」，通常用來罵搗亂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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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在觀光過程中能夠忽視潛在的危機。人際互動中產生的安全感在受訪者

Jill 看來，她則是認為在節慶場合中的混亂失序是她可以接受的，甚至覺得這樣

的混亂是理所當然的，在這種混亂情形下對她並不產生任何負面影響，因為熱鬧

氣氛帶給她的感受還是偏向正面的，她表示「而且也沒有感覺到有安全上的問題

啊，所以我就覺得還好」。受訪者 futari 的遭遇和 Jill 對人潮擁擠的正向感如同

Hayllar 與 Griffin（2005）在其研究中指出的氣氛包含當下場景中的安全感，這

安全感來自個人感覺和情感象度，他們也特別提出親暱感的重要性，親暱感伴隨

著氣氛而來，在節慶中與人潮互動、擁有共同的步調也是體驗的重點之一。不論

是和善的、歡樂的、渲染的、俏皮的、互動的、安全的、親暱的氣氛，都是節慶

環境中的氛圍體現，在這樣的氣氛中觀光客感受到的是一種愉悅、快樂的感官娛

樂體驗。 

 

3-2.2 觀光客行使飲食實踐 

 

娛樂體驗主要和感官刺激相關，除了視覺、聽覺和氣氛感受之外，也包含味

覺－飲食的部分，飲食在觀光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食物為人的生理基本需求，

在旅行途中當然也是必需品，不過，吃什麼、怎麼吃、在哪裡吃就是耐人尋味的

問題了。在筆者詢問旅行中的消費品時，多數受訪者都提到他們一定會吃「當地」

的食物，但在這邊「當地」的定義對他們來說，代表的是在當次的旅遊地品嚐食

物，或是當地盛產食材調理的食物，也可能是他們覺得很有當地代表性的食物，

而不一定是指只有當地才有的食物。對食物的重視程度從受訪者 Julia 和 Lauren

的說法可得到印證，她們強調在旅行時的消費是一定要吃東西，對當地特殊代表

性食物的消費是旅行中重要的一環，Kai也認為當地有特色的食物是一定要吃的，

即使價格很貴也無所謂，因為食物是觀光經驗中不可或缺的娛樂性體驗，食物可

以代表一個地區，而該地區的飲食文化更是使其與眾不同的要素（Hall, 2003）。

但很可惜節慶主辦單位舉辦有關飲食的活動就只有十九世紀甜點品嚐和熱紅酒

飲用這兩種，唯一有注意到官方的飲食提供只有受訪者 Elven，他表示紅酒本來

就是歐洲飲食文化的一部分，所謂的十九世紀甜點品嚐在他看來也像是一些類似

麵包的食物，實在沒有太大特色，於是他和其他受訪者一樣，都把觀光中的飲食

經驗建立在威尼斯城市裡的餐廳、咖啡廳、麵包店或小販，像是受訪者 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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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的飲食體驗： 

…第一次是吃海鮮類的東西，然後第二次去的時候，我們亂吃一些東西，印

象中比較深刻的是有冰淇淋，因為那個時節其實是很冷的，可是那個時候我

們就一直覺得一定要吃那個冰淇淋，然後就冷的要死。（Karen, 2011/09/05） 

除了海鮮是威尼斯島掬手可及的食材資源外，受訪者 Karen 在天氣很冷的情況下，

還是覺得應該要吃冰淇淋，因為她覺得這是義大利的代表性食物之一，所以即使

並非適當的氣溫，她還是依循自己先前的嚮往消費食物、擁有此娛樂性的味覺體

驗。Karen 的想法顯示，對異國食物的嚮往是很多觀光客旅遊的目的之一，異國

食物甚至可以是旅遊經驗的最終目的，食物做為探索他者文化的一種方式，讓觀

光客產生消費、品嚐的欲望，食物帶領觀光客去體驗、享受各種不同的文化（Long, 

2004）。食物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維持生命所需自是不在話下，什麼樣的人吃

什麼樣的食物，食物呈現出食者的樣貌和特性，食物在觀光中是娛樂體驗的要角，

除了人如其食的概念（Richards, 2002a），食物在觀光中體現的更是一種地方代表，

在受訪者 Kai 和旅伴們對威尼斯墨魚麵的執著可見一斑： 

…當初我跟我那班同去的同學，我們有一起去點威尼斯當地的墨魚麵，因為

墨魚麵是他們特產之一，所以我們也跟著吃啊。至少在吃、吃真的是台灣的

人非常在意的一樣東西，去那個地方沒吃過當地的美食，就沒有去過那個地

方嘛！其實墨魚麵跟台灣可能也沒有差那麼多嘛，可是我們還是會吃這樣。

（Kai, 2011/09/13） 

Kai 表示他覺得台灣的墨魚麵和威尼斯的墨魚麵可能其實差異不大，但由於他和

旅伴都認為墨魚麵是所謂「典型」的在地食物，主觀認定既然是「特產」就值得

消費，並且強調「吃」是台灣人很在意的東西，雖在自己家鄉也有該國食物，但

在旅行時為了體驗其中的不同，當地食物就「還是會吃」，觀光客旅遊時選擇的

飲食於是包含了對當地差異性的消費（Richards, 2002a）。而 Kai 理所當然地指出

「去那個地方沒吃過當地的美食，就沒有去過那個地方嘛！」體現出“We are 

where we eat” 這句話的真諦，飲食的「地」有其指涉的意義，在 Kai 的觀光過

程中，他透過食物來認定一個地方，食物就變成這個地方代表，也是當地顯現出

的一種地方身份認同，可以讓 Kai 區分自己與他者間的差異，食物於是成了族群

和地方的文化媒介之一（Bell & Valentine, 1997; Richards, 2002a）。從 Kai 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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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謂的墨魚麵在台灣和威尼斯的口味可能差異並不大，雖是當地盛產的海鮮食

材，或許原本也有當地特殊的烹調方式，但經過觀光下的全球在地化現象（鄭陸

霖，2004: 2），即使在台灣依然可以吃到口味相近的異國食物，全球在地化的軌

跡無所不在。 

 

3-3 娛樂體驗之研究者發現與反思 

 如同 Pine II 與 Gilmore（1998）所談，娛樂體驗是最為人們所感知的體驗

型式，在威尼斯嘉年華中也是如此，此處的娛樂體驗恰可和動機來源之一的新奇

感追求（Chhabra et al., 2003）相互承接，觀光客追求新奇感所以來到這個節慶，

而這個節慶給他們最主要的感官知覺也正是無比的新奇感。以五感角度（陳乙榕，

2008；賴惠鈴，2008）來看娛樂體驗筆者認為有恰當但也有不適之處，因為受訪

者接受到的感官體驗專注在視覺部分，聽覺只在部分活動提供有提及，味覺則是

出自觀光客本身對當地食物的迷思，嗅覺幾乎沒有提及，觸覺面大抵只有談到天

氣的寒冷及人潮的摩肩擦踵，視覺接收扮裝盛況下的感受和愉悅為主要部分，於

是可得出嘉年華的娛樂體驗集中在視覺體驗的結論，針對面具扮裝盛況而產生視

覺上的新奇觀感是這個節慶的主要特色。 

在被動吸收的娛樂體驗分析中，筆者觀察到節慶活動展演的娛樂體驗，主要

來源是視覺吸收帶來的各式愉悅，符合享樂及好玩（葉浩，2007; Wang, 1999）、

樂趣及解放（Kim & Jamal, 2007）、差異和新奇感（Chhabra et al., 2003; Knox, 2008）

這些娛樂性感受，觀光客在官方活動及扮裝盛況下吸收這些娛樂體驗，本身是被

動的且對活動並無影響。除了節慶活動展演下的娛樂體驗，另以氣氛感受及飲食

實踐來分析遊客感知的娛樂體驗，筆者透過受訪者言論解析整體節慶空間共同展

演（Goffman, 1959; Haldrup & Larsen, 2010:6）下的氣氛感受，發現氣氛感受著

重於節慶中的社交樂趣（Morgan, 2009）、社群功能與集體經驗（Pitts, 2004）、

氣氛帶動的人群互動（Bowen & Daniels, 2005; Gelder & Robinson, 2009）及當下

的親暱感和安全感（Hayllar & Griffin, 2005），與眾學者所言相符。飲食實踐則

是以飲食在觀光中的角色為切入點，筆者察覺當地食物對台灣觀光客的重要性，

對台灣觀光客來說，觀光景點的食物代表當地的飲食文化（Hall, 2003），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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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辨族群和地方（Bell & Valentine, 1997; Richards, 2002a）也是讓觀光客對異地

心生嚮往（Long, 2004）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受訪者於嘉年華中的飲食經驗也可

看出威尼斯食物能夠代表義大利食物的符號意義，即使在全球在地化現象（鄭陸

霖, 2004: 2）下觀光客在台灣已品嚐過同樣食物，仍要加以印證或期待能有更好

更道地的風味，抑或心理層面上的必要收集。 

 

第四節 教育體驗分析 

4-1 節慶活動提供的教育體驗  

 

4-1.1 官方提供教育性質活動 

  

 教育體驗是吸收型式的體驗，原本的含義是透過一些課程、講座、學習平台、

學習機會等等，在實際參與或身體實作後而獲得的學習體驗，屬於主動的參與體

驗，顧客對活動本身並無影響。在嘉年華場景中的教育體驗部分，官方舉辦單位

在設計節慶活動時，納入某些具教育意義的活動，提昇觀光客對威尼斯歷史或節

慶知識的認識，或是提供各式學習機會，增長觀光客的智識和智慧，激起觀光客

求知的興趣、對其思考和學識上有所助益，甚者產生心靈上的陶冶。威尼斯嘉年

華的活動中可提供教育性體驗的有歷史劇的展出，還包括藝術展覽、傳統展現、

文化融合、新舊交替等等，在第 1 章所提到的 2011 年嘉年華活動型式中，筆者

整理出以下活動皆屬教育性質體驗的設計： 

 

表 4-5 嘉年華之教育體驗活動 

類型 活動內容明細 

歷史類 歷史劇展演 說書  

文藝類 電影賞析 詩詞藝術 圖書館聽讀 

展覽類 藝廊展覽 博物館展覽 攝影展覽 

其它 Omnibus 兒童嘉年華 青少年嘉年華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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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Smith（2003）所提出的概念，節慶是代表當地特色或是體現在地文化的場

域，可發揚在地傳統及文化，對生命和生活是一種慶祝和歌頌，藉由節慶活動觀

光客可以接收到關於節慶歷史、文化、及傳承的諸多資訊，是在地的一種文化表

徵。上述活動中歷史劇展演、說書（storytelling）都是在宣揚威尼斯或是嘉年華

節慶歷史，是一種和傳統相關的述說，藉由這類型活動可以了解過往、增進對當

地的認識，圖書館聽讀則是在讀書朗誦之中包含歷史故事、文化傳統及當地生活

的呈現，攝影藉影像再現舊時地景及人物時光，電影更是一種透過視聽途徑體驗

在地歷史與故事的最佳方式，詩詞藝術讓觀光客能夠受到在地文學和美學的浸淫，

更遑論藝廊、博物館、美術館等各式展覽對觀光客智識及性靈的提昇與薰陶，如

同 Porananond與Robinson（2008）引述Van Koningsbruggen（1997）和Guss（2000）

想法所指出的，節慶做為一個橋樑，可以為當地文化代言，成為當地的象徵，觀

光客透過這些教育性體驗的活動，除了發思古之情懷，也加深對當地文化及生活

型態的認識，能夠對原本不知道或不熟悉的部分多加了解。另外，針對青少年及

兒童所舉辦的 Omnibus 及青少年嘉年華活動，則是以嘉年華主題提供創造性與

教育性的延伸活動，為他們設計不同的場景佈置及活動內容，透過各類靜態及互

動式的學習如音樂、戲劇、舞蹈等等，趣味、學習及智能發展相互結合，不僅對

青少年和兒童的學習及思考有所助益，更能在做中學、對嘉年華主題和含義也有

更多認識。 

 

4-1.2 私人單位提供教育性質活動 

 

經由前一小節所述得知娛樂體驗是面具節最主要的體驗型式和動機來源，但

即使觀光客並非為了教育體驗而來，在嘉年華場景中仍舊有得到教育相關體驗的

可能性，Maccarrone-Eaglen（2009）在解釋商品文化層次時，指出最外圍的第四

層為商品的附加價值，節慶做為一個商品可提供的附加價值即為和在地歷史文化

源頭接軌，能補充觀光客對節慶或當地的認識。除了前段所述的官方教育體驗活

動，在節慶場合裡也有各種私人單位舉辦的教育性質活動，讓整體節慶並非只有

娛樂性體驗掛帥，同時也有豐富多元的教育性質體驗可供觀光客選擇，私人單位

舉辦的活動可能不似官方活動那麼多元，但仍可體現由在地人或在地商家所認為

或想呈現出的威尼斯面貌及歷史，也是觀光客能夠了解、貼近當地文化的途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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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圖的活動海報為例： 

 

圖 4-2 私人歷史劇海報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1/03/07） 

 

這是一張歷史劇的宣傳海報，劇碼演出是由當地劇院所舉辦，在海報上可見佔了

約三分之一篇幅的面具，令人直覺聯想到與嘉年華的關係，這劇院也在海報上強

調他們的演出是 “The SHOW that tells the great story of VENICE”，可看出此劇院

以威尼斯的故事為主題，戲劇展演內容為威尼斯的經典事件或歷史，透過歷史劇

重現往日的時空背景增加觀眾對威尼斯人文史地的了解，並以英語演出減少語言

障礙的產生，同時也提供多種語言的導覽，讓觀光客欲了解威尼斯歷史人文之時

能夠更有可達性。 

 

4-2 觀光客自身知識追求與學習  

4-2.1 觀光客對節慶知識好奇 

 

在觀光客造訪某地節慶時，經由行前的資料收集可能已掌握某些資訊，但也

可能對當地節慶來源、人文歷史、生活方式不甚了解，僅憑著曾接收到的片段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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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就直接前往當地，期待能得到直接性的體驗，像是受訪者 Elven 造訪聖馬可廣

場的總督宮之前，雖已先行閱讀過旅遊書上的介紹和圖片，但實際參觀時能和書

上所敘述的再做印證、也能更加深該地在腦中的印象。然而並非每個受訪者皆如

此，筆者在受訪者陳述過程中，發現大約半數的受訪者欠缺對嘉年華的背景認知，

在行前資料的收集上他們也不覺得很重要，或是只做某部分的規劃，有時候是依

賴旅伴，而更多時候他們認為「反正到當地就會或多或少知道」，這或許是源自

背包客的自由心態，樂於面對未知事物，並藉旅行實踐實地進行對當地文化或節

慶活動的了解，甚至是藉由直接的人群接觸了解當地生活型式，對他們來說這樣

或許更有意義。所以反映在嘉年華場景中，受訪者對節慶的教育體驗實踐就顯現

在他們與當地人的互動，而在這樣的互動中也增進他們對節慶各方面的認識，在

Oh et al.（2007）研究中的教育體驗定義是這段經驗讓觀光客更有知識、可以學

習到一些事物及激起求知慾，像是受訪者 Chris 和 Darren 就不約而同在節慶中對

勾嘴大夫的鳥嘴面具來源感到好奇，透過詢問才得知這類面具是醫生的象徵。而

在受訪者 Karen 的節慶體驗中，出於好奇心她與她覺得十分特別的扮裝人物產生

對話與交流： 

...我會覺得我想知道你為什麼想要扮這個，所以像那個貓王我也有跟他聊天，

然後他就說因為他很喜歡貓王…我記得我那時候拍他就問，為什麼你沒有戴

面具？然後他就說嘉年華不一定一定要戴面具啊，我就說可是重點不就是面

具嗎？他說不是，他說重點就是扮。（Karen, 2011/09/05） 

Karen 透過和扮裝者的交談了解扮裝者的想法，並體認到他的節慶文化精神，在

這樣的過程中，她得到的不僅僅是片面的扮裝者想法，同時也會刺激她對節慶重

點的反思，甚至產生更深一層的疑惑，她在她另一段求知的對話中這麼描述： 

我覺得歐洲人都好敢花錢喔，因為我有問一個人，問他說你整身的衣服你花

了多少錢，他那時候給我了我一個數字，然後我沒有記得，但是我知道他給

我的數字是我很 shocked、很驚嚇的（倒抽一口氣），然後我就說你每一年

都穿這一件？他說沒有，我每一年都會換。（Karen, 2011/09/05） 

在 Karen 對扮裝服飾費用的問題中，她自己歸納出的結論是「歐洲人都好敢花

錢」，而且重覆參與者每年都會更換服飾，她對昂貴的成本感到驚訝，儘管所費

不貲還是堅持扮裝這件事，延伸出她對節慶扮裝者的觀感，她認為他們非常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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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犧牲很多金錢和時間，他們在節慶中扮裝的態度十分專業，也體會到扮裝者

