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Cultures and Tourism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Education for Oversea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哈利波特的電影觀光-台灣觀光客的魔幻凝視 

Harry Potter’s film tourism-the Fantasy gaze of Taiwanese tourists 

 

 

 

指導教授：賴嘉玲博士 

Dr.Chia-Ling Lai  

 

 

研究生：駱彥伶 

Yen-Ling Lo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i 
 
 

目次 

謝辭 .......................................................................................................... iv 

摘要 ........................................................................................................... v 

英文摘要 .................................................................................................. v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5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8 

第一節  國內相關文獻 ..................................................................... 8 

第二節  文化與創意觀光 ............................................................... 10 

第三節  文學與電影觀光 ............................................................... 13 

第四節  景點建構與文化展演 ........................................................ 25 

第五節  觀光凝視與符號消費 ........................................................ 3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40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 40 

第二節  文獻分析 ........................................................................... 42 

第三節  深度訪談分析 ................................................................... 46 

第四章  從哈利波特電影到英國景點建構 ........................................... 50 



 

ii 
 
 

第一節  從小說故事到電影場景的立體呈現 ................................ 51 

第二節  從電影拍攝地到魔法觀光景點 ........................................ 63 

小結 .................................................................................................. 87 

第五章  哈利波特旅遊的中介與想像建構 ........................................... 91 

第一節  旅遊中介與觀光客所再現的魔法 .................................... 91 

第二節  英國與哈利波特的創意想像 .......................................... 107 

小結 ................................................................................................ 115 

第六章  台灣觀光客的魔幻凝視 ........................................................ 116 

第一節  從小說到電影的認知與看法 .......................................... 116 

第二節  遊客的魔幻凝視與幻想 .................................................. 120 

第三節  遊客的魔法旅遊實踐 ...................................................... 132 

第四節  實際造訪空間與目的地想像的比較 .............................. 145 

小結 ................................................................................................ 155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 160 

第一節  從哈利波特故事到電影與觀光 ...................................... 160 

第二節  魔幻凝視與哈利波特電影觀光的未來發展 ................... 165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 172 

參考文獻 ............................................................................................... 174 



 

iii 
 
 

附錄一 訪談問題大綱 .......................................................................... 182 

 

 

 

 

 

 

 

 

 

 

 

 



 

iv 
 
 

謝辭 

於謝辭的起頭，最要感激的是我的父母，謝謝你們這一路的養育之恩，這一

路若沒有你們做我最堅強的支柱，我也無法如此安心的讀書，雖然父親已無法親

身參與我的畢業，但我深信他仍會在某一處感受到我的喜悅與感謝，謝謝你們一

直都在我身邊。 

第二位要感謝的就是歐文所的賴嘉玲老師，謝謝老師在這一年間的細心的指

導，老師淵博的學識與經歷再再提點了我許多，也協助我走過許多論文中的困境。

而老師的耐心著實令人難忘，文章看過一遍又一遍，卻也不曾起過不耐之心，期

間也不忘時時關心我的身心近況，使我真心覺得嘉玲老師是一位既良善又美好的

師長。 

   接著感謝口考委員孫嘉穗、王俐容、魏玓老師，與歐文所的劉以德所長給予

我的寶貴建議，因為這些觀察入微的意見使我的論文得以更完備。同時也很慶幸

我有一群歐文所的好同學們在一起互相加油打氣，一塊成長，一同畢業。懷念與

佳珮、雅馨在法國與西班牙所經歷的一切，想念那時看到的景色與陽光，希望未

來哪天我們還能一同至歐陸旅遊；憶起每次與婷妤、凱婷、祐綸、怡君、藝真在

聚會中的暢所欲言、開懷大笑，就覺得特別窩心，希望大家過後的人生能更加順

遂無礙，很開心有妳們的存在。 

 謝謝黃祈真醫師，感激你教導我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教我除了聰明外，人

更需要有智慧，唯有如此才能過得更自在，不生煩惱。此心無住、無相、無願，

才能生實相般若，清淨才得以浮現，希望在這漫漫的時間流中能有一日能修證物

來則應，過去不留之境。 

最後，要感謝這一路有幫過我的眾人，不論在何處，謝謝你們無私的給予，

在此時能遇見你們是我的運氣，我會將這所有所有放在心上，謝謝。 



 

v 
 
 

摘要 

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源自於近年的哈利波特熱潮，以及電影觀光在哈利波特

多元文化現象中所位居的重要地位，綜觀國內哈利波特的相關研究尚未以觀光面

向深究其對觀光層面所促成的影響。故本研究以哈利波特的電影觀光作為個案探

討，剖析哈利波特電影所引發的英國電影景點生產、台灣與英國的雙重旅遊中介、

台灣觀光客的魔幻凝視此一完整的觀光脈絡，期望在哈利波特現象與電影觀光的

相關研究上做出具體的貢獻。 

在台灣觀光客的魔幻凝視層面，特別發現遊客除了望見所望之外，更由內再

建構了魔幻想像，促使空間如同中介迷離般於真實與虛擬間流動著，重要的是藉

由遊客的魔幻凝視進而豐富了該地的空間意義。 

於研究方法的部分取用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並佐以電影觀光論述、符號學、

文化展演、詮釋循環、觀光客的凝視、真實性將研究分四個層次探討：第一，自

拍攝背景了解其藉由實地取景將故事塑造出立體真實感，使故事走入地景，觀光

景點的前身因此成形。第二，英國景點運用象徵哈利波特符號的標示物(如:劇照、

告示牌、道具模型等)，鋪陳了文化與創意想像，將空間轉變成一會說話的環境；

且因魔法的展演使得想像、地方、英國文化彼此構連，重構了地方的空間意義。

第三，台灣與英國的旅遊中介者促成哈利波特地標的社會建構，吸引了遊客前往

該地蒐集地景，同時遊客也經由照片與部落格的紀錄再現了地標。第四，當台灣

遊客凝視哈利波特景點時，透過解碼景點標示物，進而幻想故事情節獲得魔法的

快感，以滿足自身的欲望；並將自我認同成魔法主角，經由心靈模擬去扮演他者，

而形成了自戀的愉悅。而哈利波特故事及其觀光雖是立基於虛擬陳述之上，但由

於遊客願意接受與相信這個故事，透過其實際的體驗與展演魔法後反而形成了觀

光客的存在真實。 

關鍵字：哈利波特、電影觀光、觀光客凝視、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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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tivation of this research derives from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Harry 

Potter in recent years, as well as the critical role of film tourism in Harry Potter 

multi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a relevant review on Harry Potter, there are no 

domestic studies focused on its effect upon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Hence, Harry Potter related film tourism is chosen as a case study in this research.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ourism context from producing film attrac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riggered by Harry Potter films, the travel intermediaries from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both constructed the fantasy gaze of Taiwanese tourists. 

In particular, the part of fantasy gaze focuses on that tourists slip between the 

actuality and virtuality in the Harry Potter attractions, and the locations function as 

liminal space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 fantasy gaz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multiplicity of places.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re adopted, drawing upon theories 

of film tourism and semiotics, culture on display, hermeneutic circle, tourist gaze, and 

authenticity. This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ly, the fictitious story 

becomes three-dimensional and authentic by location shooting. Because of location 

shooting, a flat story can possess specific landscapes and a predecessor of attraction 

can be shaped. Second, based on the producing attrac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 

explore the local attractions using Harry Potter markers turn the space into a talking 

environment, and make the actual attractions can lay out a virtual magic imagination. 

The magic displays have reshaped the local landscape and connected with imagination, 

sight, culture. Third, travel intermediaries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ontribute to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Harry Potter landmarks, attracting tourists to 

collect these landmarks, and furthermore the photos and blogs from tourists represent 

the landscape as well. Forth, when Taiwanese tourists visit Harry Potter attractions, 

they have special fantasy gaze and performances. In addition to gazing on the actual 

attractions, the virtual film scenes tend to emerge from tourist’s mind. They also 

mentally and bodily simulate the movie characters. By this way, tourists can get magic 

pleasure and fulfill their desire. Although Harry Potter stories and tourism base on a 

virtual context, tourists are still willing to accept and believe this story. Nothing is real 

except what the tourists believe. Through the actual tourist experience and magic 

display, authenticity can exist in the Harry Potter tour. 

Keywords: Harry Potter, film tourism, tourist gaze, authen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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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自《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上市後，後續引起的社會熱潮從出版業、電影、觀

光產業到周邊文化創意商品皆可看到其顯著的影響力。而本論文主要探討自《哈

利波特》小說出版及電影上映後所引發的電影觀光現象，著重於《哈利波特》電

影觀光景點的符號建構過程，並探討經由英國與台灣的旅遊中介後台灣遊客的魔

法消費體驗與魔幻凝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 1997 年開始，《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1從英國作家 J. K. Rowling 筆下成

為撼動世界的奇幻文學，《哈利波特》小說共有七部，從上市以來大批讀者皆在書

店外等候新書發表。這部描寫主角哈利波特於霍格華茲魔法學校七年的冒險故事

已被翻譯成 67 種語言，所有版本的總銷售量超過了四億本，名列世界最暢銷小說

之列，最終第七部小說於 2007 年上市。而至 2001 年時，更由美國華納兄弟電影

公司開始將這七部小說改拍成八部電影，前六集各一部，而第七集分為兩部，最

後一集於 2011 年上映，而《哈利波特》電影系列也是全球史上最賣座的電影系列，

總票房收入達 76 億美元2。 

J. K. Rowling 寫的這系列小說，一部比一部更添加了黑暗色彩，隨著哈利、

妙麗、榮恩三位主要主角的年齡增長，敵人佛地魔的魔力也越顯增強。這系列小

說主要是由哈利的視角來表述，又加上書中豐富、奇幻、緊湊的劇情，與刻劃深

刻的人物特性，使得讀者認為閱讀此系列小說有著相當的親切感，而這同時也是

                                                      
1
哈利波特為系列小說的主角，作者 J. K. Rowling 將故事分做七集，描述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在

魔法世界中與好友榮恩(Ron)、妙麗(Hermione)一同對抗佛地魔(Voldemort)的冒險成長故事。 
2
根據 WiKi 百科指出:哈利波特電影系列是全球史上最賣座的電影系列，總票房收入達 76 億美元。

資料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哈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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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熱賣的重要原因。此故事除了展示了生活的真實性，更描述了兒童的成長過

程，滿足了閱讀者的內心需求，觀者可藉由其中的奇幻旅程來突破自我壓抑與滿

足好奇心，特別是對於兒童而言更為影響顯著(陳心儀，2008)。J. K. Rowling 把持

著固定的節奏，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推出新的作品，除了讓讀者與主角可一同成長

也使讀者養成了固定的閱讀習慣，幾年來讀者與主角已經建立了一種心理聯繫，

小說中的虛構人物就如同成為了讀者的朋友與其一同成長。 

當然作家與出版商的行銷策略，也是將此系列小說慢慢推向排行榜前位的主

要推手之一。《哈利波特》可說在當時全球低迷的景氣中，成為異軍突起的黑馬，

這般光榮景象持續了十幾年，在系列小說出版完後，更藉由電影與周邊文化創意

產業持續餘波盪漾，相關商品隨處可見，眾多的書迷、影迷仍不斷增多。業者與

媒體皆是《哈利波特》的加持者，從出版的訊息到作者或演員的生活都不斷地被

報導，不管是支持或批判的報導，都可在媒體上望見關於《哈利波特》的熱潮。 

其中加速其品牌化的主要推手可說是媒體，在現今媒體的功能與角色超越了

過去所認知的一切，當前的媒體所代表的是一種新文化的創作者，它除了是訊息

傳遞的中介者，更能成為訊息來源的主導者。J. K. Rowling 在 1998 年僅以 50 萬

美元把電影改編權、專利使用權和商品化權交給了美國時代華納旗下的華納兄弟

電影公司(Warner Bros.)(花建，2006)。《哈利波特》能風靡全球與華納集團旗下的

網路、廣播、電視、報紙的傳播效應是密切相關的，特別的是經過華納改編的電

影後更進一步加速了其品牌的風行，可說若無華納恐怕今日的《哈利波特》不會

如此光鮮奪目。 

在開拍電影之際，許多人建議電影該走美式風格、好萊塢化，但其製片 David 

Heyman 堅持保留原書濃厚的英國情調，不只是對作者的承諾，更重要的是其中

商機的考量。David Heyman 認為觀眾除了想在電影裡尋找生活共鳴外，也想感受

不同於日常的神祕情調，而保有這種特質的產品才經得起市場考驗，所以經過後

來的票房證明電影八集的票房收入總共達到了 76 億美元(McCabe, 2011)。小說的



 

3 
 
 

熱潮延伸到電影，而電影尊重原著的精神與成功的票房，促使忠實影迷遍布全球，

繼而使業者衍伸出各種周邊產品，不管是 DVD、紀錄片，或劇中巫師們使用的魔

杖、服裝、柏蒂全口味豆等都相當熱銷，產值也相當龐大，這也說明其延伸的文

創產業有著巨大商機。 

除此之外，媒體更促使當地形象的形成與吸引觀光實踐，如｢媒介觀光｣

(Media-related tourism)便意指媒體將某地以書籍、電視節目和電影的方式呈現，

將特定景點塑造爲具有故事性，使當地具有某種意象，進而吸引觀光客前往體驗

的一種手法。而有些電影的主要意圖雖並非誘使人們去參觀此地，但它卻增強了

觀眾對電影中這個地方的認識，提高觀光吸引力和收益。 

一個好的故事，一部好的電影可以帶動電影觀光產業的發展，並可逐步累積

故事中景點的觀光動能。透過電影的傳播，遊客被吸引到電影的拍攝場景去探索

故事或是追尋主角的電影軌跡，試圖從電影場景中重新體驗劇中人物的經歷，甚

至從景點中去找尋那些魔幻的想像。 

在《哈利波特》電影上映後，英國許多地點便因是電影拍攝地大量成長了觀

光客的人數，如因電影中霍格華茲魔法學校(Hogwarts)的聚會大廳在牛津大學基

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飯廳取景後，牛津大學開始擠滿了電影觀光客。

到訪的觀光客也試圖從電影場景中重新體驗劇中人物的經歷，甚至從景點中去找

尋那些魔幻的想像。 

一份題為｢英國國家景點:電影與電視如何推動觀光｣(Stately Attraction-How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s promote tourism in the UK)的調查報告中表示，將英

國展示於全世界觀眾眼前的英國電影與電視節目，在觀光領域中扮演了極重要的

角色。這項由電影公司與旅遊團體委託進行的調查報告指出，哈利波特系列電影、

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迷霧莊園(Gosford Park)、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影片的拍攝地點，都因為電影的取景而使近年來的

觀光客人數大幅增長(Olsberg|SP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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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格蘭北部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的安威克古堡(Alnwick Castle)因是

霍格華茲魔法學校的拍攝地之一，所以自哈利波特電影第一集「神秘的魔法石」

放映以來其觀光人數成長 12%，根據｢英國國家景點:電影與電視如何推動觀光｣

(Stately Attraction-How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s promote tourism in the UK)

的調查報告估計，拍攝電影權利金為該地區帶來 900 萬英鎊的收入。哈利波特的

高票房間接成為了英國觀光產業的大推手，英國旅遊局更因此為觀光客設計了｢

哈利波特地圖｣(Harry Potter: Discovering the Magic of Britain)，告訴遊客著名的拍

攝地點以符合遊客們的大量需求(Olsberg|SPI, 2007:77)。 

然而國內於探討《哈利波特》的文獻上多以文學層面著手，尚未以觀光面向

加以做研究，筆者認為哈利波特除了在文學上有卓越的成就外，其對於社會層面

的影響更不可小覷，此熱潮從文學起始一路拓展至電影、觀光、文創產業，在觀

光領域的發展更是非常獨特的新脈絡，所以筆者便認為必須佐以觀光面向來探討

哈利波特才能使論述更為的週全。 

至於在觀光的討論範疇中，電影觀光是以電影作為一種特殊興趣的主題旅遊，

而電影觀光景點是以電影作為吸引力以促使觀光客到訪，由此可知電影觀光是以

電影的元素和一般的大眾觀光做了區隔，故筆者認為由電影觀光的層次來探討哈

利波特的現象更是突顯了此研究的獨特性。綜合以上的原因，激發了筆者以電影

觀光的層面去論述，於哈利波特電影之後其拍攝景點的空間建構與轉變，並針對

台灣遊客的角度去探查其主觀心理與集體社會的旅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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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哈利波特》小說好比是一粒塵埃，美國的經濟機器(即華納兄弟電影公司)

就好比是貝殼，而哈利波特現象就是一種貝殼效應：塵埃進入貝殼後而形成珍珠，

這顆珍珠便是很多天才的努力和很多機制的作用聚合而成的 (花建，2006:1)。 

華納集團旗下電影、網路、廣播、電視、報紙的企業，除具備了傳統的大眾

媒體（如：雜誌、電影、電視等），也具有現代的媒體的優勢（如：網路、部落格

等），使其能夠不受限於時空的因素提供最即時的訊息，並藉由社群認同的方式創

造出無限可能的傳播力量。正如《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文化力道，與其附加效

益是相當廣泛的，除了原作者的版稅、電影票房、電影週邊的衍生性文化商品，

甚至是民眾平時較不會注意到的景點都成了受惠者。 

長達十年的《哈利波特》系列電影，其最終回「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 2」（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ollows: Part 2）已於 2011 年畫下完美的句點，雖然這部系

列電影已經暫時結束，但影迷熱愛的心不會跟著退去。多數影迷可透過造訪電影

拍攝場景，再度回味那些豐富的魔幻故事，更可使自己扮演成一個神祕的角色穿

梭在古老又現代的英國街道中，去找尋那些影像與回憶。 

人們會因為對地點有某些特別的畫面、記憶、聯想、或是情感的連結和承諾，

而被引發動機去造訪某個特定的景點(Schama, 1996)。這類型的旅遊就可以由人們

的閱讀，或是從觀看電影中被創造出來，如在《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上映後，

遊客便會開始想要去造訪相關電影場景。為了迎合遊客的期待與跟隨時代新的潮

流，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也不斷的藉由魔法符號來進行當地文化建構，文學與電

影的聯想便被納入了觀光地景中。 

政府、民間、旅遊組織開始涉入地方意象的形塑，通過《哈利波特》相關符

號的生產、環境的營造，來改變地方的空間感受和文化意涵，並藉此包裝地方形

象營造出新的空間意涵。透過官方組織與業者各式文化展演，促使觀者能夠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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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實地去造訪場景的意願，使其能意圖去消費那個好似真實的魔法空間，這景點

形塑不僅增強了遊客的精神體驗，更可帶動了地方的文化消費與觀光發展。 

一些流行文化裡的影像、符號、聯想、幻想對於建構人們於這個世界的感知

都是具有顯著影響的。換句話說即是這些媒體的流行文化形式創造了一個不存在

現實的神話、想像世界，但是那個神話、想像世界卻又可透過造訪那些相關景點，

而被重新塑造或體驗(Riley, Baker, & Van Doren, 1998)。當遊客造訪《哈利波特》

電影場景時正如實際接觸了那些不存在於現實的故事與想像，在旅途中不僅可理

解奇幻故事與認識真實地景，更可滿足幻想與實現虛擬的夢境。而在旅途中真實

地景與虛擬故事不停交雜的時刻，遊客的體驗與認知便是筆者欲想探討的重點之

一。 

從《哈利波特》故事、電影到觀光，影響的不僅是故事本身的開展性，更促

成了各式旅遊中介者、遊客的投入，更加影響了地方文化內涵的重構，英國景點

可說因《哈利波特》的奇幻想像從而變遷了地景的面貌，使地景形象與意義皆有

所轉變。例如英國知名的「格洛斯特大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被取作霍格

華茲（Hogwarts）魔法學校走廊的拍攝地，在電影之後此教堂便附著了魔法的想

像，轉換了原本嚴肅古蹟的象徵，使當地的文化內涵更為的豐富與活潑，同時也

因電影關係促使各式旅遊中介者開始推廣此教堂的特殊性，也加強了遊客到此地

旅遊的動機。特別的是榮芳杰(2008)提到英國小朋友最喜歡的就屬此霍格華茲

（Hogwarts）魔法學校的走廊，其實英國的孩童原本對古蹟沒什麼興趣，但因電

影的關係而特別喜愛到這座教堂參觀並在該走廊上拍照留念。這不僅使此座英國

列級 Grade I2 的古蹟獲得年輕學子的認同，也使得舊有的文化遺跡有著新的文化

象徵，使遊客不僅能望見魔法更能了解歷史。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目的為： 

1、 電影與觀光所建構下的《哈利波特》地景 

電影如何將原本小說裡只能依憑想像的地景變成了真實的空間。並自英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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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去探討，在電影之後英國當地如何運用符號將電影場景轉變成一個魔幻

的觀光景點。 

2、 台灣與英國的雙重旅遊中介 

當英國已將哈利波特景點產出時，台灣與英國旅遊中介者如何構聯景點與遊

客之間的連結，促使遊客前往旅遊、蒐集地標，並在旅途結束後藉由遊客自

身的照片與文字的地標再現，而成為一個哈利波特景點的詮釋循環。 

3、 台灣遊客在英國的觀光體驗與魔幻的消費 

在真實與想像的消融界線上，當地景點又是怎樣被凝視與想像，而台灣遊客

是否藉由故事從而於心中形塑出一個新的魔幻英國。當真實的景點與虛擬的

哈利波特世界交融時，電影觀光是否是一個不具真實的觀光體驗。而虛擬故

事是否會掩蓋了當地的意義，或是使兩者意義同時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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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分為國內哈利波特文獻回顧、文化與創意觀光、文學與電影觀光、景點

建構與展演、觀光凝視與消費五個部分作探討。首先筆者先將概述國內各式哈利

波特的相關文獻；第二剖析文化與創意的意涵，以為後續的電影觀光討論做奠基；

第三歸納文學與電影觀光的論述，並探討電影觀光中的真實性問題；第四再藉由

符號理論探討觀光景點建構的相關論述；第五為探討遊客的觀光凝視與符號消費

的特性，綜合以上為哈利波特相關景點的形塑過程及遊客的旅遊體驗有所理論取

徑。 

 

第一節  國內相關文獻 

國內針對《哈利波特》為題的研究共 23 筆，大致分為三類：文學、教育、媒

體三部分，而目前國內尚未出現從電影觀光的角度去探討《哈利波特》的相關文

獻。 

《哈利波特》原本是以小說方式呈現，而由於其小說的熱銷促使電影的開拍。

在電影上映後，台灣青少年閱讀習慣開始有了改變，原本的閱讀風潮也漸漸的消

退了，特別在電影上映後青少年比較傾向於觀看電影，但仍是有研究者保持著正

面的立場看待《哈利波特》的小說，認為小說還是能喚起青少年閱讀的意願，也

提升了他們想像力與獨立思考的能力(賴維菁、呂孟娟，2005)。 

筆者認為自電影上映後確實改變了小說原有的市場，除了使民眾能接觸更為

多元模式的《哈利波特》故事，更使故事透過更多元的型態深入各個階層的民眾，

也使得沒有閱讀習慣的民眾也能透過螢幕認識故事，當然這也使得《哈利波特》

的影響力更為擴大。除了電影的推力外，陳心儀(2008)的《從「哈利波特現象」

論媒介建構與文化商品消費》主要以「媒體」與「消費」兩部份進行分析，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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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因媒體大量地報導《哈利波特》新聞且配合重複式的播報，再佐以知名人士

的推薦進而形成了《哈利波特》現象。 

媒體是運用策略性的傳播方式來建構《哈利波特》，如在新聞報導及銷售手法

中主要是用「奇幻」、「愉悅」與「死亡」這三種特定的符號來進行操縱，這三種

符號的主要目的就在於達到宣傳和刺激銷售的成效。文化製造者透過「奇幻」符

號建構，讓消費者進行奇幻符號體驗，進而塑造出品牌的整體性；「愉悅」則是消

費過程中主要的符號消費，透過派對的慶祝讓消費者得到歡愉的感受；至於「死

亡」則是刺激消費的的主要符號(陳心儀，2008)。林信宏(2003)指出消費者選擇消

費的原因在於享受中介者所傳遞出來的訊息與符號，所以消費者看的不只是《哈

利波特》的小說與電影，而是消費《哈利波特》所傳遞出的各式符號。 

陳心儀(2008)其研究結果發現，媒體、文化創造者(包括：作者與出版社)、與

業者三者間的關係緊密，相互視對方為消息來源且互相影響，這便促使《哈利波

特》的消費價值擴張全球。然而可議的是媒介運用了其文化權威的正當性，不斷

進行意識形態的產製與再製，而維持了資本主義體制的運作。 

筆者認為陳心儀的研究雖就《哈利波特》的流行文化現象做了剖析，將媒體、

文化創造者與業者三者間的緊密關係拉出，但尚未著手因《哈利波特》現象所造

成的英國觀光熱潮，實為論述《哈利波特》的缺憾之處。因為不管是《哈利波特》

的系列小說或電影，皆帶動了英國當地的景點改造與建構；更促成了旅行中介者

開始發行導覽書或用其主題來規劃旅遊行程；當然也吸引了許多遊客前往英國去

體驗魔法世界。 

國內在探討其它奇幻小說與電影的相關文獻也尚未以電影觀光作為主軸，但

孫嘉穗(2010)的〈出版、地方與文化想像：魔戒故事的媒介空間與文化地景〉對

於奇幻文學的文化創意發展有著詳細的論述，除此之外也稍佐以闡述《魔戒》對

紐西蘭所造成的影響。此研究從空間和地方的視角去檢視魔戒出版品經由文化想

像而產生的多空間層次，以及和地方產生的關聯，著重於魔戒在跨媒體轉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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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和社會文本的交流對應現象，並了解媒體與社會文化的互動。其以魔戒故事

由紙本文本而轉生的廣播劇及電影在英國和紐西蘭的不同歷史時間段裡，所因應

當時媒體、文化政策所做的靈活改變。並以英國伯明罕的托爾金週為例，闡述故

事經過轉化後還激發了地方的文化想像，經由相關的文化活動的推展使得當地的

城市記憶、想像都連結於一體，進而重構了地方的文化地景，也構連了地方意識

的凝聚，甚至促成了文化古蹟的維護與保存(孫嘉穗，2010)。 

從英國的魔戒平面故事、到紐西蘭的電影與地景、及美國好萊塢的全球行銷，

皆促使魔戒呈現了跨國的文化流動，也使一個電影地圖能重新鑲印在紐西蘭的真

實自然景觀上。魔戒不僅成功行銷了紐西蘭的地景文化，也創造了相當高的經濟

價值，重要的是魔戒電影的製作成為紐西蘭對外宣揚電影大國的企圖奠定了基礎，

形塑了國家的品牌，對內也形成了國家認同 (孫嘉穗，2010) 。 

孫嘉穗(2010)主要探討《魔戒》文本因英國廣播劇、電影、托爾金週的活動

而轉換成的多元文化形式與衍生的多樣媒介空間，細緻地剖析文學文本的創意流

轉，及印證了文本與城市地景的融合與改變。筆者認為此研究為奇幻小說的創意

發展奠基了論述的基礎，但尚未以電影觀光作為論述的主軸，所以筆者便立基於

電影觀光來探討《哈利波特》所造成的各式旅遊現象，以期對奇幻文本的研究有

更不同的取徑及對電影與觀光有更深入的剖析。 

 

第二節  文化與創意觀光 

文化可說是觀光的原動力，因為觀光客會開始去追尋一種文化體驗與美學的

想像，所以近年來各國政府也開始致力於結合文化與觀光的發展。現今以文化學

習、文化探索與文化體驗為旅遊活動主體的｢文化觀光｣，已穩固地發展成為一種

主流的大眾觀光活動，占全球觀光的 37%且其需求正以每年 15%的速度增長

(McKercher & de Cros, 2002/2010: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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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過去泛指以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為主題的觀光活動，像是以古蹟、

自然遺產、博物館、藝術、音樂為主要目的的旅遊；然而到了現今觀光產業逐漸

受到關注後，文化觀光就開始出現新的發展策略，如英國在 1980 年代就把文化的

概念擴大，抹去傳統上高雅文化與大眾娛樂間的區隔(Bassett, 1993)。所以如今觀

光客有相當多樣的觀光活動選擇，文化觀光也有更多元的樣貌，舉凡遺產觀光、

自然遺跡觀光、藝術與音樂觀光、藝廊與博物館觀光、美食觀光、文學觀光、電

影觀光等都是文化觀光的其中一支(Richards & Palmer, 2010)。 

文化是｢人為｣的，與自然是相對應，所以說文化可以被創造與發明。由於人

為的因素，所以文化會伴隨著時代演進與社會脈動而隨時在變遷，同時也因文化

交流日趨頻繁，這便更加速了文化的變化(Williams, 1985/2005:106)。透過上述對

文化的理解來解釋文化觀光的內涵就可得知，文化觀光是有別於自然觀光將自然

景觀視為旅遊的重點，文化觀光是強調對人為的物質活動或環境的體驗。也由於

文化的人為特質，同時使得文化觀光能同樣的可被人為建構、被賦予意義、被精

心設計，更會如同文化般隨著社會發展、經濟因素、考量觀光客的期待等等情況

進而發生變革與進展。 

以文化消費為內容的觀光旅遊活動，促使更多地方的歷史、文化資源被開發

運用於觀光發展，以突顯出地方風格展現、地域文化特色，像是近期興起的創意

觀光(creative tourism)便是一個重要代表。  

Smith 指出創意觀光有三個主要類別：第一，是觀光內容有著深入地方與當

地家庭的安排，例如：行程內會有一些創意活動讓遊客去參與當地手工藝製作、

學習當地文化習俗、舞蹈、廚藝、音樂等，這類別主要注重的是遊客實際與當地

文化、民眾做交流，強調與當地居民的互動也是旅行經驗的一部分。第二，是帶

領遊客做一些具有創意性的活動，但不包含或極少與當地的文化、人民做交流，

例如：帶領遊客在英國的舞蹈節中學習西班牙、非洲的舞蹈，在此活動中遊客並

無真正接觸到西班牙或非洲當地。第三，是帶領遊客去享受文化創意產業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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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杜拜時尚之旅、法國藝術之旅、設計之旅、電影之旅等等，而《哈利波特》

電影觀光就是屬於此類(Smith, 2003:161-164)。 

在創意觀光的脈絡中，參觀景點便不是一個主要的重點，其強調的是遊客的

真實體驗，所以他們會規劃一個可讓遊客與當地溝通交流的旅程，設計一些讓遊

客可以主動學習、成長的活動。在創意觀光中，遊客可以透過互動得到反思，並

且讓遊客可以看到除了實體景點之外的意涵，所以這是一個充滿活力且靈動的觀

光類別(Smith, 2003)。在創意觀光中可明顯發覺其發展文化脈絡的重要性，因此

如何將文化呈現給觀光客，如何將文化編列進一個創意的行程以吸引追尋特殊文

化的觀光客就顯得格外的關鍵。 

電影屬於文化也屬於創意，那這電影資源如何被生產方或中介方運用與經營，

並將其轉化成可供消費的觀光商品便成為了是否能發展觀光的關鍵。Urry 曾提及

為使地方資源成為被觀光客所消費的商品，一地的觀光推動者必須進行將資源文

化加工的過程，使物質或活動嵌入文化系統中並賦予其特定的文化意義，才能將

資源轉換成可以引起觀光消費欲望的符號(Urry, 1995:142-143)。 

於《哈利波特》電影上映之後，其拍攝地景開始成為了觀光客欲追逐的焦點，

而景點生產方也開始迎接此熱潮，將魔法故事運用符號與文化展演納入景點中，

使得王十字火車站、歷史遺跡、再到鄉野間的風景都成為了哈利波特的魔法場景。

所以即便原本是一個車站，或是一個毫不起眼的角落皆可運用特有的文化將其轉

變成一個觀光景點，因此文化做為觀光商品是可以被發明、生產與操作的，而景

點所含有的符號意義如何被編碼與再現便顯得極為重要。從此概念來理解《哈利

波特》電影觀光，可發覺原本不為觀光客熟知的地方由於《哈利波特》的意義附

著，並透過景點建構者的文化創意操演，如此便凸顯了其魔幻意義與價值，使其

成為觀光旅遊的目的地，吸引了尋求體驗魔法氛圍的文化觀光客造訪。如此可說

《哈利波特》的觀光操作即是文化觀光概念的具現。 

然而，在探討造成觀光客大量追逐《哈利波特》景點的背後原因時，就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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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促成其觀光發展的幕後推手實有小說與電影，因為故事原是以小說起始的，之

後才有電影的翻拍，所以此電影是立基於小說之上的。由於《哈利波特》電影可

說是文學所致的電影，當筆者要探討哈利波特觀光時便會涉入此文本的複雜性，

那麼遊客是基於小說或者電影因素而前往旅遊，其動機與原因是相當複雜的，由

於關乎了眾多的文化現象，其實很難去定義到底是因文學或電影興起的觀光。但

至少可確認的是，若沒有電影將文學中虛構的場景藉由實景拍攝出來，便也不會

出現一個具體的景點可供遊客旅遊，也因如此遊客才能夠實際體驗到虛擬的幻想。

所以筆者於下節中便會基於此多層次的文本，先行論述文學觀光，再討論電影觀

光的理論。 

 

第三節  文學與電影觀光 

《哈利波特》系列現象是由小說發跡，而電影則是小說跨媒介的轉譯作品之

一，所以事後衍生的觀光發展除了與電影相關，亦與小說無法脫離關係。從小說、

電影到觀光是一整個連續的體系，在這前提下筆者雖欲針對哈利波特電影及其衍

生的觀光做研究，但仍舊不可忽略原初小說的影響力，所以在本研究中除了著重

討論此部由文學所致的電影與電影觀光外，也會佐以討論因小說而促發的文學觀

光。在電影觀光發展的相同時刻，文學觀光也逐步在 J. K. Rowling 的家鄉-愛丁堡

所盛行，所以在探討其電影觀光之前便先行著重文學觀光的部分，如此才可使研

究不偏廢於二者，也使電影觀光的論述更為有基礎，藉由文學與電影的相互討論

才得以更全面的了解哈利波特觀光脈絡。 

 

一、文學觀光 

由於哈利波特故事是屬於奇幻文學(fantasy literature)的作品，筆者欲先歸納出

奇幻(fantasy)的定義，文學家 Edward Morgan Forster(1927/1973)在《小說面面觀》



 

14 
 
 

中針對奇幻一詞指出｢奇幻指的是一種暗示超自然之物存在的寫作手法，如在日常

生活中引入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生物，將平常人引進一個超常的境地，不論是過去、

未來、地球的內部或地四度空間｣，所以依據 Forster 的看法奇幻可定義為現實生

活中不可能發生且違背常理的事物。 

而為奇幻文學奠定基礎理論的 Tolkien(1989)提出第二世界理論，其認為第一

世界是真實地的存在，至於第二世界是用幻象去創造的想像世界，而奇幻最本質

的要素是藉著描繪奇蹟或神秘的事物帶給讀者驚奇的感受。文學評論家 Brian 

Attebery(1992)提出｢奇幻是一種廣受歡迎跳脫現實的文學形式，混合了易於辨識

的角色與睿智巫師、龍、魔法劍，而且善良永遠戰勝邪惡｣。綜合眾學者的論點，

可知奇幻作品多半發生在一個非現實的架空世界裡，超自然的情況依據該世界的

規範是屬於合理情形，若要辨別作品是否是屬於奇幻類別可由｢超現實的想像情節

｣與｢異地時空｣來做辨認。 

筆者接著論述文學觀光的意涵，文學觀光是一種屬於特殊興趣的旅遊觀光，

其是吸引文學朝聖者前往作家的故居、博物館，或是文學作品中的場景旅遊。而

這些文學觀光景點除了包含一些歷史建築物外，也會提供相關的文藝表演活動，

或是節慶活動，透過這些多元的活動都會使觀光客獲得不同層次的文化體驗，也

可以使觀光客對於作家及當地有更密切的了解。  

文學地景的概念範圍很大，基本上具有文學元素的景點可以分成：第一，作

家生活過的地方；第二，是作家筆下所描繪出的場景時空。所以透過此兩者的界

定，文學景點便可劃分成真實和想像的地方 (Herbert, 2001)。 

關於第一種文學地景是作家生活過的地方，在此類地景中凡是作家的出生地、

求學地、居住的場所、常去的餐廳、墓園都是參觀的重點，原本毫無意義的生活

用品都被賦予了特殊的含意與價值，此類的地景便是屬於真實的地方，也就是和

作者有直接關係之地。像是觀光客會好奇作家是在什麼樣的環境去創作出優美的

作品，那作家的書房便成為了參觀的要點；或是觀光客會好奇作家休息、做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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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在哪，作家的睡房就會成為另一個參觀重點。 

當遊客到了與作者直接相關的地方時，遊客便可獲得一個立即的文學體驗，

也可以獲取一個有形的過往，如 Lowenthal 曾描述當遊客走進莎士比亞曾走過的

門，走進他曾到訪的酒吧時，正如同接觸到了莎士比亞的過往；當遊客坐在椅子

上，將頭往後靠時，遊客便會聯想到自己靠著的可是莎士比亞的頭曾觸碰的牆，

這一切的體驗是多麼的難以形容(Lowenthal, 2006)。所以當遊客接觸到作家生活過

的地方時，除了可讓遊客重新建立起一個過往的連結，也可使自己更為的接近作

家的生活，並瞭解了此偉大作品的幕後日常背景，而這個例子更同時指出了遊客

的空間體驗與情感結合的重要性。 

第二種文學地景是屬於書中虛構的場景，虛構場景指涉的是小說裡所假想出

來的新空間，如奇幻小說《魔戒》(the lord of ring)中的哈比人村莊、中土世界，

或是《哈利波特》中的魔法世界就是屬於虛構的想像空間。這些地方是來自於幻

想，且存在於不真實的第二世界裡，像是納尼亞(Narnia)或是潘朵拉(Pandora)都是

如此，然而這些奇幻之地原本雖只存在於文字的世界裡，但隨著電影、電視劇的

上映後，這些想像的世界便透過媒介的再現跑進真實的世界中，促使觀光客有機

會透過電影、電視劇裡的拍攝場景，去親身體驗文學作品中的神奇空間。 

在此研究中筆者主要著重的觀光景點便是屬於第二類的地景，因為哈利波特

電影觀光景點的前身便是文學中的故事地景。原本書中的場景經由電影的轉譯後

故事變得具體且活靈活現，透過立體的影像呈現這些虛擬的小說場景就貌似真的

存在於生活中一般，重要的是遊客更可透過電影的拍攝場景去親身造訪虛擬的幻

境。 

觀光客到文學地景的旅遊動機是相當不一的，Herbert 認為文學觀光主要是建

立在遊客想要體驗一種可以連結過去與現在、現實與想像的時空，所以在旅遊中

真實和想像的界線就變得不會如此明顯，旅客也不會執著於劃分這兩個世界的分

野(Herbert, 1995)。如在第二類文學地景的範疇裡，雖然景點是來自於書中虛構的



 