在此節慶中對扮裝這件事的看重。和在地人的互動與知識取得是教育性體驗的來

源之一，受訪者 Kai 及 futari 都提及他們和民宿女主人的互動，他們從她口中得

知節慶活動的大約時程表及當代威尼斯現況及相關資訊，在與她頻繁的日常生活

互動中，他們認識了威尼斯人的生活層面，藉由聊天和主動詢問，潛移默化中讓

他們更了解威尼斯的真實面貌及未來發展。另一方面，筆者認為節慶中的教育體

驗，在一些較為概念上的想法也能夠增加觀光客理解，超越他們原先的固有想像

或是開創本來沒有的想法，以節慶場合為出發點，可以包含對所謂的「義大利」

或「歐洲」生活方式的認知和了解，由受訪者 Ili 的感想可得到印證： 

…會覺得說他們的這種節日，真的就是很有創意吧，然後他們會很投入於這

種嘉年華，我覺得這是台灣可能沒有的。…就是對於歐洲，或者是對於嘉年

華這樣的概念，就是有點大開眼界。（Ili, 2011/09/16） 

 

…而且我也覺得吃、品酒在義大利就是很重要，然後他們又坐在河邊就聊天，

我就覺得，喔，非常典型的義大利。（Ili, 2011/09/16） 

在 Ili 對節慶的描述中，她覺得嘉年華是「很有創意」的，那種大家都很投入的

盛況，她認為是台灣沒有的，更加深了節慶的特殊性，她甚至覺得這代表了嘉年

華和歐洲的概念，讓她看到和以往不同的東西，有大開眼界的感覺。在另一段她

對扮裝者生活型態的觀察中，她體認到吃和品酒對義大利人的重要性，她發覺到

扮裝者即使戴著厚重繁雜的裝飾品，卻仍然過著「義大利」式的生活，他們認真

生活的態度是讓她印象深刻的地方，也讓她對所謂的義大利式的生活方式有更深

的體悟。在 Ili 這段旅程中，如同在 MacLeod（2006）的研究中指出的，觀光客

在增加對當地文化認識的過程中，能體驗不同的差異性，得到一些和原本認知不

同的感受。 

 

4-2.2 觀光客經由旅途產生新的體悟與收穫 

 

 而嘉年華整體又能帶給觀光客什麼樣的教育體驗呢？有些感受是當下或許

不會立即察覺到，在旅行尾聲或是旅途中沉靜下來自省的時刻才會浮現，這些旅

行體悟在觀光客體驗中也富有教育性質的意義，讓觀光客得到一些想法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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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產生一些改變或是未來期許。像是受訪者 Kai 就提到這是他第一個參加的歐

洲節日活動，在這之後他會比較想要事前先做準備，去了解哪些地方哪些時間會

有節慶活動，因為他認為節慶時看到的東西會比平常還要豐富，所以日後會特別

想選節日時期旅行。Kai 因此次節慶參與而有了新的想法，進而影響他日後的觀

光行為，改變原本不事先調查資訊的旅遊方式，因為嘉年華而讓他發覺節慶的豐

富性，認知節慶中能看到的更多，增加他未來對節慶旅遊的偏好程度及了解節慶

時程的意願。另外，受訪者 Chris 本來覺得旅行就是去當地看看漂亮的風景和建

築，以視覺的角度出發為主，但藉由這次的嘉年華之旅她也體認到，旅行並非只

有風景的部分，還有人文和文化類的活動可以參與，改變了她對旅行的價值觀和

對未來旅行的看法，從受訪者 Lauren 的感受也可看到對旅行及生活態度上的一

些改變： 

…我可能以後不會把行程排那麼緊，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去了然後就有記到說

幾點要做什麼、幾點要做什麼，後來就發現其實是隨興一點比較好，就是在

那邊看到很多扮裝的人就希望可以多看他們一下，就不要一下子就趕快到下

一個地方之類的。（Lauren, 2011/09/03） 

 

我覺得去完之後會很嚮往那種悠閒的生活，因為那兩天就是差很多，本島上

面就是人很多，大家就是摩肩擦踵這樣，可是在旁邊的小島就是非常悠閒，

可能人很少，步調很慢，然後我們第二天在那個小島的時候，就覺得很喜歡

那樣的生活…（Lauren, 2011/09/03） 

Lauren 原本的旅行習慣是將行程表照時間排好再按步就班執行，但在嘉年華中她

發現這樣的旅行方式並不適合，沒有時間多觀賞扮裝的人們，讓她決定將隨興的

旅行方式變成她之後規劃旅行的考量。在她造訪威尼斯周邊小島時，她體會到人

潮的反差帶來的衝突感，進而產生對悠閒生活的嚮往，而這邊所指的悠閒生活對

她來說是「人很少」及「步調慢」，也就是無人群壓力的慢遊生活，嘉年華體驗

讓她重新審視生活的本質、調整旅行的步調，她在這次觀光經驗中獲得的不只是

嘉年華中遭遇的種種，更包含價值觀的一些轉變和調整。另外受訪者 futari 也表

示她覺得旅行前和旅行後比起來自己變得比較成熟，她是這樣敘述原因的： 

…可能是說，我看過了很多不同的東西，眼睛習慣了怪異的事，或者是說我

在旅行之中跟人家的對話，他說什麼然後我分享給他什麼東西，或者是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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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遇到了可能爭執或不順利，譬如說搭不上車，那怎麼辦，我也不能哭，

就只好花錢消災，類似像這種發生了很多，可能你當中覺得是微不足道的小

事，但是在旅行後都帶給我…感覺我自己變得比較成熟了一點，這個是一個

很抽象的概念，不會想到自己講出來，但是的確是會有改變的。（futari, 

2011/09/15） 

futari 體認到旅行後的自我轉變，因為旅行中的見聞、邂逅和危機處理等等事情，

感覺自己變成熟了，futari 的自我轉變和上述的 Karen、Ili、Kai、Chris 和 Lauren

經由旅行改變了原本固有的想法或是新增了不同變化，這些都符合 Pearce 與

Foster（2007）所指出的學習，這樣的學習是經由旅行中的所見所聞和旅遊經驗

的反思而得，並非指知識學問上的提升，在這學習的過程中反應出的技能取得像

是 futari 的界定與解決問題、Lauren 的妥善運用時間、Karen 的和一定範圍內的

視聽眾溝通、Ili 和 Chris 的社會與文化認知、Kai 的加強資源管理等等，這些都

是他們經由「旅行大學」所學習到的，也是節慶中能得到的教育體驗。 

 

4-3 教育體驗之研究者發現與反思 

 教育體驗的原始意涵是透過一些課程、講座、學習平台、學習機會等等，在

實際參與或身體實作後而獲得的學習體驗，然而在本研究中經詮釋轉化成為增加

新知識或求知欲望的一段體驗過程，也包含在這段體驗之後觀光客想法和思考上

的轉換，此為經筆者調整、較適切嘉年華的研究個案情形。誠如前節所述，威尼

斯嘉年華為娛樂體驗掛帥之節慶，並非認真休閒（serious leisure）屬性的觀光活

動，嚴格來說官方活動的設計也不完全符合教育體驗的定義，但在本研究中採取

的是一種經由協商調整之後的教育定義，雖官方提供許多教育性質的內容，但同

上節所述，台灣觀光客普遍對官方活動並不那麼地關注，因此連帶地有接觸到官

方教育性質活動就不多，相對地從此來源擁有的教育體驗比重就很少，因此筆者

認為在此節慶中，無法像 Smith（2003）和 Porananond 與 Robinson（2008）所說

的藉由節慶活動使觀光客接收歷史傳統、當地文化，頂多能從廣義角度指稱參與

節慶即為消費當地文化（Porananond & Robinson, 2008），某程度上也如同 Prentice

與 Andersen（2003）推翻節慶和在地傳統文化連結的說法，節慶活動即使能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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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吸引觀光客，但對增進傳統意象並無太大幫助，也就是說今日觀光客參加節慶

活動時，不會特別意識到歷史來源和演變，故當然也無法強化觀光客對其傳統習

俗的認識。 

在進行訪談的過程中，筆者察覺到有許多受訪者行前對嘉年華的歷史源起和

慶祝方式並不了解，查找資料也只著重於觀光移動及安頓的部分，不僅一些受訪

者是這樣，和筆者同行的旅伴也是如此，他們有些是倚仗隨身攜帶的旅遊書，有

些是憑先前經由網路查找的片面印象，對節慶背景的認知程度及真實性的追求對

他們來說並不是那麼重要，實際到有興趣的景點時再翻看旅遊書的介紹就夠了，

若在旅途中真的增加對節慶的認識也純粹是節慶的附加價值（Maccarrone-Eaglen, 

2009），對大部分的他們而言，旅遊就是要放鬆心情、讓自己沉浸在不同場所中，

一切都是以享樂和好玩為主，極符合後觀光客的特性（葉浩，2007; Wang, 1999）。

在嘉年華中觀光客得到的教育體驗較多是來自於他們本身對節慶事物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望，以及旅行經驗和自身遭遇所得到的一些體悟（Pearce & Foster, 2007），

這些型式的教育體驗雖讓觀光客得到某些知識與了解，或是自我能力獲益方面的

學習，但這些知識與了解和節慶歷史文化關聯甚少，旅行大學的學習經驗又非此

段觀光經驗專有，出自於本節慶且又符合教育性質的體驗十分有限，故筆者認為

教育體驗在此節慶中相對而言是較隱而不顯的，雖然官方有準備教育性質的活動

卻不廣為人參與，和娛樂體驗相比之下成份稀微。 

 

第五節 美感體驗分析 

5-1 符號與節慶空間的美感體驗 

5-1.1 節慶場景與空間營造具符號意義 

 

美感體驗屬於沉浸式的被動體驗，主要屬於一種視覺消費和身體感覺，觀光

客到達當地並沉浸在當地環境中，但對景點及活動是沒有影響的。在第一章裡提

及今年聖馬可的舞臺場景設計是以歌劇院包廂為藍圖，舞臺設計帶有回溯舊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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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生活的含義，觀賞歌劇是當時貴族夜遊的活動之一，包廂設計為左右各 3 排 3

層，需要付費才能就近坐在包廂中觀賞舞台演出，但是屬於開放式空間設計，當

包廂中有觀賞者時，舞台前的一般觀眾可看到包廂裡正在觀賞的人。另外在舞台

對面設置了一座具四尊雕像的歐式噴泉，噴泉上方的紅色汁液為化學液體純為視

覺作用，下面的基座則設計為獅子口中可吐出紅酒並被販賣，成為視覺上的強烈

噱頭，購買首日入場券20者可得到兩杯熱紅酒，實際場景可參考下兩圖： 

 

圖 4-3 聖馬可廣場舞台佈景                 圖 4-4 聖馬可廣場紅酒噴泉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1/03/07）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1/03/07） 

 

仿歌劇院包廂的舞台背景設計，提供觀眾視覺上的震撼，包廂裡的扮裝者21看著

舞台上的表演，而觀眾則是看著整體場景，聖馬可廣場的空間營造給予一種「劇

中劇」的特殊空間感；而另一方面，在已經是歐洲的土地上，再製出歐式的噴泉

造型，形成空間的強化、加強對遊客感知的空間影響力，更特別的是歐式噴泉還

結合紅酒這個歐洲飲食文化中的要角，噴泉與紅酒共同締造出獨特的場景氛圍，

給予觀光客新奇且具符號性的感受。這樣的節慶空間設計，好似星野克美在其專

書中的例子－涉谷的西班牙商店街，街景加入以南歐風格的元素，用來表示所謂

的「西班牙性」與「休閒性」，藉由各種裝飾性的符號營造節慶的空間感（黃恆

正，1988），觀光客會把節慶地景中的任何事物轉化為他們心目中帶有意義的標

的物，是當地特有的、代表當地的，像是受訪者 Elven 就提到紅酒噴泉是他認為

節慶中最特別、最具代表性的東西之一，對他而言這個場景很吸引人、產生了感

官上的愉悅，成為他的美感體驗（Oh et al., 2007）。嘉年華場景中裝飾性符號的

                                            
20 根據受訪者 Elven 所言，他購買開幕首日的入場券有包含兩杯熱紅酒，但筆者節慶倒數第二天

到訪時則無。 
21 就筆者持續 3 天的觀察，發現若有人坐在包廂裡時，通常是有扮裝的人，也如同之後章節會

討論到的扮裝與自我展演之間的關係，但或許不能一概而論，故特別在此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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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點，能賦予觀光客特殊的節慶體驗，是不來嘉年華裡就看不到的，「現身」在

節慶場景裡才能擁有此類體驗，而這也是美感體驗的根本來源。 

 

5-1.2 身歷其境是美感體驗的根本 

 

 承上所述，現身在節慶場景裡是美感體驗的根本來源，觀光客藉著將自己的

身體移動到節慶空間中，在觀光行為的互動過程裡產生各種「感受」，而這些感

受的出發點來把自己放在那個場景下。在 Desforges（2003）從感官來談觀光的

論述中，明白指出觀光行為所產生的身體感覺來自於觀光中的遭遇，身體互動會

自然而然地產生各種感官經驗，在此情況下的遊客邂逅空間，會促使觀光客產生

把身體沉浸在這樣的空間脈絡中的欲望，或者身體感官受到場景脈絡影響而不由

自主沉浸其中，皆是美感體驗的範圍，對美感體驗的堅持及嚮往轉化成觀光客具

體論述，就像是受訪者 Darren 一直強調的「就是一定要去那裡，沒有一定要做

什麼，到那邊就對了。」在筆者詢問受訪者 Ili 在節慶中有沒有什麼值得推薦的

活動時，Ili 的回答如下： 

你就什麼都不用做，你就一天到晚在路上走來走去就好了！因為真的是走來

走去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Ili, 2011/09/16） 

由 Darren 強調的「一定要去那裡」跟 Ili 表示的只要身處節慶空間就自然會看到

很多東西，皆屬於只要在那個地方就足以令人感覺愉快的美感體驗（Oh et al., 

2007），也顯示出他們對於地方感（Being There）的注重，人在當地而產生的地

方感是他們覺得不可或缺的美感經驗，在當地的場景脈絡裡，觀光客的身體、行

為與空間、他人產生不可避免的交互作用，地方感在這樣的過程成形（Clark, 1998: 

xvii），成為觀光客不可或缺的體驗來源，也就是為何觀光客早已透過各種媒體傳

播對地方視聽消費，卻還是得要收拾行囊前往當地進行觀光實踐。 

 

5-1.3 城市地貌本身也是美感體驗的來源 

 

  正如《威尼斯迷路22》這首歌所傳達的意象，在威尼斯迷路是「最美麗的迷

                                            
22 歌手許慧欣所唱，描術威尼斯城市、嘉年華、面具等等意象，歌曲最後一句即以「威尼斯 最

美麗的迷路」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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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這裡的迷路帶有獨特的迷失與浪漫意味，來由是因為威尼斯本島地形特殊，

由大小運河貫穿、大小橋樑串接，除了幾條主要大路外多屬於小巷弄的蜿蜒小

路，造就其迷宮似的特殊地景，觀光客身處異地時面臨一種失序、偏離常軌，

在威尼斯的他們更有專屬於此的「迷路」感。受訪者 Lauren、Kai 和 futari 都有

提到在威尼斯非常容易迷路，但這樣的迷路是一種愉快的事，受訪者 Julia 的

說法可提供一個參考： 

 

…在那邊每個人都會迷路的那種感覺…地圖好像也不重要，你就只是享受說

在那邊迷路、走來走去的感覺。（Julia, 2011/08/31） 

 

對 Julia 來說，在威尼斯迷路是每個人都會發生的事，但在威尼斯的迷路是種「享

受」，讓她覺得地圖也不重要了，因為這樣子的迷路是一種享受的過程，彷彿對

Urry 引用 Shields 的說法指出的「中介迷離區域」做印證（葉浩，2007:64），觀

光景點裡人們擺脫日常生活步調及模式，中介迷離場域中的反結構性原是解釋為

脫離平日常規的限制，但在此筆者有不同詮釋，觀光客通常在旅途中對迷路感到

焦慮、不安、害怕等等負面情緒，在威尼斯則完全相反，迷路是這裡特有的一種

現象，也成為觀光客獨特的美感體驗，雖不完全如同葉秀燕（2008:62）指出的

緊張、刺激，但這樣的迷路的確是具有臨場感，能讓觀光客擁有真實情境下的好

玩經驗，更添加這段旅行的附加價值。另一方面，威尼斯嘉年華的節慶空間包含

整個本島和周圍小島，除了上述的官方舞台設置，當然也包含水都原本的城市特

色及人文地景，觀光客對空間的視覺消費是美感體驗的主要來源，威尼斯本身景

色優美，附近小島也各有特色，對節慶期間到訪的觀光客來說，地景依舊是其觀

注的焦點，像是受訪者 Karen 挑選嘉年華代表性的照片時，她就挑了一張威尼斯

的橋樑照，另外受訪者 Kai 也表示：「從來沒看過這麼多橋的地方，真的很漂亮。」

節慶不只在威尼斯本島，連周遭小島也處於慶祝的氛圍中，同樣包含在觀光客對

景色的美感賞析範圍內，在 Kai 提供的嘉年華代表性照片中，就有一張是選取玻

璃島 Murano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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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玻璃島 Murano 街景 

 

資料來源：受訪者 Kai 提供 

 

Kai 對玻璃島的觀感是「房屋顏色炫麗，非常童話悠閒的感覺」，圖片由房子、

河、船、人、遠方的鐘樓這些元素構成，Kai 先從視覺上看到房屋顏色的多彩，

進而擁有「童話」、「悠閒」的感覺，不只是嘉年華中扮裝的人物，整體地景也都

是觀光客視覺消費的符號性質標的物（葉浩，2007），甚至成為嘉年華代表性的

來源，可見節慶地景在觀光凝視中的重要性。 

 

5-2 觀光攝影下的美感體驗 

5-2.1 觀光客拍攝美感照片 

 

在節慶建構場景和節慶城市本身地景的美感體驗之外，觀光客本身選擇凝視

的目標也是他們美感體驗的來源。在觀光過程中，觀光客的視覺實踐是第一動作，

視覺也是美感體驗最直接的收發源，筆者認為以觀光客選擇美感的人事物之拍照

行為探討美感體驗十分適切，行使拍照的動作首先得經過觀光客視覺的審視，觀

光客覺得具美感或值得拍的人事物才會被鏡頭攝像，在觀光活動中攝影是典型的

觀光行為（Jenkins, 2003; Yeh, 2009），誠如 Scarles（2009）指出的，視覺與攝影

長期以來都是觀光研究的重要主題，視覺上的資訊接收也是按下快門的先決條件，

對於拍照與美感，對於拍照與美感，受訪者 Darren 有自己的一番見解： 

…我拍的照片不是紀錄我的生活，我主要是會特別挑一些比較有美感的東

西…應該說我拍照片我不是去旅遊啦，旅遊可能是去做你的旅遊紀錄，但是

我比較想去呈現一種我看到的一些美感。（Darren, 2011/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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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arren 挑選的 3 張嘉年華代表性照片中，他對照片的挑選標準是「漂亮」的

照片，符合他認為的漂亮就是嘉年華代表性的照片，所以他所挑選的照片對他而

言是代表純然的美感，也都是扮裝者與當地景色的結合，美感和當地地景合而為

一成為他心目中代表性的影像。但大多數受訪者的美感是屬於較直接而簡單的，

另一受訪者 futari 在描述她看到一個草莓蛋糕造型的扮裝者時表示：「我覺得天

啊這太漂亮了，所以我就拍他拍很多張。」其餘受訪者也經常性提到「漂亮」這

個字眼，通常是針對地景、面具、扮裝者提出的讚嘆，可見美感是觀光客拍照時

的一個標準，是否按下快門取決於事物的美好與否。 

 

5-2.2 觀光客拍攝具故事性的照片 

 

筆者整理 10 個受訪者提供的共 42 張嘉年華代表性照片並發現，有 7 張是屬

於面具或面具店的特寫，有 7張是和人潮或地景的呈現，有 2張和臉譜彩繪相關，

剩餘的 26 張皆是觀光客所見的面具扮裝者之不同造型，在這 42 張之中和面具及

扮裝相關的照片總共佔超過 80%，說明面具和扮裝在這節慶中對觀光客的代表性

及重要性，筆者同時也發現，在選擇「最具嘉年華代表性」的照片時，受訪者多

半依據自己的美感喜好或是以照片畫面提供的故事性做選擇，以受訪者 Ili 及受

訪者 Julia 的照片挑選觀點來說明美感和故事性： 

這一張，我超愛這一個的，你看他連指甲啊什麼，他手這不知道怎麼弄上去

的，就是這都很細緻啊，然後我想這應該都是自己做的啊，因為不太可能買

這種東西，然後他們就是還會那種表情、動作…就是好看啊！（Ili, 2011/09/16） 

 

…她其實那個黑裙子是很大很搶眼，而且她走的時候她其實有點像 SM 的裝

扮，然後她還有一個皮鞭，所以就變得說她那個感覺就很搶眼，感覺她好像

是出來，像是一個那個黑夜的女王吧。她那時候吸引了很多人跟著她，因為

只要有人拍照，她還會這樣子就是轉身這樣子在炫耀，那個時候就覺得她很

特別，因為她是那個氣勢…就是有點在吸引你跟隨她。…在當時你會覺得她

本人那個氣勢是很神秘的。…而且她又是一身黑，然後又拿著皮鞭，就是那

種神秘的感覺，就是讓人家覺得遐想吧！…她吸引了很多人跟隨她，想知道

到底她接下來又會表現什麼這樣子。（Julia, 20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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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Ili 的嘉年華代表性照片        圖 4-7 Julia 的嘉年華代表性照片 

       

資料來源：受訪者 Ili 提供             資料來源：受訪者 Julia 提供 

 

在 Ili 和 Julia 選擇照片並和筆者詮釋照片意境時，她們都試著由自身的角度去詮

釋照片的視覺再現，同時在這樣的過程中建立敘述和回憶的意義（Aiello & 

Gendelman, 2008），對 Ili 來說她選擇的照片帶給她美感的感受，從手工配件的細

緻到整體態度和表情的展演，符合角色的一致性又讓她覺得很用心，她總結為「就

是好看啊！」而這也成為她選其為嘉年華代表性照片之一的原因。而 Julia 則是

將她看到的扮裝人物詮釋成一個故事，從服裝、配件讓她覺得扮裝者是一個黑夜

女王的形象，接著因扮裝者的動作讓她感受到炫耀、神秘感、氣勢，甚至是引人

遐想的，這一連串的想法和故事性的詮釋並非由他人告知，而是在她捕捉影像的

當下便已在腦中形成一個具有故事性的想法，如同 Yeh（2009）指出的，拍照選

擇的客體呈現觀光客對旅遊經驗的凝視角度及過程，人對有特殊回憶或經驗才會

用以照相機攝取影像，在影像情境的述說中，觀光客的記憶和述說是片段且具選

擇性的，常常摻雜了個人期待與美好想像，照片彷彿上演著具有強烈戲劇張力的

故事，被選擇的照片呈現出拍照者與被攝者間的文化互動，體現出特殊的文化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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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美感體驗之研究者發現與反思 

 美感體驗主要來自視覺上的藝術享受和沉浸空間中的滿足感（Oh et al., 

2007），是屬於被動但浸淫在整體環境裡的體驗型式，美感體驗很強調觀光客到

訪的觀光實踐，對威尼斯面具嘉年華此個案而言更是如此，當然水都地景是威尼

斯得天獨厚的資源，也是它無可取代的特點，受訪者也經常提到威尼斯的美與它

特殊的氛圍，還有觀光景點的中介迷離（葉浩，2007:64）特質，迷路的迷失與

浪漫帶來真實情境下的好玩經驗（葉秀燕，2008:62），但在這節慶中更重要的

是，筆者發現對眾受訪者而言，最不可或缺的就是身處其地，只要觀光客來到觀

光景點，自覺自己處於異地空間中，滿足感即會油然而生，許多受訪者都認為其

實他們不需要特別做些什麼，只要去這個節慶場景裡、被扮裝的人包圍著就夠了，

除了受訪者 Elven 之外，幾乎沒有人提及官方製作的舞台佈景，並不是說官方設

計的佈景完全無作用，只是在嘉年華情境下，對觀光客來說或許佈景已融入整體

空間，又或是他們根本不在乎，只要處在那個空間裡、沉浸於空間和人群互動帶

來的地方感（Clark, 1998: xvii），就是這個節慶最佳的美感體驗。 

另方面，美感體驗中的視覺藝術享受包含觀光客在景點所見所聞的美好事物，

在本研究中則是透過攝影行為來解析，雖觀光客大多會以相機攝取他們覺得美好

的影像，但卻無法囊括觀光客當下沒用相機捕捉的美感相關感受，儘管如此筆者

認為視覺上的藝術享受以拍照行為解釋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因拍照是典型的觀

光實踐（Jenkins, 2003; Yeh, 2009），在筆者要求受訪者提供他們心目中最具代

表性的嘉年華照片 3-5 張，受訪者需要重新審視所有在嘉年華中拍攝的照片，經

過一番取捨之後才能選出最有代表性的照片，受訪者在敘述選取照片的原因時印

證了挑選標準為美感體驗的視覺享受和是否建立敘述及回憶（Aiello & 

Gendelman, 2008），最具美感的漂亮照片呈現美感體驗的視覺藝術享受，而對觀

光客產生意義的照片則述說他們在節慶情境下選擇的最具張力的故事片段（Yeh, 

2009）。綜觀而言，筆者認為面具節中的美感體驗似乎與娛樂體驗並駕其軀，不

論城市、地景、節慶面貌都是一定得到訪才能夠沉浸其中的美感體驗，千奇百怪、

華麗炫目的扮裝人潮更是觀光客視覺藝術享受的來源，美感體驗如同娛樂體驗也

是嘉年華主要的體驗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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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逃離體驗分析 

6-1 節慶活動中的逃離體驗 

6-1.1 節慶場景提供不同於日常生活的逃離體驗 

 

人在日常生活中習於受社會規範及體制的限制與壓抑，促使人行使觀光行為

的主因之一就是跳脫平日常規的束縛，藉由旅行移動至異地的逃脫場域，觀光客

可以暫時放下原有生活，得到不同以往的釋放感受（Wang, 1999）。觀光中個人

身份的隱晦也是一個吸引力，因為在異國國度或陌生場景中，沒人知道你姓啥名

誰，觀光客在此情境下能夠脫離原本的每日自我進而擁有逃離的體驗（Kim & 

Jamal, 2007）。Oh et al.（2007）將逃離體驗大致描述為「表現出與平常不同的個

性、好像處在另一個時空、想像變成另外一個人」，觀光中的逃離體驗主要就是

跳脫原本現況及釋放自己，顯示在威尼斯嘉年華中的逃離體驗，可分為節慶場景

提供的跟節慶活動提供的，以受訪者 Julia 對現實層面的遠離感來說明節慶場景

提供的逃離體驗： 

 

…復古宮廷式的嘉年華會…你有時候會看到有些參加嘉年華會的那些表演

者，他們就坐在那個貢多拉船上…那個時空彷彿就是回到那個古歐洲…等於

就是說時間和空間彷彿對你來說不重要…（Julia, 2011/08/31） 

 

Julia 目睹節慶中穿著古裝的扮裝者乘坐貢多拉船穿梭運河，那些服飾、那些人

們、乘船的行為、威尼斯地景、節慶氛圍的整體加乘下，讓她有了時空錯亂的感

覺，產生「彷彿回到古歐洲」的錯置時空感，她跳脫原本的觀光場景，甚至對時

間和空間無感、不在意，這正是節慶場景提供給她的逃離體驗。 

 

6-1.2 節慶中的扮裝活動提供隱藏身份/角色扮演的逃離體驗 

 

 而節慶活動提供的逃離體驗則可從官方單位的活動海報說起，筆者到訪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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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聖馬可廣場售票處旁有張貼海報，海報上說明 3 月 3 日至 8 日不同時段入場

的不同門票收費金額，不論哪個時段進場的門票皆包含食物及「camuf 面具23」，

主辦單位提供面具做為入場門票的一個附加價值贈品，讓購買入場券的觀光客能

夠擁有一個面具為扮裝做準備，同時也提供免費的臉部彩繪，以受訪者 Elven 的

面具彩繪體驗為例子： 

 

圖 4-8 Elven 的面具彩繪體驗 

 

資料來源：受訪者 Elven 提供 

 

據受訪者 Elven 的解釋，有付費進入柵欄中的人，除了能近距離觀賞舞台上及舞

台前的活動，門票含飲食之外還包含一個面具和免費臉部彩繪，但若要搭配的服

飾例如披風則需另外付費，Elven 進一步說明他被化的是小丑妝，而且是在如圖

的開放空間中進行，柵欄和群眾近在咫尺，對場邊彩繪的進行一覽無遺，這是屬

於官方提供的面具和彩繪型式的範例，當然在外面商家有更多不同選擇，節慶中

面具的取得讓觀光客能夠進行扮裝、擁有沉浸其中的主動逃離體驗，在 Kim and 

Jamal（2007）的節慶研究裡，觀光客透過外在服飾的改變或是裝扮顯露出的個

性特質，能夠跳脫原本的每日自我暫時沉浸在另個角色裡，是官方活動和節慶中

的商家所能提供的逃離體驗。 

 以個人意願出發的逃離體驗則是反應觀光客對扮裝角色的期待，期待藉由戴

面具或扮裝能夠加強節慶的參與程度，在 10 位受訪者中雖沒有完整扮裝的人，

                                            
23 由於筆者前往節慶時間屬於後半週，無法得知前半週活動是否相同，但根據受訪者 Elven 購買

第 1 天的聖馬可廣場門票所描述，此面具應是同樣設計，為半罩式的簡易面具，有一根羽毛和少

許水鑽、亮片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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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於旅費、氣候、行李限重等等因素使得他們無法成功扮演自己想要的角色，但

他們都一致認為會想在這節慶中扮裝，Lauren 覺得扮裝會讓自己比較脫離遊客的

感覺，Karen 則是認為扮裝等於做了一件威尼斯人也會做的事，Jill 則是強調扮

裝參與節慶會帶給她不同的感受：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去參加慶典的話，與其當一個觀光客，不如當一個參與