16 
 
 

想像場景，但對觀看者來說其帶出意義與情感卻是真實的，同時景色也因為文學

而有了故事連結，景點也因為故事而有了意義 (Herbert, 2001)。對觀光客來說他

們關心的是什麼能夠吸引他們的興趣，引起他們想像，讓他們可以沉浸在一個特

定時空中，以讓一趟文學之旅變得更有意義，所以旅途中的真實性與否便顯得不

那麼重要。 

然而，於哈利波特電影的上映後不僅能使小說有著更多的發展與想像空間外，

也可能改變了讀者閱讀的習慣，或是媒體報導的方式，如賴維菁與呂孟娟從哈利

波特中文版小說與台灣青少年的閱讀習慣來做分析，結果發現在電影之後這股閱

讀風潮漸漸的消退了，青少年開始傾向於觀看電影(賴維菁、呂孟娟，2005)。於

陳心儀的研究中也發現在電影之後，《哈利波特》的新聞報導雖會以小說為主要的

傳達內容，但在新聞性質方面還是偏以媒體娛樂為主要，其顯示媒體在中介時無

法純粹以文學藝術角度進行傳播，推斷正由於跨媒介生產的緣故(陳心儀，2008)。

在此可推論《哈利波特》的跨媒介生產除了會影響原本小說的特質外，也會影響

觀者群與各式延伸資訊的型態改變。 

雖然許多地景因為哈利波特電影的緣故成為了熱門的觀光景點，不過其實很

難去嚴格定義這是電影觀光或是電影所致的觀光，因為其中還有相當複雜及多樣

的文化現象需要被考慮進去，就像其仍有文學這個方面的因素(Reijnders, 2011)。

《哈利波特》旅遊其實是種後現代症候的文化，因為其改編作品一直都相當混亂，

像是《哈利波特》旅遊是文學與電影的改編品；電影是書的改編品；而書又是那

些先前簡易描述版本的改編品等等，所以實是眾多的文本網絡造成了哈利波特現

象(Lee, 2012)。 

正由於此文本的多重性，所以筆者雖以哈利波特電影觀光作為主軸，但在探

討哈利波特電影觀光的同時筆者仍佐以文學觀光做討論，並將此系列電影定義為

文學所致的電影，以使此觀光脈絡更為的全面。以下就要接續探討電影觀光的相

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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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影觀光 

首先，先從旅遊經營者的面向來探討電影觀光，吸引觀光客前往一地旅遊的

方式可說相當多元，如 Busby 與 Klug(2001)便提出｢媒介觀光｣(media-related 

tourism)的概念，此意指媒體以書籍、雜誌、電視節目與電影的方式呈現，替特定

的目的地景點塑造正面的意象且塑造出一個故事，以吸引觀光客前往體驗即為媒

介觀光。 

透過電影與電視行銷觀光景點的方式，是可以誘導閱聽者實際造訪在影片中

所看到的場景，替當地造成一股觀光熱潮(Riley, Baker, & Van Doren, 1998)。電影

本身的功能就如同是一個觀光景點的標誌，以吸引遊客去參觀該地(MacCannell, 

1999; Rojek, 1997)。例如遺產電影(Heritage Cinema)就像是觀光勝地的標誌，密切

地連結到行銷與消費英國的文化遺產(Sargeant, 2000)。也因此電影就給予英國觀

光議會(British Tourism Council)一個像是量身訂做般的推銷工具，用此來吸引遊客

到觀光景點(Higson, 2003)。 

在各國媒介觀光發展過程中，許多先進的歐美國家已結合政府政策廣泛將觀

光景點拍攝於影視中，並透過電視與電影的撥放，使觀眾和他人共同討論劇情內

容與角色的扮演，並促使他們興起至當地旅遊的動機(Couldry & McCarthy, 

2004)。 

第二，自觀光客為主體的面向來探討電影觀光，亦有定義是當旅遊者前往一

目的地進行觀光活動，乃因目的地曾曝光於電視、電影和影音等相關媒體，此旅

遊行為即稱｢電影觀光｣(film induced tourism) (Riley et al., 1998；Busby & Klug, 

2001；Evans, 1997)。 

從此概念上來看，在《哈利波特》的系列電影中，雖一開始沒有以行銷觀光

景點為前提，但在電影熱銷後凡在電影出現過的場景皆促使遊客到當地旅遊。所

以 Riley 便提出在電影委員會成員、觀光推動者與媒體記者間有一種共識：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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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一部電影的主要目的並非在於吸引觀賞者至該地觀光，但是卻間接建立了觀

眾對該拍攝地的認識與印象，並進而提高了該地觀光經濟收益，此便可被稱作為

電影觀光(Riley et al., 1998)。 

第三，在電影觀光的地景中亦有著相關論述，Roesch(2009)借用 Robinson(2002)

文學地景的分類套用至電影觀光，Roesch 將電影地景分成三類，共為奇幻國度

(fantasy lands)、偽裝的地方(disduised places) 、實際地方(real places) (Roesch , 

2009:75)。 

第一種是奇幻國度(fantasy lands)，其被視作一個在電影裡不存在於現實且神

話般的地方，如魔戒(the lord of ring)電影裡的中土世界或是星際大戰(star wars)裡

的 Tatooine 沙漠星球。透過虛幻電影觀光客會被驅使前往去追尋這些幻想世界的

來源，這就使得觀光客會透過跟隨演員的足跡去拜訪一些留存的電影場景。同時

電影觀光客就像是被邀請進入一個自成世界的中土國度而不是紐西蘭，或是到一

個 Tatooine 的沙漠星球而不是突尼西亞(Roesch , 2009:76)。 

第二種偽裝的地方(disduised places) 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電影裡實際拍攝

的地方與電影中描述的地理位置是不一樣的，如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部分場

景是於紐西蘭拍攝，但在電影裡所陳述的地方其實是日本的富士山，而末代武士

中的武士村落在紐西蘭被重新建造，其電影旅遊也在紐西蘭興起。第二種是吸引

觀光客前往的地方實際上不是電影拍攝的位置，如冷山(cold mountain)這個電影是

在接近羅馬尼亞的 Rosnov 拍攝的，而故事所描繪的山脈剛好與在美國北卡羅萊

納州(North Carolina)裡的一座山是同一個名字，一樣都叫冷山。儘管有著這樣的

偽裝，電影觀光的包裝行程也同時可在兩個地區發展，如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裡

的旅館業者就以在冷山過夜的套裝旅遊，及號稱導覽遊客前往真正冷山的行程作

為廣告(Roesch , 2009: 76)。 

第三種是實際地方(real places)，該意思便是電影中所描繪之地正是電影用來

拍攝的地方。在這部分所說的即是電影拍攝外景的地方，正是故事中真實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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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而此地便會因電影的關係而促進觀光的發展，不管其在電影的故事線裡是

被消極地或是活躍地被描述(Roesch , 2009: 77)。 

從旅遊經營者面向、觀光客面相到電影景點的相關論述，綜合以上的觀點後

適用於本研究的電影觀光便定義為透過觀賞媒體的撥放，觀賞者被吸引至該拍攝

場景進行旅遊觀光活動且此為主要的旅遊動機(Evans, 1997)。同時哈利波特電影

的地景是屬於奇幻之地(fantasy lands)，其魔法世界是不存於現實的但透過影像的

輸送，具體地將魔法世界的風情及故事傳達給觀眾，進而刺激了遊客至電影場景

的欲望及欲體驗巫師世界的渴望，如此便促成了電影觀光的發展。 

特別的是 JK 羅琳將魔法世界與現實空間併置在同一個時間點，但又分屬於

兩個不同的時空中，所以在電影裡除了有魔法世界的畫面也有現實世界的鏡頭，

不過多數的情節仍著重於描述魔法世界裡的探索歷程。在此設定下，故事背景多

是位於超現實的魔法空間裡，在電影拍攝時雖然有選擇實際的英國景點作為拍攝

場景，但為了呈現特殊的魔法氛圍，必須添加許多後製的部分進而大量運用了 CGI

電腦繪圖(computer generated images)技術，使得真實景點與電影裡的場景有著不

同程度的落差。在這部分值得討論的是遊客被吸引前往電影拍攝場景旅遊時，是

否會因為現實景點與電影裡的場景兩者有著差異，反而覺得觀看電影還比較像是

在真實的魔法世界裡旅遊。 

同時可議的是當虛構的故事成為英國觀光的陳述方式及意象時，便會引發了

旅遊真實性的討論，因為此虛構情節所引起的懷疑不只存在於哈利波特的小說中，

同時也存在於以此故事當品牌的英國觀光裡。當英國的真實景點利用哈利波特的

符號表現出故事的虛構情節時，便引發了旅遊經驗不真實的討論，所以

Rojek(1997:25)便解釋若一個空間是在真實與想像下一同被建構而成的話，那麼其

中的虛構元素就不可避免的需要被討論。基於如此筆者便會針對電影觀光中的真

實性加以做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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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影觀光中的真實性 

某些特定的虛擬電影及其後續所衍生的觀光會引發相當多層次的討論，例如

景點的真實性或遊客體驗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問題。在哈利波特電影觀光的脈絡

下，值得討論的是哈利波特電影產業是在仿製幻想下被創造出來的，所以筆者就

必須討論其真實性的狀況。第一，原本故事的虛構特性、電影裡充滿人造技術所

製成影像的爭論，及是否因後製成分太多使真實景點與電影呈現差異的問題。第

二，在真實的電影觀光體驗中，觀光經營者特別另將虛構的故事涉入，使得遊客

好似在擬像(simulacra)中旅遊，其又促發了真實性與否的討論。第三，一地同時

處在真實與虛擬意義間，虛擬意義是否會掩蓋了當地的意義，或是使兩者意義同

時並存。 

首先，Tzanelli 曾以魔戒為例子來探討電影觀光，也重新省思有關真實性的

部分。魔戒三部曲的導演 Peter Jackson 選擇其祖國紐西蘭當作拍片地，Peter 

Jackson 本身聲稱，他發現紐西蘭崎嶇不平的地形與 Tolkien 小說中所描述的中土

世界是類似的，而這便使魔戒傳奇裡那種想像與真實世界的界線變得模糊。然而

Peter Jackson 的決定卻激怒了英國的小說迷，由於魔戒的原著小說是由英國作家

Tolkien 所著作的；同時這個故事雖然跨越了許多「史前史」（pre-historic）的世紀，

且劇情裡充滿著人類、精靈、侏儒、妖怪、巨人與哈比人，但是國家地理雜誌曾

評論魔戒是提供了一個相當有條理且前後一致的英國過去；最重要的是魔戒的傳

說故事早已成為英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所以綜合上述除了可了解為什麼英國人

不滿於電影將場景更替到紐西蘭的原因，也可間接地得知英國人在看待魔戒故事

時是將其當作一個真實的歷史在看待，甚至將其視為一個英國的文化遺產

(Tzanelli, 2004)。以此例可瞭解雖然故事本具虛構的特性，但政府與人民依舊願意

正當化此故事的價值，並將其視為一種虛擬的真實。 

不論是魔戒抑或是哈利波特其本質就是一個虛擬的故事，所以電影場景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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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許多人造技術以製成影像，這當中必然存有許多的爭論。有些觀者會樂意見

到 CGI 電腦繪圖(computer generated images)，因為他們覺得這能使小說裡那個虛

構場景的較為顯像，使魔法世界變得更為真實。例如：魔戒便是透過 CGI 電腦技

術，將真實的景致轉變成一個虛幻再製的奇幻場景 (Tzanelli, 2004)。 

CGI 電腦技術使鏡頭像是一個帶領觀者遨遊虛擬世界的導遊，也促使魔法世

界變得真實起來。但是 Baudrillard 曾提到當作品是建立在一個虛構故事上的時候，

其真實性是消失的，因為從某個層面上來看雖然它是由一個看似真實的影像所建

構而出的，但其根本不是出自一個真實的世界(Baudrillard, 1988)。所以在這分析

途徑下，這些虛擬電影變得必須一定要有著真實的基礎，使得研究不能探討任何

有關電影的再現(representations)，而是要討論其模擬(simulation)非真實存在空間

的部分。 

但值得指出的是亦有論述認為即使在一個超越真實的電影裡，觀者依舊能認

可這個模擬的再現模式(即 CGI 電腦技術下的魔幻世界) (Tzanelli, 2004:127)。因為

其本身本是一個虛擬故事，在這前提下其影像的真實性與否對觀眾而言也顯得沒

有這麼的必要，因為觀眾正是在享受其虛擬的故事情節。 

從觀光的面向來看，當遊客到真實場景旅遊時，是否會因與電影上看的再製

影像差異太多，而導致想像的落差使其無法感受電影場景一樣的氛圍，這便是本

研究的探討問題之一。MacCannell 曾提到當遊客到電影場景時，有可能會因為他

們沒辦法看到一個跟電影裡面描述一樣的地方而感到失望(MacCannell, 1976)。然

而 Buchmann, Moore, 與 Fisher 研究指出，在魔戒的電影觀光中其真實性並沒有這

麼的重要，因為遊客不會去期望看到一個與電影一樣的場景，反而大多數遊客會

對於他們在景點中所獲得的新發現的而感到印象深刻。雖然在電影觀光中很明顯

的一則為真實，一則為虛擬，但在遊客心中這兩者可以經由遊客的認知進而融合

於一起，因為遊客在遊覽真實的景點時，可自行加入自己的想像使自己沉浸於其

中(Buchmann, Moore, & Fisher, 2009:238)。所以一地是否會因為電影上差異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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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強烈造成遊客想像落差的問題，在正文中會更詳細的討論。 

第二，在探討電影觀光景點的真實性時，就必須先談到 MacCannell(1973)在

著名社會戲劇論者 Goffman 所提出的「前台」、「後台」二分法的基礎上，衍伸了

旅遊空間的「前台」、「後台」、及「舞臺化的本真」(Staged Authenticity) 的理論。

MacCannell 認為觀光景點被東道主國家分成前台與後台兩個地方，在「前台」中

有著東道主演員的表演，演員們會盡力給遊客留下誠實的印象，並表演出遊客所

認為的在地真實性。反觀「後台」是對觀眾是關閉的，其中包含著極度私密的文

化生活，因為演員們可在後台準備他們的表演，演員可在這裡放鬆，及做些與前

台表演不一致的活動，所以後台有著最真實的當地生活(MacCannell, 1973)。 

MacCannell 認為旅遊業發展了第三個區：「舞臺化的本真」(Staged 

Authenticity)，因為旅遊業者發現旅遊者開始尋找後台，但這又會侵擾到居民的生

活，於是居民與旅遊業者為他們建立一個假的後台，這種後台的真實比起前台的

真實潛藏著更大的危機。如現代許多國家將他們的文化當作商品展示給遊客，從

而導致社會生活真實性的舞台化，當遊客和這些東道主國家面對面接觸時，東道

主常常就像是在舞台上演戲，且舞台化也使遊客很難經歷目的地社會的真實文化

(MacCannell, 1973)。 

但也有學者提出真實性並不是簡單的黑色或白色，而是五彩的混合色，且專

家或學術界所認為的「不真實」也許在遊客看來卻是真實的(Urry, 2002/2007)。這

也引導著 Tzanelli 的論點：文化不該如此嚴密的被劃分，相反的他們應該是互相

對話也互相建構彼此，在所有的旅遊目的地中我們不能假定「真實」與「舞台」

的區別。同時魔戒的旅遊經驗亦不需要區分前台與後台，因為其實魔戒的真實性

早已經被舞台化了，也就是說魔戒假期所提供的「真實性」就是個曾被電影故事

這外力所強力塑造的場域(Tzanelli, 2004:130)。 

特別的是 Tzanelli 的研究中提到，被魔戒假期建構的原型消費者並不是力於

避免到機械化與假造景點的後現代觀光客，而是一個沉迷於商品化的幻想與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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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cra)中的觀光客(Tzanelli, 2004:131)。在魔戒的遊程裡就如同創造出一個新

的地方讓遊客去造訪，如在紐西蘭的商店裡會販買有魔戒景點的紐西蘭地圖，當

地旅行社也會以魔戒為遊程標題以吸引遊客去體驗中土世界，而遊客們也都樂於

將其當作真的世界去體驗 (Tzanelli, 2004:131-132)。 

 哈利波特也正如魔戒一樣其真實性也早已被舞台化了，所以在其電影觀光中

真實與舞台的區別不該如此被嚴謹劃分，原因一：判斷一地真實與否的決定者是

為遊客，遊客的體會與認知決定一地的意義，重要的是對遊客來說在旅途中就是

想體驗電影裡幻想與虛擬，所以其真實性便顯得沒有這麼重要。原因二：如同

Tzanelli 的論點，文化本該不需要如此被區分，兩者間應該是互相對話，並互相

建構彼此的。 

 第三，在哈利波特的符號籠罩下，地方及文化除了處在於真實的時空裡，也

附加於幻想和虛擬的環境中，所以電影觀光地景同時會有著真實與虛擬的意義，

然而虛擬意義是否會掩蓋住一地的真實樣貌這便是另一個爭論之處。Tzanelli認

為虛擬觀光本身並不只簡單地重新再述了地方及文化，其敘事的本身常會是透過

模擬來介導，因而可能失去了原本與實體地點的連結(Tzanelli, 2004:128)。所以筆

者在正文中也會探討當電影觀光客大量消費其仿擬物及文化時，是否會掩蓋了實

際地方的文化或具體歷史？還是會使真實與虛擬的意義兩者同時並存，並促使當

地意象更為多元與豐富？ 

 筆者認為在真實與虛擬間，地方的實際意義是否會被掩蓋，或是與虛擬意義

一起並存，其中之一的決定者是為遊客，遊客的體會與認知決定一地的意義，在

觀光中遊客的心理認知是為判斷一地身分的重要因素。其二決定者為目的地的經

營者，當經營者完全選擇以虛擬的符號來塑造環境時，便可能會使得當地的原始

意義所佔比例下降，但若經營者選擇不偏廢二者的模式在經營，如此便會使當地

的意義更為豐富。而這部分筆者在本文中會有更詳細的論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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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虛擬觀光中，筆者仍須提到一個完全由擬像(simulacra)所構成的景點，

如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環球影城裡的哈利波特樂園(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及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Studios Leavesden)。這兩者與英國真

實景點是不同的，因為在真實景點中原本就已存有實體建築物及風景，只是在《哈

利波特》之後多增添了相關的符號。而上述樂園及片場是完全從無到有的空間，

是一個完全因為《哈利波特》而特別興建的新環境，可說是一個全然由擬像所構

成的空間，對於遊客來說其真實性是奠基在成功的仿擬之上，且無和真實景點般

有存在著與電影畫面落差的問題。所以在這背景下，筆者便認為有必要談到這新

建構的空間，來作為英國真實景點的探討延伸。 

第一，在美國環球影城中的哈利波特樂園(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 )裡，其複製了小說與電影裡的經典場景，遊客不僅可以看到電影中所呈現

的場景與畫面，甚至可以進入許多的魔幻空間內。第二，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

(Studios Leavesden)原本是許多哈利波特場景、道具、特效的拍攝與製作地，在長

達十年的拍攝期間攝影棚留下許多令哈利波特迷印象深刻的場景，為了實現影迷

的魔法夢，攝影棚便於 2012 年開放參觀。 

在這類的主題空間裡所有讓人觀賞的物體都看起來像真的，就像是絕對本真，

按照 Eco(1986:7)所形容的這是一種過度真實(furious hyper-reality)中的旅遊。如同

迪士尼樂園中的假造自然世界，其實更吻合了人們做白日夢時的幻想，迪士尼樂

園告訴我們科技比大自然有能力帶給我們真實感(Eco, 1986:44)。不管是《哈利波

特》衍生而出的主題樂園或片場，都將原本的虛擬的想像變成了真實的空間使大

眾能真的實際去體驗魔法世界，而這些空間展演的真實性其實是奠基於一連串清

楚、可辨析的符號。 

法國社會學家 Baudrillard 認為，主題環境的出現正是二十世紀末期諸多社會

與文化現象的一個特徵， 而他以「模擬」（simulation）的概念來理解這些現象。

Baudrillard 認為｢擬像｣(simulacrum)是本來一種模仿實物的東西，是實物的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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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二十世紀末所創造出來的擬像，卻已經超越實物本身，開始模擬原本並不

存在的東西，而且比實物看來還要真實，形成了一種過度真實（hyper-reality），

導致想像與真實之間的界線徹底崩解(Baudrillard, 1981/1988)。 

真實不再只是自然之物，它還包括了人為生產的真實，它不是變得不真實或

荒誕，而是變得比真實還真實了。對 Baudrillard 來說，人為生產的迪士尼樂園乃

是模擬的完美典型，因為在迪士尼樂園中真實完全消失而擬像主宰了一切，在刻

意安排的主題下遊客把假當成真，並且快樂無比。其說明了後現代社會出現了一

種超真實的現象，將不可能存在的想像模擬成真實(Baudrillard, 1981/1988)。 

當社會著手打造哈利波特樂園或開放片場時，就開始無法辨明真實與想像的

邊界了，因為這類空間模擬的對象是人們的感知與幻想，正如對魔法的想像，且

重要的是其通過連貫的模擬技術，讓人們雖身處於一個虛擬的魔法世界中仍能夠

獲得真實的感受。這些空間既是真的，亦是假的；或者說這「真」與「假」的二

元對立概念已不足以用來理解這些環境。 

 

第四節  景點建構與文化展演 

一、景點符號建構 

旅遊目的地如何去生產與操作文化意義？如何運用電影資源讓遊客得知這

些景點非比尋常？其又是經過什麼過程將一地塑造成一個觀光景點，將其轉化成

可供消費的觀光商品？美國結構主義學者 MacCannell 認為每個觀光景點都有複

雜的生產過程，重要的是任何事物都有潛力可以成為觀光凝視的對象，只要有人

願意費力為別人指出某物值得注意，或者為何值得一看。像其主張要讓某個天然

形成或人工製造的東西成為觀光儀式中的聖物，就需要一個神聖化(sacralization)

的過程(MacCannell, 1999:192)。由於當今觀光客所能朝聖的景點為數眾多，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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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觀光客游移的目光，如何製造出一個值得被看的景點便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MacCannell 提出景點神聖化(sacralization)的過程：首先是為某個景物命名

(naming)、鑲框和提升(framing and elevation)、神聖化(enshinement)、對某物進行

機械性複製(mechanical reproduction)、到社會相繼仿效(Social reproduction) 

(MacCannell, 1999:192)。 

其中命名階段是對旅遊資源進行命名，藉由名字的確定將旅遊資源與其它相

似旅遊資源區別開來；鑲框和提升階段是通過一定的方法和手段，界定旅遊資源

範圍；神聖化階段是通過旅遊資源所特有的某些物理因素和形態學特徵，促進旅

遊資源神聖化，旅遊資源價值品位不斷提升；機械複製階段是通過大眾傳媒進行

傳播，或是生產紀念品，為旅遊資源知名度不斷提高的過程；社會複製階段則指

隨著旅遊資源知名度不斷提高，旅遊資源名稱被所在地區廣泛採用，成為社會生

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以上便可得知景點製造是一個精密的過程，從一個不知

名的地方到旅遊資源的成功開發，涉及了各環節的綜合作用。 

MacCannell(1999) 在《旅遊者：休閒階層新論》中也針對旅遊吸引力的符號

系統進行社會學的分析。在旅遊景點的結構分析中，MacCannell 提到觀光景點本

身是一種人為的符號(signs)集合，而不是一個自然而然就存在的地方，所以說觀

光景點是經由標示出來而存在的。那標示出景點所在的符號(signs)就被稱作是標

示物(marker)，而標示物就是任何讓人聯想到某一個特定地方的具體人事物件和資

訊。 

觀光景點的內容，實際上就是由一些具體人、事、物件全部聚在一起的。所

以說一個觀光景點是經由｢標示物標示出來｣；而存在的觀光景點的內容則是由｢

標示物所組成｣。所以在談景點製造的部份，就必須提到觀光景點具有著｢符號的

特性｣。 

MacCannell 把標示物分成兩種主要類別： 

1、現場標示物(on-site marker)：也就是在景點當地的具體標示，像是當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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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地標、建築、自然景觀、指示牌、紀念品、特產、人物等。 

2、不在場標示物(off-sight marker)：是提醒他人某個地方是景點的相關資訊，

例如特定典故、故事、電影、當地人文資訊、旅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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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簡單來說｢特定意義｣就是指景點具有明顯突出的特色，那這個特色都會與

景點如影隨形，而這便是會和景點名稱一起出現的形容詞或評價，正如想到巴黎

就會想到｢浪漫的｣巴黎。重要的是這景點的特色必定是經過特定組合的結果，而

不是一堆零散的物件，像是｢浪漫的｣巴黎不會只是一個景點所構成的，其會由巴

黎地理本身、巴黎鐵塔、凱旋門、林蔭大道、一對對的戀人等各式象徵法國的標

示物所聚合而成的。 

從以上便可說明，景點的面貌是由多個標示物所組合的結果，那怎麼組合標

示物，怎麼樣去連結標示物的意義，就是景點製造很重要的一環。而景點也會隨

著標示物組合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如當提到安威客古堡 (Alnwick 

Castle(哈利波特電影中拍攝飛行課的景點)的歷史緣由及發展時，它便是一個具有

歷史性的城堡；若將《哈利波特》的相關符號與故事表現出來時，它就又變成了

一個魔法學校。 

綜合上述，MacCannell 的神聖化與符號理論皆強調景觀的生產有一套複雜的

知識系統，涉及了詮釋的一方、詮釋的途徑，同時此論點也揭示了文化在觀光旅

遊中的影響力，因為觀光旅遊所販售與消費的是景物所被賦予、篩選、改寫後的

文化意義，也就是能滿足遊客體驗需求的觀光符號。這樣的論點就成為了本研究

的思考依據，協助筆者理解英國各式景點意義與形象的變遷過程與社會脈動，同

時也為觀光旅遊研究揭示了新視角，讓筆者可以從符號學切入、觀光中介以探討

景點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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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影觀光中的文化展演  

在《哈利波特》的小說出版、電影上映後，興起一連串的文學、電影觀光熱

潮，對於英國景點有著新的衝擊，那在這波潮流下英國怎麼藉由魔幻符號來營造

空間，這部分就援用了｢文化展演｣(Culture on Display)的理論來做探析。試看政府

單位及旅行組織怎麼樣去營造景點，又如何藉由文化展演使環境呈現一個可讀

(legible)的空間，讓遊客清楚辨析並沉浸(immerse)其中。  

 Bella Dicks(2004/2012)提出文化展演(Culture on Display)的觀點，文化展演意

指在推廣各個時代的價值觀，例如：經濟活力、多元文化主義、綠色藝術、創新、

年輕或歷史血統，所以說今天的城市都致力於發展出自己的可讀(legible)的文化。

Urry(2000)也發覺從公共領域到公共舞台的轉變，所以各國也都紛紛在推廣他們

的形象，如舉辦城市文化年、世界盃、奧林匹克運動會等活動。 

為了成為傳播信息的舞台，城市空間必須體現出意義，而一個城市環境應該

是一個巨大的傳播設施，透過明確的連接點、路徑、地標和特色的區域以使人們

能夠看到各個事物的相關性(Dicks, 2004/2012:75-76)。在現今遊客需要的是一個清

新可辨別的景色，簡單來說就是需要一個會說話的環境(talking environments)，而

這會說話的環境便需要一連串可讀的象徵與信息一同建構而出。同時讓環境具可

參觀性(visitability)也是文化展演中很重要的關鍵，所以當今空間都漸漸地被轉換

成一個可參觀的環境，而遊客也把路上看到的環境轉化成符號記在心裡(Dicks, 

2004/2012：18-19)。 

Dicks 提到可以把文化展示當作非場所(non-places)的矯正，所謂的非場所就

是指公路、提款機、超市這些不含有歷史記憶、身分及人文意義的場所。文化逐

漸被劃入了風景、建築、巷道、公共設施、牆壁，藝術被帶進了城市，不管是街

燈、電話亭、人行道等等都被改造，越來越多的公共藝術也紛紛出現，其為的都

是讓城市成為傳播信息的舞台，使城市有著新的風景。現今的城市空間都必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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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意義，而未經規劃的空間就只能體現出偶然的暗示，或根本就沒有涵義，是無

法吸引路人的(Dicks, 2004/2012:18-19)。 

Bauman 認為展演的簡單定義可為展示與表演的綜合，而一般社會大眾將展

演認知為舞台上的演出，但從更廣泛的社會意義解讀下，展演是文化存在方式的

一種溝通與展示(Bauman, 1975)。展演可說是一種交流的模式與交流的途徑，其中

牽涉到各種審美技巧的運用，及期盼喚醒觀眾的認同和共鳴，以讓文化與意義透

過展演在觀賞者與表演者之間得以承接或轉換(Bauman, 1992:44)。而在電影觀光

中，觀光景點為了展示自身的地位與價值，或為了娛樂效果、商品行銷，便會透

過文化展演來表達目的地的意象與傳播信息，以使遊客對於當地有著更多的認同

與認識。 

如在《哈利波特》電影觀光中，規畫者就會設計一些實際情境去模擬電影中

的魔幻氛圍，或是藉由實體物去建構出虛擬的世界。Lee(2012)指出在哈利波特的

景點中，規劃者為了使環境能像霍格華茲魔法學校一樣，也為使遊客能辨識出景

點的特殊性，其旅遊行程內便會包含了身著角色服裝的人突然出現在地景裡、舉

辦一些魔法主題宴會、讓遊客可以做角色扮演(例如：可以參加分類帽的儀式)，

或是策略性的運用情境音樂。而這些細緻的舞台設計便創造了一種奇幻的氛圍，

使遊客能透過電影情節的展演，對地景有更深的認識與認同。 

這些精心的設計與物質的展演，除了創造了多元的感知，同時也讓遊客可以

一起加入演出。Tim Edensor(2001)就以｢展演｣作為觀光旅遊各種情境互動的詮釋，

其認為旅遊地提供遊客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觀光活動，都是經過重

構設計的表演舞台。在這個表演空間中，東道主社會、旅遊從業人員、各種文化

中介者都身兼了編劇、導演與演員的角色，他們一起規劃演出劇本，並通過語言

的講解、肢體的展示、景點布置等方式，一方面對遊客進行展演，一方面也引導

著觀光客在觀光舞台上共同參與演出(Edensor, 2001:69-71)。 

所以觀光旅遊就如展演般是一種文化互動的過程，且遊客不僅能觀看演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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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親身加入表演，如 Lee 曾提及遊客在參觀哈利波特景點時，也會攜帶隨身聽去

加強自己的感情投入，像是有遊客攜帶了裝滿哈利波特電影音樂的 MP3，當他到

某些景點時自己就會撥放音樂，使自己能夠完全投入故事和角色的情境裡(Lee, 

2012:61)。這種遊客一同加入展演的行為，也可得知遊客想自行轉換對景點感知，

在這轉換中也可發覺遊客不再只是隨著電影的角色在行動，而是自己真的變成了

那個電影角色。所以在觀光客舞台上所有人都像是參與者，每個人都在旅遊活動

的空間中進行展演，並且互相影響著彼此的角色詮釋及觀光舞台的情境設計。 

 

第五節  觀光凝視與符號消費 

一、電影觀光客的魔幻凝視 

在 MacCannell 的旅遊符號系統的結構分析下，其觀光符號的建構模式較以標

準化且線性的程序來解釋旅遊景點的生成，尚未注意到旅遊符號化的內涵及其對

於地方文化和空間的影響，同時也未關注到觀光客與觀光地互動的複雜性。而有

別於 MacCannell 以結構主義觀點分析旅遊景點的生產與製造，Urry 出版了《觀

光客的凝視》一書，主張觀光旅遊其本質上是具有文化屬性的符號消費，認為觀

光客會從觀光對象所含有的文化意義來界定其價值，進而從消費當地文化中獲得

身心的滿足。 

Urry 認為旅遊之所以有人願意為其消費，是因為他們會帶來一種不同於日常

生活中所能感受的愉快經驗，而且這類經驗有部分是為了凝視(gaze)或觀賞那有別

於平常的景致，不管是自然風景或是城市景致(Urry, 2002/2007:19)。觀光行為可

說是涉及到那偏離常軌(departure)的行為，透過一個有限度擺脫日程生活的慣例與

行事，來使自己投入一個對比於平淡生活的刺激中(Urry, 2002/2007:20-21)。 

那麼一個地方之所以會被遊客選擇前往被選擇凝視，是因為人們對於該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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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期盼，特別是那種來自白日夢的期盼，且往往期盼的是強烈的愉悅感覺，那這

類期待就是建立在種種與觀光旅遊無關的事物上，如：電影、電視、文化、雜誌

等，而期盼也是由這些事物來維持的，是它們挑起了並強化了觀光的凝視。  (Urry, 

2002/2007:22)。 

Urry 也提出了各種的凝視模式，例如｢集體式凝視｣(collective gaze)強調此觀

光凝視是需要許多人共同對環境創造特殊的氣氛，才能形成一個觀光點，地方必

須有其他人共同一起欣賞美景才能使遊客有來對地方的感覺。在浪漫主義熱潮之

下，｢浪漫凝視｣(romantic gaze)側重孤獨、隱私與凝視對象有個人的神交，同時其

觀光客追求的不只是對風景的欣賞，或是對物質的消費，更包含著知覺性的氛圍

體驗與無形的消費，以實踐對於一地人事物的浪漫想像 (Urry, 

2002/2007:256-257)。 

除了上述兩種基本型態的凝視，Urry 在近期的論述裡更提到，從視覺上來消

費一個地點的方法還有其他種類，這也代表著其他的觀光凝視也同時存在，而且

靜態與動態的皆有(Urry, 2002/2007: 257)。例如：｢旁觀凝視｣(spectatorial gaze)指

的是行進中集體匆促瞄過不同的符號(如從觀光巴士的窗戶)並加以蒐集。還有一

種是｢瞻仰凝視｣(reverential gaze)其用來描述對於參觀神聖遺址的那種精神消費。

再者，近期興起的｢媒介化凝視｣(mediatized gaze)也是其中之一，這指涉遊客會去

參觀某些因媒體傳播而聲名大噪的地點，參觀者可以在這類景點中重新體驗該媒

體節目的要素或形貌，如到英國走訪《哈利波特》電影拍攝場景，以重溫許多電

影情節(Urry, 2002/2007: 257-258)。 

然而，由於當今電影拍攝技術愈漸完備，奇幻電影(fantasy film)的數量也愈漸

增多，舉凡是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星際大戰(Star Wars)、羊男的迷宮(Pan's Labyrinth)、暮光之

城(Twilight)等等這類型的電影都已經相當的普遍。那在這社會背景下，促成大量

觀者因這類型的奇幻電影，而興起到電影拍攝地去探求一種魔幻的體驗，求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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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空間。所以筆者認為在這波奇幻電影的熱潮下，一個特殊的｢魔幻凝視｣

(fantasy gaze)會在｢媒介化凝視｣之下形成，而｢魔幻凝視｣特別之處在於遊客會在

一個真實的電影地景中，生成虛擬的想像及扮演角色的行為，試圖使自我沉浸在

故事裡。以下筆者針對魔幻凝視做定義： 

根據筆者先前論述的奇幻作品的特質為｢超現實的想像情節｣與｢異地時空｣，

所以這類奇幻電影除了其本身具有虛構的特性，特別的是其故事是立基於一個架

空的世界，也就是不同於人真實身處的世界，所以他有著虛構的地理、時間、位

置、國家、人物、人所擁有能力等等。同時這類型的電影都大量的包含魔法、超

自然現實事件、或是幻想生物如龍、半獸人、人魚等等。所以當電影呈現出景點

時，其景點都帶有著奇幻的氛圍，而在現實生活的這些電影拍攝場景，也因這些

奇幻故事被賦予了一個魔幻的想像。 

然而電影觀光客在真實地景與虛構故事並置的奇幻景點中，實際上凝視且感

知到了什麼？筆者綜合各家觀點，認為｢魔幻凝視｣(fantasy gaze)有心靈想像、心

靈模擬、中介迷離的特性： 

第一，先述及魔幻凝視中心靈想像的特質。Gillian Rose 結合了各電影學者的

論點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討視覺事物，其提到精神分析主要處理主體性

(subjective)、性意識(sexuality)、無意識(unconscious)，而筆者取用其中的主體性

與無意識概念來探討觀者的特質。 

觀者的主體性(subjective)意味著個人是主動的，我們可以感受、做夢、幻想、

愉悅、驚恐等等，精神分析便是處理這些情感狀態，而此精神分析用於視覺事物

上時便專注於視覺影像的情感效果。在談到觀者對視覺影像的情感反應時，就要

述及這反應是來自於無意識(unconscious)，根據佛洛伊德的論述無意識是來自於

從小受到的文化規訓(discipline)，因壓抑自己的需求進而產出無意識。所以主體

性同時也是屈從於特定的規訓，而視覺性也可被看作規訓之一，如常出現的視覺

性和視覺影像會指引觀者進入特定類型的主體性(Rose, 2001/2006:135-136)。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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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遊客因電影或電影景點而產生想像時，就不可忽略這情感反應是由許多元素所