者，帶回來的感受是不一樣的。（Jill, 2011/09/20） 

在 Jill的想法裡，扮裝等同於參與，若沒有扮裝的話就只能是一個旁觀的觀光客。

同樣的，Ili 也有一樣的思考模式，她認為一定要在節慶中扮裝才有那種參與其

中的感覺，她甚至對沒有扮裝這件事感到十分懊悔： 

…因為我們沒有裝扮，然後第一就顯得格格不入，就好像我們不是這個盛會

的一份子，好像是我們來看這個東西，就是有種如果你今天也有打扮的話，

我會覺得自己是參與其中的…我們後來都非常懊悔，就是說我們沒有裝扮，

想說至少要穿個旗袍啊什麼的，而且就是東方的一些東西，外國人應該也會

覺得很新鮮，對啊。（Ili, 2011/09/16） 

Ili 很明確地指出，沒扮裝的自己讓她覺得跟整個節慶格格不入，她後悔沒裝扮

就到訪節慶，她認為儘管沒有裝扮，退而求其次也應該要穿旗袍類的東方服飾，

展現在國際化節慶中的他者面前。受訪者 Ili 關於服飾（旗袍）透露出的訊息（代

表東方），符合 Roach-Higgins 與 Eicher（1995）所指出的，服飾影響外觀同時

也是身份的表現，藉著服飾可建立在社會系統中的關係，個人在穿戴服飾時會設

法符合他人期待或希望對方以什麼角度看待自己，Ili 想藉著旗袍展現的東方特

色，期待外國人覺得這樣的服飾是「新鮮的」，這樣的認知是根據服飾象徵所給

予的特定認同。 

 戴面具和扮裝伴隨而來的是身體的隱藏，雖然在異國旅行時個人身份已不被

人所知，在不同國度時人的心態和行為也會相對較開放，如同Kim與 Jamal（2007）

指出的，觀光客旅行時會跳脫原有的常規生活，人格特質變得益發開放，像是受

訪者 Ili 說到她在國外時的想法就是：「反正沒有人認得我，我就覺得很像外星人

這樣。」個人身份的隱晦在觀光實踐中是一個吸引力，因為沒有人認得她，像外



 

- 89 - 

 

星人的說法強化了她覺得和身邊周遭的人像是不同世界的感覺，因此她會覺得觀

光途中做什麼都無所謂，甚至會做出一些平常她不一定會做的事。但在嘉年華場

景中，某程度上能夠完全將表情、動作、肢體、言語隱藏起來，就衍生出另一種

不同的情況，從受訪者 futari 對人在扮裝情形下的想法可看出： 

感覺穿在那個裝扮下，就有一個類似防護罩之類的，就是別人怎麼看你跟你

怎麼看別人都不會那麼輕易的從那個罩子裡面透出來，所以你就算在裡面放

屁也不會有人知道…所以應該會比什麼裝扮都沒有還要更有勇氣去做一些

怪怪的事情。（futari, 2011/09/15） 

futari 用放屁這個例子來說明扮裝情形下不在意他人眼光，她認為被隱藏在裝扮

中像是一個防護罩，除了掩飾還可以「保護」自己，不論是眼神交會的瞬間或是

可以有「勇氣」去做一些「怪怪的」事情。如同張耀（1999a，1999b，2008）所

描述的，在嘉年華期間人們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任何階級和規範的約束，只要戴

上面具就可以扮演任何角色，從下述遊記之文字可看出，嘉年華中扮裝的觀光客

的心境上的轉變： 

…人們可以明目張膽地躲在古人的面具之後，極力發揮性格的狂熱和任性。

因為不用怕會被彼此認出來，於是忘記規範，忘記約束，把自己完全地扔進

奢華放縱。除去面具，你可能什麼都不是。戴上離奇古怪的面具，內心就像

加了魔力。（張耀，2008:207） 

張耀強調的是「不用怕會被彼此認出來」，可以擺脫束縛、發揮個性裡的狂熱，

和受訪者 futari 認為裝扮是一個防護罩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道理，就像是 Morgan

（2009）在使用網路收集資料時所發現到的，在網路平台允許完全隱瞞身份的情

況下，人們會更自由自在地表達自己。另外，扮裝活動展演所帶來的逃離體驗還

來自於一種異地提供的可能性，受訪者 Darren 對扮裝的生活十分憧憬，他甚至

表示：「…我覺得就很想過那種生活…每天戴面具在路上晃來晃去啊。」他認為

扮裝是件很酷的事情，筆者追問為何他如此覺得，他於是做了如此的解釋： 

很酷的點就…你在台灣就不能這樣扮了，去那邊當然要扮一下啊。（Darren, 

2011/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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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Oh et al.（2007）對逃離體驗的釋義，戴面具的生活帶給他的逃離感來自「在

台灣不能做的事」，反映出一種脫離台灣現實，透過扮裝的行為能夠擁有不同的

生活方式，逃離體離基本上出自於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時空、另一種生活、另一

個人格的行為實踐，而這些都是嘉年華節慶場景及活動能夠提供的諸多形式，滿

足觀光客對逃離體驗的需求與想像。 

 

6-2 攝影實踐下的逃離體驗 

6-2.1 扮裝之下被拍攝的正當性及渴望 

 

逃離體驗是主動且沉浸其中的，觀光中的逃離體驗來自於觀光實踐，觀光實

踐從扮裝的角度已在上個部分討論，面具和扮裝行為實踐下可產生逃離體驗，但

除此之外，威尼斯嘉年華中的觀光實踐最普遍的就是拍照，在觀光影像的獲取與

被獲取中，逃離體驗在觀光客拍與被拍中是如何架構，就有待進一步的觀察。筆

者發現到，多數受訪者在拍攝他們自己有興趣的扮裝人物時，他們認為在這節慶

中行使拍照權力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行為，在別的場合可能還會事先禮貌性地詢問，

但在嘉年華裡拍照是可以恣意而為的事，因為他們認為那些扮裝者就是要去被拍

照的，受訪者 Elven 更用一句話就約化了嘉年華：「因為那個節慶就是要你穿這

個樣子給人家拍。」Elven 的話顯示出對觀光客來說，這個節慶是讓觀光客去扮

裝給其它觀光客拍，同時也指觀光客在節慶裡就是拍扮裝的觀光客，所以不僅拍

別人扮裝是理所當然，扮裝被別人拍也是理所當然，由受訪者 Julia 下列的想法

更加強了這個概念： 

我覺得既然你會去拍別人，這麼肆無忌憚地拍，那如果轉換角色的話，當然

別人也可以肆無忌憚的拍你啊！（Julia, 2011/08/31） 

由 Julia 的想法可以知道，節慶裡有扮裝的人不僅僅是被拍，而且要是被「肆無

忌憚」地拍，角色對調之後反之亦如是，相較於 Gillespie（2006）所提出逆轉凝

視的概念，指稱被攝者反過來凝視拍攝者會使之產生不安及促狹之意，但在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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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個案中是完全不符的情況，拍攝者不須徵求同意也不需要偷拍，即使拍攝者被

發現正在拍扮裝者的照片，扮裝者也不會對此心生不悅，扮裝者要被拍、該被拍

是一種具正當性的事，而這樣的正當性從何而來？扮裝之後「應該」要被拍，那

被拍的扮裝者心態又是如何？拍扮裝者的視覺實踐在美感體驗部分已經提過，在

前一部分也談論了戴面具和扮裝的逃離體驗情形，但扮裝者在鏡頭前、給其它觀

光客拍的逃離體驗如何構成？或許可從陳翠華的攝影遊記中窺知一二： 

嘉年華會期間，沒有人會拒絕攝影器材的。我才把焦距調好，心裡都還抓不

住該拍什麼才好時，已經有人自動在鏡頭前擺了一副酷臉。快門喀嚓地按下

去後猛接到一句 GRAZIE，看來整個嘉年華會不但是個身份、地位、性別的

倒置，連謝謝這句話也從拍攝的人換到被拍攝的角色身上（陳翠華， 

1999:116）。 

從陳翠華的經驗來看，「沒有人會拒絕攝影器材」這句話和上述受訪者 Elven 的

想法不謀而合，嘉年華中的扮裝者就是要被拍，而且不是不能拒絕，是不會拒絕，

代表被拍照的這件事是出自於自身意願的。扮裝者出自於炫耀自身裝扮或為了符

合所扮演的角色個性，自動在鏡頭前擺姿勢、做表情，不只拍裝這件事本身在節

慶場合中具身份、地位、性別倒置的意涵，而通常拍了照而說的謝謝現在變成是

被拍照而說的謝謝，這暗指了扮裝行為除了是一個身份轉換的關鍵，還是改變觀

光客想法和認知的一把鑰匙，會使原本慣於拍照的觀光客變成別人拍照的鏡頭焦

點，而且是樂於成為這個焦點，這裡顯示出扮裝者和觀光客的差異來源。雖然筆

者的訪談人礙於種種因素無法順利扮裝，但他們都表示出對整套扮裝的意願，並

擁有許多對扮裝後應該要被拍照的想法，而這些想法也正是逃離體驗的精髓。像

是受訪者 Kai、Ili 和 Jill 都認為拍裝之後被拍照會讓他們擁有成就感，表示他們

的裝扮不錯、夠吸引人，因為在挑選拍照對象的標準會投射到他們對自己扮裝的

期許，期待自己的扮裝有特色或是非常漂亮，才能讓他者的鏡頭有「值得拍攝」

的感覺，這也解釋了陳翠華的經驗中，為何道謝的角色錯置，原因就是受肯定而

得到的成就感，這樣透過扮裝後被他者拍攝而來的成就感在受訪者 Karen 和

Elven 的話語中被再度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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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已經這麼高調了，如果你再不拍我我會覺得很沮喪！ 

（Karen, 2011/09/05） 

一定要（被拍）啊，不然你弄那麼辛苦幹什麼，這一定要啊。 

（Elven, 2011/09/07） 

由 Karen 和 Elven 的想法可看出，觀光客對扮裝行為之後的他人觀感帶有高度期

待，扮了裝卻沒有被拍會很沮喪的事，辛苦扮裝一定要透過被拍照才不會成為白

費力氣的一件事，藉著他人的肯定（拍照）來肯定自己裝扮，渴望能得到被拍事

實下的成就感和自我實現。 

 

6-2.2 扮裝的有無影響觀光客的心態和外顯行為改變 

 

 大多數受訪者都表示若是在沒有扮裝的情形下，並不願意讓其它觀光客拍照，

或是必須要先經過詢問獲得首肯才願意。在 Giddens 談認同的專書中提到，面部

裝飾或穿著模式是個體化的手段，穿著和社會認同是有所連結的（趙旭東、方文，

2002:93），雖然 Karen 和 Elven 在扮裝上渴望得到被拍照的社會認同，但他們所

期待的社會認同並不是服飾本身對他們的代表意義，而是比較接近一種「認可」，

不願辜負他們費心努力的成果，也就是希望通過掌鏡者的眼光審核並被拍攝照片，

如同 Gillespie（2006）提到的概念，被攝者會在被拍攝的過程中形成一種自我認

知，因為被拍攝就代表自己是特別的、有價值的，被攝者若是在準備好面對鏡頭

的情況下被拍攝，滿意於自身裝扮又被拍照者認可，會樂於被拍攝並自覺光榮且

驕傲。以受訪者 Elven 的臉部彩繪例子來說，他在開放空間做面部彩繪時，在他

身旁就是柵欄及人群，所以準備的過程不僅全程被群眾觀看並被拍照，本來應該

是後台的部分變到前台，讓他感到十分困窘且怪異，覺得自己為何要花錢被人拍

照，因為造型既不是他喜歡的，又不是在他已經整裝準備好才呈現在群眾面前。

被拍攝行為下的自我認知可從另一方面的說法得到反證，受訪者 Karen 表示沒扮

裝的情況下假使有人要拍照她會拒絕，原因是：「因為覺得好怪，你拍我幹嘛，

我又不是什麼人物。」所以在鏡頭前的心態轉換是來自於扮裝與否，有扮裝且為

妥善準備的就會樂於被拍照，反之則可能會拒絕或是有條件地接受。扮裝後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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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轉變跟著帶來的是行為上的轉變，由於變成鏡頭前的獵取對象，某程度上扮裝

者會自覺是公眾人物，並對某些原本不在意或不知覺的事物產生注意力，像是受

訪者 Jill 就對這表示意見： 

就變成被照相的人，對，而且你會對你的言行舉止稍微小心注意一點。…你

就會比較想要融入你所扮裝的那個角色。（Jill, 2011/09/20） 

Jill 在這裡談到的是一種自己像是變成明星之類的公眾人物，需要受到眾人的注

目及拍照，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對自己的行為舉止特別注意，和上一部分提到

的隱藏身份角度不同，這裡牽涉到「再現」，透過扮裝重新展現自己，而這個自

己是另一個角色，需要去扮演、融入這個角色會做的行為、會有的動作。扮裝也

牽涉到受訪者想扮演的角色，選取角色去扮裝然後改變自己內在態度和外顯行為，

個人選擇的扮裝身分會顯露出對自我的期待，希望表達出理想中的自我，可能包

含平日欠缺的個性特質及特色或希望自己變成什麼樣的人（Kim & Jamal, 2007）。

這樣的過程，如同 Oh et al.（2007）的逃離體驗概念所說的，觀光客在這個過程

中表現出不同以往的個性和行為，而且這段體驗讓觀光客想像變成另外一個人，

並依其扮演角色改變自己，當然在這過程中更和原本的生活脫節，這些皆出自於

觀光客本身的主觀意識，構成觀光客的逃離體驗。 

 

6-3 逃離體驗之研究者發現與反思 

節慶場景可提供的逃離體驗，彷彿讓觀光客身處另一個時空外，將觀光客帶

離原本身處的日常環境，也把原有的枷鎖和束縛暫時放置腦後，暫時脫離自我得

到釋放（Oh et al., 2007; Wang, 1999），是嘉年華城市及地景所能帶給觀光客的

逃離感。然而以官方提供的面具扮裝來看，隱藏姓名、扮演其他角色是脫離原本

生活的逃離體驗（Kim & Jamal, 2007），在筆者的訪談人中受訪者 Elven 是唯一

有參與官方提供的扮裝活動，然而他卻十分不滿意此次的體驗，如同其他受訪者

眾口一心地表示，扮裝的造型及服飾外顯是個人認同的表徵（Roach-Higgins & 

Eicher, 1995），在尚未完妝、一切尚未完備之前就必須暴露在群眾眼前是他批評

的主因，對面部彩繪過程中就必須承受眾人眼光及被拍照他感到很在意，這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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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隱藏身份和面部的意義了。另方面官方無法讓參與者選取自己喜好的角色而

是直接就化小丑妝，讓他覺得很醜當然也就無法擁有正面的自我認同，官方缺乏

完善的配套也忽視觀光客要求自我區辨的個體化客製重點（趙旭東、方文，

2002）。 

以遊客被攝心態來看逃離體驗，筆者在此也發現嘉年華的特殊性，使得逆轉

凝視（Gillespie, 2006）的情況不同原本的負面意涵，扮裝者樂於被拍照就算未先

取得禮貌性確認也無所謂，Elven 自己就表示，若是在私密空間下有全套合適裝

扮又是自己喜歡的角色，他就非常願意出去遊行、展示在眾人面前並被拍照，符

合 Gillespie（2006）所指出的，被攝者會覺得被他者肯定自身裝扮，因而產生成

就感並形成正面的自我認知，依扮裝的角色身份進而擁有扮演另一個人的逃離體

驗。在官方之外有很多扮裝者是自行攜帶服飾及配件來到節慶，當然也有很多人

選擇直接在當地的商店租借全套裝扮配件，可惜的是本研究中的受訪者雖皆有扮

裝意願，卻因種種因素未能成功扮裝，以扮裝情形和個人被攝情形來看逃離體驗

都只能建立在假設性問題上，就他們對扮裝的想像及態度分析，雖然這些想法和

態度上都是出自於受訪者本身的思考，但仍無法取得真實的觀光實踐現象及資料，

這部分遂成為研究者的缺憾。 

 

第七節 紀念品意涵 

 觀光中的物質種類和品項繁多，和觀光客各種觀光實踐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而且物質也是保存記憶的重要角色（Haldrup & Larsen, 2006），觀光經驗中獲得

的商品，在觀光客買下並被帶回家的同時，代表的不只是一個用金錢交換而來的

商品，而是對觀光客有諸多意義的紀念品，在觀光客回到自己國度時與旅行中的

情感體驗相連（Blundell, 1994; Maccarrone-Eaglen, 2009），除了用金錢買來的物

品之外，任何在觀光過程中取得的物品其實都能夠被當做紀念品被帶回家，因為

它和觀光客某段旅遊經歷有連結，能夠勾起觀光客對特定事物的回憶，並藉以回

想當時的經歷和感受，所以不管是如何微小、不起眼的物品都能夠成紀念品，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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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往日的旅遊經驗並讓那段經驗重新再度活化（Dann, 1996 ; Morgan & Pritchard, 

2005），像是受訪者 Kai 就表示他一般在旅行時，除了買明信片和當地具特殊性

的商品當做紀念之外，還會保留門票票根、車票票根，偶爾還會將博物館宣傳冊

及該國的特殊錢幣等等也納入紀念品的一部分。回歸節慶中的紀念品情形，受訪

者的紀念品取得情形請參閱下表： 

表 4-6 受訪者紀念品明細表 

受訪者 紀念品類型及明細 

Julia 面具造型別針 

Chris 面具 

Lauren 
鑰匙圈（面具及船的造型）、風景明信

片 

Karen 面具、風景明信片、義大利地圖陶瓷 

Elven 購票參與開幕典禮所送的面具 

Kai 面具、面具鑰匙圈、面具造型磁貼 

futari 面具、各式面具明信片 

lli 無 

Jill 面具 x2 

Darren 無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由上表可看出，有買紀念品的 8 位受訪者中有 6 位的紀念品都有面具，其中

受訪者Lauren表示她在先前的威尼斯旅行中已購買過面具所以此行才沒有再買，

代表她之前到訪威尼斯時雖非節慶期間但她仍覺得面具是具當地代表性的紀念

品，而受訪者 Julia 則是表示因行李限重、攜帶不便和預算問題無法購買，她也

特地將她原本欲購買的面具拍照並寄給筆者，雖無法購買但可透過影像留住面具

樣貌，表達出她對那個面具的喜愛。在筆者詢問受訪者 Ili 和 Darren 沒有紀念品

的原因時，他們表示他們其實很想買面具，Ili 是因為已屆旅程尾聲旅費不足，

Darren 則是因為為期 70 天的自助旅程才剛開始而不敢增加行李負擔，如同 Kim 

與 Littrell（2001）所言，在旅行中是否方便攜帶也是一個影響購買的重要因素，

可攜帶性的高低影響紀念品的購買意願的強弱。綜觀所有受訪者的紀念品明細情

形，筆者發現受訪者皆不約而同認為面具是嘉年華最具代表性的紀念品，其它性

質的紀念品大多也與面具有高度相關，這些紀念品本質上都屬於商品文化的呈現，

嘉年華的意象透過面具呈現就像是商品文化層次第三圈（Maccarrone-Eag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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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所指出的品牌象徵意義，紀念品在觀光經驗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觀光客

選擇紀念品常帶有對其使用價值的期待，也在旅行結束之後賦予不同功能性的用

途，以下筆者將從紀念、送禮、收集、分享四個方面來探討。 

 

7-1 紀念 

紀念品的「紀念」意義是觀光客在取得物品時的首要意圖，旅行結束後紀念

品作為觀光符號再現的存在價值，讓觀光客透過物品的重新凝視連結到假期時光，

當下的情境和感受藉由紀念品以觀光客想要的角度再度呈現。像受訪者 Jill 買面

具時的想法是因為覺得「它符合那個節慶」，所以在她買下面具之前她賦予面具

的首要價值就是「節慶的代表」，也意謂著日後面具能夠讓她睹物思節慶。同樣

受訪者 futari 也表示她原本購買面具時是意圖「在節慶中增加參與感」，對她來

說，也是在買紀念品的當下就和節慶本身做了緊密的連結。受訪者 Karen 除了將

面具和節慶連結之外，也和城市做了連結： 

…面具就會覺得說它就是很符合那個節慶跟那個地點，就覺得你如果講到威

尼斯你就會想到水道、它快沉沒了跟威尼斯的嘉年華。（Karen, 2011/09/05） 

對 Karen 來說，面具和節慶及威尼斯三者相連，而威尼斯的概念會再延伸出它本

身的特殊地景及它面臨的困境，但最後威尼斯還是又連結到嘉年華，環環相扣之

下面具代表的意義範圍又更加廣大，除了節慶本身還包含城市、城市地景、城市

特色，面具帶給她的回憶和紀念價值不只有節慶，更有其他的「附加價值」，如

同商品文化層次中的第四外圈（Maccarrone-Eaglen, 2009）。然而紀念品的紀念價

值最主要體現在「只有當地才買的到」的思維模式，受訪者 Ili 就認為面具是這

個節慶最有名的東西，由她的說法來看： 

…感覺那嘉年華會他們就是會戴面具，因為它是比較古裝的造型嘛，然後它

面具真的做得蠻精緻的，就雖然說它很貴，你就是知道啊這騙觀光客的，但

就會很想要買，畢竟它很有那種氣氛，就是也是台灣比較沒有的…（Ili, 

201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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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i 描述嘉年華中觀光客就是會戴面具，由「騙觀光客的」字句可見她在知覺面

具是商品文化下的產物仍然會產生消費的欲望，這消費包含了面具的精緻和節慶

的代表，面具體現嘉年華氣氛、同時又是台灣沒有的，在消費物品的美感和嘉年

華氣氛代表意義之外，還包含一個重點就是「台灣買不到」，如同 Kim 與 Littrell

（2001）所說的，觀光客購買紀念品時的會考量到紀念品的新奇感及獨特性，因

為在原本所處的城市或國家並非能夠輕易買到，這樣的「差異性」正是紀念品與

眾不同之處，也是能讓紀念品勾起回憶時具強烈代表性的主因。 

 

7-2 送禮 

對受訪者 Ili 而言，送禮之前她會先考慮到要收禮者是誰而去決定送什麼樣

的禮物，針對收禮者的興趣或需求在旅程中特別留意適合的紀念品或實用品，是

屬於事先已想好用途的理智型消費，但實際上在進行紀念品的消費時有多元的考

量因素，例如受訪者 Julia 在節慶中所購買的紀念品是面具別針，她覺得不僅可

以自用更可以拿來送人，除了實用性質的考量外，面具造型的選擇也帶有不同含

義，自別的國度取得的特異物品做為禮物，並非在自己國度可以取得的，面具造

型具有一定的獨特性，而對自己國度的人來說，沒看過、沒體驗過的紀念品可以

帶來新奇的感受，這樣的「獨特」和「新奇」能讓禮品變得特別，也讓收禮的人

感到這是份特殊、不易取得的禮物（Kim & Littrell, 2001）。在另一受訪者 futari

的紀念品用途中，她將帶回來的面具送給外公，並如此描述面具後來的用途： 

…是想要當禮物送他，我外公他喜歡（這種東西）…他有那種展示櫃，他喜

歡放一些奇怪的東西讓大家看這樣子，所以放外公那邊就可以整個親戚都會

知道，想知道的人就會來問我。（futari, 2011/09/15） 

futari最後將面具帶回台灣並當成禮物送人，除了收禮人本身對這類物品有喜好，

futari 自己本身也認為禮物屬於「奇怪的東西」，更覺得透過收禮人的人際網絡，

大家會因為想知道這奇怪東西的來源對她產生詢問的動作，這顯示出 futari 藉由

送奇特的禮物，建立了一種差異性，在這過程中表現的是消費獨特商品帶來的「不

同」，而她也期待在收禮人接受禮物之後，能讓其它人感受到禮品的新奇與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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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建立自我的差異性，送禮不僅期待對方對物品的感受，同時也期待收禮人透

過禮物而產生對自己的感受（Wamwara-Mbugua & Cornwell, 2009），紀念品的禮

品用途能夠讓送禮人接收他者「不一樣」的眼光看待。 

 

7-3 收集 

 收集是現代消費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從台灣這幾年風行的公仔收集熱潮可得

到最直接的印證，收集是消費掛帥下的產物，涉及對不必要物品的一種追求，「擁

有」和「佔有」能滿足人的佔有慾，帶給人成就感和滿足感（Belk, 2001），但在

觀光中的紀念品中，收集的意義彷彿帶著更複雜的意味，受訪者 Darren 認為面

具的紀念品用途除了自用、裝飾還能夠收藏，收藏和收集又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藏」多了一種對物品的珍惜，或許也是源自於他理想中的面具因為價格太過昂

貴之故。對受訪者 Karen 和 Jill 來說，收集是一件旅行中重要的事，而且他們以

很有系統的方法來執行，Jill 和 Karen 都有一個專門擺放紀念品的櫃子，在收集

的行為中，Jill 表示她甚至不會把原本的包裝拆開，而是直接擺在櫃子上保存它

的完好，表示她對收集品的重視。Karen 則是為了擺放紀念品而特地買了一個大

型層架的櫃子，在層架中有很多格子，每個格子是擺放她覺得每個國家代表性的

物品，像她就認為義大利的代表就是義大利地圖浮雕造型的陶瓷和面具，她的收

集行為除了顯現在家中位置醒目的層架，同時也顯露在她的網路行為中： 

…我只要到一個地方就會買當地的東西…而且我會 update 在我的網路相本

上面，所以他們就會知道說我這回去了哪個國家、我帶了什麼東西，然後當

他們來的時候，就說這就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那個什麼什麼、哪個國家什麼

什麼這樣…我有特別的一本相簿，是我家中的擺飾，從世界各地搜括回來的

擺飾，所以那本相本裡面本身就會有我放在那個櫃子上或是我掛在家裡任何

一個地方的擺飾。（Karen, 2011/09/05） 

Karen 不僅有一個顯示收集品的層架，還擁有一本相簿做為其收集品的證明，她

在每個地方都會買當地的物品，而這些物品並不拿來使用只為了收集，物品被拿

來收集之後，它們就變成是收集者記憶的線索，Karen 樂於展示收集品也樂於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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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詢問物品的來源，在這過程中 Karen 又可以再度回憶起當初如何取得收集品，

於是她挾帶收集的熱情去消費物品並樂此不疲，帶著戰利品返家能讓她感到滿足

感，當然還包含收集背後產生的成就感（Belk, 2001）。 

 

7-4 分享 

紀念品做為觀光經驗的延伸，也是觀光客在分享旅行心得時的最佳說明，每

年固定旅行的受訪者 Jill 就有和親朋友好分享旅行經驗和紀念品的習慣，而受訪

者 Darren 也認為旅行結束後跟他人分享是一件快樂的事，紀念品是讓觀光客分

享觀光經驗的媒介，觀光客在消費當地文化商品並回到自己國度時，紀念品能夠

反映對在地文化價值的獲取，觀光客藉由這樣的實踐可和他人分享當地的風俗民

情（Maccarrone-Eaglen & Cornwell, 2009），透過紀念品的經驗和情感體現，連結

當時的觀光回憶並與他人共享這段經驗（Morgan & Pritchard, 2005），這也是所謂

分享的真諦，讓他人和自己共同享有某些事物並因此擁有共同的話題或回憶。但

「分享」其實某程度上也是一種旅行經歷的炫耀，紀念品既被視為一個旅行的證

明，顯現出的「我有去這個地方」的個人資本炫耀意義可從受訪者 futari 和 Darren

對買面具的想法窺之一二： 

覺得帶回來可以當一個紀念吧，看照片也可以，可是帶回來就是有一個實物，

炫耀起來也比較方便。（futari, 2011/09/15） 

…一定要（跟朋友展示）的啊，我超愛現的好不好，我看到朋友就說，欸這

我的照片自己看。（Darren, 2011/09/25） 

從 futari 的說法可知，紀念品的紀念價值雖是首要，但在分享層面上是可以讓「炫

耀」變得比較「方便」，與其空口述說旅行經驗，紀念品的存在是讓炫耀變得更

具體及容易，如同吳怡靜（2010:225）譯作中所談論到的，紀念品的消費也是區

辨個人獨特性的行為，炫耀性消費下的商品是做為炫耀行為的憑藉，宣示自己所

擁有的不同經歷與體驗，因此在觀光客攜帶紀念品返回家園時，藉由展示性的分

享可達到炫耀的目的。而從 Darren 的言論看來，這或許和他本身個性或許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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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紀念品一定要和朋友展示，因為他自己「超愛現」，這樣的炫耀行為他也

用分享照片的例子來說明，他會主動叫朋友觀看自己旅行所拍攝的照片，帶回台

灣的紀念品也認為一定要展示給朋友看。 

 

第八節 節慶體驗小結與反思 

對威尼斯面具嘉年華的體驗研究採取 Pine II 與 Gilmore（1998）的體驗四象

限解析，以主動參與、被動參與和吸收、沉浸方式的劃分，筆者認為對此節慶的

體驗模式研究十分適切，對節慶官方及城市所給予的體驗和遊客感知的體驗皆能

囊括於內並提供有系統的分析，由前述娛樂、教育、美感、逃離體驗的分別探究

筆者發現，官方所舉辦的活動較偏重於娛樂體驗，也是一般最為人所知的感官體

驗型式，和受訪者所追求的新奇感相符，節慶活動及觀光客感知同樣皆以娛樂體

驗為主要訴求類型。筆者於參與觀察中所察覺到的旅伴感受也大抵與受訪者感受

近似，對官方活動節目不那麼重視且覺得在節慶中四處遊歷探看就是他們最主要

的體驗模式，另外筆者也發現這四種主要的體驗型式其實很難各自獨立存在，它

們彼此間互相牽連影響並不能壁壘分明地被劃分開來，例如娛樂體驗的視聽享受

和美感體驗的視覺藝術享受就有所重疊，而美感體驗的空間浸入和逃離體驗的另

個時空亦同工異曲，正有如 Pine II 與 Gilmore（1998:102）所提出的甜美點（sweet 

spot）之標準，威尼斯嘉年華娛樂、教育、美感、逃離四種體驗兼備、相互融入，

是能夠提供豐富體驗的成功節慶。同時筆者也認為面具節大致上符合 Pine II 與

Gilmore 所提出的體驗設計原則，嘉年華的體驗主題化、以紀念品做體驗的匯整、

運用五感知覺這三個原則由受訪者陳述中較能明顯感知，主題當然就是面具扮裝，

紀念品則有多種面具相關產品和其他地方特色物品，五感知覺在娛樂體驗部分也

應用頗多，但使用正面線索讓意象和諧、去除負面線索讓體驗更愉悅此兩項原則

由於筆者並未訪問官方單位，故無相關資料。 

在本章體驗分析之始先說明節慶參與動機，然而此處的動機並不是廣泛探討

觀光動機的生成，而是基於再現循環（Jenkins, 2003）和展演反轉（Haldr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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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sen, 2010:5）的角度去討論，將這樣的動機列於體驗分析之前旨在提供更全面