支持的，如對電影觀光客而言電影就是建構想像的重要因素之一。 

Rose 也引述 Cowie(1990)的幻想(fantasy)觀點以做觀者的精神探討，幻想處於

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當這兩者境域交流時幻想就會發生。幻想中的意識給了無意

識某種時間與空間的形式，如當某些無法獲得的東西依照特定的空間安排及敘事，

而在白日夢中出現。因此幻想像是登台演出，主體就像是幻想的觀眾，正如電影

為了觀眾上演了幻想(Rose, 2001/2006:163)。 

電影與幻想之間有一種視覺快感(scopophilia) 的關聯，依據佛洛依德的說法

當嬰兒夢到了自己失去的喜愛之物時，像母親的乳房或乳汁，幻想就出現了。所

以當觀者看到失去或自己無法獲得的喜愛東西時，幻想便出現了，而這種藉由幻

想自己獲得失去或無法得到東西的快感就可稱作欲望(desire)。Cowie 也將幻想描

述成欲望的場面調度，把欲望放進欲望的場景和舞台安排。Cowie 同時也強調主

體在幻想時可以不只是觀眾，主體可以想像自己參與了幻想，並且可以扮演不只

一種角色，因為幻想提供了各式的主體位置，所以主體可以選擇不只一種位置

(Rose, 2001/2006:163-164)。 

運用幻想(fantasy)的觀點來理解電影觀光客的情感反應時，可發覺電影觀光

客在電影中看到了無法到達的魔法世界時，幻想就出現了。而遊客到電影景點時，

也會將此幻想帶至地景，所以遊客會經由心靈想像電影情節使自我參與幻想，幻

想自己無法進入的魔法世界，這也可視為電影觀光客欲使自我獲得魔法體驗的欲

望。 

第二，述及魔幻凝視中心靈模擬的特質。Roesch 提到在探訪這類場景時觀光

客也會有種心靈模擬(mental simulations)，就是自身會演出一個在電影或小說裡的

角色，並且模擬主角的感覺跟經驗，而像這種心理上的模仿就會加強了遊客與文

本間的關聯性(Roesch, 2009:144, 130)。這就說明了觀光客為了在真實世界裡重新

體驗及重塑電影裡的符號與物件，進入了 Urry(2002/2007)所提及的詮釋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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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neutic circle)裡，並因為走進故事中而找到了快樂。 

若以精神分析來探討電影觀光客的心靈模擬情形，筆者便套用 Laura 

Mulvey(1989)的視覺愉悅(visual pleasure)觀點來做論述。視覺愉悅有兩個源頭：窺

視(voyeurism)與自戀(narcissism)，筆者取其中的自戀(narcissism)來做電影觀光客

的心靈模擬論述基礎。 

自戀奠基於鏡像階段(mirror stage)與理想我(moi ideal)的概念，依據拉岡的鏡

像階段說法當嬰兒在辨識出鏡中的影像為他自己時，他就經歷了鏡像的階段。一

方面嬰兒把鏡像視為健全完整的身體，同時這個融貫的身體讓孩子愉悅的知覺到

自己的身體影像和空間，也讓他辨別出該空間的其他客體。以鏡像階段來探討電

影，當電影敘事的主角透過主動觀看、闡述電影視線、創造行動，便佔據了鏡像

階段中所見的融貫的空間，重要的是因為電影主角體現了觀者/主體在鏡像階段的

自我形象，所以觀者把自己當成了主角。Mulvey 也同時強調由於鏡前自我(ego)

在辨認時刻所構想的完美、完整、理想形象，都在主角的明星特質裡，所以觀者

便與螢幕上的主角互為替身(alter ego)，藉由滿足自身的欲望與對主角的認同，而

形成了自戀的愉悅(Rose, 2001/2006:148-149)。 

以此觀點來剖析電影觀光客的心靈模擬情形，便可認知當電影觀光客在觀看

電影時，看見主角有著融貫的形象，便使自我投射在主角身上，所以觀者便將自

己當成了主角。當觀者到電影拍攝景點時，也會將電影的記憶帶至現場，再次將

自我認同成迷人的主角進而在電影旅途中去扮演他者，以滿足自身的欲望而形成

了自戀的愉悅。 

第三，述及魔幻凝視中中介迷離的特質。Lee 提及奇幻電影其實是促動了觀

光客對於當地景點的重新想像，因為在觀光過程中真實與想像地景是同時並行的，

其中融入了觀光客的期待與觀光客腦中對於各式情境的轉變，這樣的景點就成為

了一種中介迷離空間(liminal space)(Lee, 2012:52)。 

如在英國 Wiltshire 的 Lacock 是個幾個主要電影與影集的拍攝場景，《傲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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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1995)跟《克蘭弗德》(Cranford)(2007-2009)系列影集皆

在此地拍攝，到了近期因為《哈利波特》電影的緣故，這個 13 世紀的 Lacock 小

鎮更獲得了戈德里克山谷(Godric’s Hollow)的盛名，因為在 Lacock 當地的一棟房

屋在電影中兼演了哈利波特父母的家。 

魔法虛擬被帶進了真實的 Lacock 環境中，而觀光客在景點中凝視到的不再只

是眼前實際的環境樣貌，更加入了景點各式的幻想故事與歷史元素，這也就是

Lee(2012)所強調的旅遊景點此刻就像是一個具有轉變潛力中介迷離空間(liminal 

space)。真實與虛擬重新塑造了一個新的複雜景點，並且這個景點會與多重空間

的複雜性有著共鳴，因為在這個空間裡包括歷史的資訊、參與者的回憶、參與者

當下對於景點的感知全都混雜在一起了，而這種中介迷離空間就可被視為一種互

相建構的狀態，也意味著空間的轉變(Torchin, 2002:248)。 

在｢魔幻凝視｣中真實與虛構兩者彼此是在流動的，像是英國的 Lacock 地區本

身是真實的，但又不是那麼真實，因為當遊客在 Lacock 看到那些古老的建築物時

是真實的沒錯，但同時又會聯想到有關哈利波特的故事。所以當在討論真實的地

景與再現樣貌所一同交會的中介迷離空間時，真實與虛擬就變得十分的不穩定。

因為遊客的每個不同想法都可將景點帶出一個新的樣貌，所以景點可說是不停地

在被創造。 

Hutcheon 提到我們可以把地景想成是一個鬆散的劇本(由旅行指南、書籍、影

片所構成各式不同的細節)，而觀光客就像一個製片者般去選擇視角和觀點，以建

構與想像出劇本，並透過特有的詮釋從而去編寫與轉變地景，而在這特有的詮釋

與改編之後新的事物就被創造出了(Hutcheon, 2006:20)。所以在｢魔幻凝視｣中，特

別的是觀光客除了望見眼前所見之物之外，更由內生成了魔幻的想像，故事與英

國的風景兩者便結合在一起，一起在觀眾心中成為了一個迴異的奇幻敘事。 

總結上述，｢魔幻凝視｣的定義為：奇幻電影的觀光客除了望見眼前的景點外，

更由內生成了魔幻想像，其會想像電影情節使自我參與幻想，並將自身認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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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進而去模擬角色的行為，滿足自我擁有魔法力量的渴望。這促使虛擬故事與實

地景色兩者結合於一起，而景點也因此不僅具有中介迷離的特性，空間意義也更

為豐富，不再只有單一涵義。 

二、旅遊的符號消費 

Urry(2007)主張觀光客的凝視就是所謂｢符號｣(signs)的凝視，由於凝視對象的

建構仰賴符號(signs)，所以旅遊就是觀光客消費與蒐集觀光符號的過程，也就是

對某特定景點符號意義的消費。例如：到英國可以看見典型的英國村莊，到法國

可以見到浪漫的巴黎鐵塔，遊客開始會去找尋代表法國的符號，或是標準的美式

風光。遊客就像是符號學家(semioticians)不斷去解讀各類的風景、地標、旅遊廣

告等等，所以所有的觀光行為像是目的地的決定，旅館與餐廳的選擇，行程安排，

購物拍照等旅遊體驗都是為了印證符號存在而進行 (Urry, 2002/2007: 22-24,38)。 

Urry 提出了當代觀光旅遊作為符號消費的特性： 

第一，景點的浪漫凝視：由於大眾、套裝化的旅遊模式已然無法對後現代觀

光客產生吸引力，再加上許多後觀光客追求的是孤獨、個人體驗的感受，所以其

追求的不只是對風景的欣賞或物質的消費，更包含著知覺性(perceptual capacity)

的氛圍體驗，以滿足對當地人事物的浪漫想像及某種符號意義的消費。而這浪漫

凝視也是個促進觀光事業分布全球的重要因素，因為隨著浪漫派不斷追求新鮮凝

視的對象，促使任何地方都可能成為觀光旅遊的目的地(Urry, 2002/2007:50,89)。 

第二，消費的美學化：現今的後現代主義強調著去差異化，所以各個社會文

化活動領域之間的差別已被宣告瓦解，每一個領域皆可闖入另一個領域，如同商

業現今已與文化交織錯縱，日常生活也逐漸美學化了。所以一切事物都能因美學

的生產包裝而成為體驗消費的對象，而為了吸引消費者的眼光，許多藉由美學、

歷史、傳說，或是文學與電影聯想而產生的消費空間也逐漸的形成(Urry, 

2002/2007:13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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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ry(2007)的論點指出在觀光的後現代思維下，當前遊客常追尋的是觀光消

費所能帶來的情感滿足，體驗的深化，所以一個能與自我心理引起共鳴的產品與

服務就顯得很重要。同時當前的消費主義帶有著幻想色彩的尋歡心態，所以想像

的購買同時在現今的旅遊市場中被無限延伸。視覺消費(visual consumption)結合了

美學鑑賞、歷史傳說、文學聯想等等融入觀光旅遊中，而逐漸成為消費主流，如

此便增加了精神情感的愉悅與知識等無形的附加價值。休閒娛樂的效果不再是旅

遊的唯一目的，觀光客越來越重視他們是否在旅遊中得到新的體驗與知識。 

也因此各地方開始不斷進行文化建構，以形塑能標示當地獨特性的觀光符號，

觀光客往往也是在地方觀光符號的引介下，而形構出對一地的文化想像與好奇，

並被觀光景點背後所承載的符號意義所吸引而前往旅遊，並希望能在當地的觀光

符號體驗中獲得身心的愉悅或是知識的啟發等等。 

以此來反思觀光旅遊業便可發現，旅遊地為了吸引觀光人潮也開始運用各式

實際與潛在的物質與符號資源。像是透過古蹟保存與再生、公共空間的生產與改

造、故事的虛構想像等，對當地的景點進行神話的建構與改寫，同時重新包裝和

定位地方的空間內涵、販售地方的象徵與想像，以讓遊客能在當地獲得滿足(Lash 

& Urry, 1994:274-275)。 

 在哈利波特電影觀光中便是掌握了消費符號的特性，當遊客在看完電影或小

說後便興起了對英國的想像，並期望到當地享受哈利波特式的符號，以滿足自身

的魔幻體驗與幻想。當遊客希望跟主角一樣前往魔法世界，希望在魔法學校學習

巫術時，當地也開始運用魔法符號作為品牌，以迎合觀光客對於魔法符號消費的

需求。 

然而 Urry(2002/2007:140)也提及我們現在所消費的愈來愈多不過是符號或再

現，但民眾卻會視為一種奇觀而欣然的接受。正如人們都知道媒體上呈現的不過

是模擬(simulation)，然而大家卻跟著模仿媒體，所以在這個充滿符號的世界裡，

根本沒有所謂的真實，有的不過是 Eco 所說的在過度真實中的旅行(trave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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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reality)( Eco, 1986)。在哈利波特電影觀光中，觀光客知道自己身處在一個真

實的環境中，但仍要找尋的一種奇幻的想像與符號，所以觀光經營者便藉由模仿、

再現造就一個超真實的擬像世界，讓觀光客能遊樂其中並實踐想像。而這觀光真

實與否，遊客是否會在意這樣的真實，這便是正文中會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最後筆者要談到的是觀光客旅遊實踐的部分，在觀光勝地中遊客會在外力促

使或是在自身的想望下進行大量攝影，此實踐行為除了加強自身與地景間的關聯

性外，這照片更保留了當下旅遊的回憶，也證明了自身消費過當地的符號。在旅

遊中遊客會記錄他們的生活與他們所凝視到的一切，當遊客便成了攝影者，那麼

遊客也可算是變成一個業餘的符號學家(Urry, 2002/2007:221)。因為當遊客拍攝到

在英格蘭某一處的石板路時，就代表著一個古老的英格蘭；或遊客是拍攝到一個

下雨的倫敦時，就代表著一個濕冷的英國。攝影像是一個觀察，所以被拍攝的事

物便顯得重要，藉由照片可發覺在旅程中是什麼事物吸引了遊客的目光，同時也

可瞭解遊客到底蒐集了什麼符號。 

在景點中的旅遊實踐除了拍照外，也可以購買紀念品，購買紀念品一直以來

都被視為旅遊中重要的一部分，因為遊客可利用蒐集紀念品來保存回憶，紀念品

可說是深具意義的實體物品，在旅遊過後旅客所擁有的紀念品又成為連結回憶的

最佳物。Gordon(1986)將紀念品定義為：用來標示某特殊事件或旅遊的具體物品，

而紀念品的存在能幫助旅客對短暫的旅遊經驗保持聯繫，遊客購買紀念品同時也

可視為自己去過旅遊地的證明。這種物與回憶間的連結，使得人與物以及人與回

憶的關係顯得更為緊密，紀念品可說也延長了遊客當下對旅遊的感受。人們對紀

念品所抱持的情感，以及紀念品、回憶與旅人間的關聯，進而發掘出紀念品甚至

可在旅遊後為旅客帶來一個不一樣的附加價值。 

在旅遊行程結束後，遊客也會透過發佈旅遊網誌以表達個人感受，同時透過

文字與照片去回味當初的感受，懷想旅遊的愉悅，使自己又重回當時旅遊的瞬間，

當然透過照片與文字又再現了地景樣貌。Urry(2002/2007:222)認為大半的觀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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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都涉及了詮釋性循環(hermeneutic circle)，因為觀光客在旅遊前已經在各式旅遊

廣告與旅遊書中看過了觀光景點，為了追求這些廣告與旅遊書的景點，觀光客被

吸引到該處。當自己身處當地時，又會親自開始捕捉影像，最後這些觀光客又會

拿出自己版本的影像，以證明自己去過那些地方。 

Hall(1997)也認為，長久以來在媒體(電視、電影、雜誌等等)的影響下，許多

地方的影像被一再複製再現，所以便出現了眾多指標性的地標(icon)。在媒體重複

播送下，這些地標成為人人熟悉的影像，也成為了遊客朝聖的目標，如巴黎的艾

菲爾鐵塔、倫敦的大笨鐘及王十字火車站等，皆是旅人朝聖、凝視的重點。而遊

客在旅途中，也會在凝視景點時加以將景點客體化，以證明自己的旅行經驗，那

麼這些客體化的照片、文字便是地標的再現。這些客體化的照片也透過旅人的複

製、傳播，使得該地標再現的影像越普及，如此又強化了下一個旅人凝視該地標

(icon)的決心，穩固該地標的價值，這就為一個再現的循環(circles of 

representation)。 

透過遊客的詮釋與再現循環，再製的影像與文字不但是旅行的證明，更再再

充實了景點的內涵，同時也穩固了地標的地位。同時此循環對解釋遊客的行為很

有幫助，從此可以瞭解遊客選擇拍攝哪些影像，為什麼拍攝這個影像？選擇用這 

樣的文字方式描述？以探討在電影觀光中遊客如何受到過去認知的影響，及遊客

在旅途中所消費與體驗到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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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哈利波特觀光現象是一路從小說、電影至觀光的連續脈絡，雖然此研究著重

的是因哈利波特電影而促成的觀光，不過仍不忽略小說的原初影響力。所以筆者

將此系列電影定義為文學所致的電影，從此基礎討論小說至電影的轉折，側重於

論述此跨媒介的轉譯品所促成的電影觀光現象，並佐以闡述因小說而促發的文學

觀光。 

第一，本研究的範圍有《哈利波特》的七部系列小說：《哈利波特—神秘的

魔法石》、《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哈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哈利波特—

火盃的考驗》、《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哈利波特—混血王子的背叛》、《哈

利波特—死神的聖物》。由於小說是哈利波特眾現象的原型，所以筆者以此做為探

討電影觀光的基礎。 

第二，本研究中著重的重點為電影觀光的部分，筆者選定《哈利波特》的八

部電影以做範圍：《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哈利

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哈利波特—火盃的考驗》、《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

《哈利波特—混血王子的背叛》、《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上》、《哈利波特—死神

的聖物下》。筆者以此範圍來選定電影裡出現過的拍攝實景，並探究電影製片選擇

該地景的原因，及地景在電影中所呈現的樣貌。 

第三，筆者選定於哈利波特相關旅遊中出現次數較多，也較具有代表性及識

別性的十個景點來做分析，來探討景點構成的過程與轉變：  

1、安威克古堡(Alnwick Castle)：為電影中魔法學校飛行課的拍攝地。 

2、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此地用來拍攝霍格華茲魔法學校走廊。 

3、拉考克修道院(Lacock Abbey)：修道院被用來拍攝魔藥學的教室及擺放意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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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Mirror of Erised)的房間。 

4、杜倫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在「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中，杜倫的

修道院變成一個冰雪覆蓋的方形庭院，主角哈利波特在此地放飛他的貓頭鷹。 

5、王十字火車站(King’s Cross)：其中第 4 及 5 月台為電影中 9 又 3/4 月台的拍攝

地。 

6、牛津大學的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其基督教堂學院的飯廳為霍格

華茲魔法學校飯廳的空間範本。 

7、Goathland 車站：為霍格華茲特快車的終點站。 

8、蘇格蘭高地與格蘭芬南高架橋 (Glenfinnan Viaduct)：從 9 又 3/4 月台到魔法學

校的霍格華茲特快車途經風景。 

9、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Studios Leavesden)：為哈利波特電影的拍攝片場。 

10、美國哈利波特樂園(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 )：為全新打造的衍生

虛擬樂園。 

第四，在台灣遊客的訪談對象選擇上，採立意抽樣的方式(purposive sampling)

尋求 17 位合適受訪對象，以電影和文學觀光作為篩選的範疇，從中擬定受訪者對

象的條件如下： 

1、以英國為旅遊目的地，並曾到過哈利波特的電影拍攝地或文學地景。 

2、對《哈利波特》有基本的認識(至少看過四部電影或小說作品)。 

3、樂意分享觀光經驗與旅遊故事。 

 第五，筆者選定 11 個曾記錄哈利波特相關旅遊經驗的部落格作分析，佐以深

度訪談的內容了解遊客在景點中拍攝、記錄了什麼哈利波特符號，及其旅遊感受

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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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分析 

本研究的關注的是景點形塑與轉變的過程，及遊客的旅遊感受與實踐，因此

筆者採用｢質性研究｣的相關方法，以了解英國規劃哈利波特景點的建構模式，及

探討遊客在哈利波特景點中的體驗與感受。 

文獻分析可說是取材於文字或非文字的資料，並從其脈絡中了解特定行為或

現象的研究方法(歐用生，1989)。文獻雖不是作為研究的結果而建立的，但是可

以提供筆者閱讀與檢驗，並可與訪談互為連結，以協助筆者建構出事件的全貌與

加深對事件的理解。 

在歷史社會中脈絡的變化與演進下，首先本研究會藉由文獻資料收集，以掌

握英國哈利波特景點的空間變化與形塑過程，並藉由遊客的部落格資料理解台灣

觀光客蒐集魔法符號的情形，蒐集的文獻包括：英國的旅遊文本及觀光網站、台

灣導覽書、台灣遊客部落格。第二，本研究會透過深度訪談了解台灣遊客到《哈

利波特》相關景點的凝視過程與感受，以反思《哈利波特》景點的形塑成效及觀

光真實性的問題。 

 

一、英國的旅遊文本與網站、台灣導覽書 

筆者首先選定英國旅遊局、英國電影協會的官方網站與其調查報告，以了解

英國電影觀光的脈絡與發展。再者，為求掌握哈利波特觀光景點的動態建構和展

演過程，筆者以 10 個哈利波特觀光景點的宣傳文本與官方網站作為分析對象，以

了解英國如何將電影拍攝地轉變成一個觀光景點。 

主要藉由符號分析將焦點放在景點與文本的標示物(marker)組成，並佐以

MacCannel 所述及的景點神聖化的過程，綜合探討景點所表現出的效果。筆者依

據｢現場標示物｣(on-site marker)、｢不在場標示物｣(off-sight marker)的分類，將組

成哈利波特景點的各式標示物歸納出來，藉此以了解觀光景點的符號系統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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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援引景點神聖化(sacralization)的過程以探討該地的形塑地景的方式。透過

以上的符號分析以了解地景包含了什麼標示物，地景又是如何去組合標示物連結

出哈利波特的意義，綜合歸結英國景點營造哈利波特氛圍的策略，及其成為觀光

景點的進展脈絡。 

除了英國的旅遊文本與網站外，同時佐以台灣出版相關的哈利波特導覽書以

做台灣中介旅遊的分析對象，主要以 2003 年出版的《哈利波特魔法之旅-英國 24

處魔法地》、2008 年出版的《不列顛旅人》、2012 年出版的《穿越 9 又 3/4 月台，

漫遊英國》為討論範圍。在台灣出版的英國旅遊導覽書為數眾多，大多數的導覽

書當介紹到哈利波特相關地點時皆有將此特殊性標示出來，但只是概略性地提及

該地為哈利波特的拍攝場景及略述景點與故事之間的關聯，並無如《哈利波特魔

法之旅-英國 24 處魔法地》般是一本哈利波特旅遊的專門書籍，或如《不列顛旅

人》及《穿越 9 又 3/4 月台，漫遊英國》有另闢哈利波特的章節以做介紹，基於

此筆者便依據此三本導覽書以了解台灣旅遊中介書所塑造的哈利波特景點。 

由於旅遊指南為提供遊客目的地旅遊綜合信息的重要來源，其呈現的圖片、

文句都向遊客傳達一個目的地的想像與認識，所以筆者便藉由圖文的文本分析，

以了解其如何組合標示物使景點呈現出特定的面貌，以試圖建構出哈利波特旅遊

在台灣的觀光意象，並從中探討台灣遊客是否受導覽書的中介影響。 

二、旅遊部落格 

Edensor(2001)主張觀光舞台的設計與劇本編排，是在旅遊地與觀光客間的互

動協商下所進行的，因此在探討哈利波特電影觀光時，同樣需從觀光客的角度切

入如此才能有更為全面性的理解。 

本研究除了理解景點的建構過程外，也關切了觀光客和哈利波特符號的互動

情況，所以筆者便採用記錄哈利波特相關旅遊經驗的 11 個部落格，作為筆者審視

觀光客和景點互動的研究資料之一，以了解觀光客在哈利波特地景中是如何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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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11 位台灣部落客，年齡層位於 25-35 歲間，有 2 位男性及 9 位女性，到訪

景點時間於 2008 年至 2012 年間。 

選擇部落格遊記作為觀光客論述的平台，主要是考量部落格為景點參與者的

的文章與圖片集，其中包含了當事人對於旅遊過程的主觀想法，及對於景點回憶

的客觀描述，並帶有了遊客旅途中的實際影像記錄。透過以上便可呈現出遊客對

於哈利波特旅遊的感知、觀察或是批判反思，所以這部分的資料對於探討哈利波

特的旅遊景點與遊客的旅遊經驗有著極大的幫助。 

筆者透過部落格裡文字和照片的呈現，去理解遊客藉由攝影及文字回憶了什

麼，漸而建構出哈利波特之旅傳遞給遊客的是什麼信息與想像。首先，將部落格

中文字與圖片中的標示物詳列，依照在場標示物與不在場標示物的分類來作呈現。

接續再綜合比對景點傳遞的符號與遊客接收的意義是否相同，以探究遊客是否得

以解碼及景點形塑是否成功，並藉由部落格裡的照片呈現、文字書寫，看其記憶

與凝視了什麼。筆者分析的 11 個部落格如下表： 

 

 作者及部落

格名稱 

文章篇名與連結 附註 

1 Viki/雨中散

步的貓 

英國倫敦遊記(London)(六)(完)--倫敦的電影"

哈利波特"相關景點:Leadenhall market 與王

十字車站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http://vikihungblog.blogspot.tw/2012/08/londo

n-leadenhall-market.html 

於 2012 年時到訪

Leadenhall Market、 

King's Cross Station 

2 寶咖咖/寶咖

咖愛 Fun 瘋 

12【英國蜜月】D7(上)@哈利波特片場/影城

The Making of Harry Potter((贈-預約訂票解

說圖)) 

http://www.wretch.cc/blog/realm0603/1167596 

2012 年到英國度蜜

月，並抵達了 Studios 

Leavesden 

3 Tiffany/拍今

歐洲

PackingEuro

pe 

[英國 x 倫敦 ] 走入魔法的世界！「哈利波

特」拍攝片場介紹！  

http://goo.gl/fzXG9 

2012 年時造訪

Goathland Sation、

Studios Leavesden、

King's Cross 

Station、The elep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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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愛丁堡墓園 

4 Eva/魚兒水

中自在游 

哈利波特迷不能錯過的拍攝片場參訪直擊

(分上中下) 

http://www.wretch.cc/blog/tunaandwawa/2170

7895 

尋找哈利波特的蹤跡之番外篇 

http://www.wretch.cc/blog/tunaandwawa/2171

2765 

於 2010 年與 2012 年

時到訪 Studios 

Leavesden、King's 

Cross Station、The 

elephant house、愛丁

堡墓園、Lacock 

Abbey 

5 Amber/Be a 

backpacker 

哈利波特拍攝地---Lacock Abbey: 

http://blog.yam.com/amberloveuk/article/29100

043 

哈利波特拍攝地---英格蘭北部城市 

http://blog.yam.com/amberloveuk/article/29096

020 

哈利波特拍攝地---Gloucester Cathedral 

http://blog.yam.com/amberloveuk/article/29091

478 

英國最高學府---牛津(Oxford) 

http://blog.yam.com/amberloveuk/article/29110

055 

於 2008 與 2009 年時

到訪 St. Pancras 

Station、King's Cross 

Station、Gloucester 

Cathedral、Lacock 

Abbey、Durham 

Cathedral、Alnwick 

Castle、Badleian 

Library、Christ 

Church College  

6 堅果喵/Bon 

voyage 

歐洲行-英國 牛津一日遊 愛麗絲夢遊仙境&

哈利波特大冒險: 

http://virginiecat.pixnet.net/blog/post/36515463 

歐洲行倫敦無相機一日遊兩人走散驚魂 哈

利波特 9又 3/4月台: 

http://virginiecat.pixnet.net/blog/post/36521413 

於 2011 與 2012 年時

到訪 King's Cross 

Station、Christ Church 

College、The elephant 

house 

7 Yvette 

Tai /Yvette 

Tai 

[UK. Northumberland] 奇幻霍格華茲 

Alnwick Castle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1243314

0 

[UK.County Durham] 越來越熟了，哈利! 

Durham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1243522

6 

[UK.North Yorkshire] 斜角巷在鬼鎮中 York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1243428

於 2012 年時到訪

Alnwick Castle、

Scottish Highlands、

Durham Cathedral、

The elephant house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12434284


 

46 
 
 

4 

8 KuoWei 

Chang/活著

的意義 

我們真得不是鐵道迷，也不是哈利波特迷

阿！ 

http://elliotway.blogspot.tw/2012/09/blog-post_

16.html 

於 2011 年時造訪

Scottish Highlands、

Christ Church 

College、Malham 

Cove 

9 露易絲/露易

絲夢遊仙境 

【旅遊】開往霍格華茲的列車要開了─奧蘭

多環球影城的哈利波特園區我來啦！！！ 

http://www.wretch.cc/blog/loislin/24162869 

於 2012 年時造訪美

國哈利波特樂園 

10 李瑀瑄/洢戀

物語 

佛羅里達 哈利波特&霍格華茲城堡 

http://blog.xuite.net/elainehon/520/64841861 

於 2012 年時造訪美

國哈利波特樂園 

11 YoYo/乾物女

與茱莉的房

間 

佛羅里達| 環球影城之哈利波特館 

http://yoyo139.pixnet.net/blog/post/12168595#

comment-11443814 

於 2011 年時造訪美

國哈利波特樂園 

 

第三節  深度訪談分析 

為求對研究場域的觀光有更深刻的描繪與了解，除文獻分析外筆者同時藉由

深度訪談以梳理出台灣遊客在英國的實際體驗與感受。訪談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與

受訪者的交流，以了解遊客對哈利波特旅遊的記憶、感受與意見，筆者再根據受

訪者的敘述內容進行整理和分析，通過訊息的再現和歸類以對遊客的旅遊體驗有

更深入的分析。 

筆者擬定半結構式問題大綱，此訪談大綱的設計只做為引導之用，於訪談時

並不會完全依照所列的問題來做詢問，目的為使受訪者有更多空間與彈性來陳述

自身的旅遊經驗。訪談問題針對：一，台灣遊客對於哈利波特電影與小說的感受；

二，實際在哈利波特景點的參與過程與觀察；三，對英國與哈利波特的想法。藉

此三大類的問題以理解遊客對於哈利波特故事轉折至電影的看法，並推論他們如

何與景點作互動，又是如何去重新想像地景，以歸結哈利波特景點是否能促成台

灣遊客的魔幻凝視，並反思景點形塑的成效，詳細問題大綱請見附錄一。 

本研究的受訪者共有 17 位，其中包含 9 位有撰寫哈利波特旅遊經驗的遊客，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12434284
https://plus.google.com/102319122231489112244
https://plus.google.com/102319122231489112244
http://elliotway.blogspot.com/2012/09/blog-post_16.html
http://elliotway.blogspot.com/2012/09/blog-post_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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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主要位於 25-35 歲間，有 5 位男性及 12 位女性，到訪景點時間於 2008 年

至 2012 年間。筆者將無撰寫部落格及有撰寫部落格的受訪者以不同代號區分開來，

以 T 作為無撰寫部落格的受訪者代號，以 F 作為有撰寫部落格的受訪者代號，受

訪資料與代號請見以下： 

 

遊客 代

號 

職

業 

性

別 

年齡 到訪哈利波特的景點 到訪

時間 

經營部

落格 

受訪

日期 

Tony 

 

T1 貿

易 

男 30-35 1. Scottish Highlands 

2. King's Cross 

Station 

3. Christ Church 

College 

2012 無 2013

04/2

8 

文彬 T2 智

慧

財

產 

男 25-30 1. King's Cross 

Station 

2. Cliff of Moher 

2005 

2008

2012 

無 2013

/03/

28 

芳宇 T3 大

學

助

教 

男 25-30 1. The elephant 

house 

2. Christ Church 

College 

2010

2012 

無 2013

/04/

06 

Candice T4 學

生 

女 25-30 1. King's Cross 

Station 

2012 無 2013

/04/

17 

Sarah T5 學

生 

女 25-30 1. The elephant 

house 

2. 愛丁堡墓園 

2012 無 2013

/03/

30 

胖球 T6 學

生 

女 25-30 1. King's Cross 

Station 

2. Christ Church 

College 

2010 無 2013

/03/

30 

小粉紅 T7 護

士 

女 25-30 1. King's Cross 

Station 

2011 無 2013

/03/

30 

Stacy T8 學 女 25-30 1. The elephant 2011 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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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house 

2. 愛丁堡墓園 

3. Scottish Highlands 

4. Lacock Abbey 

5.  

/04/

27 

寶小姐 F1 家

庭

主

婦 

女 30-35 1. Studios Leavesden 2012 寶咖咖

愛 Fun

瘋 

2013

/04/

10 

咖先生 F2 建

築

設

計 

男 30-35 1. Studios Leavesden 2012 寶咖咖

愛 Fun

瘋 

2013

/04/

10 

Viki F3 工

程

師 

女 30-35 1. Leadenhall Market 

2. King's Cross 

Station 

2012 雨中散

步的貓 

2013

/04/

09 

Hailey F4 學

生 

女 25-30 1. King's Cross 

Station 

2. Christ Church 

College 

3. The elephant 

house 

2011 

2012 

Bon 

voyage 

2013

/04/

14 

KuoWei F5 登

山

攀

岩

教

練 

男 25-30 1. Scottish Highlands 

2. Christ Church 

College 

3. Malham Cove 

2011 活著的

意義 

2013

/04/

10 

Tiffany F6 空

服

員 

女 25-30 1. Goathland Sation 

2. Studios Leavesden 

3. King's Cross 

Station 

4. The elephant 

house 

5. 愛丁堡墓園 

2012 拍今歐

洲

Packing

Europe 

2013

/04/

08 

Eva F7 貿

易 

女 30-35 1. Studios Leavesden 

2. King's Cross 

2010 

2012 

魚兒水

中自在

201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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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 

3. The elephant 

house 

4. 愛丁堡墓園 

5. Lacock Abbey 

游 22 

Yvette 

Tai 

F8 學

生 

女 25-30 1. Alnwick Castle 

2. Scottish Highlands 

3. Durham Cathedral 

4. The elephant 

house 

2012 Yvette 

Tai 

2013

/04/

27 

Amber F9 貿

易 

女 25-30 1. St. Pancras Station 

霍格華茲列車出

發的車站 

2. King's Cross 

Station 

3. Gloucester 

Cathedral 

4. Lacock Abbey 

5. Durham Cathedral 

6. Alnwick Castle  

7. Badleian Library 

8. Christ Church 

College 

2008 

2009 

Be a 

backpa

cker 

2013

/04/

22 

 

藉由上述各式資料的交叉綜合，與符號方法的運用進行溯源及多元式的考察，

同時佐以直觀、顯性的經驗描述推論哈利波特景點的建構生成、展演設計的特點，

及其實際成效。同時也希望通過對部落格資料的分析與深度訪談的結果，能將英

國景點塑造的背景與台灣觀光客的實際經驗作結合，以呈現出觀光客與符號的旅

遊實踐、及其魔幻凝視的心靈想像。從此鮮活解讀研究場域中各式文化與社會的

交織情形，最終達至對英國哈利波特景點建構與遊客體驗的文化觀察。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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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哈利波特電影到英國景點建構 

現今由於數位科技的發達，抽象的文字可透過技術轉換成具體可見的視覺形

象，在數位科技加入電影的製作後電影創造能力由劇情延伸到了影像。近年來電

影製作大量採用電腦科技，使得虛構的能力有著極高的程度，電影除可在情節上

進行虛構的可能，更可在電影的視覺影像上進行揉合、竄改，這些眾多手法已經

大幅度超脫過往電影受限於客觀現實的框架，當然這也會牽涉一個影像本質的問

題，當虛擬已達到視覺無法辨別影像擬真的程度時，其中涉及真實性與否的部分

就變得值得去探討。 

《哈利波特》系列電影便是一個在後製技巧有著高度技術的作品，裡面藉由

真實地景的拍攝與電影後製技術，一同塑造出如真的魔幻場景使觀眾對於哈利波

特世界有著更具體的概念，甚至使人興起到英國探索魔法氛圍的想法。於 2003

年時，英國外交部長 Kim Howells 甚至特別讚賞《哈利波特》對於英國觀光的貢

獻，並提到許多觀光客認為該影片是一個吸引他們到英國的最直接的因素，而當

時並賦予了《哈利波特》一個獎項(Olsberg|SPI, 2007:76)。 

從觀光的面向，筆者欲從英國基礎來探討其景點生產者如何去生產操作其文

化意義，如何運用電影資源，以讓遊客可以在旅遊中撞見一些特別的符號，讓他

們得知這些景點非比尋常。同時又是透過什麼醒目的標示物(marker)及展演了什麼

文化，而成功將一地塑造成一個觀光景點，將其轉化成可供凝視與消費的觀光商

品。 

基於以上，筆者於本章著重討論的為以下面向:第一，從小說到電影的成型，

自拍攝背景了解其如何藉由實地取景，將虛擬故事塑造出立體真實感；從電影製

成探討電影選擇該景點作為取景的考量因素；藉由電影地景與真實地景的意義比

較，以了解在虛擬與真實間該地景的變動。第二，從觀光的面向去探討，電影場

景到觀光景點的成型，並著重地景如何將真實帶進虛擬幻想中；電影地景如何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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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哈利波特符號去展演其文化價值，並將其形塑成一個吸引觀光凝視的旅遊景點。

第三，藉由電影的呈現到觀光景點的建構，以探討電影觀光中的真實性。 

 

第一節  從小說故事到電影場景的立體呈現 

本節會先著重探討電影選擇景點的緣由及電影的場景詮釋，以為後續討論的

觀光景點建構所奠基，而此部分主要以下述十個景點為分析對象：安威客古堡 

(Alnwick Castle)、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 、拉考克修道院(Lacock 

Abbey)、杜倫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王十字火車站(King’s Cross) 、牛津大學

的基督堂學院的飯廳(Christ Church College's dining hall)、Goathland 車站、蘇格蘭

高地與格蘭芬南高架橋 (Glenfinnan Viaduct)、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廠(Studios 

Leavesden)、美國哈利波特樂園(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 )。 

 由於故事原是以小說起始，後續才有電影的翻拍，所以筆者便將哈利波特電

影定義為文學所致的電影，所以在探討電影的場景呈現時會佐以小說的敘事以了

解其選景的背後因素。國內許多研究者都有著手小說改編電影的討論，綜合論點

認為由於小說的敘述結構、故事情節鋪陳、場景空間的描述，與展現人生現象的

電影相似，使得小說最易改編成電影。文學與電影雖分屬於兩種不同的媒介，但

基本上兩者最大的共通處是其｢敘述性｣，文學家 Edward Morgan Forster 

(1927/1973)使用故事(story)與情節(plot)來探討文學作品中的敘事結構；而電影研

究學者 David Bordwell(1999/1985)也表示故事是經由觀眾假定和推論所建立的敘

事模式，而情節是故事在影片中實際的安排與呈現。 

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進程，也可瞭解電影可融合他種的異質藝術，正如互文

性(intertexuality)所強調的任何文本無法脫離其他文本而存在，一部作品不是一個

自我封閉的整體，而是對其他文本的吸納與改造。基於以上可了解小說與電影雖

屬不同類別，但其中的共通處、轉換與對話過程卻將二者連結起來形成了一種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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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現象。林文淇(2011)提到小說除了可以啟發電影創作的靈感，也可提供電影所