的體驗思考，對體驗所影響形成的大循環提供一個起始點。在娛樂、教育、美感、

逃離的四種體驗分析中，筆者以活動展演、氣氛展演及飲食實踐來分析娛樂體驗，

以活動展演、好奇求知及旅途反思來分析教育體驗，以節慶空間、城市地景及觀

光攝影來分析美感體驗，以節慶空間、扮裝活動、被攝心態來分析逃離體驗，在

不同型式的體驗分析來囊括受訪者的嘉年華體驗分享，最後再以紀念品用途作結，

如同 Pine II 與 Gilmore（1998）所提到的，紀念品做為體驗的匯整，筆者以紀念、

收集、送禮、分享四個角度解析紀念品意義，涵蓋受訪者所言之紀念意義、收集

的成就感、送禮的實用性、期待對方認同及和他人分享的愉悅與炫耀，而紀念品、

旅遊照片和受訪者口述又以這四個角度再次散播意象變成嘉年華體驗的傳播工

具，重製、複製節慶意象並周而復始地成為一個體驗循環，筆者認為研究流程及

鋪陳以動機為首、體驗居中、紀念品墊後的順序用以解釋此循環堪稱十分適切，

在整體研究分析撰寫完畢之後，能提供一氣呵成、互為表裡、環環相扣之感。但

既為體驗研究，體驗分析部分的自然比重甚高（請見圖 2-3），在本研究中娛樂、

教育、美感、逃離體驗的設計如下： 

- 被動吸收的娛樂體驗：活動展演、氣氛展演及飲食實踐。 

- 主動吸收的教育體驗：活動展演、好奇求知及旅途反思。 

- 被動沉浸的美感體驗：節慶空間、城市地景及觀光攝影。 

- 主動沉浸的逃離體驗：節慶空間、扮裝活動及被攝心態。 

在被動吸收的娛樂體驗分析中，筆者以官方活動及扮裝盛況展演來說明節慶

活動展演下的娛樂體驗，視聽享受帶來的享樂及好玩（葉浩，2007; Wang, 1999）、

樂趣及解放（Kim & Jamal, 2007）、差異和新奇感（Chhabra et al., 2003; Knox, 

2008），另以氣氛感受及飲食實踐來分析遊客感知的娛樂體驗，氣氛感受著重於

節慶中的社交樂趣（Morgan, 2009）、社群功能與集體經驗（Pitts, 2004）、氣氛

帶動的人群互動（Bowen & Daniels, 2005; Gelder & Robinson, 2009）及當下的親

暱感和安全感（Hayllar & Griffin, 2005），飲食實踐則是以飲食在觀光中的重要

性為切入點，食物代表當地的飲食文化（Hall, 2003）、區辨族群和地方（B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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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ntine, 1997; Richards, 2002a）也是讓觀光客對異地心生嚮往（Long, 2004）的

因素，在受訪者於嘉年華中的飲食經驗也可看出威尼斯食物代表義大利食物的特

性，即使全球在地化現象（鄭陸霖, 2004: 2）下觀光客在台灣已品嚐過同樣食物，

仍要加以印證或期待能有更好更道地的風味。 

在主動吸收的教育體驗分析中，筆者以官方和私人活動來說明節慶活動展演

下的教育體驗，歷史、人文、文化賞析等等類型活動意圖增進對當地文化的認知

及知識的取得（Porananond & Robinson, 2008; Smith, 2003），另以觀光客主動求

知及旅遊斬獲來分析遊客感知的教育體驗，觀光客對節慶人事物感到好奇進而產

生詢問動作，如同 Oh et al.（2007）研究中的教育體驗定義，是讓觀光客更有知

識、可以學習到一些事物及激起求知慾，旅遊斬獲則是針對此行中或此行後的反

思，使觀光客產生想法和觀念上的轉換或是學習個人技能的增進（Pearce & Foster, 

2007）。但台灣觀光客接觸到官方教育性質活動而擁有的教育體驗很少，反而推

翻節慶和在地傳統文化連結的說法，無法強化觀光客對其傳統習俗的認識

（Prentice & Andersen, 2003），若在旅途中真的增加對節慶的認識也純粹是節慶

的附加價值（Maccarrone-Eaglen, 2009），故筆者認為教育體驗在此節慶中和娛

樂體驗相比之下較不明顯。 

在被動沉浸的美感體驗分析中，筆者以節慶空間和地方感來說明節慶活動展

演下的美感體驗，節慶空間提供的符號性質使觀光客產生感官上的愉悅及吸引力

（Oh et al., 2007），只要身處該地和場景脈絡產生交互作用就能夠產生地方感

（Clark, 1998: xvii）、擁有滿足於身處其境的美感體驗（Oh et al., 2007），還有

威尼斯水都地形特別的迷路情形經筆者詮釋為中介迷離區域（葉浩, 2007:64）中

的一種特殊反結構性，迷路不同於往常旅途中的慌張不安而是一種獨特的美感體

驗，反映出臨場感與真實情境下的好玩經驗（葉秀燕，2008:62），另以觀光客

攝影行為來分析遊客感知的美感體驗，因拍照是典型的觀光實踐（Jenkins, 2003; 

Yeh, 2009），觀光客選取拍照標的時經常性以「漂亮」做為快門按下的標準，

或以能夠建立敘述和回憶的意義（Aiello & Gendelman, 2008; Yeh, 2009）做為拍

照與否的取決條件，在這取景過程中是反覆進行美感與故事性的挑選動作，筆者

不以拍照的權利行使關係切入，而是自觀光客感知角度來看這樣的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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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動沉浸的逃離體驗分析中，筆者以節慶空間和扮裝活動來說明節慶活動

展演下的逃離體驗，扮裝盛況下的節慶場景帶來的時空交錯感，使人跳脫日常生

活、脫離原本自我得到釋放（Oh et al., 2007; Wang, 1999）、節慶中官方及商家

提供的面具及扮裝使觀光客能夠藉著外顯服飾和裝扮改變自我認同

（Roach-Higgins & Eicher, 1995），擁有隱姓埋名、扮演其他角色脫離原本生活

的逃離體驗（Kim & Jamal, 2007），另以遊客被攝心態來分析遊客感知的逃離體

驗，探討若觀光客實際在節慶場景裡戴面具、扮裝的心態轉變，同 Giddens 所提，

外部衣著裝飾是個體化的手段（趙旭東、方文，2002:93），個人化的扮裝身分

選擇顯露出對自我的期待（Kim & Jamal, 2007），對角色定裝後扮裝者來說，逆

轉凝視的情況不同原本的負面意涵，會樂於被拍照就算未先取得禮貌性確認也無

所謂，甚至會覺得很有成就感，認為是自己得到某種肯定，滿意自身裝扮的被攝

者會形成一種正面的自我認知（Gillespie, 2006），意識到自己的扮裝角色及狀態

也讓觀光客表現出不同的個性或外顯行為，進而擁有想像自己變成另一個人的逃

離體驗。 

筆者以 Pine II 與 Gilmore（1998）體驗四象限為本研究之主幹，但體驗四象

限原本定位其實極為模糊不明確，用主動參與、被動參與和體驗的吸收與沉浸來

做區分，被動參與是屬於視聽大眾的形式，主動參與是加入並主演創造體驗的活

動，吸收是指視聽觀看體驗，沉浸是指沉浸其中的包圍式感官體驗，後兩者著眼

於人和表演及事物間的互動連結性。娛樂屬於被動性的體驗，人們被動地參加，

吸收甚於沉浸；美感的體驗也是屬於被動的，對活動本身及環境幾乎沒有影響力，

但人是沉浸在活動的整個氛圍之中；而教育是屬於主動性的體驗，試圖涉入更多

的積極參與，但其實人還是站在活動之外，並沒有沉浸其中；逃離同樣屬於主動

性的體驗，逃離是指主動去參與活動，有更多的涉入並沉浸其中達到逃離的效果。

對本研究而言，體驗四象限雖含糊粗略，但自成一格的系統性正好提供因時制宜、

因地制宜、因個案制宜的可能性，或許也是這四象限雖源自體驗經濟但卻能夠兼

容並蓄對不同個案提供體驗分析的原因。筆者參考 Ali-Knight 與 Pitt（2001）和

Oh et al.（2007）及 Petkus（2002, 引自 Williams, 2006）研究中對體驗四象限涵

義的調整，依本個案特性詮釋體驗四象限以提供適切的分析，誠如前所述威尼斯

嘉年華是以娛樂體驗為主要訴求的節慶，面具節若一言以蔽之即是扮裝者與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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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大眾同樂會，故所有體驗型式應從此特點出發做適當的調整，筆者歸納自身

觀察、收集到的資料及受訪者言論，以「扮裝」、「觀賞」及「享受」三個特點開

展娛樂、教育、美感、逃離體驗，是為獨特且最適合本研究的體驗四象限設計。 

  



 

- 105 -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發現 

文化觀光為今日主流觀光型式，各類在地文化與目的地意象連結做為吸引觀

光客前往該地旅遊的誘因愈來愈普遍（Maccarrone-Eaglen, 2009），城市常用代

表性的節慶活動塑造該城市的觀光意象，如同 Prentice and Andersen（2003）所

說，「節慶」的概念是可以透過創造力去定位一個城市，藉著文化節慶的舉辦來

吸引觀光客，一方面可以達到城市行銷，另一方面則是增加觀光收益（Gelder & 

Robinson, 2009）。透過節慶體驗，觀光客可以更深入了解觀光目的地（鄭琪靜，

2009），節慶具有在地文化的代表性，呈現當地的傳統、儀式、風俗民情等等，

是認識當地文化的絕佳機會，也是在地文化、傳統、認同的表徵（Smith, 2003）。

相較於諸多其他的文化觀光活動，節慶相對地具有高度可進入性，節慶的舉辦空

間通常是開放的，經常是免費入場的，也不要求參與的觀光客需有高度的文化資

本，只要帶著愉快玩樂的心即可在節慶中享受歡樂的氣氛、體驗不同的風俗民情，

是十分後現代的觀光模式。威尼斯面具嘉年華有其歷史演變及典故，然而傳承至

今歡騰熱鬧的氛圍依舊，在觀光客眼中除了歷史背景和在地文化的連結之外，更

是扮裝與觀看扮裝的最佳時節和場景，節慶主角是各式瘋狂假面，多彩多姿的扮

裝客和用相機追逐扮裝客的觀光客是節慶主導者，這都是面具節的獨一無二。 

筆者以經濟消費的角度將節慶本身視做文化商品化的產物，首先對威尼斯面

具嘉年華的商品意涵以 Maccarrone-Eaglen（2009）的商品文化層次做出解釋，

接著採取 Pine II與Gilmore（1998）的體驗四象限為研究架構進行節慶體驗研究，

以主動參與、被動參與和吸收、沉浸方式的四象限劃分體驗型式，對節慶官方及

城市所給予的體驗和遊客感知的體驗皆能囊括於內並提供有系統的分析。體驗分

析之始先說明節慶參與動機，然而此處的動機並不是廣泛探討觀光動機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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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基於再現循環（Jenkins, 2003）和展演反轉（Haldrup & Larsen, 2010:5）的角

度去討論，將這樣的動機列於體驗分析之前旨在提供更全面的體驗思考，對體驗

影響形成的大循環提供一個起始點。在娛樂、教育、美感、逃離的四種體驗分析

中，筆者參考 Oh et al.（2007）對節慶體驗本質詮釋並調整，以活動展演、氣氛

展演及飲食實踐來分析娛樂體驗，以活動展演、好奇求知及旅途反思來分析教育

體驗，以節慶空間、城市地景及觀光攝影來分析美感體驗，以節慶空間、扮裝活

動、被攝心態來分析逃離體驗，在不同型式的體驗分析來囊括受訪者的嘉年華體

驗分享，最後再以紀念品用途作結，如同 Pine II and Gilmore 所提到的，紀念品

做為體驗的匯整，筆者以紀念、收集、送禮、分享四個角度解析紀念品意義，也

涵蓋受訪者所言之紀念意義、收集的成就感、送禮的實用性和期待對方認同及分

享的愉悅與炫耀，接續將詳述四種體驗的細部分析與操作。 

在被動吸收的娛樂體驗分析中，筆者以官方活動及扮裝盛況展演來說明節慶

活動展演下的娛樂體驗，視聽享受帶來的享樂及好玩（葉浩，2007; Wang, 1999）、

樂趣及解放（Kim & Jamal, 2007）、差異和新奇感（Chhabra et al., 2003; Knox, 

2008），另以氣氛感受及飲食實踐來分析遊客感知的娛樂體驗，氣氛感受著重於

節慶中的社交樂趣（Morgan, 2009）、社群功能與集體經驗（Pitts, 2004）、氣氛

帶動的人群互動（Bowen & Daniels, 2005; Gelder & Robinson, 2009）及當下的親

暱感和安全感（Hayllar & Griffin, 2005），飲食實踐則是以飲食在觀光中的重要

性為切入點，食物代表當地的飲食文化（Hall, 2003）、區辨族群和地方（Bell & 

Valentine, 1997; Richards, 2002a）也是讓觀光客對異地心生嚮往（Long, 2004）的

因素，在受訪者於嘉年華中的飲食經驗也可看出威尼斯食物代表義大利食物的特

性，即使全球在地化現象（鄭陸霖, 2004: 2）下觀光客在台灣已品嚐過同樣食物，

仍要加以印證或期待能有更好更道地的風味。 

在主動吸收的教育體驗分析中，筆者以官方和私人活動來說明節慶活動展演

下的教育體驗，歷史、人文、文化賞析等等類型活動意圖增進對當地文化的認知

及知識的取得（Porananond & Robinson, 2008; Smith, 2003），另以觀光客主動求

知及旅遊斬獲來分析遊客感知的教育體驗，觀光客對節慶人事物感到好奇進而產

生詢問動作，如同 Oh et al.（2007）研究中的教育體驗定義，是讓觀光客更有知

識、可以學習到一些事物及激起求知慾，旅遊斬獲則是針對此行中或此行後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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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使觀光客產生想法和觀念上的轉換或是學習個人技能的增進（Pearce & Foster, 

2007）。但台灣觀光客接觸到官方教育性質活動而擁有的教育體驗很少，反而推

翻節慶和在地傳統文化連結的說法，無法強化觀光客對其傳統習俗的認識

（Prentice & Andersen, 2003），若在旅途中真的增加對節慶的認識也純粹是節慶

的附加價值（Maccarrone-Eaglen, 2009），故筆者認為教育體驗在此節慶中和娛樂

體驗相比之下較不明顯。 

在被動沉浸的美感體驗分析中，筆者以節慶空間和地方感來說明節慶活動展

演下的美感體驗，節慶空間提供的符號性質使觀光客產生感官上的愉悅及吸引力

（Oh, Fiore & Jeoung, 2007），只要身處該地和場景脈絡產生交互作用就能夠產生

地方感（Clark, 1998: xvii）、擁有愉快且滿足的美感體驗（Oh, Fiore & Jeoung, 

2007），還有威尼斯水都地形特別的迷路情形經筆者詮釋為中介迷離區域（葉浩, 

2007:64）中的一種特殊反結構性，迷路不同於往常旅途中的慌張不安而是一種

獨特的美感體驗，反映出臨場感與真實情境下的好玩經驗（葉秀燕，2008:62）， 

另以觀光客攝影行為來分析遊客感知的美感體驗，因拍照是典型的觀光實踐

（Jenkins, 2003; Yeh, 2009），觀光客選取拍照標的時經常性以「漂亮」做為快門

按下的標準，或以能夠建立敘述和回憶的意義（Aiello & Gendelman, 2008; Yeh, 

2009）做為拍照與否的取決條件，在這取景過程中是反覆進行美感與故事性的挑

選動作，筆者不以拍照的權利行使關係切入，而是自觀光客感知角度來看這樣的

美感體驗。 

在主動沉浸的逃離體驗分析中，筆者以節慶空間和扮裝活動來說明節慶活動

展演下的逃離體驗，扮裝盛況下的節慶場景帶來的時空交錯感，使人跳脫日常生

活、脫離原本自我得到釋放（Oh et al., 2007; Wang, 1999）、節慶中官方及商家

提供的面具及扮裝使觀光客能夠藉著外顯服飾和裝扮改變自我認同

（Roach-Higgins & Eicher, 1995），擁有隱姓埋名、扮演其他角色脫離原本生活

的逃離體驗（Kim & Jamal, 2007），另以遊客被攝心態來分析遊客感知的逃離體

驗，探討若觀光客實際在節慶場景裡戴面具、扮裝的心態轉變，同 Giddens 所提，

外部衣著裝飾是個體化的手段（趙旭東、方文，2002:93），個人化的扮裝身分

選擇顯露出對自我的期待（Kim & Jamal, 2007），角色定裝後被別的觀光客拍攝

會讓扮裝者覺得很有成就感，認為是自己得到某種肯定，滿意自身裝扮的被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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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形成一種正面的自我認知（Gillespie, 2006），意識到自己的扮裝身份也讓觀光

客表現出不同的個性或外顯行為，進而擁有想像自己變成另一個人的逃離體驗。 

綜合上述娛樂、教育、美感、逃離體驗的分別探究，威尼斯嘉年華的體驗型

式豐富多元，筆者發現這四種體驗型式彼此牽連且互相影響，難以完全各自獨立

存在，也不能壁壘分明地被劃分開來，例如娛樂體驗的視聽享受和美感體驗的視

覺藝術享受就有所重疊，而美感體驗的空間浸入和逃離體驗的另個時空也同工異

曲，扮裝盛況更同時提供了娛樂、美感、教育、逃離體驗，堪稱符合 Pine II and 

Gilmore（1998）所提的甜美點標準為一複合體驗的成功節慶。但不得不提的是，

在訪談過程和參與觀察的經驗相比，筆者發現官方所舉辦的活動較偏重於娛樂體

驗，是一般最為人所知的感官體驗型式，和受訪者所追求的新奇感相符，受訪者

的期待也同樣皆以娛樂體驗為主要追求的類型，然而美感體驗在節慶中也十分強

烈，不僅是視覺上的藝術享受抑或是節慶空間地景所提供的迷路感和地方感，更

別說逃離體驗本就是觀光移動的根本，遠離所處的熟悉環境置身於另一時空，節

慶裡的扮裝和攝影改變自我認同形成的逃離體驗也不在話下，此三種體驗模式呼

應了筆者旅伴和受訪者的觀光實踐感受，他們對官方活動節目不那麼重視且覺得

在節慶中四處遊歷探看就是他們最主要的體驗模式，這樣的模式使得娛樂、美感

和逃離體驗三種體驗模式較為顯著，教育體驗相對地就屬於較弱的一環，一方面

源於此節慶特殊性即是以狂歡享受為訴求，二方面觀光客對官方活動較不重視當

然也就忽略掉教育性質的部分，三方面後觀光客型態的觀光模式也不再追求所謂

的真實性，因此筆者認為，若依 Taylor（2007）對體驗強度分級為低、中、高三

級的原則，筆者主觀認定威尼斯嘉年華的體驗成份和屬性為：高度娛樂體驗、中

度教育體驗、高度美感體驗、高度逃離體驗。 

由於本研究設計流程是以特定動機為起始，以體驗四象限為研究重心，再以

紀念品探討作結，動機的著墨是為了對體驗能夠有更全面的說明與了解，紀念品

做為體驗的延伸是符合 Pine II與Gilmore（1998）所提到的紀念品是體驗的匯整，

前後一氣的研究流程安排能夠呼應起始的動機角度，形成一個大的體驗循環。同

時筆者也認為面具節大致上符合 Pine II 與 Gilmore 所提出的體驗設計原則，嘉年

華的體驗主題化、以紀念品做體驗的匯整、運用五感知覺這三個原則由受訪者陳

述中較能明顯感知，尤其以紀念品為體驗匯整的著眼點，藉收集、分享、送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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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將匯整體驗的紀念品以各種途徑再度傳播，使得節慶觀光意象能夠不停地被

複製並重新造就觀光動機，是為一個體驗的大循環。但使用正面線索讓意象和諧、

去除負面線索讓體驗更愉悅此兩項原則由於筆者並未訪問官方單位，故無相關資

料無法深究。大體而言本研究結果回答了研究提問所試圖探究的供需方體驗型式，

筆者並將體驗型式之調整與詮釋具體化為如下列表： 

表 5-1 體驗型式詮釋調整表 

體驗四象限 體驗屬性 分析面相 

1. 娛樂體驗 被動吸收 活動展演 氣氛展演 飲食實踐 

2. 教育體驗 主動吸收 活動展演 好奇求知 旅途反思 

3. 美感體驗 被動沉浸 節慶空間 城市地景 觀光攝影 

4. 逃離體驗 主動沉浸 節慶空間 扮裝活動 被攝心態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 

 

第二節 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反思與討論 

本研究和一般節慶觀光研究不同，節慶觀光研究歷來有諸多切入點，如不同

的節慶參與遊客之動機比較（Lee, 2000）意圖做市場區隔；企圖對節慶參與動機

形成因素做分類（Crompton & McKay, 1997; Lee, 2000）；以節慶商品之消費角度

研究節慶觀光客的動機來源（Wamwara-Mbugua & Cornwell, 2009）；節慶概念與

城市意象的連結，藉代表性節慶塑造該城市的觀光意象（Pentice & Andersen, 

2003）；強調節慶代表性可成為觀光吸引力，達到城市行銷和增加觀光收益

（Gelder & Robinson, 2009）；節慶是在地文化、傳統、認同的表徵，代表該地區

及在地人的典型，造訪者參與節慶是因為對被慶祝的產品、事件、遺產或傳統有

特殊興趣（Smith, 2003）；節慶能夠在每日生活外提供觀光客特殊體驗的時間和

空間（Morgan, 2009）；節慶因觀光的影響產生功能轉變，從國內人民取向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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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人民面前的一個指標性代表活動（Quinn, 2005）；Chhabra et al.（2003）研

究中強調現代創造的節慶活動還是和傳統意義有所相連；Knox（2008）則是認

為近代的節事活動都被創造成它們目前再現出的樣貌而被人們被動地全盤接受；

節慶除了吸引觀光人潮、體現在地文化，更可增進國際認識、凝聚當地族群認同、

創造經濟來源及工作機會（Gelder & Robinson, 2009; MacLeod, 2006; 

Wamwara-Mbugua & Cornwell, 2009）。在諸多不同研究切入點的節慶觀光研究中，

與本研究最為雷同的是 Kim 與 Jamal（2007）的扮裝節慶研究，但他們的研究目

的主要是針對觀光客追求存在真實性此議題，和本研究以體驗為著眼點不同，另

本研究選取威尼斯面具嘉年華做為研究個案，此節慶身為三大嘉年華之一，結合

威尼斯本身獨特的水都風情，其舉辦、進行、慶祝方式具強烈特殊性且鮮見相關

研究，故本研究除了提昇此節慶的學術曝光率，也為這特殊節慶中的體驗型式揭

開神秘的面紗。 

另外，觀光領域中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已有諸多相關研究，然而對觀光體

驗的探索相對性地就較少（Richards, 2008；鄭琪靜，2009），既然行銷管理取向

的研究已甚普遍，本研究欲透過社會文化意義的相互建構來了解體驗型式及其內

涵相形之下就較為罕見。觀光中的體驗研究也有諸多不同立足點，除了最常見的

滿意度相關研究（Chen & Chen, 2010），還有觀光中個人感知及消費體驗探討

（Morgan, 2009）、觀光客與地方或人互動而產生的親密感體驗研究（Hayllar & 

Griffin, 2005）、藉觀光體驗探討觀光客個人成就與自我實現（Pitt, 2004）、觀光

客體驗和地方情感連結關係的相互探索（鄭琪靜，2009）、節慶活動中的五感體

驗探討（陳乙榕，2008）等等。本研究和一般體驗研究出發點的角度相異，是同

時包含節慶舉辦單位及城市提供的體驗型式（供給方），和觀光客感知接受到的

體驗型式（需求方），還有筆者本身參與觀察的發現與反思，供給面和需求面的

兩方面探討給予較完整的體驗審視角度，加上筆者自身的體驗和觀察能夠有更多

豐富資料。另外，在體驗研究設計方面是本研究與一般體驗研究最大的不同之處，

筆者在體驗研究流程的編排上，為求研究的完整和體驗的連貫，並非只單純分析

體驗面相，而是將特定動機形成和紀念品意涵的探討皆納入體驗分析的範圍之內，

這也是筆者在瀏覽相關文獻時較未察覺的情形，故也成為本研究和其他體驗研究

比較下相對特殊的一點，相信能帶給未來體驗研究更多的靈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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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選擇質性研究是因為本研究之本質出自於歸納取向，欲針對節慶情境下

的個別體驗進行細微的描述與分析，回應及解釋研究提問中此節慶的體驗包含

「什麼」型式，使用語言和圖像表述，強調文字而非數字，主要為歸納取向（高

熏芳等人，2001；陳向明，2002；黃惠雯等人，2003）。為了上述目的，筆者採

用建構主義式的原則，認為情境和個人經驗的不同會帶來多元的事實與現象，因

此一個不變的客觀現實是不存在的（陳向明，2002引自Guba & Lincoln, 1994:109），

在體驗研究中的「感覺」、「感受」、「感想」、「感情」這些元素無法使用量

化研究來取得相關的細微描述，因量化研究較適合大規模調查和預測，將事物進

行數量上的計算，極力強調客觀，目的是建立一個通則來解釋問題和現象，研究

結果是具可重覆性的（高熏芳等人，2001；陳向明，2002；黃惠雯等人，2003），

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情感和體驗會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所以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中半

結構式的深度訪談實為適切。而個案研究之研究方法用於威尼斯面具嘉年華，主

要是因為此節慶的特殊性，不同於大多數節慶是官方單位主導，在面具節中觀光

客才是主角，嘉年華提供了一個共同場地，而扮裝的和未扮裝的觀光客豐富了節

慶，也是讓節慶獨樹一格、產生無限魅力的來源，雖節慶研究普遍都擁有部分相

同的特性及共同體驗型式，但在此特殊節慶中產生的體驗必定和一般節慶有所不

同，這也是筆者一開始選用個案研究的原因，研究者的關注限制在此特定事例上

為個案研究的特色（林佳瑩、徐富珍，2004）筆者認為威尼斯面具嘉年華此研究

個案中的體驗型式和多數節慶還是有明顯差異，在某程度上是不能通用的，也無

法建立相對性可推論的結論，加上筆者原本的研究意圖就是在於了解面具節的體

驗型式，同時用於台灣舉辦節慶的借鏡及參考，並非想建立節慶研究的通則，故

筆者認為個案研究法為本研究適切方法。 

分析研究資料方面，針對影像資料和文字資料，筆者採用內容分析、敘事分

析和影像分析以取得最直接而有效的分析元素，內容分析針對收集到的資料做分

類，強調文本某些層面的文意及字詞使用，以提供特定觀點（Swandt, 2007）；敘

事分析主要在故事的敘說脈絡中找到議題，連結至相對應的研究問題（Aiello & 

Gendelman, 2008），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從訪談逐字稿、遊記、官方宣傳折頁等

資料中分辨不同敘事片段，根據互動談話或受訪者所講述的旅遊經歷，探索這段

體驗的內容與脈絡，將各種體驗連結到相關的文化位置並加以詮釋（司徒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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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而影像分析對研究者取得的圖片或影像自是不可或缺，影像分析主要是

依研究目的去分析各種影像來源，如同 Scarles（2009）詮釋照片去說明空間如

何再現的研究，照片的建構是觀光行為中很重要的一環，觀光客自行拍攝的照片

更是了解其價值觀的線索，研究者在觀察照片及詢問受訪者的過程中，藉由照片

了解影像擷取之價值觀，最後整理歸納並加以解讀。視覺研究重點在於文化的產

製與消費過程（林恩慧，2010），筆者分析投射意象並將內容符碼編碼並抽出，

分別釋義並探究所蘊含的深層意涵，而針對觀光經驗述說，研究者會藉由敘事分

析的詮釋架構來理解這些實際觀察或經歷的特定事件。由上述三種分析方式，可

知本研究主要透過建構主義式的詮釋，在詮釋過程中取得盡可能的豐富資料，提

供本研究最適合的資料分析方式。 

在研究流程的構思過程中，為求研究適切性，筆者於研究之初和研究過程中

對本研究設定做過多次調整，筆者的研究流程調整如下，體驗分析之始先說明節

慶參與動機，然而此處的動機並不是廣泛探討觀光動機的生成，而是基於再現循

環和展演反轉的角度去討論，將這樣的動機列於體驗分析之前旨在提供更全面的

體驗思考，對行前的觀光意象來源做交待，並對後續體驗所影響形成的大循環提

供一個起始點。在娛樂、教育、美感、逃離的四種體驗分析中，筆者以活動展演、

氣氛展演及飲食實踐來分析娛樂體驗，以活動展演、好奇求知及旅途反思來分析

教育體驗，以節慶空間、城市地景及觀光攝影來分析美感體驗，以節慶空間、扮

裝活動、被攝心態來分析逃離體驗，以不同型式的體驗分析來囊括受訪者的嘉年

華體驗分享，最後再以紀念品意涵探討作結，如同 Pine II 與 Gilmore（1998）所

提到的，紀念品做為體驗的匯整，筆者以紀念、收集、送禮、分享四個角度解析

紀念品意義，也涵蓋受訪者所言之紀念意義、收集的成就感、送禮的實用性和期

待對方認可及分享的愉悅與炫耀，經由紀念品的收集、分享、送禮等用途，面具

節體驗被以各種途徑再次傳播出去，除了紀念品，具強烈意象的旅遊照片和受訪

者口述也再次成為嘉年華體驗的傳播工具，重製、複製節慶意象並周而復始地成

為一個體驗大循環。筆者認為研究流程及鋪陳以動機為首、體驗居中、紀念品墊

後的順序用來解釋此循環不僅是本研究創新之處，也對面具節體驗的特殊形式提

供適切的解釋及了解，除了在整體研究分析完備之外，更提供了某種研究流程和

型式上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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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與建議 

在每段不同體驗象限探討的同時，除了將理論與事實相互印證，也激發筆者

於每個環節中的不同省思和對台灣節慶的想法，在此分三個部分闡述。 

 

3-1 威尼斯面具嘉年華的節慶缺點與改進建議 

 在探討娛樂體驗時，儘管官方籌辦了許多活動及表演，受訪者的視聽享受主

要來源卻不是官方單位，而是路上的扮裝角色和各種即興演出，例如受訪者 Jill

就認為她行前雖然在官方網站上看到每日眾多的行程和活動，但她認為她預期會

看到很多扮裝的人就已足夠。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不僅一次聽到受訪者表示並不

重視官方活動的言論，除了 Kai 認為官方活動辦的還不錯、Elven 覺得遊行很酷

之外，其他受訪者不是沒參加就是覺得活動並不吸引他們，沒參加的原因主要是

活動時間不能配合及搞不清楚活動內容，像是受訪者 Lauren 表示活動場面人潮

太多極混亂難以追尋活動行程，受訪者及 Ili 則是認為缺乏交通和秩序管理，活

動舉辦在聖馬可廣場的半開放柵欄空間，不需進入也能夠看到活動內容因此降低

了購票進場的意願，因為隔著不高的柵欄也能窺看活動情況，另一方面即使購票

入場也因管理鬆散、場面混亂而無法得到應有權益，如同受訪者 Elven 的遭遇就

是隨票附贈的飲食卻還是得要用買的才能取得。此外不參加活動還有最重要的因

素就是語言障礙，受訪者 futari 指出主辦單位雖有試圖在主持時先講義大利文再

接著用英文，但是常常會忘記用英文解說或者是三句義大利文後才補充一句英文，

所以儘管活動氣氛很不錯但卻無法理解活動內容及進行方式。 

 筆者在實際參與期間，發現同行旅伴也有同樣的情形，他們並不特別熱衷追

隨官方活動的進行時程，而是在如果有經過活動場地時才進行查看，若人潮太多

無法窺之一二時，他們也認為無所謂、往別的地方走就好，有較多的參與反而是

夜間的音樂會，雖不懂語言也不認識歌手或 DJ，但音樂是無國界的語言，在夜

色中看著舞台上的扮裝舞者，跟著群眾一起搖擺、享受音樂和氣氛就已足夠。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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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述，官方和觀光客皆十分重視節慶娛樂體驗的部分，但官方提供和民眾需求