需的故事題材、情節，小說家也能參與或執行電影劇本的改編，且暢銷小說絕大

多數也可以為改編的電影帶來現成的大批觀眾。製片會選擇該文本改編的動機不

外乎是此一文本是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或是經過時間或市場篩選下而成功累積知

名度與價值的作品。當然從文本上分析此小說也必須具備著某些電影質素，如敘

述清晰的場景構圖、描繪清楚的人物特性與語言、如電影鏡頭與影調般的書寫張

力等等才能使電影能較為掌握其中的故事情境，影像呈現上也較無難處，接續筆

者就著重哈利波特電影取景的層次來做探討。 

在哈利波特電影裡主要的拍攝與後製地為位於英國倫敦近郊的李維斯登製片

廠(Leavesden Studios)，片場裡面設置了電影中最初的佈景、服裝、道具，一到八

集所運用到的電影效果與模型。如片場裡有搭建了霍格華茲大廳，還有校長鄧不

利多的辦公室、街景、魔法商店等。最具代表性的霍格華茲大廳是在 2000 年時

為了第一部電影《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所建造，而鄧不利多的辦公室則於

拍攝《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時搭建完成。自從第一部電影開始，10 年來李維

斯登製片廠一直是哈利波特的家。華納兄弟公司日後更收購了這座製片場、並將

投資數百萬英鎊，將它建造為英國最先進的製片廠，並且於 2012 年開放成哈利波

特影城(McCabe, 2011)。 

 除了李維斯登製片廠外，在早期拍攝第一部《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時，

劇組已經開始在英國各地尋覓適合拍攝魔法學校的地標與場景。此外，根據於

2007 年 Olsberg|SPI 的《英國國家景點-電影與電視如何推動觀光》調查報告指出，

當時的英國電影協會與倫敦電影局都有給予劇組拍攝地點的建議與幫助

(Olsberg|SPI, 2007:77)。 

從下文開始將《哈利波特》以《哈波》此簡稱作為代表，哈波的電影取景地

除了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外，更援用了英國各地的歷史古蹟、自然風光、車站與

學校等等作為拍攝場景。筆者將這些實地拍攝場景與電影情節來做連結，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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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的歷史古蹟多作為魔法學校的一隅，所以電影是將原有歷史古蹟的空間意義

更換成魔法學校的意涵；第二，實地的自然風景多作為哈波冒險的路途風貌，車

站與學校這些公共場域是作為哈波搭車與上課的地方，所以在電影裡面自然風景

及一些公共的場所其原有的空間意義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更動，只是多增添了魔法

的氛圍；第三，與上述兩個分類較為不同是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其裡面多是再

製的場景，是特別因為哈波而興建的新空間，而上述兩個分類的空間是早已存在

的舊有地景。所以筆者將電影取景地分成三類來討論：第一，歷史古蹟；第二，

自然風景和公共空間；第三，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廠。 

 

一、現實歷史古蹟轉而成為魔法學校 

哈波的電影拍攝地多數選擇在歷史遺跡裡拍攝，如安威客古堡 (Alnwick 

Castle) 、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拉考克修道院(Lacock Abbey)、杜

倫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等等，而這眾多的歷史古蹟多作為霍格華茲魔法學校

的一隅。根據華納兄弟公司所出版的《Harry Potter-Page To Screen》一書表示，即

使霍格華茲是一座魔法學校，但藝術指導 Stuart Craig 同時又希望霍格華茲學校是

非常趨近於現實的一座建築物，因此於早期便決定不能讓其變成一個怪誕童話式

的城堡，而是要讓其呈現出一種厚重的歷史感及一種真實感，所以就盡力將霍格

華茲打造成一個中世紀哥德式的建築體(McCabe, 2011:325)。 

 由於故事是描寫主角哈利波特在霍格華茲學習魔法的冒險歷程，這就使得霍

格華茲魔法學校在故事與電影裡所佔的份位很重，所以這棟建築物該呈現出什麼

樣貌就顯得極為重要。而在電影剛開拍時，藝術指導 Stuart Craig 認為若要在片場

特別建造出整個魔法世界是很不切實際且無法負擔的，也因此開始找尋適合拍攝

的地點，而且團隊要找的是那種會令人覺得這就是霍格華茲的地方。由於藝術指

導 Stuart Craig 在設計霍格華茲時，就有見解認為其應該是已經存在好幾百年的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88%A9%E6%B3%A2%E7%89%B9_(%E5%B0%8F%E8%AA%AA%E8%A7%92%E8%89%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8D%E6%A0%BC%E8%8F%AF%E8%8C%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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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以不管是學校外觀或是各個上課地方，都要讓人覺得不只是真實的，同

時也要讓人覺得好像真的到過那邊一般(McCabe, 2011:28-29)。 

 在找尋電影地點時，藝術指導 Stuart Craig 便想到在真實生活中能跟霍格華茲

年代匹敵的便是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除此之外團隊仍尋覓一些與霍格華茲一樣

年代久遠的教堂與學校建築物以當作魔法學校的範本。所以霍格華茲最終就由牛

津大學的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杜倫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安

威客古堡 (Alnwick Castle)、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等建築物一起融合

而成一個令人可信的魔法世界。藝術指導 Stuart Craig 認為藉由這些真實生活中的

建築物，可讓霍格華茲成為一個具有識別度且具有確實性的學校，同時兼具著親

切感，而不會使其成為一個異想天開、全然幻想的世界(McCabe, 2011: 29)。 

   如位於英格蘭北部諾森伯蘭郡（Northumberland）的安威克城堡 （Alnwick）

正是霍格華茲魔法學校取景地之一，此為電影第一集裡魔法學校的學生第一次上

飛行課的地方。安威克城堡建於十三世紀，正是一座非常具有中古世紀風格的古

老建築，除了有湖泊、草地、綠林外，更被綿延九公里長的圍牆環繞，此特質便

非常符合電影取景。在電影裡的這一幕是老師帶領著學生，在圍牆外的草坪上練

習騎掃帚，從電影裡能夠認出是安威克城堡的就是一堵相當綿長的圍牆及一些高

塔。且在電影裡可明顯望見其圍牆及其建築體是帶有歷史感的，這就與力使霍格

華茲呈現出歷史氛圍的目標是一致的，同時在此真實城堡拍攝更可使霍格華茲能

夠呈現出趨近現實的真實性。 

再者，如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也是其中的取景地之一，其於西

元 681 年開始擴建，教堂最著名的是埋葬了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二世，以及作為為

哈利波特電影的拍攝地點。此教堂特別的是擁有哥德式的建築風格，纖細的肋狀

拱頂非常有特色，其中教堂內的迴廊天花既繁複又精緻，該迴廊便是以前修道院

的修士們活動的地方，而在電影理此迴廊就成為是霍格華茲學校裡走廊，所以許

多魔法學校的學生在上下課的時候都會穿過此地方。同時第二部電影裡愛哭鬼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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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Moaning Myrtle)哭泣的女廁，也是在這個教堂拍攝的；還有另一扇叫做 West 

Slype 的咖啡色的門在電影裡面則是通往格蘭芬多公共休息室(Gryffindor common 

room)的門，也就是上面掛有胖夫人(Fat Lady)畫像的那扇門。 

同時如在歐洲極具代表性的諾曼式建築體-杜倫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的

方形雙塔也是霍格華茲魔法學校的靈感來源之一，而設計者也另外添加上了一對

觀者預期在魔法師世界裡看到的雙尖塔，以具體呈現魔法學校的風貌。該教堂 12

世紀的會禮堂(chapter house)也作為麥教授(McGonagall )的教室一景，其外部區域

也多作為電影前兩部裡學生聚會聊天之處(Sibley, 2010:33)。 

不論是格洛斯特教堂的歷史感與細緻樣貌、杜倫大教堂的諾曼式建築體，或

是古老的安威克城堡，皆與想像中歷史悠久的魔法學校不謀而合。但為了使環境

能準確呈現出學校的樣子，電影團隊便費盡心力將各種會被認出是教堂的裝飾物

品遮蔽起來，如格洛斯特教堂的迴廊地板上嵌有許多黑色的墓碑，設計人員就使

用處理過後的屋頂石棉氈將墓碑掩蓋住；或是將教堂內有聖徒像的彩色窗花，用

彩色的塑膠濾紙將聖徒的樣貌遮蔽起來；甚至將窗花上的亞當與夏娃穿上衣服，

在其額頭上加上哈利波特的閃電烙痕(BBC, 2008)。 

在電影情節裡，原本古堡與教堂的原先意義與樣貌可說被覆蓋了，取而代之

的是魔法學生上下課的場景，所看到的是學生穿梭在古堡與教堂的身影，唯一能

見的是魔法學校的背景取自於修飾過後的古堡與教堂某一處。所以這些古蹟建築 

是否被影響了當地原有意義的存在？在電影觀光客前往當地朝聖時是否被哈波所

影響而忽略其真實的意義，反而被虛擬的意義所包圍？這部分筆者認為除了關乎

於遊客的認知外，當地古蹟的如何去運作當地符號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如果古

蹟能以不偏廢的角度去推廣或是仍然以自我的古蹟為宣傳首要，虛擬影響當地意

義的程度就較為降低。這部分就會在下一節討論景點建構及第六章論及觀光客旅

遊魔幻凝視與心理認知時會再論述。 

再者，電影雖取景於現實場景，但為了呈現魔法感當然還借用了大量的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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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塑造會自行活動的樓梯，會消失的密室，會動的人物畫像等等。透過真實與虛

擬動畫的互相結合，以使觀眾能相信這是一處真的存在於現實的魔法學校，同時

使觀眾在看電影時能真的像在魔法世界裡學習魔法，在數年的期間哈波團隊成功

將霍格華茲精煉成一個在觀眾的視覺上已能成形的地標，一個存於觀眾心裡的真

實魔法學校。 

當然關於電影裡人造技術所製成的影像有著許多的爭論，有些觀者會樂意見

到 CGI 電腦繪圖(computer generated images)因為他們覺得這能使小說裡那個虛構

場景的較為顯像，因為 CGI 電腦技術促成魔法世界變得真實起來。如有受訪者覺

得原在小說的文字無法想像的具體畫面，透過電影的技術便使他們對於魔法世界

有著概念。 

哈波電影特別的是除了使用電腦技術外，也實地選了真實的場景作為取景，

或是另外打造霍格華茲的整體模型來彌補電腦技術的不足，以使 JK 筆下的魔法

世界有著更寫實的感覺。所以不可忽略的是筆者在上述中重複提到的一個觀念：

其製片與藝術指導一直力圖將霍格華茲塑造成一個真實且具有歷史感的地方，而

不是一個完全全新創造的虛幻城堡(Sibley, 2010:32)。基於此想法，故事與現實生

活中的地景被連結起來，虛幻故事被呈現出一種真實感，虛擬可說被建構在真實

之上。同時透過此電影的實際取景方式，才得以創造出一個真實且具體的環境讓

遊客去觀光，一個觀光景點的前身才得以成形。 

然而，當然也有論點指出哈波本是一個建立在虛構故事上的作品所以其真實

性是消失的，因為在某種層面上來看它是一個被看似真實的影像所建構出，但其

根本不是出自一個真實的世界(Baudrillard, 1988)。但無論如何藉由影像的努力及

故事的吸引力，所以便非常值得去指出即使在一個超越真實的電影裡，觀者依舊

能認可這個模擬(simulation)的再現模式(即在電影技術建構下的魔法世界)，同時

愛上這個故事。 

正如 Roesch 所提及電影就是一種虛擬的真實，電影讓思緒可以到一個既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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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看似真實的地方旅遊，這就是是所謂的中止懷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中

止懷疑是描述讀者或觀者願意去接受與相信一個作品是虛構的，不論它是幻想的、

不可能的，或是相反於真實的(Roesch , 2009:64)。 

 

二、自然風景和公共場所 

(一)現實自然風景成為魔法學校的周邊風光 

霍格華茲被設定是位在山湖旁的城堡，雖然它的精確地點在書中沒有詳述，

但作者 J.K.羅琳指出霍格華茲位於蘇格蘭，而霍格華茲的學生必須乘坐火車才能

到達，基於此當電影在尋覓魔法學校的立基位置時，毫不猶豫就選擇了蘇格蘭高

地。電影劇組希望霍格華茲能位於一個具體的地理位置，同時被大自然所包圍，

所以魔法學校便應該且絕對是位在蘇格蘭高地(McCabe, 2011:98)。 

觀眾需要的是一個充滿綠意的大自然環境，而不是一個在倫敦之外的荒蕪之

地。所以劇組便前往蘇格蘭高地進行了長期地拍攝，藉由蘇格蘭高地的周邊景色

建構出霍格華茲周圍的戶外樣貌，如 Glencoe 山谷、Rannoch Moor、Loch Shiel

湖泊、Glenfinnan Viaduct 都是取景地之一。Glencoe 山谷在電影裡作為海格(Hagrid)

小屋與木橋(Wooden Bridge)的外景、Loch Shiel 湖泊在電影裡就是霍格華茲湖

(black lake)、Glenfinnan Viaduct 是每次蒸汽火車前往魔法學校會行經的高架橋。 

至於，自然地景與電影裡所呈現的風景，這兩者間的樣貌與意義並無太大的

差別，真實的自然風景在電影裡依舊是一個大自然風光，電影的後製也無參雜太

多在其中，對於觀者而言在電影裡是能清楚的辨別出該地的取景位置。 

在編排外景的部分，第三部《哈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的電影導演將海

格小屋建在山腰，當然小屋旁的南瓜堆、鳥嘴(Buckbeak)等都位在 Glencoe 山谷，

同時導演也具體將連結學校到海格小屋及禁忌森林(Forbidden Forest)的木橋

(Wooden Bridge)設在此位置。該導演認為先前雖已創造了一個令人驚嘆的魔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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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但導演更希望去理解它，其期盼精確見到霍格華茲周遭的地理分布。所以透

過實際拍攝外景以讓霍格華茲具有一個存在的實體位置，使其能呈現一個組織性

的樣貌，同時使觀者覺得這是一個活靈活現且存於現實的地方，而不是僅是一個

一堆相異場景所聚合的霍格華茲建築體(McCabe, 2011:98)。 

除了外景的拍攝外，導演也力圖塑造出地理空間的說服力，所以觀者能在電

影裡看到具有邏輯性的地理空間分布。在電影幕後，電影團隊便力於連結各個空

間的關係，以讓觀者能清楚知道身在何處，看到哪條路線就知道往哪個地方，如

同當你走過木橋，你會先看到巨型石陣，再經過一條小徑，你就可以抵達海格小

屋；當你搭上蒸汽火車(Hogwarts Express)經過 Glenfinnan Viaduct，並看到蘇格蘭

高地的沿途風光，你就知道目前正前往魔法學校。當觀者看到主角走出學校外面，

要前往海格小屋時，或是搭上火車要到魔法學校，觀者便需要知道主角們是怎麼

到達該地的，因為導演有一個特別的觀點：其認為當每個空間有越多的地理連貫

性時，我們便更能真實(authenticity)進入哈利波特的體驗(McCabe, 2011:98)。 

這也印證了 Roesch 所提出的，在電影裡所有看似真實(seeming-realness)的場

景都是在符合該電影類型的基礎上經過一系列有組織的陳述與編排 (Roesch , 

2009:64)。所以當在看西部電影時，觀眾就一定會看到美國西部的風景、房屋、

衣服，或是一個英雄與反派人物在對打；而在看哈波電影時，觀眾就會看到魔法

世界裡該出現的建築體、霍格華茲所在地的風景、一些怪獸與魔法物品等。而藉

由以上也可發覺電影試圖藉由空間的連結性與邏輯性，讓霍格華茲能夠被觀眾取

信，同時透過自然環境的取景，塑造出一個魔法學校真實存於現實環境的假象。

所以不論是在古蹟建築，抑或是在自然環境中取景，其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將虛

擬的世界具體呈現，並力使觀眾能相信這個世界的存在，使虛擬故事能呈現出一

種真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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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實的公共空間成為魔法世界中的公共場域 

在電影裡除了在古蹟建築與自然風景取景外，另可看到一些公共場所，例如

拍攝主角前往 9 又 3/4 月台搭車的王十字火車站(King’s Cross) ，或是以牛津大學

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為空間範本的學校聚會大廳(great hall)，學校蒸

汽火車(Hogwarts Express)於活米村車站(Hogsmeade Station)停靠的 Goathland 車站

等。 

筆者之所以會將其分類於這部分是因為這些公共場所像是火車站、飯廳，在

電影裡該場所的用途及意義並沒有被更換，在電影中火車站依舊是火車站，學校

依舊是學校，正如同是自然風景般其意義在電影中並沒有受到更換，只是地景被

增添了魔法的氛圍。所以在電影中，自然地景、公共場域和電影中所陳述的情節

樣貌差距沒有如此大，如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的飯廳(Christ Church College's 

dining hall)被當作哈波電影中教職員與學生聚會大廳(great hall)的模型，而該基督

教堂學院的飯廳在實際生活中也是持續被當作世界上最知名學校的教職員及學生

們相聚吃飯的場所。 

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內依照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的飯廳(Christ Church 

College's dining hall)樣貌打造完全同樣尺寸的空間，並改造了原本飯廳的窗戶，

將窗戶拉長並降低窗台位置，以使人可以輕易的看到外面的景致，同時將原有屋

頂的換成 13 世紀 Westminster Abbey 的懸挑式拱型支撐屋架（Hammer-beam），使

其呈現一個壯觀且更具歷史感的空間(McCabe, 2011:141)。 

當導演與美術執導力圖將魔法世界帶入真實的生活中時，虛擬便與真實有了

連結。在電影這端希望能將虛擬建構在真實之上，以使電影能讓觀者相信，使故

事更加有真實性，所以電影便選擇了許多現實生活中的地景來作拍攝。當電影這

端設計與安排了一個景點來作拍攝時，這便表示一個電影觀光的雛型得以開始形

成，因為電影的畫面呈現出一個具體的地方可供旅遊，藉由此畫面才得以讓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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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追尋電影場景。筆者認為在電影觀光中有沒有這一個真實的地方很重要，若電

影中無實際的地點，那所謂的電影觀光便無法構成，因為有地點才可供遊客去旅

遊，電影觀光的體系才得以成形。正如 Roesch 提到能不能到達電影場景對於電

影觀光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若遊客無法前往，地景無法被旅遊，那電影觀光是

不可能實現的(Roesch , 2009:78)。 

為什麼一個模擬而出的魔法世界可以形構出自我的真實，使觀者相信魔法世

界就是位在英國，答案就在於電影本身，因為電影創造了一個可供感知的畫面。

由於電影詮釋的關係，哈波的導演與美術指導力圖使其不單單只是一個虛幻的電

影，而是一個具有份量與真實感的故事，所以藉由透過真實的取景方式後，故事

的真實性就可使觀眾體會到。當觀眾覺得自己是在看一個真實的地方，而不是一

個模型時，這便會促使觀眾去追尋電影場景，這也是為什麼英國可以藉由哈利波

特去建構電影觀光，因為遊客透過影像已經深信魔法學校的所在地就是在英國，

到了英國就是像是去真實的魔法國度旅行。 

當然在透過真實取景或以當地環境當範本的同時，為求呈現出魔法的效果，

在電影的大廳(great hall)裡觀者會發現有飄浮的蠟燭，會有變化天空的天花板，有

自動增生的食物，或是會有比實際空間更大的飯廳等等。所以在現實生活中這些

公共場所及自然環境，與電影場景的意義雖是相近的，但除了自己的建築物的歷

史分量外，還另被添加了其他文化的內涵，或是被做了其他的模樣改造。就如 Lee

所談到的，因為想像的地景、幻想的故事被加進了這些現實地景中，所以這些地

景經由哈波電影後其層次更為的豐富(Lee, 2012:58)。 

雖然古蹟建築物與這一類的場景有稍許不同，因其被電影更換了原本的意義，

但古蹟建築物原有的歷史脈絡依舊存在，遊客對於當地古蹟建築的意義感知為何，

是否在心裡將魔幻的故事取代了歷史的意義，這部分在第六章會有更詳細的論述。

不過筆者在這一部分主要欲強調的是，經由電影將虛擬帶進真實的詮釋後，一個

虛擬的故事不再單單只是一個幻想，景點也不再是只有一個現實的含意，綜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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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景點的多層次性被塑造而出，這多層次性當然也是建構觀光客的感知與體驗的

關鍵，更是促使旅遊經營者想藉其魔幻符號以打造觀光景點的原因。 

 

三、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 

在真實景點取景是在最初製片時非常重要的一段過程，不論是在各式古蹟中

取景，或於倫敦動物園拍攝爬蟲類館，或是王十字火車站裡拍攝 9 又 3/4 月台，

劇組考察了英國的各式景點尋覓適合的拍攝地點。但其實在洽詢這些真實景點的

過程中也有許多困境，因為有些地方並不歡迎劇組到當地拍攝，如原本劇組將

Centerbury Cathedral 設為霍格華茲學校的取景點，但該教堂公開的拒絕劇組到當

地拍攝，因為他們認為哈波的小說與電影會促使異教信仰的發展。基於此原因劇

組便開始倚重片場，如同其美術指導所說的：｢在片場拍攝永遠比帶著你的工作人

員與演員們到外景容易｣(McCabe, 2011:58)。 

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Studios Leavesden)為哈波電影裡許多場景、道具、特效

的拍攝地，此攝影棚在長達十年的拍攝期間，興建了鄧不利多的辦公室、斜角巷、

霍格華玆學校大廳、學生房間與交誼廳的室內景、各式教室與教授辦公室、魔法

部、榮恩的家等。電影中重要的道具與模型，包括分類帽、葛萊芬多之劍、飛天

掃帚、飛天車、大蜘蛛、金探子、霍格華茲學校 1:24 的模型等，都放置在此片場

內。 

此片場與古蹟建築、自然風景、公共場所不同的是，片場完全是因為哈波的

關係而另外搭建的場景，原本並無一個立基點，是個完全全新的地方，也可說是

一個全新創立的景點。這是與英國真實景點是不同的，在真實景點中是原本就存

有實體建築物及風景的，只是在哈波之後多增添了相關的符號；而在片場裡面所

有的場景都是模擬而出的，本身並無真實的基礎，可說是一個全然是由擬像

(simulacrum)所構成的空間，同時片場的物品與場景都是和魔法世界裡的樣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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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在片場裡的環境正可映照出 Eco 的論點，哈利波特片場是一個強烈超乎真

實(furious hyper-reality)的地方，這邊的真實性是屬於視覺上的真實，而不是一個

歷史的真實(Eco, 1986:7, 16)。 

特別的是真實景點中有些部分需要靠CGI電腦繪圖或後製過後才可以呈現出

魔法世界的樣貌；但片場的環境因為是特別設計打造的，所以可以近乎呈現魔法

世界的樣貌。也由於有些真實景點因為後製而處理過畫面，或是在現場做了一些

遮蔽實體建築物的動作，所以會導致電影畫面與真實景點的樣子有著不同；但片

場與電影畫面所呈現的樣貌便是近乎一樣的。 

所以當電影觀光客到了真實景點後，是否會因為電影畫面與真實景點的落差

而導致失望，或是其實讓他們了解到原來真實是如此；還是電影觀光客會認為到

了片場才可以體驗到真實，因為片場裡的東西建築才是跟電影一模一樣的。對於

電影觀光客而言他們所認知的真實是什麼？ 那這是關乎遊客對於真實性的心理

認知的部分，這部分會於第六章做更深入的探討。所以在這背景下，筆者認為片

場與真實景點是分屬兩個不同層次的討論，便更有需要去提到這新建構的空間，

來作為實際英國拍攝場景的探討延伸。 

當然片場雖是屬於一個擬像(simulacrum)的環境，但也由於其在現場興建了這

些實體的建築物，創造了一個可造訪的空間，如此才使遊客可前往旅遊，基於此

也可將其認知為將虛擬帶進真實生活中的另一例子。而在以上三類的電影場景基

礎下，可了解當電影將虛擬帶進真實時，一個景點就此產生，如此便創造了一地

可觀光的基礎。而在電影之後，當地組織如何藉由哈利波特式符號去營造環境，

將其打造成一個觀光景點，且將真實的環境帶入虛擬的魔法幻想中，這便是下一

節欲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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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電影拍攝地到魔法觀光景點 

一個電影拍攝地如何晉升為一個觀光景點是此節欲探討的重點，當然首先需

要了解的是一個觀光景點的具有什麼特性，MacCannell(1976)認為觀光景點不該

只是一個單一的單位，而是由觀光客(tourist)景點(sight)標示物(marker)一同構成的

符號系統。這個概念就指涉了後現代的符號理論，其強調了觀光景點的重要性來

自於標示物的意義與社會性消費(Roesch , 2009:70)。 

John Urry 認為:｢凝視對象的建構仰賴符號(signs)，而且觀光旅遊也可以說是

一種蒐集符號的過程｣(Urry, 2002/2007: 23)。Urry 的論點指出現今觀光客可說都在

地方觀光符號的引介下，而形構出對一地的文化想像，並被觀光景點背後所承載

的符號意義所吸引而前往旅遊。所以景物若要成為觀光凝視的對象，就必須仰賴

符號才能塑造出旅遊地的吸引力，而符號都有其指示功能及地方象徵的功用就如

同路標一般，同時特定主題的符號正是突出空間獨特性的關鍵。 

從景點(sight)到觀光景點(attraction)的形成需要藉由許多專業人士有意無意

地安排，就正如 Urry 所說的當今觀光市場上的各式名勝，其實都是由一些專業技

術上的，符號上的，以及組織上的各種論術所聯合建構出來的(Urry, 2002/2007: 

249)。所以要使景點能被凝視、被消費，便需要一個有系統的安排以讓景點呈現

出意義，如同 Baudrillard 提到消費的主體是符號的秩序(Baudrillard, 

1970/2012:8)。   

觀光在一個空間中發生，那這個空間可以是物質的、具體的、圍繞我們身軀

的，或也可能是具有隱喻特性或是可供想像的(Roesch , 2009:61)。當哈波電影將

虛擬幻象帶入真實地景時，便創造了一地可觀光的基礎，因為透過電影畫面的播

送，一個真實地景便呈現在觀者眼前；同時地景也被加入了哈波的符號意義，也

使具體的地景提供了一個想像的空間。 

若要將抽象的哈波故事轉化為當地景點開發觀光的資源觀光，需要一些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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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與中介者如政府機關、觀光機構、旅遊業者等，藉由他們觀察出觀光客的

喜好，以對地方進行規畫以創造旅遊吸引力。在本節中首要探討的是當電影成功

將虛擬與真實連結時，當地的觀光生產者如何利用哈利波特的符號去營造環境，

如何透過各式文化展演讓環境具可參觀性(visitability)以呈現出一個會說話的環境

(talking environments)，藉由將真實的環境帶入虛擬的幻想的方式，以塑造出一個

可供觀光客魔幻凝視的空間。 

要如何製造一個值得被看的景點，針對此 MacCannell 提出一個神聖化

(sacralization)的過程與景點符號理論，筆者也依據此來進行電影地景的討論，在

哈利波特電影地景的部分主要可分為三類：第一，在原拍攝地點所興起的觀光。

第二，觀光景點不在原拍攝地點，如當地另興建一個的模擬空間讓遊客參觀，或

劇組以當地空間作範本但不在當地拍攝，而之後這個範本空間卻變成觀光景點。

第三，全然因哈利波特而特製的新空間，如片場及因哈利波特所衍生的樂園。這

三類電影地景在空間本質上有著稍許不同，在操作符號上也有各自的取捨，最後

當然會使遊客有著感受上的差異，所以筆者便針對這三類來做分析。 

 

一、於原拍攝地點所興起的觀光 

在這類的哈波拍攝地點中，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是在歷史古蹟中拍攝，第

二是在大自然風景中拍攝。首先筆者先探討歷史古蹟的魔法空間建構： 

 

(一)歷史古蹟 

在歷史古蹟的分類中比較特別的是其本身就已經屬於一個觀光景點，但英國

有著為數眾多的古堡與大教堂，如何從中脫穎而出，使人印象深刻，便是一個值

得關注的部分。首先在英國旅遊局的官網(Visit Britain)上有一個類別是專門在介

紹「電影中的英國」(Britain on film)，其中介紹了 10 部英國頂尖的電影，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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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是哈利波特，該細項就如此介紹了在電影中出現的古蹟： 

如果您想到霍格華茲一遊，就要準備好您的魔法掃把，到 Alnwick Castle、牛

津的 Bodleian Library 及 Durham Cathedral 進行全面搜查(Visit Britain, 

2010)。   

 由以上段落就可得知英國旅遊局將安威客古堡 (Alnwick Castle)、杜倫大教堂

(Durham Cathedral)及波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當作是霍格華茲，並提醒遊

客記得準備好上課的用具像是魔法掃把，以到魔法學校去上學。這就如同神聖化

(enshinement)階段所強調的通過旅遊資源所特有的特徵，進而促使旅遊資源神聖

化，旅遊資源價值品位不斷提升的手法，英國旅遊局藉由「霍格華茲」、「魔法掃

把」的哈波關鍵字將城堡與教堂的特殊性給標示出來，將哈利波特式的符號帶入

古蹟中，提升城堡與古蹟的能見度與特殊性，以吸引電影觀光客的前往，同時也

讓不知道該地為電影場景的人有著認識。英國旅遊局的資訊可說是一種不在場的

標示物(off-sight marker)，標示物是當地的一個具體的資訊，如同透過旅遊局的陳

述後，我們便預先感受到了這些古蹟的特別之處，了解到那些古蹟是哈波的拍攝

地，正像 MacCannell 所說的觀光者和景物之間的第一次接觸不是景物本身，而是

對景物的描述(MacCannell, 1976/2008:124)。所以遊客對於當地的第一次認識是透

過這個不在場的標示物(off-sight marker)，不在場標示物承載著哈利波特的訊息並

被觀光客帶至當地，這些訊息不管是裝在觀光客的腦子裡或是拿在手中，都使景

點呈現了一個霍格華茲魔法學校的清楚概念，並使遊客對於當地古蹟有著想像與

期待。 

當遊客帶著這些訊息到了當地後，當地的古蹟又是如何操縱哈利波特的符號？

在安威客古堡 (Alnwick Castle)的綿長圍牆邊與草地上是魔法學生學習騎掃帚的

場地，原本該場地對於遊客來說就只是一個可以欣賞風景及古老圍牆的地方，跟

古堡內其他地方相比並無特別之處，但在經過哈波拍攝後意義上就有著轉變，原

本的古蹟意義就轉變成了魔法學校裡的上課場所。安威客古堡便利用其特色設立

http://www.ouls.ox.ac.uk/bodley
http://www.ouls.ox.ac.uk/bo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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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標註 Broomstick Training 的告示牌，以告知遊客古堡裡有著｢學習騎掃帚的地方

｣。當遊客被引領該草地時，便可發現在圍牆上明顯的掛有電影裡教授在教導學生

騎掃帚的劇照看板，看板上面還寫著 Take tour first flying lesson 的斗大標語。在

劇照下方還擺設了一桶可拿取的掃帚，在現場便可發現許多小孩利用那些掃帚將

其放在兩腿中間，好似想像自己正在騎乘掃帚，許多遊客也會拍攝一些與掃帚一

同漂浮的照片。 

 

F9 受訪者所拍攝安威克城堡裡學習騎掃帚的那堵圍牆與草皮 

(取自 Be a backpacker 部落格) 

 

從標註 Broomstick Training 此名稱的告示牌開始便是一個為某個景物命名

(naming)的階段，透過命名便區別了與古堡其他地方的不同之處，並告訴遊客這

是一個哈波學習的所在地。在經過界定學習騎掃帚的區域範圍就是在圍牆邊與其

毗鄰的草地上時，就是一個鑲框和提升(framing and elevation)的過程。當透過劇照

看板與掃帚的設立，便是利用哈利波特裡的故事與魔法符號將其空間的特殊性抬

高，讓空間神聖化的過程，這就是一個神聖化(enshinement)的階段。在該空間設

立成功後，經由古堡內紀念品商店哈波周邊商品的販售，透過官網、英國旅遊局、

旅遊書的重複介紹進行機械性複製(mechanical reproduction) ，讓古堡內哈波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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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更為的流傳佈散，透過以上的步驟進而形成了一個旅遊中的「聖地」。 

 

    

       F8 受訪者所拍攝                               F8 受訪者所拍攝 

標註 Broomstick Training 的告示牌                     圍牆上的劇照與掃帚 

  (照片取自 Yvette Tai 部落格)                    (照片取自 Yvette Tai 部落格) 

 

從電影裡出現的那堵圍牆與草皮、標註 Broomstick Training 的告示牌、寫上

Take tour first flying lesson 的電影劇照看板，到一桶掃帚都是屬於一個在場的標示

物(on-site marker)。而紀念品店所販售的哈波相關周邊商品，如金探子(golden 

snitch)或是掃帚都是屬於可讓觀光客識別且珍藏的在場的標示物(on-site marker)。

透過這些魔法學校的關鍵字如 Broomstick 和 Flying lesson 將古堡的特定空間帶入

學習騎飛天掃帚的想像，同時經過電影劇照的連結與真實掃帚的置放，讓整個空

間轉變成一個練習魔法技能的所在地，藉由文字關鍵的描述與實體物的放置讓整

個空間具有可參觀性(visitability)。通過這些承載魔法訊息的標示物(marker)，空間

呈現出一個會說話的環境(talking environments)，這個空間除了告訴人們這裡可以

學習騎掃帚外，還使人遙想哈利波特的魔幻故事，藉由將真實的環境帶入虛擬的

幻想的方式，進而塑造出一個可供觀光客凝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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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8 受訪者所拍攝                         F8 受訪者所拍攝 

     安威克城堡內的所販售的哈波周邊商品       安威克城堡內的所販售的哈波周邊商品 

           (照片取自 Yvette Tai 部落格)              (照片取自 Yvette Tai 部落格) 

 

值得一提的是安威客古堡除了標明哈利波特的意義外，在其官網裡還標註了

Battleaxe to Broomsticks Tour 的遊程介紹，在其導覽手冊上也標明了 From Harry 

Hotspur to Harry Potter, Alnwick Castle offers history on a grand scale (Alnwick 

Castle, 2013)。為什麼會標示 Battleaxe 和 Harry Hotspur？因為在 1309 年由 Percy

家族將古堡買下，而 Henry Percy 為 Earl Percy 最大的兒子，他的小名就叫做 Harry 

Hotspur，Harry Hotspur 有著傳奇性色彩及勇氣，總是在戰場上恣意馳騁但又性急

易怒，他甚至在莎士比亞歷史劇中的《亨利四世 I》有著不朽的形象。同時剛好

兩位英雄都是叫 Harry，一位是在戰場上拿著戰斧的英雄，一位是在魔法世界騎

著掃帚的英雄，藉由兩者形象的合併一同塑造出古堡的歷史與想像。 

來找尋我們兩個知名的 Harrys---Potter 和 Hotspur，並了解他們怎麼形塑出安

威客古堡的未來(Alnwick Castle, 2013)。 

在追尋英雄(hero’s quest)的傳統與符號下，安威客古堡利用了 Harry Hots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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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Potter 兩者的類似性，並藉由真實歷史及虛構故事兩者一同去做詮釋，使古

堡有著更深廣的意義。透過古堡的宣傳也可了解他們在操作旅遊符號時，並不會

因為哈波的因素去捨棄原本古蹟的價值與歷史，反而會珍惜原有的基礎與真實形

象。因為在其官網與當地的告示上皆詳細介紹古堡的歷史地位與故事，古堡內處

處擺上居住此地的公爵照片，提供諾森伯蘭郡(Northumberland)及此家族的重要考

古資料，還提供中世紀服裝的租借等，並強調遊客可以到該地找尋騎士精神，或

者可以參與追尋騎士的活動。 

所以即使在電影裡古堡被置換成魔法學校，在電影中意義有著轉變，但在古

堡景點中透過他們的行銷宣傳模式，歷史的痕跡依舊留存，甚至是會被其原有的

歷史故事所吸引，並會了解到古堡 700 多年來的戲劇性的更迭，及各式的悲劇與

浪漫故事。所以古蹟在經營其旅遊資源時並不會將哈波意義取代原有的意義，反

而會盡量將其兩者並置，以吸引不同年齡階層的人，當喜歡魔法的小朋友到訪古

堡時，他們同時也能了解到中古世紀的騎士精神。 

在其他古蹟中，如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拉考克修道院(Lacock 

Abbey)、杜倫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也是遵循不取代當地古蹟意義的原則去推

廣，比如這三個古蹟中皆有設立告示牌或是哈利波特的相關剪報，透過這些現場

標示物(on-site marker)告知遊客這個地景跟哈波是相關的，但同時在現場仍舊詳述

該地的歷史與古蹟進展脈絡，關於哈波的告示牌並不會太顯眼及突兀，而是以一

個提醒的方式告知遊客。如在拉考克修道院(Lacock Abbey)在告示牌上寫明哈波前

兩部電影曾在該地拍攝，並放上電影中有出現修道院的劇照，最後寫上｢跟尋哈利、

榮恩、妙麗的腳步｣。告示牌中沒有詳述太多的細節僅以簡潔告知遊客此地是哈利

波特的拍攝地，且放上劇照讓遊客比對修道院的場景，並將哈波的符號置入修道

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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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 受訪者所拍攝拉考克修道院的告示牌 

(照片取自 Be a backpacker 部落格) 

 

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拉考克修道院(Lacock Abbey)、杜倫大

教堂(Durham Cathedral)皆沒有依照神聖化(sacralization)的過程來為景點做行銷。

拉考克修道院(Lacock Abbey)只放上一個哈波告示牌，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只放上哈波的相關剪報，除此之外教堂皆無再多著墨，雖然神聖化的過

程確實能使哈波的意象更為的突出，但標示物是具有取代景點的作用，若標示物

過分的增長便會使得當地的意義遭到掩蓋。如同安威克城堡雖有以哈波作為形象

的宣傳，但其仍不忘原本的騎士歷史，依舊規劃了許多認識古堡歷史的活動，而

不使哈波作為一個唯一的宣傳標示物。 

然而，在安威客古堡 (Alnwick Castle) 、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

拉考克修道院(Lacock Abbey)、杜倫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這些古蹟的電影地

景中，受訪者認為當造訪當地時認為古蹟與電影所拍攝的情節畫面差距過大，因

為在電影裡面因為後製的關係不能夠辨明古蹟的特徵，而且取景的大多是古蹟的

一角，常常都只是驚鴻一瞥，即使到了現場也無法立刻回想起電影出現的情節。

所以當地的告示牌對受訪者而言是重要的，當看到告示牌上放有劇照便能回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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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畫面，才能分辨出這是一個哈波的景點。安威克古堡便是利用各式魔法符

號將其環境塑造成一個與哈波相關的地景，反觀其他的教堂只有使用告示牌告知

遊客這是哈波的拍攝地，所以這兩者的差異便使遊客有著對哈波感受力的落差，

相比之下遊客在安威克古堡較能投入哈波的情緒中。但 17 位受訪者皆認為雖然需

要告示牌做提醒告知，但希望不要太多刻意或明顯的宣傳，因為這樣反而是喧賓

奪主且太過利益，若是稍微的劇情的提點也更使其有更多的想像空間。或者是能

如安威克古堡一樣以趣味性且經過設計過後的告示標語帶領遊客進入故事氛圍，

這樣會使空間更活潑且能使遊客更能融入故事與地景中。 

同時經由上述也可了解古蹟在經營觀光時會以哈波與該建築歷史並存的模式

來做推廣，哈利波特的意義是個附加的性質，所以當地的真實歷史並不會因此被

虛擬故事掩蓋，而是藉由哈波的符號促使更多人來了解古蹟，並透過真實歷史與

虛擬魔法的並置，使得空間有著更多的想像，也促成更多的觀光人潮。根據｢英國

國家景點:電影與電視如何推動觀光｣(Stately Attraction-How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s promote tourism in the UK)的調查報告指出，安威客古堡 (Alnwick 

Castle)原本每年有六萬名觀光客，自從被當作是霍格華茲之後成長了 120%的觀光

人數，有 16%的人是因為哈波的關係被吸引至古堡。從 2001 年第一部電影上映

之後，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於 2002 年的觀光人數比 2001 年增加了

50%。拉考克修道院(Lacock Abbey)當被第一部電影作為魔藥學的教室與放置意若

思鏡的拍攝地方後，觀光客人數從 2000 年的 55082 人次，到 2001 年增長到 64370

人次，同時人數仍持續地攀升，到 2003 年時到達 93137 人次(Olsberg|SPI, 

2007:78)。 

 

(二)自然風景 

蘇格蘭高地與格蘭芬南高架橋 (Glenfinnan Viaduct)便是霍格華茲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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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gwarts Express )從王十字火車站的 9 又 3/4 月台出發要前往魔法學校的必經道

路及一定會看到的風景。在電影裡與現實中所看到的景致與高架橋差異並不大，

這條路線在現實中是 West highland line，每天都有蘇格蘭鐵路（Scottrail）的普通

火車行駛在 Fort William 和 Mallaig 之間，Glenfinnan Viaduct 便是中間會經過的

知名景點，特別的是有一列由私人企業(West Coast Railways)經營的復古蒸汽火車

The Jacobite 也可以預訂搭乘。 

在 Fort William 的旅遊中心裡可以發現關於哈波的在場標示物(on-site 

marker)： 

搭乘 The Jacobite 的蒸汽火車是一個從 Fort William 到 Mallaig 最風景秀麗的

一條路線……蒸汽火車因為哈利波特電影的關係非常的知名，除此之外在霍

格華茲列車行經高架橋的場景是在頗負盛名的 Glenfinnan Viaduct 拍攝的

(Fort William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re, 2013)。 

The Jacobite 的蒸汽火車與電影裡的 Hogwarts Express 是近乎一樣的，

Hogwarts Express 是一台真實名叫 Olton Hall 的蒸汽火車(No. 5972)所重新改造而

成的，直到近年被電影拍攝而重新呈現在觀眾眼前，而 Hogwarts Express 的擁有

者與 The Jacobite 正好是同一家公司—West Coast Railways。不論是現實中的或是

魔法世界的蒸汽火車外觀顏色皆是紅色，蒸汽火車的外貌也近乎一致，在內部的

車廂 D 有五個與電影一樣兩排沙發對座的傳統包廂，但目前不開放預訂位置，不

過遊客可以前往觀賞，同時在這車廂 D 內有販售紀念品，其中有販售哈利波特的

Hogwarts Express 玩具模型。 

在哈利波特電影中，可以看到小孩們坐在這個傳統包廂內去旅行，但這些位

置不能在線上預訂，不過這個包廂或許會開放給一些來不及訂票的人，或是

當座位都被預訂滿的時候(The Jacobite, 2013)。 

除了 The Jacobite 蒸汽火車會行經此路線外，一般火車也會走同一條路線，

雖然一般火車沒有如霍格華茲列車一樣的外觀，但是乘客依舊可以看到蘇格蘭高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redirector.php?url=http%3A%2F%2Fwww.westcoastrailways.co.uk%2Fjacobite%2FJacobite_Detai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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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景致與 Glenfinnan Viaduct，特別的是列車在通過高架橋時還會廣播告知遊客

我們正在經過 Glenfinnan Viaduct，或在行經 Loch Shiel 湖泊時會告訴遊客這就是

在電影裡出現的景致： 

當經過 Glenfinnan Viaduct 時，火車還很貼心的降低速度，慢到都幾乎要停下

來的程度，並且廣播告訴大家，這裡就是有名的哈利波特橋，讓大家可以拍

照，此時我真得深深覺得坐一般列車實在太值得了! (F5 網誌文章) 

除了私人公司營運的蒸汽火車外，特別的是一般例行的普通火車也貼心地告

知遊客周邊景致是與哈利波特相關的，透過此廣播便順利將當地的真實環境帶入

虛擬的魔法想像，使 West highland line 成為前往魔法學校的行經之路。 

綜合上述，除了在 Fort William 的旅遊中心有告示稍微提及哈波，在蘇格蘭

高地的沿途周遭並無告示牌告知遊客哈波的相關訊息，也沒有依照景點神聖化

(sacralization)的過程來塑造景點，但從蘇格蘭高地風景、Glenfinnan Viaduct，到

The Jacobite 蒸汽火車、其內部的傳統包廂、哈波周邊商品都是屬於具有識別性的

在場標示物(on-site marker)。雖然沒有透過景點神聖化(sacralization)來為蘇格蘭高

地做行銷，但哈波電影裡特有的風景、火車及包廂樣式、哈波紀念品、或是旅遊

中心的哈波關鍵字宣傳等，皆已讓哈波的魔法符號充滿於蘇格蘭高地。 

受訪者亦表示在蘇格蘭高地中他們不需要特別的哈波告示牌，也能感受搭乘

蒸汽火車前往魔法學校的幻想，因為電影所塑造的畫面很深刻，幾乎每部電影主

角去上課都會經過這條路，所以周遭的自然景物都是屬於極具識別度的哈波獨有

符號，即使沒有告示牌也能深受感動，而且若是無告示牌設立反而會使影迷有更

多的自生想像。 

這點與古蹟建築有著極大不同，因為古蹟在電影裡已有太多的改造，但自然

風光無遭到太多的後製，自然風景對於遊客來說就正如電影裡的畫面完全一樣，

所以即使無告示牌只要旅人已帶著電影的這個不在場的資訊與想像，便能投入電

影氛圍中，所以當地景點是否需要告示牌正是取決於當地景點是否具有識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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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風景的觀光景點中，旅人是否已帶著電影的這個不在場的資訊與想像

反而是對其比較重要的，因為到該地之前早已搜尋過許多資料，也已確認過該地

的位置，甚至也有受訪者在出發前就回撥並比對了電影曾出現過的畫面，再出發

去找尋電影場景。所以電影觀光客都是已經帶著其他的社會建構，如記憶與幻想

而前往當地，當看到那些清楚辨明的自然風光時，就已足夠讓旅人能夠投入哈波

的想像，所以筆者認為電影地景不見得都一定需要通過神聖化的過程才能成為景

點。 

 

  

            F5 受訪者所拍攝                              F5 受訪者所拍攝 

 Glenfinnan Viaduct 與 The Jacobite 蒸汽火車                 The Jacobite 蒸汽火車 

         (照片取自活著的意義部落格)                    (照片取自活著的意義部落格) 

 

二、觀光景點不在原拍攝地點 

(一)另行興建的模擬空間 

在電影中王十字火車站(King’s Cross)的 9 又 3/4 月台是魔法學生前往魔法學

校的霍格華茲列車起站，所有學生都必須穿越第九與第十月台中間的一道牆，才

能抵達這個麻瓜(沒有魔法能力的人)所看不到的 9 又 3/4 月台。JK 提及當時在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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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9 又 3/4 月台時，其實她將 King’s Cross 與 Euston 車站錯置了，她誤將 King’s 

Cross 車站的月台樣式描繪成 Euston 車站的月台，所以當你前往 King’s Cross 的第

九與第十月台時你會發現跟書中所描述的是不一樣的(BBC, 2001)。再者，在實際

的王十字火車站中第九與第十月台其實是兩個獨立的站台，彼此之間並無連結在

一起，所以電影在拍攝時是另選擇了第四與第五月台來做取景。 

即使地方錯置、拍攝地點與情節描述位置不同，但藉由電影中模擬(simulation)

的成功，9 又 3/4 月台又成為一個具有哈波代表性的空間。King’s Cross 在社會潮

流下，自 2001 年第一部電影開始播映後，便在第九與第十月台的外側另行興建一

個模擬空間，其設計了一個指涉 Hogwarts Express 告示牌，並將其放置在地板上。

之後 Hogwarts Express 告示牌被拆除，並把景點的位置與展示方式做了調整，將

其換成一個鑲嵌在磚牆上的 Platform 9 3/4 告示牌，同時在告示牌下方設置了一台

半身卡在牆上的手推車，並把整個場景放置在第九與第十月台所附屬的建築內。

接著又因為考量到遊客群聚過多造成營運的困難，及為了迎接 2012 倫敦奧運，車

站進行了為期五年的整修，所以在這整修期間此景點不停地被遷移，至 2011 年時

甚至被遷到車站外頭。直到 2012 年 3 月整修完工後，9 又 3/4 月台才有了一個永

久的位置，特別的是車站人員特別將手推車改裝，原本單調的鐵製手推車上方還

多了兩個行李箱及一個貓頭鷹鳥籠，而這新位置是在靠近第九與第十月台的一樓

新式大廳內。並於 2012 年 12 月時在景點附近開了一間名為 The Harry Potter 

Shop—At Platfrom 9 3/4 的紀念品店，好似方便遊客購買去魔法學校的上課用品，

如魔杖、學校制服、掃帚、還有倫敦到霍格華茲的單程車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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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 受訪者所拍攝 

     9 又 3/4 月台於 2011 年的樣貌               9 又 3/4 月台於 2012 年的樣貌 

     (照片取自 Bon voyage 部落格) 

 

 從 Hogwarts Express 與 Platform 9 3/4 告示牌的設立便是一個神聖化空間的基

礎，首先藉由命名(naming)將魔法符號標註在告示牌上；並透過規劃一個範圍將

其限定在一座磚牆上便是鑲框和提升(framing and elevation)階段；並透過卡在牆中

的手推車象徵正在穿越磚牆前往 9 又 3/4 月台，這便是利用哈利波特的故事符號

帶領遊客穿越至魔法入口的神聖化(enshinement)階段，同時經過景點的更新後，

手推上另加上了一個貓頭鷹鳥籠與兩個行李箱，如告知遊客帶好自己的魔法物品

與行李以前往學校，這可說充分利用了魔法符號以促進景點的神聖化。 

 當然在整修期間造成景點不停的搬遷是影響了遊客的感受度，尤其在 2011

年時景點搬遷到車站外時，受訪者當看到魔法月台在一個臨時搭建且周圍充滿鷹

架的地方時，都有著較大的失望且覺得與想像中的落差很大，這部分會於第五章

有更深入的探討。受訪者雖知道這再製的空間並不是｢真｣的，因為不是真的在第

九與第十月台中間，但他們一致覺得若真的要設立一個月台景點，那麼就必須要

細緻且要盡量符合地理位置，如此才能使他們更感受魔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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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2012 年車站新式大廳完成後，9 又 3/4 月台便有著永久的位置，也由於設

置在公共的大廳內，人潮聚集而影響交通的問題便也消失，此月台便能擁有較大

的腹地去供應觀光客，相關的周邊商品店也能因應而生，車站也能更加整合各式

魔法符號將環境轉成一個可讀(legible)的魔法空間，使遊客能夠清楚讀取｢這是前

往魔法世界的入口｣、｢這是要去前往搭乘 Hogwarts Express 的地方｣、或是｢準備

好上課用品以去魔法學校｣的相關訊息。 

這也是一個透過文化展示將車站場所化(placed)的方式，從那堵磚牆開始到

The Harry Potter Shop—At Platfrom 9 3/4 紀念商店的設置，每個標示物(marker)都

具有明確相關性，也正因如此空間體現出意義，變得具有可參觀性(visitability)。

上述也如 Bella Dicks 所提出的這是一個可被識別的主題環境(themed environment)，

主題化是一種技術效果，目的是採用特殊可識別的符號，令環境擁有連貫的主題

(Dicks, 2004/2012:98)。若車站能將月台放置更準確的位置便能更巧妙地將文化符

號統整在一個景點內，將真實的車站帶入魔法的想像，透過魔法擬像(simulacrum)

將環境塑造成一個魔法的主題空間。 

 

(二)範本空間成為觀光景點  

另一類觀光景點不在原拍攝地點的是劇組以當地的空間作範本，但不在當地

拍攝，而之後這個範本空間卻變成觀光景點，如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的飯廳(Christ 

Church College's dining hall)。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內依照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的

飯廳(Christ Church College's dining hall)樣貌打造完全同樣尺寸的空間，所以拍攝

地點實是在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內，但基督堂學院的飯廳卻事後成為了觀光景點。

同時受訪者都誤以為此基督堂學院的飯廳是真正的拍攝地點，因為此飯廳與電影

裡呈現的畫面相當一致，所以也使得遊客們都熱於去造訪該地。 

然而在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的飯廳(Christ Church College's dining hall)並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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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哈利波特而大力塑造空間，在基督堂學院開放的只有飯廳與教堂且有特定的時

間才能開放入內，同時也只有牛津的學生才能於內用餐，藉此以避免影響學生的

上課環境。儘管如此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在其官網上仍有

借以哈利波特的符號以宣傳該飯廳： 

請跟隨著世界最知名巫師的腳步到牛津最壯觀的學院參觀。許多哈利波特電

影的場景都於學院裡拍攝的……如果你很喜歡電影或小說，那就使自己沉浸

於在這個真實的霍格華茲氛圍裡吧。電影片場依照飯廳的樣貌複製了一個霍

格華茲的大廳，但我們放在牆上的畫像很不幸地被移走了，不過我們畫像中

許多的人物都是真實的奇才(Wizards)，他們都使我們的世界有了改變(Christ 

Church College, 2011)。 

基督堂學院除了在官網上釋放不在場的哈利波特訊息外，在教堂旁的紀念品

店也販售了哈利波特的周邊商品，雖然當地並無設置哈利波特相關的告示牌，但

在售票處的售票員特別擺放了一張與飾演主角妙麗的 Emma Watson 在飯廳內的

合照在窗口前，當找尋哈利波特大廳的遊客一看到那張照片時就知道來對地方了。

透過上述便知道基督堂學院也沒有依照景點神聖化(sacralization)的過程，但其在

固守教學環境的職責上仍在小細節處施展魔法符號，如在官網中提到｢跟隨知名巫

師的腳步｣、｢使自己沉浸在真實的霍格華茲氛圍裡｣皆促使真實環境有著虛擬的幻

像，並透過此想像性的描述吸引電影觀光客前來欣賞真正真實的魔法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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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堂學院的飯廳           F4 受訪者所拍攝售票員與 Emma Watson 的合照 

      (照片取自基督堂學院官網)               (照片取自 Bon voyage 部落格) 

    

基督堂學院除了飯廳可參觀外教堂也是可以進入的，基督堂學院的學監 Lewis 先

生在受 BBC 訪問時表示： 

觀光客的人數一直持續穩定的成長，三年前的人數為 300,000，現今的觀光

客成長為 350,000 人次。目前有越來越的團體來參觀，也有更多的中國人與

來自東歐的觀光客，當然也是有來自於全世界各地的遊客。因為哈利波特的

關係我們的遊客年齡層比其他的教堂還來得低，這也意味著他們對於教堂不

是這麼熟悉，不過我認為這反而是一個能讓他們在聖地中點燃一根蠟燭、靜

下心來祈禱的好機會。……我們觀光的收費成人是７歐，在夏季時還會調漲，

一部分原因也是要控制遊客的流量，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學術的場所，我們必

須確保它維持安靜(BBC, 2012)。 

由上文便可了解基督堂學院除了在傳播哈利波特訊息的同時，也希望遊客能

夠了解古蹟的意義，藉由魔法的吸引進而接觸教堂，熟悉教堂的習俗。由此可知

哈利波特電影具有引介的作用，透過哈波的響導帶領遊客走入興建於 400 多年前

的主教教堂，年輕遊客經由虛擬的哈利波特而認識了真實的歷史古蹟，可說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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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了哈波的符號意義獲得年輕世代的認識。透過將舊有的文化遺跡帶入魔法想

像的模式，新與舊有著對話，當然也使得古蹟有了新的文化象徵，重要的是此文

化遺產的傳承也於無形中落實於新世代的心中。 

再者，基督堂學院本身是一個教學空間當教學空間遇到觀光時必然會造成一

些困擾，如遊客的聲音可能會影響到學生的上課品質；這也正如王十字車站裡的

9 又 3/4 月台考量到會影響交通營運，所以不能將其真正設置在第九月台與第十

月台內。所以在這些公共場所中，場所的用途及意義並沒有被更換，同時在現實

生活中都是繼續在運作，如電影中的車站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一個交通繁忙的車站，

魔法學校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上課的基督堂學院，這當然也會使得遊客在對於景點

的感知上有著增強的效果，關於遊客的感知會於第六章有更詳細的探討。 

當電影將虛擬與真實連結起來時便會使當地有著更多的觀光人潮，但又為了

使其原有功能不被影響，在經營觀光景點的同時必須兼顧著現實的考量，所以基

督堂學院也無按照景點神聖化(sacralization)的過程來塑造景點。雖是如此但觀光

客仍依靠著其他社會建構，如電影的記憶與旅遊資訊這些不在場的標示物前往旅

遊，所以觀光客數據上依舊有著增長。由此也可見英國在形塑觀光景點時並不會

完全為了觀光而觀光，而是會在一個不影響當地的界線下運用小巧思來布置哈利

波特的觀光符號，這即是一個非常值得台灣觀光產業借鏡之處。 

同時觀光客在基督堂學院雖無看到任何關於哈波的告示，但因與電影中的畫

面相似且辨識度高，且在每一集電影裡都有出現飯廳的樣貌，遊客對其的印象都

相當深刻，進而也使遊客在現場依舊能夠進入霍格華茲的氛圍。所以筆者再次認

為當地景點是否需要告示牌正是取決於當地景點是否具有識別度，而每一個電影

觀光景點的成形不見得都需要一個神聖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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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與美國哈利波特樂園 

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Studios Leavesden)與美國哈利波特樂園(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 )皆是屬於全然再製的空間，與前述是真實地景而另增添了魔

法擬像(simulacrum)與想像是不同的，片場與樂園是將虛擬的想像塑造出整個新的

魔法世界。但值得注意的是片場與樂園也亦有差別性，片場的出現是基於電影的

拍攝，所以與電影有直接的關聯性；而美國樂園是事後哈利波特造成熱潮後的衍

生品，是一個新另分支的主題樂園。筆者於下述會詳細的討論： 

 

(一)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 

Studios Leavesden 的空間類型是不屬於主題樂園的，片場最初也不是以開放大

眾參觀為前提，但經過電影為期十年的拍攝與其熱映，造就了許多哈波影迷與觀

眾，為了滿足影迷的期待與幻想便將片場重新規畫成一個適合參觀的動線與環境，

與提供遊客詳細的語音導覽，使其能呈現一個哈利波特式的主題空間並使遊客深

入了解拍片背景。片場的官網與影片的描述如以下： 

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裡，全世界的人都深深著迷於哈利波特電影，電影中的一些

奇妙的效果與驚奇的生物都使得老人與小孩相當的喜愛。而這是從片場設立開

始以來第一次為大家開啟片場的大門，你有機會可以看到電影幕後場景，看在

鏡頭中從未出現過的東西，從令人讚嘆的精緻布景到驚豔的服裝、模型、電子

動畫。倫敦華納兄弟片場之旅提供一個獨特的展示，讓遊客可以看到英國的藝

術、工藝與才能如何製作出這個有史以來最成功的系列電影。祕密將會揭曉

(Warner Bros. Studio Tour London, 2013)。 

從上文就可得知片場不同於樂園的性質，片場是屬於一個展示型的空間，它

是藉由電影的幕後布景與各式模型讓遊客了解電影的製程脈絡，雖然片場沒有一

個巨大的遊樂空間或是整座的活米村 (Hogsmeade)，但其原有的佈景也是極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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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感，同時更是電影的真正的場景所在，與電影是有直接的關聯性。前往片場遊

客可參觀榮恩的家、鄧不利多校長的辦公室，或是了解虛擬生物的製成技術，雖

然片場較為屬於展示型的環境，但其仍透過各式標示物(marker)與擬像

(simulacrum)將空間塑造成一個會說話的環境(talking environments)，以使遊客能

更沉浸於(immersion)在魔法氛圍中。 

 

  

F7 受訪者所拍攝片場中的霍格華茲大廳      F6 受訪者所拍攝片場中的斜角巷 

(照片取自魚兒水中自在游部落格)         (照片取自拍今歐洲部落格) 

 

片場主要可以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廳、大型佈景與道具展示；第二

部分是中庭的戶外場景與休息區；第三部分是斜角巷與道具、模型、電影製成區；

第四部份是霍格華茲巨型模型與魔杖店；第五部分是紀念品區。 

在片場內其實所有的道具、模型、佈景都是屬於哈波的在場標示物(on-site 

marker)，遊客在其中就是在一個模擬(simulation)的空間中參觀，當遊客發現一些

運用電動可自行織毛衣的毛線棒、會咬人的怪獸書、會自己攪拌的魔法藥缽時，

就更像是身處在一個被施魔法的空間中。除此之外，在這已經充滿擬像

(simulacrum)的空間中，片場更巧心的生產出仿製的奶油啤酒(butter beer)讓遊客可

以購買，這便讓環境除了視覺的感受更有味覺的上的刺激，使其更像是個真實的

魔法世界。遊客也可真實走入斜角巷(Diagon Alley)體會藉由燈光操縱而形成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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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及黑夜的斜角巷樣貌，及了解各式電影特效，並觀賞各式的草圖與模型以認識

電影的幕後製成。在片場的第四區塊還可到擺放超過 4000 盒的魔杖店找尋主角或

自己的名字，透過魔杖的找尋就像是自己成為了魔法主角在挑選屬於自己的魔

杖。 

從片場為各個區塊命名(naming)；或是透過動線的設計、參觀區塊界定的鑲

框和提升(framing and elevation)階段；到藉由哈利波特電影中出現過的所有代表物

將其空間神聖化(enshinement)，都是將片場塑造成一個魔法空間的方式。遊客就

像從外面的真實世界走入一個充滿魔幻符號的空間中，這個魔法空間經過許多視

覺與聽覺的模擬裝置，使遊客的體驗更為逼真。當遊客真的走入了斜角巷，到魔

法商店裡喝了一杯模擬的奶油啤酒，或是買了一把飛天掃帚就如同真的在魔法世

界中生活，空間透過這些擬像(simulacrum)使環境比原來的還要真實，甚至是一種

超真實(hyper-reality)。 

 

 

F7 受訪者所拍攝                           F1 與 F2 受訪者所拍攝 

片場中榮恩的家及會自己洗鍋子的刷子                奶油啤酒(Butter Beer) 

(照片取自魚兒水中自在游部落格)        (照片取自寶咖咖愛 Fun 瘋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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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7 受訪者所拍攝片場中霍格華茲的模型    F6 受訪者所拍攝片場中的找尋魔杖空間 

  (照片取自魚兒水中自在游部落格)         (照片取自拍今歐洲部落格)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片場如同樂園般試圖將遊客從現實帶入魔法的幻想

中，但不同的是片場仍向遊客介紹電影如何透過特效讓魔法實現，如讓遊客理解

為什麼畫像的人物會動、為何哈利波特能騎著掃帚飛上天等。透過這些電影幕後

的特效介紹、CGI 電腦技術的解說、模型的拆解都使遊客了解到虛擬是如何構成

的，就正如將遊客從虛擬的幻想中再度帶入真實的知識體系中，經由片場詳細解

構電影的製成讓遊客明白一切的魔法都奠基在眾多的電影技術上的。可說片場除

了將遊客從真實環境帶至虛擬的幻想中，也透過電影技術的呈現使遊客從虛擬中

了解了真實，這部分就是片場與樂園的最大不同之處。 

 

           F7 受訪者所拍攝                       F1 與 F2 受訪者所拍攝 

    飛天掃帚及綠色背景是為了去背做特效              怪獸模型 

 (照片取自魚兒水中自在游部落格)       (照片取自寶咖咖愛 Fun 瘋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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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哈利波特樂園 

美國哈利波特樂園(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 )中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是活米村(Hogsmeade)的商店區，第二是以電影符號命名的遊樂器材區。在活

米村(Hogsmeade)裡面有許多在哈波故事裡出現過的商店，如 Three Broomsticks

酒吧、Zonko's 惡作劇玩具店、Honeydukes 糖果店、Owl Post 郵局等。遊客都可

以真實走入去購買魔法玩具與糖果，也可到三把掃帚酒吧(Three Broomsticks 

Tavern)買飲料，甚至可以透過貓頭鷹郵遞(Owl Post)從主題公園寄出蓋有活米村

(Hogsmeade)郵戳的信件，或是到奧利凡德魔仗店(Wand Shop Ollivanders)告知工

作人員你的生日，讓他們幫你挑選適合的魔仗。 

 

  

    樂園中的活米村與商店                       樂園中的活米村糖果店 

   (照片取自洢戀物語部落格)                   (照片取自洢戀物語部落格) 

 

第二部分是由哈利波特禁忌之旅(Harry Potter and the Forbidden Journey)、鷹

馬的飛行(Flight of the Hippogriff)、龍的挑戰(Dragon Challenge)三者所構成的遊樂

器材區，如在｢哈利波特禁忌之旅｣中可以真實走進霍格華茲學校裡，遊客會先參

觀教室與辦公室後才搭上遊樂器材，｢龍的挑戰｣即是以三校巫師聯賽裡的其中一

項競技項目來做命名，該地是搭乘雲霄飛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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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化｣是在論述主題樂園最好的詮釋角度，Bryman 認為主題化指的是將

某一主題運用於機構或地點上的方式。主題化為應用主題的事物提供了一個意義

和象徵性的表現平台，它會賦予這些事物一種超現實的意義，且通過主題化為事

物灌輸意義後，這些事物將變得比不使用主題時更加誘人和有趣(Bryman, 

1999/2006:26)。今天的主題樂園不單單只是有遊樂器材的空間，他們有著舞台佈

景與建築，同時藉由著名的傳說、故事和電影來表顯著名的文化象徵，利用文化

來包裝遊樂器材，且主題樂園內都有著屬於自己主題的一致性和完整性(Bryman, 

1999/2006:31-32)。就如在哈利波特樂園內從活米村與霍格華茲的建築、魔法世界

的佈景、食物、文字招牌、到穿著魔法世界服飾的工作人員，這一系列都是精心

設計後的主題化表現，透過主題化與各式魔法符號以讓遊客沉浸在魔幻世界中，

讓遊客懷想起魔法的新奇且將自己與樂園連繫在一起。 

 

(三)英國片場與美國樂園間的差異 

綜合上述，不論是片場或是樂園都是藉由一連串清楚辨析的魔法符號堆砌而

成的，而所有有關哈波故事的標誌與圖騰都被同時壓縮到一個有組織的環境中，

每個建築或物品都藉由哈波被建構成可供遊客消費的魔法符號，也因此可讓遊客

身處於一個虛擬的魔法世界中仍舊能夠獲得臨場的感受。 

但片場與樂園本質上仍是有不同之處，片場當初是建於電影拍攝使用，因此

內部的陳設與物品多為展示用途，且片場與電影是有直接的關聯性，所以當遊客

到該地旅遊時便可直接認知為是一個電影觀光。 

反觀美國的樂園，其算是哈利波特熱潮下的電影衍生品，但電影並無在該地

拍攝，如此樂園算是電影觀光嗎?筆者認為雖然電影並無在該地拍攝，但其是依照

電影打造一個魔法世界，所以在樂園裡可以看到完整的活米村樣貌，甚至內部環

境比片場更具有一個完整空間的感覺，如片場內的霍格華茲學校是 1:24 的比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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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而樂園內是一個真實比例的建築物。除此之外此樂園是在華納公司與 JK 羅

琳驗證下所開發的遊樂環境，其強調的是忠於原著而不是任意建構，雖然樂園並

不是電影的拍攝地，但其依舊是電影所衍生的空間，所以筆者認為在電影觀光的

論述不需如此拘謹於必須是在電影拍攝地才可稱作於電影觀光，而是在忠於原著

與電影衍生的前提下擴展其意義。 

當取用 Baudrillard(1981/1988) 的擬像(simulacrum)與 Eco(1986)的超真實

(hyper-reality)來討論這種多重模擬層次的觀光時，可發覺擬像與超真實在非現實

層面是適用於探討此類的空間，因為空間是構築在許多虛構的符號上。 

但是從小說與電影的原文本層次來探討的話，便會發覺不論片場或樂園仍有

另一層次的真實—｢忠於原著的真實｣。因為片場與樂園都在華納公司的控管下，

而華納公司也與 JK 羅琳有著協定任何的開發都必須徵詢其同意，所以 JK 羅琳全

程參與了樂園的設計及發展工程以確保能忠於原著，片場的執行也亦是如此。所

以從忠於原著的層面來論述片場與樂園時，便可得知此兩者是處在原著的控制下，

而必須維持一種文本的真實。 

 

小結 

在這章中從電影製成背景到電影觀光景點構成談起，了解到電影欲藉由真實

的地景取景將虛擬的故事帶進真實範圍，而在這過程中也使得古蹟建築在電影中

的意義有著轉換，或是使其他地景有著哈波符號的增添。而在電影之後地景也透

過哈波的意義試圖將真實地景帶入虛擬的幻想，當然在這其中也因地景本質上早

已有其他歷史意義存在或是有人潮控管的考量，所以在操作觀光符號的廣度也有

著不同，總歸本章筆者歸結出以下論點： 

一、從電影的詮釋到電影觀光景點構成，便是從虛擬到真實，再從真實到虛

擬的過程。電影是經由實際取景塑造出故事的真實感，也因為透過真實地取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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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出現具體的地方可供觀光；而景點是藉由哈利波特的符號操演把空間轉變成

一個會說話的環境，將虛擬的魔法帶進真實的地景中。 

二、電影使古蹟意義與樣貌有著轉換，但古蹟在操作景點時並不會只以哈利

波特為唯一的符號，而是以其為附加的符號價值，以使古蹟的歷史與魔法意義並

存，並藉由哈波的故事吸引更多的年輕族群來認識古蹟。電影中的自然風景與公

共場所其意義與樣貌無遭到重大的轉換，而是多增添了魔法符號，且當地除了王

十字火車站外並無大力運作哈波符號，但景點的樣貌與電影中相似度、辨識度皆

高，所以仍吸引觀光客前往尋覓魔法世界。 

三、當地景點是否需要告示牌正是取決於當地景點是否具有識別度，而每一

個電影觀光景點的成形不見得都需要一個神聖化的過程。即使景點無經過神聖化

(enshinement)的過程，但遊客仍憑藉著其他社會建構，如電影的記憶與旅遊資訊

而前去該地尋找電影場景並輕易辨識出該地。基於遊客都已帶著不在場的電影畫

面與想像，所以若本身景點具有識別性，不需告示牌也能使遊客感受景點的氛圍；

不過可有簡易的劇情簡介或是劇照提示，如此可以幫助遊客進入狀況，但不可過

多因為過多會使遊客覺得喧賓奪主且造作。 

四、片場與樂園本身便為一個充滿擬像的空間，且其仍繼續透過聽覺、視覺、

味覺擴大模擬魔法的氛圍，以促使遊客能沉浸在真實的魔法世界中。而片場是與

電影有直接的關聯性，因其是電影的拍攝地，因此可直接被認知為電影觀光景點；

樂園是個後續衍生的空間，雖電影並無在該地拍攝，但其仍在電影與忠於原著的

根本上打造出一個栩栩如生的魔法世界，所以也應在電影觀光景點的範疇內。 

同時在電影觀光的脈絡中不可忽略的是，在小說與電影相繼成功後，遊客也

便好奇究竟是什麼環境促成 JK 的故事的形成?她的寫作的故鄉是長什麼樣子的?