中間似乎有些距離，筆者認為多彩多姿的官方活動在此節慶中並非不重要，而是

觀看扮裝人群也同樣精彩甚至更精彩，所以對觀光客來說能參與活動當然是很好，

但卻不是觀光客的首選，若因時間、內容、人潮混亂等因素而無法成功參與活動，

他們可以有很多其它同樣有趣的替代方案，除了觀看四處遊走的扮裝人潮，他們

會在廣場周邊透過花神咖啡館的櫥窗想像舊時場景、發思古之幽情，也會遊走島

上各處探看美麗風景和個性小店，甚至會到周邊的小島體會不同的節慶氛圍，這

些都構築了整個威尼斯嘉年華的豐富與多元，即便沒有參與主辦單位的活動，也

有其它諸多選擇能夠互為替代，相對地官方活動對觀光客來說就不是那麼地不可

或缺及不可取代。 

在訪談過程中筆者詢問受訪者對嘉年華的整體印象，雖所有受訪者皆認為威

尼斯面具嘉年華是一成功節慶，對其中的活動及氣氛多數持正面意見，像是受訪

者 Kai 就認為官方活動辦的還不錯，但他希望能夠再有一些更有趣的東西，例如

最佳造型競賽參賽者可做一些符合扮裝特質的表演。正面意見雖多，但受訪者仍

提出一些可以改進的方向及缺點，尤其是針對官方舉辦單位的想法甚多，諸如以

下缺點： 

(1) 交通動線和秩序混亂、票券難以取得。 

(2) 活動行程表宣傳不足、即使知道有活動也不知何時參加。 

(3) 入場購票場面混亂、人員缺乏妥善管理。 

(4) 活動主持英語化不足、觀眾面臨高度語言障礙。 

在受訪者的節慶觀感中，官方活動的不完美對整體節慶而言仍是瑕不掩瑜，節慶

本身的凝聚力使扮裝人潮聚集並有精彩的各式展演，是觀光客主要造訪節慶所要

看到的，至於其他部分則是其次，頂多是這個節慶的附加價值。筆者觀察到的現

象也是如此，對台灣觀光客而言，能夠身歷其境、置身於節慶之中觀看扮裝人潮

是第一要務，觀看各式活動當然是好，但都被當做此行的額外收穫，既是額外的

當然也就不會對此加以苛求。筆者自身主觀觀察和受訪者印象是相符的，尤其對

上述缺點中的第 2 項體會最深，因為活動節目的宣傳小冊只在聖馬可廣場中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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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心才可拿到，活動節目的海報也只在服務中心外牆上張貼，若非特意搜尋資

料實難發現，當然也可以在當地隨時上網查看，可是筆者並無行動式的隨身上網

裝置，在活動節目完整資訊的取得上自然有所困難，相信對許多觀光客而言也是

如此，因人潮眾多而產生的混亂情形在這場景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活動

節目的宣傳和進行方式卻是官方能夠加以改善的，若是能廣為宣傳例如將節目表

投射在舞台的電視牆，同時也加強人員和秩序管理、活動主持的英文口說輔以電

視牆說明大致活動內容，想必節慶的娛樂體驗和教育體驗會更加豐富且深刻。 

 

3-2 台灣的節慶環境之參考與借鏡 

台灣人注重吃且會特別注意飲食特殊性，例如在當地食物的部分，受訪者

Elven 很明白自己在節慶時對當地食物及咖啡的消費並不是只有節慶時期才有的，

而是包含在整個城市、整個地方之下與節慶並存的，在威尼斯的飲食更深層的意

義是對義大利食物消費的體現，節慶中的飲食不是威尼斯才有，而是整個義大利

意象的範圍。對筆者訪談人及同行旅伴而言，去異地吃異地的代表性食物是他們

觀光經驗中重要的一部分，顯示出對台灣觀光客而言，飲食體驗是他們觀光實踐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飲食的全球在地化，台灣觀光客在

台灣就已先行吃過很多異鄉的食物，為了印證同與不同、道地與不道地及是否更

加美味，仍會依其事先有的飲食印象去行使觀光實踐，並會在這樣的過程中自我

演譯、解讀，發現異地食物不符原本預期時，會認為應是台灣食物有依台灣人口

味做改良或是剛好不合自己胃口，而不會因此否定異地食物或在日後拒絕嚐鮮甚

至影響旅遊心情，像受訪者 Kai 就說，即使東西難吃也不會影響他對那段旅程的

整體感受，也就是說負面的飲食經驗通常不會影響到台灣觀光客對那個地方的觀

感，但此處的寬容強調的對象是異國食物。另方面，飲食的全球在地化意謂著觀

光客也能在異鄉吃到家鄉食物，但對台灣觀光客來說，他們不會在異鄉尋求中式

食物的飲食經驗，因為他們普遍認為，都已經來到遙遠的異地，還要吃原本在台

灣就有、口味熟悉的東西、又要花比在台灣更昂貴的金額，是十分不值得的。由

此也看出台灣觀光客對旅遊時異地飲食的堅持，「既然來了就要體驗看看」的心

態讓他們不會在異鄉尋求熟悉的家鄉食物，認為中式食物是給「外國人」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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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也必定是為了符合當地需求而有所更改，餐廳擺設及以刀叉為食器都是配合

外國人的飲食習慣，也就自然不會成為他們觀光旅遊時的首選。 

由上述的飲食方面舉一反三，不僅只在飲食方面，台灣觀光客的首要要求是

「新奇感」與「特殊性」，正如本研究所得的結果，因此台灣日後的節慶發展除

了結合當地特色和人文精神、重視複合式體驗，還必須改掉同樣的紀念品整個台

灣都買的到的特性。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威尼斯面具嘉年華，面具在威尼斯是不

論任何時節都能夠買的到，只差在節慶時種類較多、觀光客需求大罷了，雖然威

尼斯面具嘉年華在受訪者眼中不約而同的評價都是個成功的節慶，但受訪者

Elven 也曾直接述說他認為面具節實在太商業化了，也不過就如此而已，他並不

會再想去第二次。但為何時至今日這節慶依舊如日中天、每年皆受萬眾注目呢？

或許正如孫守仁（2002b:84）所言，威尼斯嘉年華飽受商業化、世俗化的嚴苛批

評，面具、華服、古典時光所構成的水都嘉年華質素，心態上依舊未曾些許改變，

人們掩飾了自己，也改變了自己，透過面具，透過威尼斯，透過嘉年華。到訪的

觀光客依舊希望在這節慶中能夠親自扮裝、親眼目睹各式假面，以及消費附著於

節慶的歷史及文化，感受不同的生活脈動。回歸台灣節慶，或許少了「消費附著

於節慶的歷史及文化」這部分，才是台灣節慶普遍無法有顯著成效的原因。 

將面具節借鏡於台灣節事活動的舉辦，受訪者 Kai 和 Elven 都表示，台灣沒

有類似的活動所以無從置喙，這樣的國際知名度和規模都是台灣無法望其項背的，

整個城市在某段時間全心投入大型節慶活動，同時依附著城市特有的人文歷史，

在台灣實是難以推行也沒有可供發揮的時空背景。Elven 認為若要發展類似活動，

除了大型的共同節日－農曆新年之外，可能只有從原住民的豐年祭活動著手，即

使各族類原住民的豐年祭可能時日上有所出入，但相差並不會太遠，加上原住民

分布極廣，若是能成為整個台灣島嶼共同的豐年祭節慶活動實為發展上較可行之

節慶。然而就筆者本身的思考，豐年祭至多能夠提供一同歡慶的場合，但大多數

人民對節慶本身卻無法產生太多認同，屆時可能會適得其反，自己國內的人民都

無法認同又何以產生共同的國家認同？故筆者認為還是應該先從國內的小型節

慶做起，以複合式體驗為訴求，結合在地特色和地方人文精神，發展屬於台灣、

也被台灣人所喜愛的節慶活動，創造地方特色和獨特性，不要每個城市的名產都

大同小異，建立差異性才值得觀光客追求特定的體驗。雖說威尼斯面具嘉年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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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的大型國際節慶，台灣能借鏡或仿效之處似乎不多，但從另一角度來看，筆

者認為可以就此節慶的缺失做為台灣舉辦國際節慶的借鏡，首要之務是建立友善

且足夠的英語化環境，加上適當的秩序管理及動線規劃，輔以完整的活動內容宣

傳相信能對國際大型節慶的規劃打好成功的基礎。 

 

3-3 相關研究未來方向與建議 

在實際參與 2011 年嘉年華期間，筆者有意識地在和旅伴間的互動中極力抽

離自身角色，試圖在能力範圍內以一個觀察者的角度從旁觀察，在這過程中則是

發現同儕的影響力發揮了莫大的效用，如同數個受訪者所言，筆者旅伴24也表示

因為朋友有買面具（要扮裝）所以也跟著買（要扮裝）或是因為朋友不買（不扮

裝）所以也跟著不買（不扮裝），著重「大家一起」的共同觀光行為實踐，還有

的受訪者表示在節慶中本來有想買面具的念頭，可是卻不得不因種種因素猶豫或

考慮作罷，不過因同行旅伴有買面具，就跟有買面具的朋友借面具來戴、過過乾

癮並拍照留念，成為一種具補償作用的替代式方案。這種「癮」顯示出觀光客在

此節慶的面具購買欲望和扮裝欲望，但卻因為有所替代所以影響了購買意願也進

而影響了逃離體驗。在這兩種情況下即使想買面具（扮裝）、擁有節慶的逃離體

驗的觀光客，也會因周遭朋友的決定而有所變化，故筆者認為購買商品的動機和

決定因素雖然十分複雜，但同儕影響在這節慶中為顯著因素之一，因此日後的面

具節體驗研究或許替代式方案和同儕友人對體驗的影響這部分考慮進去。除此之

外，筆者還認為有以下幾點可做為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 

1. 筆者原先欲探討的面具物質文化仍是一個值得探究的主題，因為物質文化的

相關研究在觀光領域是相對而言較新的議題，故與其相關的文獻並不多，倘

若以物質文化的社會建構意義取徑，研究面具在此節慶中的物質文化角色如

何扮演，面具節的相關研究本就不多，以物質文化做探討相信必定沒有類似

或相同的研究，因此也十分有研究的價值。 

                                            
24 筆者共有 3 個旅伴，其中的 2 個在逛面具店時表示同行朋友買就跟著買、不買就跟著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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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者，以本研究中的面具節體驗而言，筆者建議若能找尋到實際有全套扮裝

參與節慶的受訪者或許能夠提供更多具體的體驗描述，能夠驗證實際扮裝和

想像扮裝後的自己心態和想法是否相符。 

3. 除了上述訪談者條件調整，筆者認為未來或許也能將節慶舉辦單位負責人或

節慶中的各國扮裝者納入訪談者之列，相信能夠得到更多不同的體驗資料。 

 另外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筆者撰寫本研究時，威尼斯官方頒布了「觀

光稅」的規定，自 2011 年 8 月 24 日開始收取，收取方式及金額依住宿及淡旺季

而有所不同25，收取的金額用於威尼斯島上的遺產維護及改善觀光服務品質，對

每年有超過 2 億觀光客的威尼斯觀光業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及影響也是值得探

討的部分，未來的節慶研究可從此著手，以觀光政策研究或永續觀光的角度都是

不錯的切入點。 

  

                                            
25 http://www.veniceconnected.com/content/tourist-tax-0（2011/10 瀏覽）請詳見網站說明。 

http://www.veniceconnected.com/content/tourist-ta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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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問題大綱 

＠受訪者社經現狀  

請問您現在幾歲？ 

請問您從事的職業是？ 

 

＠嘉年華旅遊背景  

請問您是在何時到訪威尼斯面具嘉年華？  

請問您該次是第幾次到訪？   

請問您停留時間大約多長？（天數）  

請問您隻身前往還是結伴同行？旅伴人數有幾個？ 

 

＠觀光動機生成（動機層面探究） 

請問您為什麼會想去這個節慶？  

請問您行前的嘉年華意象是什麼？ 

請問您嘉年華意象的來源是什麼？ 

請問您出發前對嘉年華有何期盼？   

請問您嘉年華的相關資訊來源是？  

 

＠探究娛樂體驗 

請問您有參加官方活動嗎？參加了哪些？ 

請問您覺得官方活動如何？視聽感受方面覺得怎樣？ 

請問您對嘉年華的整體感覺為何？  

 

＠探究教育體驗 

請問您有學習到任何關於嘉年華的知識嗎？譬如說哪些？ 

請問您在節慶中對眼前事物會想了解嗎？譬如說哪些？ 

請問您是否有得到新知或任何收穫？ 

請問您價值觀或想法有任何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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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美感體驗（搭配照片引談法） 

有什麼你覺得必做不可的事？（身歷其境的必要性） 

請問您有拍照嗎？都拍些什麼？通常會因為什麼原因選擇拍照？ 

請問您會拍攝嘉年華中的扮裝人物，取決標準是？ 

請問您選取的嘉年華代表性照片的原因為何？ 

 

＠探究逃離體驗 

請問在節慶中您會想扮裝嗎？為什麼？ 

請問若您戴上面具（扮裝）之後，感覺為何？ 

請問若您戴上面具（扮裝），自覺行為模式及心境是否有所不同？請具體說明。 

請問您扮裝後會想被拍照嗎？為什麼？  

 

＠補充體驗的可能性問題 

請問您在嘉年華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麼？原因是？ 

若有機會再去第二次的話，您會去嗎？為什麼？ 

 

＠紀念品意涵  

請問您有買任何型式的紀念品嗎？是哪些？選擇的原因是？ 

請問您有買面具嗎？有的話為什麼？沒有的話為什麼？ 

面具或紀念品帶回家中後，對你有何意義？用途是？  

（紀念、送禮、收集、分享） 

 

@再現循環與展演反轉之印證 

會推薦別人去嗎？為什麼？如何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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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受訪者你好： 

 

在觀光產業蓬勃發展的今日，本研究將以威尼斯面具嘉年華中的參與動機和

體驗為研究目標，針對以面具及扮裝為主題的威尼斯嘉年華，試圖釐清節慶精神

與物質文化如何相互結合，並對其如何影響觀光客的旅遊動機和經驗進行全盤性

的深入了解與分析，期許能藉此一窺觀光物質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在現代觀光的角

色，在台灣發展觀光的過程中盡一份心力。因此將需要受訪者分享您的旅遊經驗，

並詳述與物質相關的任何觀光行為及這些行為下的真實想法和感受。 

受訪者將接受約 1∼2 次的訪談，每次約 30~60 分鐘，同時，為了資料的整

理與分析，希望受訪者能同意於訪談過程中錄音。錄音的資料將會被謄寫為逐字

稿並進行分析，最後的結果研究者必須徵求受訪者的同意，才可發表此文字結果。

在研究結果的呈現上，為了支持研究結果為真實，受訪者的部份對話將被引用，

但足以辨認出個人身分的資料將被隱匿或僅部分揭露、或以代號稱之（如部落客

ID、外號等）。 

訪談內容僅作為研究者分析資料、編碼及因素歸類之用，因此希望受訪者能

提供寶貴的真實意見及想法，以增加研究資料的正確性。訪談進行期間受訪者有

權利決定是否回答研究者的問題與回答的深度，若過程中受訪者想結束訪談，可

以隨時開口，不會遭到任何的質疑或責難，研究者會將資料一併歸還給受訪者（包

括錄音檔及任何型式的資料）。 

 至此，受訪者已經完全瞭解研究的過程、資料運用及參與本研究的權利義務，

也明白您的參與對本研究的價值與意義，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意見，歡迎隨時提

供給研究者，並誠摯邀請您參與本研究。 

 

 

指導教授：台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專任助理教授 劉以德 

研究生：  台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研究生 許巧瑜 

電話：    0987559993 

E-mail：  697820091@ntnu.edu.tw 

 

同意受訪參與本研究      請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同意研究者使用訪談內容  請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生 許巧瑜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