那邊有促使她靈感的地方嗎?這一切疑問也促成了文學觀光的成形。遊客開始到愛

丁堡去追尋 JK 創作的發跡地—大象咖啡館(The elephant house)，探尋跟 JK 創作

魔法世界時一樣的氛圍，或是到 JK 尋覓靈感的愛丁堡墓園晃一晃，看看能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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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能有著不一樣的想像。 

大象咖啡館(The elephant house)自從遊客開始興起時，便在店門口設立了

Birthplace of Harry Potter的字樣，並在店內放置了一張 JK在咖啡館裡寫作的照片，

告知遊客可以到咖啡館體驗與 JK 創作第一部哈利波特小說一樣的氛圍，還可從

與 JK 一樣的視角從窗戶遙望造就霍格華茲魔法學校靈感來源的愛丁堡城堡，同

時在布告欄上也有一整面的看板都是 JK 與哈利波特的剪報(The elephant house, 

2013)。當咖啡館藉由這些哈利波特的在場標示物(on-site marker)來塑造環境時，

便使其從一個平凡的咖啡館變成一個與眾不同的哈利波特誕生地，而遊客到此地

時也不再單單只是填飽肚子，而是買上一杯咖啡坐下欣賞與 JK 一樣的視界，想

像 JK 是坐在哪個位子上，並細細享受這個哈波創作地的氛圍，也使自我能與文

本有更深度的連結。 

 

  

F9 受訪者所拍攝大象咖啡館             T8 受訪者所拍攝大象咖啡館及 JK 的照片 

 (照片取自 Be a backpacker 部落格)                      (照片取自 Stacy) 

 

除了大象咖啡館(The elephant house)外，遊客也到愛丁堡的墓園找尋 JK 筆下

的人名來源，因為哈波小說裡許多的人名皆是從墓碑上的名字所改編來的，當遊

客走在墓園裡原本的陰森感皆因哈波有著氣氛上的轉變，當發現墓碑上有與小說

裡的主角一樣的名字時遊客便有著莫名的喜悅，原本的害怕也轉變成雀躍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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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說到電影的確促成了電影拍攝地或是小說起源地的觀光發展，該地也因哈波

的關係有了魔法氛圍，而除了英國的景點生產者建構了觀光地景外，各式旅遊中

介又是如何塑造及宣傳景點，此便是下一章欲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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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哈利波特旅遊的中介與想像建構 

第四章是從電影景點的生產面去探討觀光景點的建構，第五章便剖析在景點

產出後，英國與台灣的旅遊中介藉由不斷的複製哈利波特地標以吸引遊客目光，

促使他們欲到地景旅遊。 

在經由電影、導覽書、網路資訊、旅行經營者等各式的旅遊中介的塑造與宣

傳景點後，遊客便被這些景點的影像與文字資訊而吸引到哈利波特景點。當遊客

抵達該地時，大多遊客會經由拍照或文字將電影拍攝地景記錄下來，證明那一瞬

間曾經存在，也證明自己曾經到過那以供日後回憶。 

在遊客的照片與文字描述中都包含著與電影場景相關或是帶有哈利波特象

徵意義的陳述，而為什麼遊客會選擇與電影畫面相同的角度做拍攝？為什麼遊客

會選擇這些場景做描述？遊客除了因電影而去當地外，也因為透過旅遊中介者的

景點塑造及介紹，促使遊客去找尋記憶中的地標，並進而將這些地標蒐集下來，

再現這些地標，那麼這些照片與文字就涉及了所謂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 

第一，延續第四章景點生產的討論，了解旅遊中介對於觀光客到訪哈利波特

的景點的行為影響。第二，當遊客透過電影、旅遊資訊、或是旅遊中介者進而認

識了哈利波特與各式英國景點時，他們是否對英國的文化、國族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或是對英國有著更奇幻的想像？哈利波特的魔法如何經由多元的周邊在各地

域持續建構想像？ 

 

第一節  旅遊中介與觀光客所再現的魔法 

從以下的架構圖可以看出小說與電影是觀光奠基者；位於英國與台灣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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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路資訊、旅遊行程等為雙重的地標旅遊中介，不斷的複製哈利波特地標的影

像與文字以吸引遊客前往景點；遊客被旅遊中介吸引到英國凝視景點；事後遊客

會經由照片與文字的呈現再現了地標，或是透過紀念品以回憶旅程，藉由公開資

訊的發佈遊客成為了他人的導覽者，吸引他人前往旅遊，且再次建構了地標，以

上就形成了一個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 

 

 

 

 

 

 

 

哈利波特景點的詮釋循環圖(由筆者自繪) 

 

當小說與電影吸引觀者的目光後，英國景點也同時著手生產出哈利波特景點，

而英國與台灣旅遊中介者也開始構聯景點與台灣遊客之間的連結，促使遊客前往

旅遊並蒐集地標。 

景點建構好後，英國旅遊中介也以哈利波特為主軸來規劃旅遊行程、宣傳旅

遊資訊，或是以各式旅遊周邊如文具、玩具來傳遞魔法的想像。當英國中介方漸

漸建立起這些中介資訊後，台灣方亦可開始利用起這些資訊來將其轉譯，形構成

台灣的哈利波特中介資訊。 

當然台灣遊客在接收中介方的這個層面，不一定會先接收到台灣的資訊，亦

作為地標的奠基者 

小說 

電影 

作為地標的台灣中介 

部落格 

導覽書 

網路資訊 

作為地標的英國中介 

英國當地旅行團 

英國當地旅遊資訊 

周邊商品 

觀光客凝視地標 

 

觀光客再現地標 

部落格 

照片 

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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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先從英國面瞭解景點；或是遊客若較熟悉台灣的語言便會大多使用台灣的

資訊再佐以英國的資料。在這部分遊客會經由不同的路線來使自己獲得資訊，所

以對台灣遊客而言在中介方這個層面是相當多重的，且是經由兩者一同交織下才

獲得了哈利波特景點的完整訊息。 

 

一、哈利波特旅遊的英國中介 

當遊客於台灣時會搜尋到英國的旅遊資訊，或是到了當地後也可以獲得宣傳

摺頁、遊程資料，發現之前並未知道的哈利波特景點而被促發到該地參觀。哈利

波特周邊的產品也是英國中介的來源之一，藉由這些周邊紀念品遊客可以確認景

點的特殊性，它不僅做為哈利波特訊息的傳遞者，也再次建構了地標的重要性。 

 

(一) 英國當地旅行團與旅遊資訊 

不論是英國當地旅遊團、文本與網路旅遊資訊都是強化這個迴圈的因素之一。

如受訪者 T5、T8、F7 在到愛丁堡時接收到了當地旅遊宣傳摺頁，他們便依循宣

傳參加了愛丁堡的導覽行程，這個行程是用徒步方式走訪愛丁堡的舊城區與新城

區，導覽除了介紹城市的著名地標與歷史外，也有提及愛丁堡是作者 JK 羅琳的

住家所在，同時也是哈利波特小說的創作地，在整個徒步行程中除了造訪 JK 羅

琳寫作的大象咖啡館(The elephant house)，也造訪了愛丁堡墓園。 

導覽向遊客介紹當作者沒靈感時便會來到愛丁堡墓園晃晃，特別的是哈利波

特小說中有些人物名字是改編自墓碑上的人名，比如說小說中麥教授名字是

Minerva McGonagall，而那個名字其實是改編自一個詩人的名字 William 

McGonagall，JK 羅琳就取 McGonagall 來當作麥教授的姓氏；小說中佛地魔(Lord 

Voldemort)的原名是 Tom Marvolo Riddle，在墓園中遊客就可以看到 Riddle 的墓碑。

這三位受訪者在到達該地之前都不知道墓園是與哈利波特有相關，經由導覽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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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才發現墓園如此有趣。而這行程並沒有給予大眾很多的時間，比如說遊客只能

在大象咖啡館前面聽取導覽的介紹，並無時間走入用餐；在墓園時間也只有大概

15 分鐘左右，並不能花時間在現場找墓碑。 

由於在導覽中遊客無法多作停留，所以受訪者在導覽結束後，自己會特別花

時間再依照原先的行程再重回墓園去尋找墓碑並拍下墓碑的照片，或是回到大象

咖啡館用餐並享受 JK 羅琳創作的氛圍。藉由遊客的回訪行為便可知其受到英國

當地旅遊中介的影響，而筆者會再於〈台灣遊客再現魔法地標〉的小節中分析受

訪者的回訪文字與照片。 

英國旅遊局於 2001 年時也為觀光客設計了｢哈利波特地圖｣(Harry Potter: 

Discovering the Magic of Britain)，告訴遊客 32 個哈波的拍攝地點並開發了電影地

圖的網站，這份地圖發行了 340,000 份以符合遊客們的大量需求(Olsberg|SPI, 

2007:77)。英國旅遊局現今仍在官網上標註哈利波特拍攝地景的資訊，也提供了

以下這三個哈波的付費行程：Harry Potter Chauffeur Tour of London、Harry Potter 

Walking Tour of London, including Boat Ride、Warner Bros. Studio Tour London - The 

Making of Harry Potter 以給對哈波有興趣的遊客一個特別的專屬旅遊規劃。 

不過筆者所受訪的 17 位遊客都沒有參加英國旅遊局所提供的付費行程，也沒

有發現｢哈利波特地圖｣，受訪者表示他們知道有這些哈利波特專屬行程，但考慮

到自己的時間限制與語言問題便沒有參加。所以以此可知台灣遊客在選擇遊程時

較容易有語言的轉換的問題，這也導致遊客在挑選旅程時選擇性不多，如果當地

行程能安排中文的導覽便會吸引較多遊客願意參與，如在倫敦的哈利波特片場就

有八種語言的語音導覽，中文也包括其中，這便使有去片場的受訪者覺得相當貼

心，不用害怕自己到了現場無法理解景點的背景，也認為透過導覽使自己了解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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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哈利波特的周邊商品 

Stephen Brown(2005)《哈利波特的品牌魔法》一書中提到華納兄弟公司得到

了該故事的全球特許經營權後，便賦予了 75 個廠商商品形象權，開始製造了大量

的產品、收藏品、紀念品，經過挑選過後的哈利波特商品被陳列在華納兄弟公司

旗下的 136 家商店內。 

目前在華納兄弟的線上商品店中將哈利波特的周邊分成七個總類：居家娛樂、

哈利波特迷最愛、配飾、衣服、收藏品與禮物、玩具與遊戲、居家用品。依據

Brown(2005)提及大約有400餘種哈利波特產品目前正陳列在英國的超市玩具店、

網路平台、專賣店及各式小商店裡，無論是上述的產品項目，或是各式依照故事

出品的魔法糖果如巧克力蛙、柏蒂全口味豆(有 19 種神奇口味：香蕉味、黑櫻桃

味、泥土味、鼻涕味、沙丁魚味、臭雞蛋味等等)、妙麗口味糖等等，都使哈利波

特更引人注目。 

這些周邊紀念品在觀光中代表著一個在場的標示物，不僅能中介景點的意義，

也能使遊客透過此在場標示物加以辨明景點的重要性與特色，可說這些被賦予意

義的旅遊紀念品是魔法世界的闡釋和創造。 

紀念品為了滿足遊客的魔法想像而被生產、製作，透過這些周邊商品的中介，

不僅可加強遊客對於景點的魔法整體感受，更可使遊客可以擁有魔法、懷抱故事，

等回到家鄉時還可透過紀念品使自我懷想旅遊的喜悅，紀念地標的價值。 

 

二、哈利波特旅遊的台灣中介 

(一)旅遊部落格 

台灣遊客在到英國之前會廣泛的查詢網路資訊、部落格、導覽書，尤其是旅

遊部落格是受訪者得知哈利波特景點的最主要來源，如受訪者 T2、T6、F3、F4、

F5、F6、F9 皆表示在到達哈利波特景點之前都有搜尋過他人的部落格文章，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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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文章與影像事先了解景點是否有趣、景致是否美麗；同時有的受訪者也是

因為看到他人的介紹才知道該地有哈利波特的相關拍攝場景，才進而興起到當地

旅遊的動機。 

為什麼台灣遊客在獲知哈利波特景點的途徑主要是依靠部落格的中介？受

訪者表示由於在大多數的導覽書中只是概略性的描述哈利波特的相關性，較無詳

細描述感官體驗，所以為了能明確得知哈利波特景點的特殊性與考量值不值得參

觀，就必須依賴他人的旅遊經驗來做判斷。 

透過部落格中文字和照片的陳述可了解景點的實際樣貌與細節，它像是傳遞

了與廣告相同的訊息模式，導引遊客前往參觀。從中遊客不僅可看到作者的遊歷

經驗，更可得知作者對地景的主觀評價與客觀描述，同時重要的是大多數導覽書

必須介紹其他的英國景點，所以哈利波特的篇幅上必然較少，反觀部落格可隨意

的依作者的想法安排篇幅的大小，所以景點的陳述上一般都比導覽書來得豐富與

詳細。 

當台灣民眾能透過搜尋引擎找到為數眾多的哈利波特旅遊網誌時，代表著台

灣旅人有更多的管道認識景點，透過旅遊網誌的中文呈現也可使台灣旅人有著較

便捷的方式直接得知景點資訊，也更適用於廣大層面的民眾，使即使不熟知英文

的遊客也能了解資訊。除此之外也代表著哈利波特景點在網路所佔有的能見度，

及可間接推算台灣大約有多少遊客前往過哈利波特景點，了解景點在台灣旅遊圈

所佔的份量。如筆者以｢王十字火車站｣、｢哈利波特｣、｢部落格｣此三關鍵字做為

搜尋，並將範圍設在台灣，仔細比對後結果約有 70 筆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的台灣遊

記。由此可知至少有 70 位台灣人到過九又四分之三月台，雖然此數字並不能代表

景點在台灣所佔有的市場量，但至少可了解現今到過相關景點的台灣遊客不是少

數，重要的是透過這些部落格於網路的流傳，更加建構了哈利波特地標的重要性，

也持續向台灣民眾傳遞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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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導覽書 

除了部落格外，導覽書與一些旅遊的網路資訊都是台灣遊客獲取資料的地方， 

由於網路資訊範圍過廣且每個遊客所搜尋的網站都不一樣，所以筆者便不詳要討

論網路資訊的部分，而針對台灣導覽書的層面來作探討。 

筆者主要以 2003 年出版的《哈利波特魔法之旅-英國 24 處魔法地》、2008 年

出版的《不列顛旅人》、2012 年出版的《穿越 9 又 3/4 月台，漫遊英國》為討論

範圍。選定此三本的原因是因為《哈利波特魔法之旅-英國 24 處魔法地》是一本

哈利波特旅遊的專門書籍，《不列顛旅人》及《穿越 9 又 3/4 月台，漫遊英國》都

有另闢哈利波特的章節以做介紹，所以相比於其他導覽書它們較為詳細的敘述哈

利波特景點，欲到相關景點的遊客也會以此來做旅遊導覽。 

此三本導覽書都介紹了許多的哈利波特景點，而筆者主要以牛津大學基督堂

學院的飯廳為例，來分析其呈現的景點標示物與形容，以了解導覽書所中介的旅

遊意象，而筆者會於〈台灣遊客再現魔法地標〉的小節中比對受訪者的文字與照

片，以推斷台灣遊客是否受此中介的影響。從三本導覽書的介紹綜合歸納出以下

表格： 

標示物 內文描述與形容 

在標

場示 

  物 

現場擺飾與建築(橡木的長

桌、椅子、餐具、燈具、歷代

院長主教與傑出人畫像的牆

面、優美木構架的天花板、挑

高空間) 

歷史悠久、出產菁英人士、名氣大、遊

客量多、遊客量因哈利波特達到高峰、

飯廳是最知名的空間、飯廳的建築特

色、經過電影特效處理所以實際空間較

小、精彩的古典聚會空間 

不標

在示

場物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靈感地 

哈利波特拍攝地(霍格華茲魔

法學院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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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電影的飯廳劇情(我

們需要把這兒的裝飾改一

下，鄧不利多拍拍手。霎那間

綠色的垂飾就變成猩紅色，而

銀色也變成了金色) 

培育出 13 位英國首相 

 

 從以上表格可得知導覽書基本上都會介紹飯廳裡的在場陳設外，最重要的還

會將哈利波特拍攝地的不在場資訊表達給讀者，除了會強調這裡是霍格華茲飯廳

的取景地，也會稍微簡述在飯廳裡所發生的故事。特別的是《不列顛旅人》也說

明此地也是愛麗絲夢遊仙境的靈感地，及此學院培育出相當多的名人，促使此地

的不在場資訊更為的豐富。在描述上主要以此地的歷史性與菁英培育，及因哈利

波特的關係變得相當知名且遊客量遽增來做說明，除此之外也帶出此地的古典建

築特色，及實際空間與電影畫面的差別之處。 

接著討論導覽書的照片呈現，在書中每一張吸引遊客前往到該地的照片，都

是哈利波特景點的廣告影像，透過這些影像的反覆宣傳就可促使景點在遊客心中

成為一個代表性地標。在這些旅遊中介的資訊照片中除了包含電影所拍攝的場景，

也有該場景周遭的特別建築或風景，如在三本導覽書中除了呈現哈利波特拍攝地

的畫面，也將該景地周圍的風貌介紹給讀者，像其在介紹牛津大學的基督堂飯廳

之外，也會呈現牛津大學裡著名的景致，這便使讀者不只望見了哈利波特也看見

了景點更完整的風貌。 

特別的是在討論台灣導覽書的部分，必須提及語言轉譯的問題，如霍格華茲

的大廳除了有牛津版本外也有片場的版本，但台灣的觀光客都以為電影是在牛津

拍攝的，因為他們從台灣導覽書及中文旅遊宣傳所獲得的資訊都是牛津飯廳是電

影的拍攝地。此資訊的誤解造成，除了有造訪過片場的遊客知道片場也有霍格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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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大廳外，其餘的遊客都認定自己所造訪的是真正的拍攝地點。在英國當地的宣

傳其實是描述得相當清楚，牛津大學的網站寫明飯廳是被取作範本，而片場的描

述也寫明大廳的拍攝都在片場中進行。由於從英文到中文之間的轉譯而造成資料

上的錯誤，這便使台灣遊客對於當地的資訊有著誤解，這算是發生在台灣觀光客

的特別情況。 

除了因語言轉譯而造成資訊錯誤之外，導覽書的作者也會調和台灣遊客對英

國的認識而編寫成一個適合台灣遊客閱讀的版本。如《不列顛旅人》在描述王十

字火車站時除了有提到九月四分之三月台在此處拍攝外，也會說明英國車站的特

性，因為這部份對於台灣遊客來說是陌生的，這必須透過作者的描述才得以讓台

灣遊客進一步認識英國車站的背景，如此才可使台灣遊客獲得較全面的車站資訊；

但反觀英國旅遊局所提供的付費行程在介紹王十字火車站時，只描述哈利波特的

特殊性，對於英國車站的營運狀況並不會特別說明，因為寫作者已經預設遊客都

已經了解英國車站的特性。以下為《不列顛旅人》對王十字火車站的描述： 

不像其它歐洲首都城市都有一座中央車站，思緒複雜的英國人在倫敦設了 13

座主要車站，負責連通大不列顛島不同方向的交通，1852年開始營運的王十

字火車站位於倫敦市中心北端(李蕙蓁、謝統勝，2008)。 

台灣導覽書雖然某部分資訊不見得正確，但不可忽略的是它將哈利波特景點

從英國帶至台灣，將景點介紹給台灣民眾，使對外文不熟悉的民眾得以有台灣管

道去認識景點，這對英國景點來說是有加乘的效果。當英國哈利波特能夠在台灣

圖書版面不斷佔有位置時，不但能增加能見度外也加速了社會宣傳，更使哈利波

特能在台灣用另一種方式存在民眾的記憶裡。 

 

三、台灣遊客再現魔法地標 

綜合小說與電影的觀光奠基、台灣與英國旅遊的雙重中介下，遊客便被這些

影像與文字吸引到哈利波特場景去蒐集地標，並藉由攝影與文字再現了自己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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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景點，這以上便是一個具體的詮釋循環。17 位受訪者在旅程結束後皆上傳了

自己的照片，不論是在自己的部落格、網路相簿、或是 Facebook 上，都使受訪者

的親友能夠分享他的旅遊經驗，在搜尋哈利波特景點的民眾也可以看到受訪者部

落格的介紹，進而促使新的遊客造訪景點。以下筆者藉由受訪者的網誌探討台灣

遊客受到中介的具體影響： 

 

(一) 再現電影場景 

於受訪者 F3、F8、F9 的部落格中皆剪輯出電影出現過的地景畫面與自己拍

攝相同角度的照片，以強調自己到的地方確實是哈波的拍攝地景，也證明了遊客

是受到電影的影響，才拍下此照片。如受訪者 F8 的網誌〈[UK.County Durham] 越

來越熟了，哈利! Durham〉將電影出現的畫面與自己拍攝的 Durham Cathedral 走

廊做併置，強調自己拍攝的景點是哈利波特的拍攝地，受訪者同時在照片上附註

這是｢小哈利上課下課的走廊｣，可知受訪者藉由不在場的標示物(哈利波特電影畫

面)將此地辨識成是哈利波特上下課穿越的地點，順利使景點附著著哈利波特的意

義。如下圖： 

 

      F8 受訪者部落格所呈現的電影畫面與 Durham Cathedral 的照片 

                            (照片取自 Yvette Tai 部落格) 

 

透過遊客部落格的照片呈現方式可了解，遊客之所以會選擇特別的角度做拍

攝，正因為受到電影的影響，遊客正是為了找尋記憶中的電影畫面所以前往該地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
http://www.wretch.cc/blog/yvette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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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地標。所以當電影一再將地景畫面撥出後，便創造及再現了一個具有代表性

的地標，這也促成了景點建構的要素之一。 

F9 受訪者的網誌〈哈利波特拍攝地---Gloucester Cathedral〉也將電影畫面剪

輯下來與自己所拍攝的 Gloucester Cathedral 走廊照片做併置，以證明此地的確是

哈利波特的拍攝地，她同時也用文字陳述： 

自從哈利波特拍成電影後，在英國拍攝的地點也變成書迷或影迷的朝聖地。

書和電影我也看了很多次，所以來英國當然不能錯過這些拍攝地！……這美

麗的教堂迴廊就是哈利波特拍攝的地方，看到它就馬上想到電影情節……這

是哈利波特第六集的電影鏡頭!(F9 網誌文章) 

F6 在文章第一段就說自己看過相當多次的電影與小說，所以當然不會錯過這

些電影拍攝地，以此可明白受訪者的確是受到電影的影響而到當地參觀。｢這美麗

的教堂迴廊就是哈利波特拍攝的地方｣、｢看到它就馬上想到電影情節｣由此可知當

受訪者藉由不在場的標示物(哈利波特電影畫面)成功將 Gloucester Cathedral 與哈

利波特連結在一起，也順利將真實景點套入虛擬的故事情節。同時她特別將電影

出現的畫面放到部落格中與自己的照片做比較，並提到這是｢哈利波特第六集的電

影鏡頭｣，以證明自己的拍攝的照片的確是哈利波特的拍攝地。重要的是藉由受訪

者的照片也再度再現了電影中的地景，也說明了遊客的確是受到電影影像的影響，

而透過受訪者部落格中照片的傳播，也使此電影地景的影像更為穩固。如下圖： 

 
F6 受訪者部落格所呈現的電影畫面與 Gloucester Cathedral 的照片 

                    (照片取自 Be a backpacker 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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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找尋台灣導覽書中的哈利波特景點 

在前述中筆者以三本台灣導覽書中的牛津景點介紹，以了解其呈現的地標意

象，在此部分就用以比對台灣遊客 F4 與 F9 的網誌呈現，看其是否受到導覽書的

影響進而再現了導覽的介紹。從 F4 與 F9 的網誌的介紹綜合歸納出以下表格，以

粗體字標明與導覽書相異之處： 

標示物 內文描述與形容 

在標

場示 

  物 

售票員與妙麗的合照 

現場擺飾 (餐具與桌子) 

穿著畢業服的牛津學生 

票價貴、學院規模大、歷史悠久、出產

菁英人士、特定行走動線、經過電影特

效處理所以實際空間較小、沒有像霍格

華茲那樣有充滿星星的天空 不標

在示

場物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靈感地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是

這裡的畢業生 

聽說它們餐具不同擺法代表

不同的學院 

哈利波特拍攝地(霍格華茲魔

法學院的餐廳) 

哈利波特電影的飯廳劇情 

 

從三本導覽書內的牛津介紹與兩位受訪者的部落格呈現可了解，網誌的文章

敘述其實大致上不脫離導覽書的描述框架。相同處為受訪者選擇描寫的現場標示

物也有現場的擺飾；不在場的資訊有愛麗絲的發源地、哈利波特的拍攝空間、哈

利波特的故事；內文都陳述飯廳是個歷史悠久、出產菁英人士的地方、因經過電

影特效處理所以實際空間是較小的。 

除了以上與導覽書的相同描述外，遊客到了現場後也有自己不同的發現，如

F4 發掘到售票員與妙麗的合照，並陳述｢看看連售票員都如此瘋迷妙麗｣，F7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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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穿著畢業服的牛津學生，因為適逢那天是畢業典禮，這也讓受訪者特別感

受到菁英學風；F4 也在部落格描述｢聽說它們餐具不同擺法代表不同的學院｣，受

訪者說明此資訊來自於他出發前觀看他人的部落格遊記而有的印象。 

遊客實際到現場時發現牛津學院是規模最大的、但也覺得票價很貴、還有為

了不影響教學而有動線限制。特別的是 F4 在飯廳時覺得這邊沒有｢像霍格華茲那

樣有充滿星星的天空｣，可知遊客攜帶了電影的記憶，幻想自己能夠真正進入一個

魔法學校，但其實仍身處在一個真實的世界，所以造成了稍許的失落感。 

藉由以上的異同處可了解遊客其實有受到導覽書的影響，遊客選擇敘述的標

示物、形容語句皆與導覽書大同小異，遊客就像是在現場找尋出了導覽書中標示

物，再加上其他旅遊中介及自己的當地探索，爾後綜合兩者在自己的網誌中重新

再現與建構了牛津基督學院的飯廳。 

同時由於導覽書除了有放置電影場景的照片外，也包含了場景周遭的景致。

所以在17位受訪者所提供的照片中也不僅只包含著哈利波特拍攝地一角的畫面，

也包含著周遭特殊景致的影像，如遊客 F4 與 F9 的部落格中除了有飯廳的照片，

也有刊登牛津大學內部其他的影像。 

 

(三)參加英國在地遊程及重回現場 

遊客受旅遊資訊的推介而參加了愛丁堡的在地行程，受訪者提到由於在遊程

中時間有限以致遊客無法多作停留，所以受訪者在導覽結束後，還會自己特別花

時間重回景點，如回到墓園去尋找墓碑並拍下墓碑的照片，或是回到大象咖啡館

用餐。 

在受訪者 F7 的網誌〈尋找哈利波特的蹤跡之番外篇〉中提到： 

據說當年貧困潦倒的單親媽媽 J.K. Rowling 每天就是在這個安靜的咖啡廳，

點了杯咖啡藉著暖爐的溫暖，完成了風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第一集……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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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墓園裡找到了二個重要主要的名字，當搜尋到一些蛛絲馬跡時真的是興奮

不已。(F7 網誌文章) 

從上段網誌文字中可了解，受訪者又參照著愛丁堡的導覽行程又重回到咖啡

館與墓園去尋找哈利波特蹤跡，由此可知遊客的確受到導覽行程的影響又回去景

點欲蒐集地標與標示物。同時在吸收導覽人員的景點介紹後，使自己在造訪咖啡

館時能與哈利波特的背景有更多的連結，使自己能體會該地景更多的故事。特別

的是遊客又透過自己部落格再重述一次導覽的介紹，如｢據說當年貧困潦倒的單親

媽媽 J.K. Rowling 每天就是在這個安靜的咖啡廳，點了杯咖啡藉著暖爐的溫暖，

完成了風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第一集｣，從此句便證明遊客藉由導覽的介紹再次重現

了景點。在 F7 網誌中也放上自己所拍下的哈利波特相關墓碑，以證明這個墓園

與自己旅程的魔法特殊性，如下圖： 

   

        F7 受訪者所拍攝的                        F7 受訪者所拍攝的 

William McGonagall(故事中的麥教授)的墓碑      Riddle(故事中的佛地魔)的墓碑 

   (照片取自魚兒水中自在游部落格)          (照片取自魚兒水中自在游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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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魔法周邊商品的回憶 

紀念品除了與景點有符號關係之外，也提供了物質性的消費樂趣，對於觀光

客來說這些周邊衍生品都是具有哈利波特價值的旅遊紀念品，不僅可使遊客擁有

魔法，還可以紀念旅行。但筆者的 17 位受訪者在旅途中皆沒有購買周邊商品，大

多原因就是訂價太高而捨不得購買，如受訪者 F6 雖然覺得商品都很精緻，但又

因為價格問題而決定不購買，同時也因為覺得買了魔杖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會用到，

若買了就像是買個幻想或當作收藏用，不過她覺得那是非常適合小朋友的玩具，

見下文： 

其實紀念品店也逛很久，還不錯。我就曾經想要買魔杖，但就很貴又想買了

應該自己也不會用，所以就忍住了，我朋友有買衣服。那邊東西還滿多，滿

精緻，也不是很便宜，但很多小朋友有買，我覺得很適合小朋友，那個魔杖

就很多是爸爸買給小朋友。(F6,女,25-30) 

 受訪者 F7 原本也非常想要購買魔杖，但也是因為價格問題而決定放棄，最

後就只好在片場的紀念品店與魔杖、學院分類帽(Sorting Hat)合照以做紀念並滿足

想像，見下文與下圖： 

沒有，太貴了，因為被阻止了，因為真的賣太貴了!一根木頭就要 25 英鎊，

最後我就是在那邊拿一下魔杖，戴一下分類帽過癮一下而已，他的東西跟迪

士尼跟環球影城比起來是偏貴耶。(F7,女,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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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7 受訪者拿起魔杖並說出咒語                F7 受訪者戴上分類帽並說出葛來分多 

   (照片取自魚兒水中自在游部落格)               (照片取自魚兒水中自在游部落格) 

 

 

     

   部落客露易絲與嘿美(Hedwig)玩偶合照        部落客露易絲身著魔法袍與手拿掃帚 

 部落格註解:｢你也可以在這邊帶隻嘿美回家｣ 部落格註解:｢在紀念品部可以買到一整套的巫師學生  

      (照片取自露易絲夢遊仙境部落格)      服，但是相當貴貴。 所以穿一下拍照就好了，連那隻 

                                             不能掃地的掃帚也要兩百鎂!｣ 

                                              (照片取自露易絲夢遊仙境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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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部分可了解，雖然受訪者並沒有購買紀念商品，但是還是會想要與這些

魔法商品合照以體驗虛擬奇幻的感受，並紀念自己與魔法的互動，事後遊客回到

家後還可以透過這些與魔法商品的照片以回味當初的旅遊，重要的是經由遊客將

紀念品的展示再度開啟了旅遊經驗的敘述與傳播，且再次建構了哈利波特地標。 

總結上述，遊客在到達景點之前，他們的景點資訊與印象除了來自電影之外，

導覽書、他人的部落格、及當地的旅遊宣傳等等都是他們獲取資料的地方，也因

為這些台灣與英國的旅遊中介不停地形塑地標，提供資訊使他們對景點印象深刻，

使得景點成為一個在遊客心中代表性的地標，進而促使他們去記錄這些景致。而

旅遊結束後，遊客的文字與照片又再次回顧與建構了地標，雖然這些受訪者的資

料影像只是個個人的紀錄不是一個專業的廣告，但它仍具有廣告的效果，藉由這

些遊客的個人影像不但能鼓勵與導覽新的觀光客到該地旅遊，也促使地標的形象

更為的穩固與發展。 

 

第二節  英國與哈利波特的創意想像 

一、英國的哈利波特想像 

17 位受訪者皆表示透過電影、景點資訊、及旅遊中介者的各式訊息使自身對

於哈利波特與城市地景的關聯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受訪者亦表示透過電影也認識

了更多的英國景點，然而受訪者是否透過電影或小說的陳述對英國的文化、國族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呢？ 

Chieko Iwashita 提到由於哈波系列電影裡眾多的場景都在歷史景點中拍攝，

透過這些古老的建築物便傳達了一個英國深具歷史感及古老的印象，同時也促成

英國文化形象的建構。如電影所呈現的學校生活畫面，給予了霍格華茲非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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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寄宿學校的印象，同時也代表了英國的傳統文化：因為霍格華茲是被拍攝在

一個沒有學生使用電腦遊戲及網路的古老的寄宿學校裡；此外電影畫面裡有學校

黑色長袍的制服、灰色 V 領的毛衣、灰色法蘭絨的裙子和褲子、白色的上衣和條

紋的領帶，而老師穿著禮袍等等。這些描繪像是呈現出一個傳統與禮節式的英式

風符號，所以哈利波特電影便讓日本觀眾有著一個印象：認為英國是個充滿傳統、

歷史、古老跟禮節的國家(Iwashita , 2006:69)。 

反觀台灣遊客是否透過電影或小說得到英國文化的形象？針對 17 位受訪者

的訪談資料結果發現，17 位受訪者皆表示在看完電影與小說後只有對英國的景點

有更多的認識，但並無對英國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及印象。綜合原因共有兩大

類： 

第一，是因為受訪者原本便覺得英國很有文化深度，並沒有因為哈波的關係

進而了解到英國；同時受訪者對於英國的印象是來自於其他更多層次的社會建構，

而不是哈利波特。如受訪者 F7 認為｢因為電影跟英國好像是分開的，對我來說英

國本身就是很有文化的國家｣，F8 也表示｢我對英國的感受好像不是來自於那個故

事，而是經由很多東西才建構出來的｣，見下文： 

好像不會因為電影的關係而對英國有更多的認識，因為電影跟英國好像是分

開的，對我來說英國本身就是很有文化的國家，所以我是覺得還好。(F7,

女,30-35) 

其實我並沒有特別因為哈利波特進而對英國產生特別的印象，因為我對英國

的感受好像不是來自於那個故事，而是經由很多東西才建構出來的。(F8,

女,25-30) 

第二，是因為受訪者覺得小說呈現的魔法世界與現實生活中的英國是不同的

兩個世界，所以無法透過故事而聯想到現實的英國。如受訪者 T4 表示｢我也沒有

把故事跟英國連結起來，因為講的太多的場景是魔法世界裡的，所以太難跟現實

生活聯想在一起｣，F1 也認為｢對我而言，哈利波特是另一個世界，和英國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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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下文： 

在我一開始看小說的時候，還不知道是哪個地方的故事，後來才知道是英國

的作家。但我也沒有把故事跟英國連結起來，因為講的太多的場景是魔法世

界裡的，所以太難跟現實生活聯想在一起，也不會把跟英國的生活想像在一

起，只有在看到電影的時候，可能透過他們的服裝才會多少一點覺得有英國

的感覺。(T4,女,25-30) 

對我而言，哈利波特是另一個世界，和英國不一樣；應該說參觀影城很像是

去揭開神秘面紗，跟解密的感覺比較像；而英國，我欣羨其文化、美的表現、

歷史故事等等，又加上是第一次去歐洲國家，浪漫點想就跟進入童話世界一

般。(F1,女,30-35) 

由以上可知台灣遊客的分析結果跟 Iwashita 所做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雖然

電影的確將哈利波特故事透過古蹟拍成具有歷史感模樣，或是透過演員衣服的樣

式呈現出一個英國傳統紳士的意象，但是觀者不一定能完全收取這類的資訊，因

為每個觀者接受程度與感受力皆有不同，同時也會受其他社會層次或是本身經歷

的影響，所以會造成不盡一樣的結果。 

雖然受訪者沒有透過故事進而感受到英國的文化，但 17 位受訪者一致覺得透

過電影認識到了更多的英國景點，像是有些地方是在看電影之前完全不知道的，

但透過電影的撥放才進而知道英國有這樣的地景。 

更重要的是，受訪者也提到若不是哈利波特的關係王十字火車站也就是個火

車站，大象咖啡館就只是一個咖啡館而已，這些場所並不會有任何的魔法想像空

間。但通過哈利波特的引介，使遊客能夠在車站裡體驗貌似進入魔法月台的感受，

或是坐在咖啡館的靠窗位子遙望好似魔法學校的愛丁堡城堡，使自己沉浸在真實

與虛擬的中介迷離空間裡。像是有去過大象咖啡館受訪者(T3、T5、T8、F4、F6、

F7、F8)，有 T3、F6、F7、F8 入內進行用餐，他們皆提到自己會特別選在 JK 羅

琳寫作的靠窗位子來用餐，或是想像 JK 羅琳可能坐在某張位子上，以使自己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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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魔法體驗消費的想望： 

我有刻意坐在靠窗的位置體會那種感受，因為看到城堡就像魔法學校一樣，

會覺得喔原來 JK 是在這邊寫出來的。本身咖啡館給我的感覺滿好的，然後

就是你坐在那邊你就可以看到城堡，就可以很直接的聯想到哈波的故事場景，

就感覺滿像在體驗魔法的感覺。(T3,男,25-30) 

我們就假裝我們知道 JK 坐哪裡一樣，因為她是坐在裡面靠窗的位子，但其

實滿多張的，我也不知道那一張，我們就可能是坐在其中的一張上面，我們

就說：｢就假裝她就坐在這邊吧。｣(F7,女,30-35) 

T3 與 F7 都是特別挑靠窗的位置以使自己能更接近 JK 羅琳的創作氛圍，當

遊客能望見同 JK 羅琳望到的景致時，就越能理解為什麼 JK 羅琳能創作出哈利波

特這個故事，如 T3 提到｢我有刻意坐在靠窗的位置體會那種感受，因為看到城堡

就像魔法學校一樣，會覺得喔原來 JK 是在這邊寫出來的｣。F7 受訪者也提到雖然

她不確定 JK 羅琳到底是坐哪個位置，但自己就假裝 JK 羅琳正是在自己這張桌子

上寫作的，這樣就會感覺到自己跟作者與故事是很接近的。 

每位受訪者到店內都會思考 JK 羅琳是坐在哪個位置上，在思考時遊客也會

將自己不在場的故事資訊一併的與現場做結合，如 F8 提到｢印象中我好像有看過

報導她是在窗邊的時候看到什麼東西飛過去，因為愛丁堡有時候因陰暗暗的嘛，

然後就看到後面的古老城堡，就突然靈光一現就有了魔法巫師這個想法｣，藉由報

導的資訊遊客更能理解作者是因為望見了什麼而創作，到咖啡店時自己也會依循

著這樣的視角做想像，使自己的用餐經驗更為的有趣，見下文： 

我心裡有想過她可能是坐在那個地方這樣，印象中我好像有看過報導她是在

窗邊的時候看到什麼東西飛過去，因為愛丁堡有時候因陰暗暗的嘛，然後就

看到後面的古老城堡，就突然靈光一現就有了魔法巫師這個想法，但是窗邊

的位置並不多，所以大概可以想得到大概是哪邊。(F8,女,25-30) 

藉由受訪者的陳述可了解，即使原本是一個無特別特色的咖啡廳，但經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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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波特加持後，遊客便可消費這個由哈利波特符號意義所建構的文化想像。英國

各式景點也經由一些標示物的建構，突顯出哈利波特的意義與形塑出想像，使得

魔法體驗成為觀光旅遊的目的之一，吸引著尋求對魔法氛圍體驗的文化消費者的

到訪。所以當景點生產者與旅遊中介者致力於輸入文化意義與故事到地景時，或

是重新包裝和定位地方的空間內涵，販售地方的想像與象徵時，這便使空間能夠

充滿著文化的氛圍，也可讓消費者從地景的符號意義中獲取幻想，並投身於符號

所構成的感官體驗和情感體驗之中。 

哈利波特相關地景正是通過各式符號的堆砌，建構觀光客對魔法的想像與期

待，並使觀光客在各式符號的指引下與哈利波特故事進行接觸與互動。英國哈利

波特景點的觀光消費性與旅遊吸引力正是由各種和魔法相關的觀光符號所交會而

成的，而觀光客也正在符號的引介下形構出一地的文化想像與好奇。所以遊客透

過故事的連結後，便可經由自我的魔幻凝視在英國各式景點中恣意切換真實或虛

擬的想像，且在其中遊客消費的是對哈波故事的想像，而英國的景點也不再只有

單一的涵義，而是包含著各式魔法象徵意義的豐富空間。 

 

二、哈利波特的創意衍生 

 哈利波特系列從小說、電影、線上遊戲、玩具、文具、主題公園到倫敦片場，

這一系列的產業鏈龐大得令人驚奇，正由於此衍生的產業鏈的成功便成為許多品

牌仿效的範本，坊間也出版了許多關於研究哈利波特經濟行銷的書籍。 

現今市面上很少叢書能像哈利波特般有如此多元的生產，除了故事本身夠吸

引讀者外，華納公司的創意開發也是重要的影響因子，而隨著系列小說的完結與

電影落幕，哈利波特的等待續集風潮已然減緩，但藉由開發相關衍生產品可以拉

長商業生命週期，除了可使哈利波特的影響力更為持久，也可使收益更為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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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奇幻作品能開發的周邊產品較為的多元，因為在一般現實類型的故

事裡所呈現的物品皆是現實生活中亦會出現的，並無特殊性。反觀奇幻作品故事

裡所出現的物品只存在第二世界裡，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會出現，所以任何在故事

裡出現的東西都是特別的，舉凡魔杖、竊盜地圖(Marauder's Map)、魔法學院的服

飾、時光器(Time-Turner)、奇幻生物、掃帚、哈利波特眼鏡都可以被做成週邊商品，

即使是一般的鉛筆也被增添了魔法的想像。奇幻故事給予了紀念品便利的創意，

而電影的具體圖像更給予了紀念品做直接的圖型範本，若無電影將畫面具體呈現

週邊商品便也無法有如此便捷且多元的開發。然而重要的是此文化商品跳脫了文

字與電影，成為了另一的文化形式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使電影有著更為寬

廣的衍生，同時也再度建構了想像。 

在這一系列的衍生商品中，附屬於環球影城內的哈利波特樂園是重點開發之

一，這讓人聯想起迪士尼依靠白雪公主、灰姑娘、唐老鴨、米老鼠等經典動畫形

象而建立起的龐大迪士尼公園王國。從 2010 年美國哈利波特園區開幕後，哈利波

特正騎著掃帚飛向日本，目前環球影城斥資 5 億美元要再次在日本打造哈利波特

園區，預計在 2014 年完工。在宣布於日本設立哈利波特樂園的記者會中，在場的

發表聲明表示：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 帶動了奧蘭多市周邊

佛羅里達州中部的旅遊業也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為整個地區的經濟作出

了積極的貢獻。期望透過在日本環球影城打造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將不僅僅促進大阪・關西當地，也進而讓整

個日本的遊客量大幅增加。進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帶來全國性的長期經濟

效應。 

由此上文可知藉由樂園的興建，受惠的不僅是環球影城與華納兄弟公司，其

帶動的是周邊的就業機會與經濟發展，更可促使國家經濟的成長。透過樂園的於

他國的建立更可使哈利波特的版圖更為的擴張，也使故事的商業週期維持的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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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遠，當然也促成哈波的文化產業更為的厚實。當樂園真實興建起巨型霍格華茲

城堡，以及周邊的一切景觀時，哈利波特的故事便被永久的被建立在真實生活中，

這使民眾能夠對哈利波特有更深的記憶外，也促使年齡層更廣及更多地域的遊客

可親身體驗哈利波特的世界。 

然而當哈利波特樂園開始跨界的時候也會引發了的｢文本地域認同｣問題，如

當 2010 年美國的哈利波特園區開幕時，倫敦市長 Boris Johnson(2010)在接受《英

國每日電訊報》(Telegraph)訪問時便發表了不滿言論，其認為哈利波特故事背景

是在英國，如想要前往魔法學校霍格沃茨，則要在倫敦的王十字車站搭車；想要

進入魔法部，就必須進去倫敦街頭的電話亭，故事中所有情節都與英國相關的，

所以樂園不應該被開設在美國。倫敦市長 Boris Johnson 認為是英國創造了哈利波

特，但卻反被美國人利用而賺進了商機，讓他非常無法諒解，他也提到｢我只要想

到那麼多英國家長必須為了孩子，不得不千里迢迢地飛往奧蘭多的樂園，甚至還

要花錢買各種魔法帽、魔法斗篷時，我就相當生氣｣(Johnson, 2010)。他認為應該

把哈利波特帶回英國，回到屬於原有的故鄉，所以他也在努力說服華納公司開設

一個哈利波特樂園在英國。到了 2012 年倫敦的哈利波特片場開幕後，他才認為哈

利波特終於回到屬於他的國度了。 

 當哈利波特所衍生的觀光開始有著跨國的流動時，便會引發了有關｢文本地域

認同｣的疑問：如果遊客不是到英國拜訪哈利波特，而是到其他國家的哈利波特樂

園去旅遊，這樣算是哈利波特之旅嗎？筆者認為這些樂園之旅仍算是哈利波特之

旅，因為其中的一切都仍是忠於原著且與電影中並無分別，雖然有著地域背景上

的差異，但遊客依舊可透過樂園的完美仿擬而享受哈利波特的魔法氛圍，甚至連

英國的文化也能體驗到，如在美國的哈利波特樂園裡的餐廳賣的可是英式炸魚與

下午茶。然而，如果是其他地域的樂園觀光也能算是哈利波特旅遊的話，英國當

地又有何特點？筆者認為由於哈利波特小說與英國的緊密性、電影地景皆源自於

英國、到了當地景點後還能認識英國的歷史脈絡、體會真實的英國自然風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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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比他國還更趨近於文本與英國的真實性，更可充實除了哈利波特外的多層

次旅遊體驗。 

 筆者接續討論哈利波特對英國經濟與文化層面的影響。在經濟層面上，由於

哈利波特的關係 Scholastic 公司、Hornby Trains 玩具公司等紀念品製造商股價不

停攀升，全球各地的玩具零售商還為哈利波特設立一個部門。而全球的印刷業(及

其他有所關連的相近產業)也因而獲利，每當新書發表時運輸業也會加倍運轉，更

不可忽略的是其促成的旅遊業發展(Brown, 2005:108)。  

除了經濟層面之外，根據 Brown 相當有趣的調查顯示，因為哈利波特的關係

英國和法國的寄宿學校申請人數大大的增加；眼鏡業也在哈利波特的帶動下獲得

成長，許多孩童都希望能配上一副巫師的眼鏡，以使自己長得像哈利波特一樣；

哈利波特的寵物白色貓頭鷹也成為了現實生活中的熱門飼養動物；許多 JK 羅琳

所發明的字彙，如麻瓜(Muggle)、魁地奇(Quidditch)、葛來分多(Gryffindor)等不僅

走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成為民眾喜愛的用語，有調查表明魁地奇(Quidditch)

是英國第二受歡迎的字詞；英國人中只有 8%能正確拼出 Jane Austen(珍.奧斯丁)

的名字，但卻有 85%能正確拼出 Hogwarts(霍格華茲)；教英語的老師們說哈利波

特小說對於要提高英語程度的外國學生，及英語學習有困難的孩子來說是理想的

輔助讀物；愛丁堡也因哈利波特的起源地成為了世界文學第一城(Brown, 

2005:109-111)。 

總結上述，哈利波特電影促成的社會現象就是這多元的創意產業，除了促成

社會的經濟效益外，更往文化的層次邁進，綜合經濟與文化層面來說當小孩能從

哈利波的被單中醒來，用哈利波特的背包上學，拿出葛萊芬多學院的筆記本，回

家穿著哈利波特的睡衣睡覺，睡覺前再閱讀一次小說，這塑造的不僅是商機更是

建構了民眾的文化想像。重要的是透過各式的衍生商品流轉更可使未來新一代的

消費者能夠繼續認識哈利波特，而哈利波特也正漸漸成為一個獨特性的品牌形象，

正如芭比娃娃、迪士尼般具有永久性的偶像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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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小說與電影的觀光奠基，到台灣與英國的雙重旅遊中介的宣傳、形塑景點，

促使遊客被吸引至哈利波特景點去探索自己曾經在電視上、書上、摺頁上看過的

地標，並透過這些旅遊中介的指示導領自己在景點中觀察與遊覽，事後又透過遊

客自身的旅遊紀錄又再度重現了地標的樣貌與特色，不僅穩定了哈利波特地標的

地位，也證明了遊客深受這些旅遊中介的影響，以上便是一個哈利波特景點的詮

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 

從受訪資料發現台灣觀光客並沒有透過故事進而感受到英國的文化，歸結原

因共有兩者，第一是受訪者對於英國的印象早已來自於其他社會的建構，而不是

哈利波特；第二是受訪者覺得小說呈現的魔法世界與現實英國是分屬兩個不同的

世界，所以無法透過故事而聯想到現實的英國。 

雖然如此但遊客仍透過電影多熟悉了英國的景點，同時景點也經由符號的建

構，進行地方想像的鋪陳，導引遊客凝視與消費幻想，使得王十字火車站不再只

是個車站，大象咖啡館也不再只是個咖啡館。遊客便是在這意義豐富的景點中將

符號解碼，使自身沉浸在哈利波特的故事氛圍中，成功消費了一個奇幻的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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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灣觀光客的魔幻凝視 

哈利波特故事從小說進而衍生至電影的過程正如將文字轉變成一個具體的

形象的方式，這促使觀者對於故事有著不同的體驗與了解，所以筆者先提及觀者

對於哈利波特小說到電影的認知與看法，以為後續的消費者電影觀光體驗做奠基。

而本章的重點主要有三者：一，佐以精神分析探討遊客在凝視景點時的感受，及

遊客心中的地景圖像與意義，並藉由以上歸結出魔幻凝視有心靈想像、心靈模擬

與中介迷離的特質。二，從旅遊的實踐剖析遊客與標示物或地景有著什麼樣的互

動及展演，並佐以探究哈波電影觀光對於遊客來說是否是一個真實的旅遊。三，

最後筆者透過受訪資料陳述出當遊客實際造訪哈利波特景點時，與自身地景想像

的落差，從此了解電影觀光客對於電影觀光的喜好與想法。 

 

第一節  從小說到電影的認知與看法 

本研究的受訪者共有 17 位，筆者在這一節中將受訪者分成三類，第一是皆看

完全部電影與小說的遊客(T5、F1、F4、F7、F9)；第二是看過的電影集數多於小

說(T1、T2、F2、F3、F5、F6)；第三是看過的小說集數多於電影(T3、T4、T6、

T7、T8、F8)。這三類的受訪者的共通特性是皆明白此故事是虛構的，不過依然

願意享受於 JK 所創立的魔法世界中。不同之處為第一類受訪者是不論小說或電

影都相當喜愛；而第二類的受訪者認為影像幫助他們畫面的建構且較容易進入故

事中；第三類受訪者認為小說的敘事力較好且促成的想像空間較多。在下文中筆

者會針對此分類做討論。 

哈利波特是屬於奇幻故事，其位處的背景與現實世界有著不同的規律，JK 所

創建的魔法世界是一個幻想的建構，是處在一個架空且不真實的世界裡。在故事

裡除了存在與現有物理規律不同的超自然現象像是魔法，也有虛構的生物與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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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是這個魔法世界與現實世界是處在平行時空的，主角可以隨意穿梭現實與

魔法世界中，例如轉進斜角巷(Diagon Alley)就可以到魔法世界，走出巷子又可以

到達現實世界，基於此這個故事對於讀者來說也更容易揣摩，也更可想像在真實

的生活中或許存在另一個魔法世界。 

對於讀者來說，他們知道這個故事是假的，但是卻願意享受於 JK 所創立的

魔法世界中，在看似真實的情節中受訪者會一起跟主角成長、冒險，隨著主角的

情緒起伏一起悲傷、大笑，或是一同慶祝魁地奇(Quidditch)比賽的勝利。這也是

所謂的｢中止懷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即使情節是不符合現實生活的，但是

仍願意讓自己超越現實的界線，去暫停質疑與批判，並使沉浸於虛幻的世界裡： 

認識魔法世界的過程有很多驚喜。從我們熟悉的現代生活，突然進入到魔

法世界很有趣，自己會不自覺想像生活周遭的景物或許跟魔法世界有關連。

哈利波特一開始也是個平凡的小男孩，後來進入魔法世界開始學習，讀者

也跟哈利波特一樣，一起慢慢地認識整個神秘的魔法世界，對我來說這個

過程是最有趣的。而且故事裡的魁地奇、魔仗、貓頭鷹、糖果、斜角巷等

許多東西的描述，都很細膩，有種好像這個世界可能存在的真實感。(T3,

男,25-30) 

每一集的故事都鋪陳有序，也看見哈利、妙麗還有榮恩及所有小演員這七

年來的成長變化，故事的劇情從很多方面切入，有關友情、親情、愛情。

黑魔法、白魔法、精靈、矮人、巨人、野獸、每次都看得好不過癮！故事

也在現實人纇世界轉換，大部分麻瓜人類不曉得魔法世界的存在，每次都

引人遐想入勝。每次都看完一集都很想從腰際間掏出魔仗，大聲喊出魔法

咒語來。(F2,男,30-35) 

基於觀者對於故事的喜歡與投入，也使得畫面與情節鮮活起來，當故事有人

願意聽，這個故事才會變得真實，正如 JK 所說的：｢當有人願意去聆聽，這個故

事才會存在。｣所以在這前提上，當觀者願意相信故事的本質，才進而使自我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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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懷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階段，樂意隨著故事情節的脈動與想像而有情

緒上的起伏。 

基於觀者願意去接受這個故事，所以也願意去觀看小說與電影，而小說的文

字到電影的畫面呈現，觀者有著不一樣的看法，大致可區分成兩部分：第一，看

過電影集數多於小說的受訪者(T1、T2、F2、F3、F5、F6)表示在小說中無法具體

想像的畫面，藉由電影的呈現才使其有了概念，這類的受訪者也是傾向於喜歡直

接接受影像的呈現。第二，看過小說集數多於電影的受訪者(T3、T4、T6、T7、

T8、F8)表示電影的畫面與其文字的想像有落差，認為電影限制了想像的空間，這

類的受訪者是較喜歡小說的文字描述。 

在第一個部分指涉觀者原無法藉由小說的文字獲得一個具體的畫面，但是經

由電影的呈現後，便了解了原本文字想要表達的空間樣貌： 

比如說魁地奇這個比賽，我在看小說的時候會不知道它在講什麼，像是在描

述進球或怎麼操作的時候，我完全不能憑空想像，但是在電影裡的時候我就

知道它是怎麼樣的情況。(T1,男,25-30) 

這便是電影藉由電腦技術將魔法空間塑造成一個立體且看似真實的環境，透

過電影技巧魁地奇球賽(Quidditch)能在空中運作，選手們能騎著掃帚比賽，也補

足了觀者無法想像的情節。這類的受訪者皆表示藉由電影比較能夠感知畫面，故

事吸收度也比較好，因為經過電影的圖像化與特效後，使其更容易進入魔法世界

裡，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會較喜歡選擇看電影的原因。 

第二部分指涉觀者原藉由小說所構築的畫面與電影呈現的不同，認為電影破

壞了他們原本的想像。因為這類的觀者在還未看電影之前，藉由小說的文字已在

自己的腦中建構出一套場景及畫面，當電影與自己腦中的樣貌不符合時便會覺得

電影把自己的想像破壞了。例如：有受訪者 T4、T8、F8 覺得小說中的一位狼人

教授—路平(Remus John Lupin)應該是個相貌俊俏的人，結果電影裡卻是一個面目

蒼白的中年男子，便令受訪者相當失望；或是原本認為佛地魔相貌很可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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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裡卻是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就變得有點可笑；當然也有受訪者 T8 認為電影

中的魁地奇比賽(Quidditch)跟他想像的完全不同。這類的觀者便是傾向於喜歡透

過文字的描述，讓其自由地建構畫面，也認為如此想像的空間也較大，所以他們

只觀賞過四集以下的電影，大部分只選擇閱讀文字，以此也可說明其實電影對部

分觀者而言，是入侵他們原初自我構想的畫面。 

皆看完電影與小說的遊客(T5、F1、F4、F7、F9)就較無上類的問題，選擇觀

賞完電影與小說的受訪者都滿喜歡這兩者的呈現方式，他們都同時藉由小說與電

影互相補足自己無法想像或是無法獲得的細節： 

兩者各有不同，小說文字敘述比較詳細，電影因為有時間限制，但電影把想

像力變成真實的，兩個都滿享受的。(F7,女,30-35) 

綜合上述，雖有這兩類不同看法，但受訪者一致認為小說的確比電影來得細

膩且好看，不過也理解小說有較大的範圍可以詳細地描述細節，而電影每部都只

有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限制，所以電影在情節上會疏漏或沒辦法呈現出這麼多的

想像；雖然在某些情節中電影破壞了想像，但是依舊不反對電影能作為小說畫面

的補足，或是認為其高超的電腦技術讓魔法世界較為具體，同時也讓不擅於閱讀

文字的人能有機會接觸這個故事。所以小說與電影也可謂互相補足了彼此的缺陷，

相互填補意義，也同時影響了觀者的認知。 

另一重要的是雖然觀者對於小說到電影的轉譯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 17 位受

訪者仍樂意去觀賞電影及認可 CGI 電腦繪圖(computer generated images)，因為基

於觀者已然樂意接受這個虛擬故事且正享受於這個虛擬情節裡，所以其影像的真

實性與否對觀眾而言也顯得沒有這麼的必要。也因為如此在電影的轉譯後，觀者

也願意到訪電影場景去體驗魔法氛圍。 

 除非遊客願意去｢相信｣，否則從小說、電影到其觀光都不是真實的。這是筆

者在談遊客在體驗電影觀光之前最主要的論點，因為相信所以遊客願意身體力行

到異地去探索，也因為相信這些電影景點才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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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遊客的魔幻凝視與幻想 

當電影將虛擬場景建築在真實的地景後，除了使觀眾透過電影認識了英國各

個景色，也促使哈波故事有一個具體的地方可供旅遊，而當地也開始挑選、組織

地景與符號讓觀光客得以凝視。17 位受訪者皆談到驅使他們願意到電影場景旅遊

的原因大體需要有兩個部分：第一，因為被故事及電影的刻劃所吸引；第二，本

身景點特別。所以遊客除了有著電影的因素外，也會考量實際的景點是否特殊值

不值得一去，景點是否特殊這部分除了包含景點本質是否具有歷史、風景是否壯

闊、建築是否具有吸引力外，景點符號運用的能力也是個因素之一，因為當景點

充滿魔法符號可供凝視時遊客便也願意到當地旅遊。 

當遊客被驅使前往到了電影場景時，其凝視了什麼？想像了什麼？這便是此

小節欲探討的重點，此節會針對觀光客的心理層次並佐以精神分析探究觀光客對

於哈波電影地景的感知，及在凝視景點時其心中所產生的真實地景與虛擬地景的

流動。 

 

一、魔幻凝視的心靈想像 

17 位的受訪者在凝視電影場景時皆發生程度不一的將虛擬的電影畫面與真

實的地景做並置的情況，如受訪者 F4 與 F9 在景點時聯想到故事的情節： 

我在牛津的飯廳中會不停的跟朋友訴說，像是他吃的東西會越來越多啊，或

一直跑出來之類的。我也會一直解釋說這邊在電影裡是怎樣呈現的，比如說

照片的裡的人會跳出來一起吃之類的。(F4,女,25-30) 

在 Alnwick Castle 時就會聯想到他們第一次學飛行掃帚，而且當我走在城堡

外的草地上，也會想到學生們在校園內穿梭的景象。(F9,女,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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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F4 受訪者在牛津基督堂學院的飯廳參觀時，除了望見了真實空間外，心

靈上也出現了一幕幕電影的情節，從｢他吃的東西會越來越多啊｣、｢照片的裡的人

會跳出來一起吃之類的｣的描述可知在受訪者的心中真實的地景也有了會自動增

長數量的食物，畫中的人物也都現形出來一起吃飯。F9 受訪者在安威客城堡時，

也提到她會｢聯想到他們第一次學飛行掃帚｣及｢想到學生們在校園內穿梭的景象｣，

藉由此描述可知受訪者在周遭的建築之外看到了魔法學生騎著掃帚的樣子，或是

學生在校園穿梭的景象。 

在受訪者 F7 的〈哈利波特迷不能錯過的拍攝片場參訪直擊〉網誌內也有心

靈想像的情況，她在網誌中陳述片場的參觀情況時，除了放置照片外也會在照片

底下描述該模型、場景的故事背景，或是描述出自我的想法。如其在片場望見了

故事中的意若思鏡(Mirror of Erised)時，她這麼描述著： 

是哈利在霍格華茲與巫術學院的某個走廊發現。……按照校長鄧不利多的說

詞意若思鏡只能顯示出人在內心最深沉的渴望，所以這鏡應該叫做渴望鏡，

哈利曾在鏡中看到已過世的父母，還一度沉醉其中。(F7 網誌文章) 

從受訪者 F7 文字描述出故事關鍵字：｢哈利｣、｢霍格華茲與巫術學院｣、｢校

長鄧不利多｣、｢意若思鏡｣，可了解當她站立於真實的意若思鏡的道具前時，便可

連結到哈利波特的虛擬故事情節與畫面。藉由此文字描述可明白遊客在望見意若

思鏡的道具時，她同時也聯想到故事中意若思鏡的劇情，並想到哈利波特曾站在

鏡子前看到過世父母的場景。受訪者甚至也在此道具前拍下自己與鏡子的合影，

正若自己是在意若思鏡前看見自己內心的深沉渴望，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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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F7 與意若思鏡(Mirror of Erised) 

                         (照片取自魚兒水中自在游部落格) 

 

由於電影觀光客在景點中有想像的反應，筆者便使用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電

影觀光客的觀影與旅遊特質。觀光客主體性(subjective)的幻想、作夢，來自於無

意識，而這無意識又來自於常出現的視覺性和視覺影像的規訓，所以當遊客因電

影或電影景點而產生魔幻想像時，不可忽略這內心反應是由電影、景點標示物、

導覽書、網路上資訊所支持的。 

特別的是在旅遊過程中也可以透過特別的手法加強觀者的情感效果，如受訪

者 T1、F6 出發前為了確認景點，便重播影片看了該段的景點與情節，由於觀者

增強了電影的記憶，所以抵達現場時也較能建構出幻想；景點現場透過劇情提示

或是劇照，讓受訪者能藉由電影相關物進入想像；或經由導遊的敘述性介紹將遊

客帶入虛擬的情節。 

Rose 引述 Cowie(1990)的幻想(fantasy)觀點以做觀者的精神探討，幻想(fantasy) 

處於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當這兩者境域交流時幻想就會發生。而電影與幻想之間

有一種視覺快感(scopophilia) 的關聯，所以當觀者看到失去或自己無法獲得的喜

愛東西時，幻想便出現了，而藉由幻想自己獲得失去或無法得到東西的快感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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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作欲望(desire) (Rose, 2001/2006:163-164)。 

以幻想(fantasy)的觀點來理解電影觀光客在造訪電影場景時所產生的情感反

應時，可發覺電影觀光客在電影中看到了無法到達的魔法世界時，幻想就出現了。

而當遊客目睹到真實的電影場域時，也可將此幻想套用至地景之上，所以遊客會

透過電影的引介而心靈想像電影情節使自我參與幻想，幻想自己無法進入的魔法

世界，這也可視為電影觀光客欲使自我獲得魔法體驗的欲望。如受訪者 F7 站在

片場的意若思鏡道具前時，透過電影的引介聯想到哈利波特的故事情節，幻想自

己進入了魔法世界與意若思鏡交流。特別的是遊客在旅遊中還可以隨心所欲聯想

自己想要的情節，因為 Cowie(1990)提到幻想提供了各種主體位置，所以遊客可

以選擇多種詮釋角度。 

當然在受訪者中並沒有全部人都可以完整的想像電影的畫面與故事的情節，

正如前述有提到 17 位受訪者在凝視電影場景時皆發生程度不一的將虛擬的電影

畫面與真實的地景做並置的情況，如皆看完全部電影與小說的遊客(T5、F1、F4、

F7、F9)便能較清楚地描述當時在望見景點時自己心中所想到的畫面與情節，他們

在景點現場都能很清楚的聯想到在這個空間中主角們發展了什麼故事，能回想的

片段也比其他受訪者更多。 

筆者藉由受訪遊客在牛津大學的基督堂學院的飯廳的感受情況，比較看完全

部電影與小說的遊客 F9 及尚未全部觀賞完電影與小說的遊客 T1 的陳述： 

在這邊我想到用魔法變出的滿桌美食的畫面，這是印象最深的!然後還有美麗

的魔法天空。(F9,女,25-30) 

我就回想到哈利波特在大廳裡吃飯，喔原來他們就是在這邊吃飯就這樣。(T1,

男,30-35) 

看完全部電影、小說的 F9 受訪者透過｢用魔法變出的滿桌美食的畫面｣、｢美

麗的魔法天空｣的細膩語詞來描述自己的想像，明顯的 F9 受訪者較能回述出故事

的細節，且其描述較有一種畫面的生動感；反觀尚未完全看完電影與小說的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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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只能大範圍的回想到｢哈利波特在大廳裡吃飯｣，文字敘述及畫面較為單調，

只能想到那是吃飯的大廳。所以藉由受訪者地描述可推斷，雖在電影場景中遊客

皆能在當下聯想到電影的畫面，但是依舊有著想像程度上的差異，這想像程度的

差異其中一個原因來自於｢遊客本身涉入故事的深淺度｣，若遊客觀賞完全部的電

影與小說也代表著其對於故事有較大的熟悉度，反觀尚未看完故事的遊客對於情

節的印象便沒有如前者如此深刻，而此便會造成想像的畫面與情節有著不一的情

況。 

當然除了遊客本身涉入故事的深淺之外，景點本身的空間辨識度、運用標示

物的能力也會影響遊客的心靈感知，筆者在第四章提到古蹟場所與電影所拍攝的

畫面差距過大使其辨識度不高，所以遊客即使到了現場也無法立刻回想起電影的

畫面，若是有適當運用標示物的提醒及塑造空間便能使遊客與當地有較深的想像

連結，空間的部分筆者會於下個節次再做詳細的討論。 

這部分筆者主要強調｢魔幻凝視｣指涉奇幻電影觀光客除了眼前所見的真實景

點外，內心還會浮現電影的虛擬畫面，以滿足自身進入魔法世界的欲望。當真實

與想像兩者相互交疊時，心靈的畫面便會在遊客身上成形，所以遊客在真實地景

中還可以在心靈上看到不存在現場的電影畫面或角色。 

 

二、魔幻凝視的心靈模擬 

 從受訪的訪談資料與部落格顯示，在電影場景中遊客除了有心靈的想像外，

還有心靈模擬的情形，所謂的心靈模擬(mental simulations) 指遊客會將自己幻想

成電影中的角色或是模仿角色的動作： 

在片場時我有模仿榮恩的衰臉，還有拿著魔杖說：｢去去武器去｣(Expelliarmus-

繳械咒語)。(F2,男,30-35) 

我在片場的紀念品店戴上分類帽的時候，我就有說:｢葛萊分多｣ 。然後拿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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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的時候就隨便講像：｢去去武器去｣ (Expelliarmus-繳械咒語)，都有玩一下，

不只有我喔，很多大人也有(F7,女,30-35)。 

F2 受訪者在受訪中描述｢我有模仿榮恩的衰臉｣、｢拿著魔杖說去去武器去｣，

可見受訪者在片場便興然模仿起主角之一榮恩(Ron Weasley)最常出現的臉部表情，

或拿起魔杖模擬起當巫師的樣子並說出咒語，藉由這些行為便可了解受訪者正是

將自我投射在榮恩的身上，且想像自己成為了一個巫師。F7 受訪者如此描述｢戴

上分類帽的時候，我就有說葛萊分多｣、｢拿魔杖的時候就隨便講像去去武器去｣，

從此可了解 F7 受訪者當戴上分類帽(Sorting Hat)時，內心就幻想著自己是個霍格

華茲的新進學生，正待著分類帽將自己分配到葛萊分多學院(Gryffindor)，或是幻

想自己真正是一個巫師可以拿起魔仗並說出咒語。F7受訪者也提到｢不只有我喔，

很多大人也有｣，由此可見這個情況並不是只有筆者的受訪者有，且不僅是小孩而

是大人也有的普遍情況，所以不論是孩童或是大人遊客的想法與行為都指涉他們

將自我的心靈與不在場的虛擬主角連結在一起，在凝視景點時心裡同時在演出哈

利波特的故事。 

正如 Roesch 提到當真實與虛擬間有著連結時，也會使遊客從外在的發現轉成

內在的幻想，而這幻想又能促使遊客有著｢心靈的模擬｣(mental simulations)。心靈

的模擬意指遊客在相信故事及欲望驅使的基礎上進而去扮演他者(the other)，心靈

的模擬讓遊客能夠安全地藉由心靈去探索他者的人生，而不用去放棄自我的個體

(Roesch , 2009:144)。 

若以精神分析來探討電影觀光客的心靈模擬情形，筆者便套用 Laura 

Mulvey(1989)的視覺愉悅(visual pleasure)觀點來做論述。視覺愉悅有兩個源頭：窺

視(voyeurism)與自戀(narcissism)，筆者取其中的自戀(narcissism)來做電影觀光客

的心靈模擬論述基礎。 

自戀奠基於鏡像階段(mirror stage)與理想我(moi ideal)的概念，若以鏡像階段

來探討電影，便可發覺因為電影敘事的主角體現了觀者/主體在鏡像階段的融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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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形象，所以觀者把自己當成了主角。Mulvey 也同時強調由於鏡前自我(ego)所構

想的完整、理想形象，都在主角的迷人特質裡，所以觀者便與螢幕上的主角互為

替身(alter ego)，藉由滿足欲望與對主角的認同，而形成了自戀的愉悅(Rose, 

2001/2006:148-149)。 

電影螢幕與鏡子十分相似，當觀眾凝視螢幕時則與嬰兒在鏡中尋求自我時的

情景是相同的。從外在層來看觀者用自己的眼睛凝視螢幕，但從知覺層面來講觀

眾所凝視的除了螢幕外，同時也是鏡子裡的自我影子、幻想或複製品。所以當觀

眾在觀看電影時也會與嬰兒般看到貌似自己的融貫自我，而情不自禁的與電影主

角們一同喜怒哀樂，使自我投射在主角身上，將自我想像成主角。雖然 Mulvey

描述的視覺愉悅是來自於螢幕上被看的女性，不過換另一種視角思考，筆者認為

觀者的愉悅與很多因素皆有關，性別應該只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因素。如城市觀看

鄉村的純樸、不同文化的觀看、現實觀看魔法等等，都可以成為是視覺愉悅的泉

源。 

以此觀點來剖析電影觀光客的心靈模擬情形，便可認知當電影觀光客在觀看

電影時，看見主角有著完整且融貫的形象，且擁有了自我沒有的魔法力量，便興

起了幻想進而使自我投射在主角身上，所以觀者便成為了主角。當觀者到電影拍

攝景點時，也會將電影的記憶帶至現場，再次將自我認同成魔法主角進而在電影

旅途中去扮演他者，以滿足自身幻想擁有魔法力量或進入魔法世界的欲望，而形

成了自戀的愉悅。 

Cowie(1990)也提及由於電影中有眾多的角色與切入點，觀者可以對好幾個角

色做幻想的認同。所以遊客在現場也可以同時模擬許多角色的特徵，遊客可以任

意挑選主體位置不受拘束，不管性別或是其他的差異，可說幻想給予了電影、觀

眾、地景有更寬廣的詮釋可能性，如遊客可以扮演哈利波特，同時也可以在下一

分鐘扮演榮恩(Ron Weasley)或妙麗(Hermione Granger)。 

特別的是由於哈利波特故事傳遞國際的特性，不論是小說或電影都有每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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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專屬翻譯版本，所以這也會促成不同國家的遊客在景點現場時能有不同的展

演方式與心靈模擬情況。如台灣的遊客在片場時講出｢去去武器去｣，這是一個卸

除對方武器的咒語，在英文原文版本是｢Expelliarmus｣，但台灣遊客在片場時講出

的是｢去去武器去｣。拆解 Expelliarmus 的字詞，在拉丁文中 expello 有驅趕的意思，

arma 有武器的意思；而中文的去去武器走便是以意譯的方式來翻譯此咒語，所以

在語詞上中文與英文所表達的意義是相同的，依舊是以哈利波特故事的原意來做

翻譯。這部分有趣的是觀者可以選擇自己熟悉的語言，來吸收哈利波特的故事，

同時這些不同的翻譯版本也促使了遊客能有各自國族的展演方式，在旅遊景點中

便可以望見各個國家的遊客使用自己家鄉的語言來唸出迴異的咒語，這也說明了

哈利波特適應了各地域間的文化，進而發展出屬於當地的文化特性。 

然而，不是所有的遊客都能在電影景點中有心靈上的模擬，從受訪資料發現

看完全部電影與小說的受訪者(T5、F1、F4、F7、F9)有 4 位發生心靈模擬的情況；

看過的電影集數多於小說(T1、T2、F2、F3、F5、F6)的受訪者有 4 位有心靈模擬

的情形；而看過的小說集數多於電影(T3、T4、T6、T7、T8、F8)的受訪者只有 2

位。由此可推論在全部看完電影、小說的遊客因與文本的熟悉度較高，且本身熱

愛哈利波特故 事的程度也比其他兩類的受訪者來得高，所以在景點現場也較能產

生使自己投入故事主角的情緒。而看過電影集數多於小說的受訪者產生心靈模擬

的機率大於看過小說集數多於電影的受訪者的原因，歸因於電影的呈現會使觀者

較有具體畫面的印象，因此若遊客接觸的電影量較大時，遊客較能認出景點、佈

景、模型與其所發生的劇情，到現場時便較能望見該特定景物即反應出故事背景，

如此也才能較使自己投入主角的情緒。 

鑒於遊客觀看電影與小說的多寡問題，不見然每位遊客都能發生心靈模擬的

情況，但在這一節次筆者主要強調當觀者沉浸於虛擬的文本中或是電影中時，這

個心靈模擬便可能會發生，在這個活動中觀者會將自己的情緒投入到那個角色中，

同時在扮演他者時自我的身分也會中止。電影觀光客在一些特別的電影場景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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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心靈模擬的活動，他們會扮演電影中的角色或是模仿角色的體驗與感受。 

綜合心靈想像與心靈模擬之特性，筆者認為魔幻凝視蘊含 MacCanell(2001)

「二次凝視」(second gaze)觀點，二次凝視是包含著旅者自身去建構凝視的部分，

換句話說即是旅行者從被操縱到自己成為是操縱者。「二次凝視」作為 Urry 觀光

客凝視(tourist gaze)的概念增補，所謂「二次」的意義相當微妙，除了賦予遊客在

旅行中，其展演性（performativity）及與景點的協商空間外；另方面卻又不忘卻

凝視建構的原初框架，進而關注遊客與旅行空間的再建構。 

Urry(2002)的｢觀光客凝視｣相對於 MacCanell(2001)的「二次凝視」較屬於社

會建構的部分，Urry 強調旅行動機與預期的社會文化建構，這理解了人們為何與

何時想要旅行，也探究了人們選擇去那裡的關鍵因素。有評論者便指出此論點過

於結構決定論，如同將社會文化的強加在旅者身上，使得旅行的實作變得被動。

簡述而言｢觀光客凝視｣屬於被建構的凝視；而「二次凝視」是包含被建構的部分

及旅人可自身操縱的空間。 

「二次凝視」是將旅行者從被動帶至主動，且強調旅者的個人意志與能動性，

二次凝視也避免了典型的觀光客凝視，而試著從被看見的細節裡找出沒被看見的，

或者旅者也會重新建構看見的事物，讓這些事物看起來更加有趣。所以在筆者的｢

魔幻凝視｣中是蘊含著「二次凝視」的觀點，除了使凝視有被社會建構的層次，也

包含著旅人重新形塑景點的操控性，旅人不只望見眼睛所見的旅遊場景，而是進

一步與旅遊地景產生對話，並另建構出虛擬的幻想。 

 

三、魔幻凝視的中介迷離特性 

｢魔幻凝視｣特別之處在於觀者是重新望見了景點，因為其眼光是超越了實際

的地景，在旅程中還包含著遊客的心靈想像與模擬，在遊客的心中也會將空間做

不停地更換，所以在哈波電影觀光的旅途中真實與虛擬不停的在流動，這部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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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了中介迷離空間(liminal space)的論點。遊客的知識、經驗、期待與想像都影

響了當地真實與虛擬之間的擺盪，這種既真實又虛擬的多樣性使得遊客能將景點

重新想像，而景點也就是一個真實地景與再現電影樣貌所互相交會而成的中介迷

離空間。中介迷離處本身就屬一種複雜、曖昧、不易確定地位的矛盾空間，它具

有多種且複雜的含意，同時融合對立的二元事物，又不失二元事物的個別特性。

中介迷離(liminality)可說是一種亦此亦彼的曖昧現象，在其中二元可以彼此交替、

互換，正如同在哈利波特景點中真實與虛擬一直在互相轉換著，且不停的調和出

新的意義。 

因為奇幻電影促動了遊客對於景點的重新想像，在｢魔幻凝視｣中真實與想像

地景是同時並行的，其中是融入了觀光客的期待與觀光客腦中對於各式情境的轉

變。也由於故事的催化，遊客也易將自我的情緒投入在景點中，進而產生所謂的

心靈想像與心靈模擬，遊客藉由故事的想像將景點不停的變形。這除了靠著心中

的想像與記憶外，社會所建構的文本、視覺 (例如電影、小說、網上資訊、旅遊

手冊、告示牌)的符號堆砌也是因素之一，靠著這些想像與符號遊客會進入一個打

撈的過程，透過許多不同的資料再現，來創造一個景點的新價值。就像是遊客覺

得自己從王十字火車站的月台到魔法世界的入口般，遊客自身會有一個不停從一

個空間遊蕩到下一個空間的運作。這個不停止的運作就歸功於空間的多樣性，使

遊客能一直去建構與協調其對於空間與敘述的感知。 

如在 Goathland 車站時，在遊客的魔幻凝視中它除了是一個大眾的交通運輸

地點，同時也是霍格華茲列車的終點站，在此遊客除了看到了 Goathland 車站，

同時腦中又會顯現霍格華茲列車終點站的畫面。這個地方是真實的沒錯，但是藉

由電影的塑造，此地的空間性質變得相當不穩定，因為在遊客心中真實與虛擬不

停的在變動，可說遊客將一地的真實與虛構特質同時併置。當遊客有不同的想法

時就將景點帶出一個新的樣貌，所以景點可說是不停地在被改造，空間意義也變

得更為多元，而旅遊景點此刻也就像是個有轉變潛力的中介迷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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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哈波景點中除了存在著哈利波特的故事外，本身也有著屬於自我的歷

史與傳說，如城堡、教堂除了有魔幻故事外也另有著自我的真實歷史。在電影的

拍攝場景中，這些歷史與魔幻故事可以一樣的被追尋到，像是拉克修道院(Lacock 

Abbey)中除了環境本身的實際歷史淵源外，更被加上了哈波的故事，所以這個景

點是揉合了真實與想像。當哈波的故事進入了拉克修道院(Lacock Abbey)的建築裡，

拉克修道院(Lacock Abbey)就像是曾經真的是霍格華茲魔法學校一樣，同時本身更

形構出一個充滿歷史與奇特、神秘性的新空間。抑或是在格洛斯特大教堂

(Gloucester Cathedral)中，其除了有霍格華茲魔法學校的走廊外，它更具有聖經的

故事與教堂本身關於罪犯、瘋子、謀殺犯的歷史，這兩者一起被嵌進了幻想的魔

法世界裡，再一同呈現出一個新的關於魔法、修士、暴行的多樣性空間。 

對於遊客來說哈利波特的幻想是否會取代原本地景的意義？從受訪資料中

獲得的答案是不會取代原本地景的意義，且 17 位受訪者都認為對於他們來說哈利

波特的幻想與當地的意義是並存的： 

我覺得是並存耶，就是幫他增加一些吸引力，就是一個是現實一個是虛擬的

東西，只是多增添了一些符號跟意象。(F5,男,25-30) 

英國各地也是很有歷史和故事，被取代的機率並沒那麼高。(F9,女,25-30) 

其實你不會忘記車站月台原本的功能，只是多了一些魔法的意義，如果景點

本身是古蹟的話，如果是城堡的話，我還會特別去留意一下古蹟的身分背景。

(T4,女,25-30) 

經由以上受訪者的陳述得知當幻想的元素被編排進入現存的歷史遺跡中，是

豐富了原本的存在物，因為歷史與虛構一起被帶入了真實的生活。筆者於此欲帶

出另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在這種跨界中，雖虛構是被密切的連結到當下，但哈

利波特產生的現象及｢魔幻凝視｣並不會掩蓋住一個空間原始的樣貌，意思也就是

並不會取代了原本的形象。因為除了當地在經營哈波符號上並不會專以哈波的意

義來做推廣，而是與歷史並存的方式來做建構外，遊客本身的認知也是將真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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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做相互融合而不是取代，正如中介迷離的意義是調和二元並使其具有雙生的

特性。所以這空間的豐富性反而是對觀光客轉變了意義，在｢魔幻凝視｣中觀光客

會把自身對於那個空間裡可能的平淡乏味之感，多添加了更多的象徵意義與奇幻

故事。 

不過其實在大部分旅地中皆有中介迷離的特性，不論是歷史觀光、藝術觀光、

音樂觀光等等都包含著使遊客暫離現實生活，而進入一個既有的時間與空間之外

的反結構(anti-structure)裡，在這個結構中既有社會的連帶都被暫時的懸置，且在

中介迷離狀態裡個人將擁有神聖的或是超自然的經驗(Urry, 2002/2007:35)。筆者

認為在奇幻電影觀光中較為突出的中介迷離特性在於：此中介迷離的性質必須依

靠遊客對於電影有基礎的認識才能達至；其虛擬的特性使反結構的空間更為的迴

異與超脫現實；在電影的引介下，透過遊客的實體展演與心靈想像除了使空間的

虛擬故事展現出意義，也更加強了景點的中介迷離特性。 

第一，在哈利波特電影觀光中，遊客必須先持有故事的印象，到了景點後才

能順利幻想到虛擬的情節，若無基礎概念遊客較無法單憑實地的地景與指示就進

入中介迷離空間，因為若遊客對故事並不了解，對其而言虛擬的魔法意義便不會

存在。第二，也因為其虛擬的特性促使遊客更能使自我脫離常軌，擺脫現實生活

進入想像的愉悅情緒中，且使此反結構空間更為的與現實分離。第三，隨著遊客

與魔法的互動、幻想，除了展示出遊客心中的欲望和想像外，也突破了日常生活

的理性認知，同時透過遊客的實體操演與想像，空間的虛擬性才得以體現而出，

也使空間的中介迷離特性更為的顯著。從以上可得知在電影觀光中，電影的引介

與人的參與是相當重要的，若無電影的導引一地便無法有著多元的空間想像，而

若無遊客的實體操演與幻想當地的虛擬想像便也無法顯現出具體的意義，所以在

此中介迷離特性中電影與遊客佔有較大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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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遊客的魔法旅遊實踐 

Urry(2007)主張觀光客的凝視就是所謂｢符號｣(signs)的凝視，所以旅遊就是觀

光客消費與蒐集觀光符號的過程，也就是對景點符號意義的消費。遊客就像是符

號學家(semioticians)不斷去蒐集及消費各類的風景、地標，所以所有的觀光行為

像是目的地的決定、行程安排、購物拍照等旅遊體驗都是為了蒐集及印證符號存

在而進行的。 

這一節次會從具體的旅遊實踐探討遊客在造訪景點時，與標示物或地景有著

什麼樣的互動及展演？藉由攝影或文字蒐集到了什麼符號？以回歸了解景點的符

號建構是否得到成效。 

當遊客具體在現場時，不僅可中和未到達景點前的超現實感覺，也可藉由主

觀的魔幻凝視，及實際與標示物展演將超現實之感變成真實的體驗。第三節主要

延續魔幻凝視的討論，了解遊客也可將心靈想像、模擬運用在與標示物的展演上，

藉由將自我認同成魔法師實際地與標示物展演，而成為一種肢體碰觸魔法的全方

面感受，同時經由與其他遊客的一同遊樂更可使其沉浸於一個集體社會的魔法氛

圍。 

 

一、安威克古堡的騎掃帚訓練 

首先，安威客古堡 (Alnwick Castle)除了藉由一些魔法符號的操作，也運用了

一些設計過的表演來擴大當地的魔法氛圍，使遊客能真正親身體驗在魔法學校的

感受，如其設計了｢騎掃帚訓練｣(Broomstick Training)這項與哈波相關的表演以帶

領遊客參與騎掃帚展演，所以在遊客所攝影的照片中可望見其與現場標示物一同

地在做演出。 

在｢騎掃帚訓練｣(Broomstick Training)的課程中，會有兩個穿著魔法學校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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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授在草地上教導遊客騎掃帚飛行，教授會請大家先拿住掃帚並唸出咒語，接

著跟著指令跨上掃帚，隨著指示在草坪上左右奔跑。當然遊客是無法真的飛起來，

但是透過熱情的教授帶領與貌似能真正飛行的指令、動作，將遊客從現實的一端

帶入虛擬的幻想，使遊客能進入魔法想像並與掃帚一同演出。 

共有２位受訪者(F8、F9)有到過安威客古堡，只有 F8 有看到｢騎掃帚訓練｣

活動，F9 當時去古堡時雖知道有活動，但去的時間點剛好錯過。F8 受訪者表示

由於她去的時候活動已經開始進行了便沒有參加，但她有在旁邊觀看整個活動。

F8 受訪者的部落格〈[UK. Northumberland] 奇幻霍格華茲 Alnwick Castle〉如此

描述她所看見：｢仔細閱讀指標，有發現什麼嗎｣、｢我們先往左進入，這場景有沒

有很熟悉，遠處有人在上課的樣子｣、｢飛天掃帚訓練課｣、｢當年大敗 Voldemort

的哈利波特就在這兒上過課｣。 

F8首先描述｢仔細閱讀指標，有發現什麼嗎｣，她用一張指標圖片來輔佐閱讀，

在指標中可明顯的看到｢Broomstick Training｣，她便隨著指標到達掃帚訓練目的地。

從｢這場景有沒有很熟悉，遠處有人在上課的樣子｣便可了解遊客當初從遠處望見

活動場地時，便認出那是哈利波特的拍攝學習騎掃帚的景點，她並發現有一群民

眾在草坪上聚集，便推測好像有人在上課。她接著望見哈利波特的象徵物掃帚、

教授與騎著掃帚的民眾，便陳述那是個｢飛天掃帚訓練課｣，且順勢帶出她的電影

記憶｢當年大敗 Voldemort 的哈利波特就在這兒上過課｣。 

從受訪者F8的部落格文章可了解從指標起，她便開始閱讀現場標示物(指標)，

辨識出哈利波特的關鍵符號－掃帚訓練地。當望見景點時也順利藉由自己的不在

場標示物(哈利波特電影畫面)認出電影拍攝地。當看見三樣在場標示物(掃帚、教

授、騎著掃帚的民眾)時便認為是個｢飛天掃帚訓練課｣，也同時透過自己的不在場

記憶(哈利波特電影故事)想像到這邊正是｢當年大敗 Voldemort 的哈利波特就在這

兒上過課｣。這以上便是遊客透過景點的各式在場與不在場的符號，辨識出哈利波

特場景的一個連續過程，由此可見安威客古堡的符號建構是成功讓遊客解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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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受訪者 F8 部落格的照片，見下圖： 

 

                         受訪者 F8 與騎掃帚課程 

                           (照片取自 Yvette Tai 部落格) 

 

除了 F8 部落格的陳述外，其接受訪問的時候也提及： 

參加的遊客大部分是小孩子，有些是青少年，有兩個教授非常融入角色，他

們會說：｢我們來訓練騎掃帚｣。我記得有很好笑的台詞，有很好笑的活動，

這個課程主要就是照顧那些小朋友，讓他們覺得很有趣。(F8,女,25-30) 

藉由｢有兩個教授非常融入角色｣、｢他們會說我們來訓練騎掃帚｣可知整個活

動就是透過將魔法真實化的方法，使民眾在現實中一起進入幻想。受訪者也提到

兩位扮演教授的工作人員相當的有活力且熱情，參與者都玩得相當愉快，甚至連

在旁邊觀看的遊客也受到歡樂氣氛的感染。特別的是當遊客跨上掃帚的時刻，教

授還比著天空說：｢看!哈利波特在那邊!哈利你能聽得到我們的聲音嗎？｣經由工

作人員的描述，就像是真的看見哈利波特在現場，且遊客也如真正身處在魔法學

校之中，正因為如此的賣力演出與帶領便使得遊客與景點的魔法氛圍有更深入的

連結。 

除了參與活動之外，遊客也可透過拍照將魔法留存下來，如許多遊客會與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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帚留下合影，大部分都會在跳躍的時刻拍下看似是騎著掃帚飛起來的照片，就像

是透過照片證明自己成為一個能飛起來的巫師。受訪者 F8 提到自己也很想與掃

帚拍照，可惜她是在活動進行中才加入，便不好意思去拿來拍照： 

很想要拿著掃把拍照，可是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很專心在那個表演，如果我

突然跟教授講說可不可以借我掃把就會很尷尬，所以我就站在前面跟他拍照，

但我很想。(F8,女,25-30) 

為什麼 F8 會｢很想要拿著掃把拍照｣？因為當自己拿著掃把拍照時就如同自

己正和魔法互動，在這拍照的過程中也可讓遊客體驗一種存於真實的魔法樂趣，

透過這照片也可證明了此次旅行的哈利波特意義。與掃帚合照的範例如下圖： 

 

   利用跳躍拍攝出騎著掃把飛行的小朋友 

  照片取自 Alnwick Castle 的 Facebook 官網 

    (Alnwick Castle 分享遊客 Ting Tong Bell 的照片) 

 

F9 受訪者也提到在現場看到一些穿著巫師服的小朋友一同參與活動，其實安

威客古堡現場並沒有提供巫師服讓民眾換上，這些小朋友都是自己攜帶服飾到現

場，透過這些額外的巫師服除了可使小朋友能與景點、哈利波特有更深的連結外，

更可使魔法看起來更為的真實。特別的是這也讓周遭看見小巫師的遊客更覺得自

己如同真實在魔法學校一樣，因為透過他人的一同建構魔法可促進遊客自身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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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的感受，這使遊客感覺自己並不孤單而是有同伴，經由社會集體的展演便可

使遊客有種共同身處在一個奇幻環境中的錯覺。 

而受訪者 F8 也說明：｢我最希望的是可以讓我穿上那些衣服，這樣會讓我更

想要去，我覺得這樣拍照起來也比較有價值，覺得更可以紀念那次的旅行。｣由此

陳述可知當遊客真的能穿上魔法學校的衣服時，活動的真實感便會更強烈，也可

使遊客覺得此次旅行更加值得。遊客都是希望藉由這些標示物以消費符號所乘載

的魔法想像，所以景點若能使遊客與哈利波特有更多的接觸時，也可更吸引遊客

前往該地旅遊。 

這一整段｢騎掃帚訓練｣就是透過真實的演出將電影中的虛擬魔法重演出來，

不論是穿著魔法學校袍子的工作人員、掃帚或是城堡的古老磚牆都是一個個的魔

法符號，從遊客拿起掃帚時就是獲取了魔法的象徵物，當遊客聽取教授的指揮就

像將自我認同成了魔法學校的學生，到最後騎著掃帚在草地上奔跑時便是模擬自

己是一位正在飛行的巫師。透過如此多元的角色扮演與集體體驗飛行，讓魔幻體

驗看起來更加逼真，也使旅遊更有紀念價值，以上這種遊客的演出行為，也可看

出遊客在真實與虛擬空間的轉換中，不再只是跟隨著電影主角的腳步，而是自己

真的變成了那個電影主角，滿足了當上魔法師的欲望。 

 

二、穿越 9 又 3/4 月台 

至於，在王十字火車站(King’s Cross)的 9 又 3/4 月台中，遊客又是如何與景

點互動呢？17 位受訪者有 10 位(T1、T2、T4、T6、T7、F3、F4、F6、F7、F9)

到過此景點，此 10 位受訪者皆有以推推車進去磚牆的方式與其合照，以使自己像

是正在穿越磚牆進入 9 又 3/4 月台的樣子。筆者以下會透過 F3 與 F7 的部落格來

分析遊客的與景點的互動。 

受訪者 F3 的網誌〈英國倫敦遊記(London)(六)(完)--倫敦的電影"哈利波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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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景點:Leadenhall market 與王十字車站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如此描述她所

看見的月台： 

倫敦王十字車站真的很貼心，連半截的手推車都"傳便便"。不過其實大家應

該一看就知道這個不是真正拍電影的場景啦……倫敦王十字車站真的粉貼心

啦！特地在車站一樓大廳的某一面牆設了這個假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給所有

哈利波特粉絲來拍照。(F3 網誌文章) 

從｢半截的手推車｣、｢假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給所有哈利波特粉絲來拍照

｣的文字描述，可知道 F3 受訪者從現場標示物(半截的手推車)就清楚辨析出這是

通往 9 又 3/4 月台的位置，同時也清楚這不是真的的電影拍攝地，而是車站另行

興建的模擬空間，所以她便描述這是個｢假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且這個景點是｢

給所有哈利波特粉絲來拍照｣，由此可知受訪者藉由不在場的標示物(哈利波特電

影記憶)清楚了解這是與哈利波特故事相關的景點，同時也知道遊客可以與這個景

點作互動並拍照紀念。 

我們去之前因為網路上大部分文章的照片都還停留在"王十字車站還正在整

修"的期間，但我們去的時候王十字車站已經整修好囉!所以這個"假的"九又四

分之三月台的位置又有移動了，所以我們又在現場四處找尋了一下。後來是

先看到有人在拍照，然後才發現牆上有東西。(F3 網誌文章) 

接著 F3 受訪者的網誌談到她有先透過｢網路上大部分文章的照片｣來搜尋資

料，可知遊客在到景點之前透過不在場的標示物(網路上資訊)，先建構了對景點

的印象。當到了車站時由於過往資訊與現況已不吻合，所以在車站裡尋找一陣子，

直到看到｢有人在拍照｣、｢牆上有東西｣才透過這兩個現場標示物找到景點。綜合

F3 受訪者的文章可知，其是透過兩個不在場的標示物(哈利波特電影記憶、網路

上資訊)，及兩個在場標示物(半截的手推車、其他遊客)才順利解碼此景點所乘載

的訊息與意義。 

F3 受訪者的網誌有放上自己與推車的合照，照片的描述寫著：｢小姿說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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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牆吸進去的感覺｣，遊客透過跳躍的方式塑造出自己要進入魔法牆壁的感覺，如

此才可以與那台半截的手推車做呼應，且使照片呈現出自己真的要穿越牆壁進入

9 又 3/4 月台，搭乘魔法列車去上課的感覺。見下圖： 

 

F3 受訪者以跳躍的姿態與推車合照 

(照片取自雨中散步的貓部落格) 

 

至於，F7 受訪者的網誌〈尋找哈利波特的蹤跡之番外篇〉如此描述出她所知

道的王十字火車站： 

王十字車站 King’s Cross Station—通往霍格華茲的車站。每年暑假過後，哈

利波特和其他所有霍格華茲的學生們都會聚集在倫敦的 King’s Cross 車站 

9¾ 月台，準備搭乘霍格華滋特快車前往學校；這使得此車站成為倫敦最重要

的觀光景點之一。(F7 網誌文章) 

F7 受訪者陳述王十字火車站是｢通往霍格華茲的車站｣，｢哈利波特和其他所

有霍格華茲的學生們都會聚集在倫敦的 King’s Cross 車站 9¾ 月台，準備搭乘霍

格華茲特快車前往學校｣，從此可了解受訪者藉由不在場的標示物(哈利波特電影)

將王十字火車站定義為通往霍格華茲的車站，並藉由不在場的電影記憶將王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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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的故事背景拉出，將真實的景點賦予故事的虛擬想像。 

接著，F7 受訪者描述王十字火車站是在倫敦的重要交通樞紐，不論是從倫敦

到北英格蘭和蘇格蘭都在此出發，而如果是前往愛丁堡便一定會於第九與第十月

台搭乘，受訪者便認為來將愛丁堡視為家的 JK 羅琳把場景設在 9 又 3/4 月台是有

其背景的。此部分文字描述便是受訪者藉由自己的資訊與作者背景，將王十字火

車的真實地理位置、交通運輸概況與作者的背景作結合，以理解故事為何設置在

9 又 3/4 月台，使此月台不僅有著真實的面向，也帶有 JK 羅琳的背景與故事想像，

見下文： 

King’s Cross 車站其實也是倫敦最重要的交通樞紐，不僅是倫敦到北英格蘭和

蘇格蘭火車的出發車站，也是多條倫敦地鐵線交會的車站。若是從愛丁堡來

回倫敦，一定是從 King’s Cross 車站的第 9 或 10 號月台抵達或出發。所以

將愛丁堡視為家的羅琳把月台安排為在第 9 和 10 號月台間的 9¾ 月台一定

也是有其意義的吧! (F7 網誌文章) 

最後，F7 受訪者描述她知道王十字火車站的第九與第十月台中間並沒有月台，

但是之後車站便於 9a 和 9b 月台間設置了「9¾ 月台」的指示牌，並另加了一個半

截的手推車在牆上。由此可知受訪者理解真實的月台情況，同時透過現場的標示

物(9 又 3/4 月台的告示牌、卡在牆上的推車)將此觀光景點的內涵做呈現，她也表

示這是供給影迷拍照紀念用的。這以上陳述皆代表了遊客理解此標示物蘊含的哈

利波特符號價值與其存在的用意，見下文： 

實際上的國王十字車站的第 9 和 10 鐵軌之間並沒有月台，但在哈利波特暢銷

全球後，在第 9a 和 9b 月台間有「9¾ 月台」的指示牌，還添加了一個被卡在

牆中的行李手推車供影迷拍照之用。(F7 網誌文章) 

在這景點中遊客大多以推推車進去磚牆的方式與其合照，以使自己像是正在

穿越磚牆進入 9 又 3/4 月台的樣子，而這推進去的方式每個受訪者都有不同的方

式，如有 F3 受訪者用跳躍的方式使自己像是被牆壁吸進去的模樣，而 F7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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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假裝自己衝刺進入牆壁中的樣子： 

我就覺得很妙，一定要推一下!那時候還很白癡，你又要假裝是要用跑的，才

不會很好笑。(F7,女,30-35) 

 

F7 受訪者以貌似奔跑的姿態與推車合照 

(照片取自魚兒水中自在游部落格) 

 

在 9 又 3/4 月台的模擬空間中，並沒有告知遊客該怎麼與卡在牆上的推車作

互動，或是告示遊客這在哪個情節中出現過，但是每位遊客一望見｢卡在牆上的推

車｣與｢9 又 3/4 月台的告示牌｣，就知道這是跟哈利波特有關的，而且是一個通往

魔法月台的入口，而進去的必要過程就是要穿越牆壁，這也證明了遊客能夠清楚

辨析這兩個現場標示物，並可正確解讀出這個空間所要述說的故事。 

透過照片除了可發覺遊客的確準確捕捉到了景點生產者所設計的主題空間，

也可明白每位遊客都有自我解讀的方式，這也說明了每個人的不同展演都會塑造

出不同的景觀，這也使得 9 又 3/4 月台的觀光舞台更為有活力且豐富。 

同時遊客也提及當自己看到他人也一樣推著推車試圖進入月台時，會覺得很

興奮，因為那時出現了一種大家要一同去魔法學校的感覺。從此可得知遊客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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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心靈感受也可以藉由社會的建構而更加的完整，經由多人一同對環境創造奇幻

的氣氛，使遊客有種來到真正魔法月台的錯覺。 

 

三、到片場騎飛天機車與找尋專屬魔杖 

最後，在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Studios Leavesden)中與魔法互動的情況，四位

受訪者(F1、F2、F6、F7)最多的就是坐上飛天汽車、海格的飛天改裝機車，或是

奧利凡德(Olivander)魔杖店挑魔仗。當片場創造出超真實的魔法地景時，不只滿

足了遊客文化消費的欲望，更讓觀光客獲得了身心的愉悅，遊客更可親身參與展

演，演譯魔法角色。 

如 F1 與 F2 受訪者的部落格〈12【英國蜜月】D7(上)@哈利波特片場/影城

The Making of Harry Potter((贈-預約訂票解說圖))〉描述當他們坐上海格(Rubeus 

Hagrid)的改裝機車時，他們覺得：｢海格的改裝機車，超可愛的！沒有想像中大

隻，難道海格縮小了？｣，從此可知當遊客與這些真實模型相遇時，便可嘗試電影

主角們坐上去機車的感受，同時也可比較實際的實體與電影畫面的差別，所以遊

客便會發現好像比電影中來得小，進而了解電影背後著真實。除此之外，｢海格的

改裝機車｣的關鍵字可知即使這是一台空的改裝機車，但遊客透過這個現場標示物

(改裝機車)可立刻藉由自己的不在場標示物(哈利波特電影畫面)聯想起這是海格

的所有物，清楚的將自己的記憶與真實的模型結合起來，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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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與 F2 受訪者騎上海格的飛天改裝機車 

(照片取自寶咖咖愛 FUN 瘋部落格) 

F1 與 F2 受訪者於受訪時也提及令他們印象深刻的其中之一的片場設計，是

到奧利凡德(Olivander)魔杖店挑魔杖，由於裡面是拍攝奧利凡德(Olivander)魔杖店

的室內空間，裡面擺放超過 4000 盒的魔杖，每盒都有寫上不同的名字，名字來源

包括工作人員及演員，也由於魔杖數目龐大，遊客一進到那個空間就會想試著找

找看有沒有自己的名字。他們於受訪中談到：｢一進去就很想問問有適合我的魔杖

嗎？｣從此可知透過片場的空間設計，讓遊客可以順利將自己設想成一個要來尋找

魔杖的巫師，增添遊客與魔法、故事的連結性。他們的部落格也如此描述，見下

文： 

奧利凡德魔杖店，藏有所有巫師的魔杖，想要找出所有角色的魔杖位置，要

花非常多時間，幸好，有工作人員在旁邊指引，告訴大家主角的魔杖在哪裡。

(F1 與 F2 網誌文章) 

F1 與 F2 受訪者在這個魔杖店中的確在尋找魔杖，除了想要找找看有無自己

適合的，也試圖找出主角的魔杖，這樣的行為體驗就如同把虛擬的故事轉換成一

種存在的真實。在遊客與虛擬互動中，也可了解遊客清楚辨析片場所塑造的標示

物空間，從｢奧利凡德魔杖店｣、｢巫師的魔杖｣的關鍵字可知遊客透過現場的模型

辨認出魔杖店及魔杖，也可知道在這個空間裡可以如同哈利波特故事的情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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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出屬於自己的魔杖，或是經由工作人員的協助找出虛擬主角的魔法用具。見

下圖： 

 

F2 受訪者正在尋找魔杖 

(照片取自寶咖咖愛 FUN 瘋部落格) 

 

F6 受訪者的部落格〈[英國 x 倫敦 ] 走入魔法的世界！「哈利波特」拍攝片

場介紹！〉也如此描述這個魔杖空間： 

這裡堆疊了成千上萬的魔杖盒，上面貼滿工作人員的名字，仔細尋找，可以

找到艾瑪華森(Emma Watson)的魔杖呢!找不到也是正常的，旁邊有親切的工

作人員告訴你每一個名字在哪一個角落哦!(F6 網誌文章) 

從上文的關鍵語詞｢成千上萬的魔杖盒｣、｢可以找到艾瑪華森(Emma Watson)

的魔杖呢｣做分析，其實魔杖盒大約是 4000 盒左右，但 F6 描述是成千上萬的數

量，由此可知其是受到現場壯觀的魔杖受到震撼，進而以此種誇示手法來形容自

己所看到的景象。同時 F6 也提到可以找到艾瑪華森(Emma Watson)的魔杖，透過

如此描述可知遊客將自己的不在場電影記憶與現場空間作結合，將電影的記憶增

添到現場的尋找過程，促使體驗更加豐富。F6 受訪者在受訪時也提到： 

有一間房間放很多魔杖，一盒一盒的，上面有很多人的名字，你可以去找演

員的名字，這個印象就會很深刻，還滿有趣的，那邊有工作人員，如果你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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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名字的話他會幫你。我記得上面的名字很多就是幕後製作群的名字，然

後因為很多人名，你就會想找到有沒有跟自己一樣的名字。(F6,女,25-30) 

從以下關鍵語句｢可以去找演員的名字｣、｢你就會想找到有沒有跟自己一樣的

名字｣、｢這個印象就會很深刻，還滿有趣的｣可了解 F6 受訪者相當喜歡找尋主角

與自己魔杖的體驗活動，透過主角的魔杖找尋就像是自己進入了魔法故事與主角

做接觸，而透過挑選自己名字的魔杖時就如同自己成為了一位真實存在的巫師，

實現了擁有魔法的欲望。 

 

四、哈利波特奇幻之旅的真實性 

從安威客古堡的｢騎掃帚訓練｣、穿越魔法月台，到尋找魔杖都可用來詮釋 Tim 

Edensor(2001)的｢展演｣概念，這些空間都是經過建構設計的表演舞台，在這個表

演空間中，旅遊從業人員、各種文化中介者都身兼了編劇、導演與演員的角色，

他們一起設計演出劇本，並通過語言的講說、肢體的活動、景點布置等方式，一

方面對遊客進行展演，一方面也引導著觀光客在觀光舞台上共同參與演出。 

遊客在這個表演中，將凝視到的各式魔法物件與人物藉由照相機及文字記錄

下來，也證明了遊客在景點的設計中成功獲取了魔法的元素。在這魔法重演中遊

客所消費、體驗的不只是視覺上的驚奇，而是一種｢肢體碰觸｣魔法的全方面感受，

遊客經歷的是各種感官匯集的生理與心理的觀光體驗，藉由這個主題空間使遊客

有身處魔法世界的錯覺，正如處在一個超真實世界中。 

綜合上述，首先必須理解的是每個電影目的地都與兩個地方有關：一個是電

影描述之地，一個是真正地理之地。所以當遊客真正身處在現場時便可將虛擬與

真實連結起來，並且可在真正地理之地了解並體驗到真實，更重要的是遊客在當

地時還可透過與標示物的實際展演，使虛擬的情節變身成為一個真實的感官體驗。

Wang(1999)提出一個｢存在的真實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其認為觀光中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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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性可以被應用在遊客體驗(活動相關的真實性)以及觀光的主體(旅遊地的真實

性)。存在主義者不關注旅遊地點的真實性，反而強調的是遊客的主觀體驗，其意

指將遊客的真實作為一種感覺，與本真的自我體驗結合於一起。在活動相關的真

實性(activity-related-authenticity)中，旅行者會感覺旅行中的自己比平常更加真實，

因為其擺脫了日常生活的限制，這種真實性並非來自客體相關的真實

(objective-related-authenticity)，而是來自旅遊經驗本身的結果，所以觀光中的不真

實仍可具有存在真實性。 

以 Wang(1999) ｢存在的真實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的概念來解析哈利波

特電影觀光，便可證實即使本身的故事是虛擬的，當地標示物也都是擬像，但在

遊客的感知中與實際加入演出後卻是真實的，這可說是一種遊客自身感覺的真實。

同時 Eco 也認為當遊客能沉浸於虛擬世界中時，這個空間對遊客來就變成是真的，

因為全部事情看起來都像真的一樣，所以它就變成是真的，也可說這是一種真實

的真實，即使這個真實就像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一樣從來不曾存

在(Eco, 1986:16)。 

當遊客實際接觸到了魔法物品、買到了魔法商品，或是真正的學習騎掃帚、

推推車入月台都是在虛擬中獲得了存在的真實，在這旅行中遊客是透過多方面的

感官體驗獲得了身心舒暢且找到了魔法的存在。 

 

第四節  實際造訪空間與目的地想像的比較 

由於每個電影目的地都與兩地有關：一個是電影描述之地，一個是真正地理

之地。所以當遊客真正身處在現場時便可將兩者連結起來，並且可在當地了解到

真實，然而當電影使用影像後製技術、用一些巧妙的遮蔽技巧將實際空間的特徵

物掩蓋起來、或是利用布景與道具將原本的空蕩空間塑造成另一個樣貌，就會造

成實際地景與電影畫面的落差，這也會使得遊客在出發前預想的地景與實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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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筆者在此節中也欲從遊客對於目的地想像的落差，以了解電影觀光客對

於電影觀光的喜好與想法。 

 

一、歷史古蹟 

17 位受訪者中有 4 位(T8、F7、F8、F9)到過古蹟相關拍攝地點，這四位受訪

者皆表示與預期想像有最明顯差異的就是歷史古蹟的電影地景，因為在真實的歷

史古蹟中沒有魔法的道具；也沒有與電影特效般的畫面；且在電影中教堂城堡總

是被當作是取景的一角；同時也不像是蘇格蘭高地或是牛津的飯廳在每一集中皆

有出現，這便使古蹟的辨識度降低，所以遊客到當地時常會與預期想像的有著落

差，這也會降低遊客對哈利波特的心靈想像： 

在 Lacock Abbey 中，其實空空的修道院不怎麼好聯想，但還是可以稍微感覺

的到石內卜教授在教魔藥學的地牢。我覺得在Alnwick Castle也有小小落差，

電影把霍格華茲城堡弄得太夢幻了，這裡沒有電影中那漂亮的尖塔。(F9,

女,25-30)  

如受訪者 F9 對 Lacock Abbey 的看法是｢空空的修道院不怎麼好聯想｣，因為

在電影裡面此修道院的地下空房被當作是魔法教室，在電影中修道院是充滿著課

桌椅、上課用具及學生，但是當遊客到實際的場所時便發現這其實是個完全空蕩

的空間，這就讓遊客較難與哈利波特情節聯想在一起，如此便會將低遊客魔幻凝

視的心靈感知。除此之外，受訪者 F9 也提到當她在 Alnwick Castle 時也覺得有些

許落差，她非常希望 Alnwick Castle 長得能像電影中霍格華茲魔法學校一樣，但

實際上 Alnwick Castle 其實只是霍格華茲學校的一角而已，而且電影也另透過特

效與模型塑造出外觀建築的複雜性，所以在真實景點中並不能望見與霍格華茲般

的壯麗，也因此她說｢這裡沒有電影中那漂亮的尖塔｣。 

除此之外，也有受訪者 F7 提到她於 Lacock Abbey 中並沒有明確感受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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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哈利波特拍攝地景中，因為在電影中並沒有每集都有這個景點，所以此景點

的辨識度並沒有這麼高，這便使受訪者沒有太多的記憶，也就造成她無法與當地

有太多的幻想連結： 

我在 Lacock Abbey 中沒有特別覺得哇我是在看取景耶那種感覺，不過如果在

電影裡是每集都有出現過的場景，像是牛津大學的那個大廳，或許我們去那

邊可能感覺就會不一樣，應該會增加更多感覺，因為你已經在電影裡面熟悉

很多次了。(F7,女,30-35) 

除了電影後製、辨識度的因素會將低心靈感受程度外，當地原本的歷史價值

也會特別吸引住遊客的目光，尤其時在特別具有歷史感的古蹟裡時，遊客會因當

地豐富的故事或細膩建築而被吸引，進而淡忘了哈波的意義： 

Alnwick Castle 裡太多故事了，所以哈波這一塊就會被淡化掉，其實我本身真

的很喜歡城堡、騎士、王子，還有一些梅林傳奇。因為古蹟本身東西很多，

歷史也很豐富，所以變成哈波只是其中一塊，它就被淡化掉了。(F8,女,25-30)  

你去 Lacock Abbey 時大家就是在看那個建築，去了解那是什麼幾千年前的遺

跡留下來的，變得哈波就是個附加的意義，曾經取過景這樣，所以你在那邊

沒有特別感覺到哈波的氛圍。(F7,女,30-35) 

從 F8 受訪者表述｢Alnwick Castle 裡太多故事了，所以哈波這一塊就會被淡化

掉｣的文句中可了解，當她在 Alnwick Castle 時反而被古蹟中的歷史傳奇所吸引，

而對哈波的想像降低。在 F7 受訪者身上也同樣發生此種情況，她提及到了修道

院時就被轉移成是去欣賞古蹟建築，反而哈利波特的意義就降低了。 

上述也再度證明了即使電影將古蹟的意義更換成魔法學校，但並不會使當地

原本的意義遭受掩蓋，而是豐富了原本的存在物。在現場時遊客對哈波的感知反

倒是下降的，因為哈波的意義變成是長遠歷史脈絡中的其中一支。遊客反而是因

建築的細節或是歷史故事而被轉移了目光，遊客會專注於詳看古蹟的本體價值，

而使魔法想像的因子不停地被壓縮，這也使得當地的古蹟反倒受到了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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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風景 

17 位受訪者中有 5 位(T1、T2、T8、F5、F8)到過自然風景的相關電影場景，

特別的是這 5 位受訪者都對自然風光相當讚賞並深獲極度的好評。因為自然風光

與電影中的畫面並無太大的差異，自然風景相比於古蹟的辨識度來得高，且與遊

客自我預期想像的並無落差。甚至遊客當時在電影看到蘇格蘭高地時，還以為那

是靠電腦特效所虛構出來的風景，從沒想過英國真的有這個地方。所以當到了當

地後遊客心靈受到極大的感動，即使當地也未設置任何告示牌，遊客仍舊深受哈

利波特氛圍的觸動： 

雖然蘇格蘭景色有點變化，但是都是一樣遼闊，就跟電影上看到的是一樣的，

那種遼闊壯麗的心情是一樣。原本在電影裡也不知道那個場景是真的還是假

的，因為真的太夢幻了，想說不可能是真的，去了後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這

樣子的地方，一去就還會想再去。(F8,女,25-30)  

在受訪者 F8 的陳述中，可知她原本以為那個風景是特效的，但沒想到卻是

一個真實的風景，所以到了該地後心裡受到了極大的震撼。雖然還是看得出來景

色與電影中有稍微的差異，但是風景還是如電影般壯麗，所以一見到蘇格蘭高地

時，便可清楚辨析那是哈利波特搭火車上學的路途風景，這也使受訪者覺得在現

實中望見景色的心情，正如當時在電影時望見哈利波特路途風景般一樣的受到感

動。此情況也發生在受訪者 F5 的身上，他於部落格中寫到： 

說到哈利波特，原來這座橋是電影中通往霍格華茲的必經之地，因此幾乎每

集之中都會出來亮相一下。後來回頭複習了電影，嘖嘖，這地方夢幻到不像

是現實中的場景，難怪當初在電影中看到便直覺認為是電腦特效，而沒有多

加注意。(F5 網誌文章) 

 從｢這地方夢幻到不像是現實中的場景｣、｢當初在電影中看到便直覺認為是電

腦特效｣中可了解受訪者 F5 原本也以為蘇格蘭高地是個倚靠特效而做出來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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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真正身處當地時才了解原來這世上真有此壯闊的風景，F5 在受訪時也提到：

｢就覺得很厲害，因為就跟電影裡是一模一樣的場景，只是背景有點不同而已，但

那個橋就很漂亮也很驚人。｣受訪者當初在現場望見一模一樣的風景且實際看到那

座 Glenfinnan Viaduct 時受到的觸動是相當深刻的，這也使其回家之後甚至再回撥

影片複習了電影，重溫了哈利波特上學的途經風光。 

對於台灣觀光客的接收程度而言，自然風光的空間差距是比古蹟建築來得小

的，主要是因為辨識度較高的原因，雖然較無如古蹟中其原始故事強於哈利波特

的因素，但自然風景也仍有其比哈利波特更早存在的故事與歷史脈絡，如蘇格蘭

高地中的尼斯湖(Loch Ness)便有水怪的傳說，這些遊客到蘇格蘭高地的動機之一

也是為了尼斯湖水怪，所以對遊客而言當地的想像也是多元的，正好是因為自然

風景在電影中較無遭到後製的影響使其辨識度高，促使遊客的感受能較為強烈。

同時也因遊客實地望見蘇格蘭高地時，還更可進一步感受到空氣的濕度，日光照

射的光度，或是溫度，這一切都促進了遊客對於哈利波特的心靈想像，也使遊客

能夠順利幻想自我正在前往魔法學校的路途上。 

  

三、另行興建的模擬空間 

不同於先前兩者在原拍攝地點興起的觀光景點，在王十字火車站的 9 又 3/4

月台是個再製的模擬空間，由於其不在原本拍攝地點，且設置地也離真正的第九

與第十月台有一點距離，所以部分遊客認為此景點與預期想像有點落差。17 位受

訪者有 10 位(T1、T2、T4、T6、T7、F3、F4、F6、F7、F9)到過此景點，有 8 位

受訪者(T1、T2、T6、T7、F3、F4、F6、F9)覺得與原本想像的空間是有落差的： 

跟我預期想像的有落差，因為我當初以為他就真正會在第九跟第十月台中間

有一個設置點，但實際上是一個完全獨立的角落，而且不在月台，反而是巷

道那邊，我原本以為會真的在某個 9 又 3/4 的地方看到。(T6,女,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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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有一點點落差，因為你會期待真的會在那個月台上，然後就會覺得好

像不是如書上寫的感覺，雖然拍照起來是滿像的，可是就不是在月台上，就

沒有讓我真的很像在體驗 9 又 3/4 月台的感覺，因為周遭氛圍沒有塑造到這

麼確實。(F6,女,25-30) 

從受訪者T6與F6的陳述文句｢原本以為會真的在某個9又3/4的地方看到｣、

｢你會期待真的會在那個月台上｣中可發覺，他們皆以為 9 又 3/4 月台的景點會真

正在的九與第十月台上，當發現景點不是在自己期待的地點時便產生了失落的心

情。所以當觀光景點不在原拍攝地點，而是在當地另興建一個的模擬空間讓遊客

參觀時，便會因為地點的不準確造成了遊客預期的落差，特別又因為這個地點就

叫 9 又 3/4 月台，所以產生失落感的 8 位受訪者都希望它能位於真正的第九月台

與第十月台上。 

但其實在電影拍攝時是在第四、五月台取景的，因為在車站內的第九月台與

第十月台兩者之間並無連接，所以是無法取景的，這也是為什麼王十字火車站從

一開始也無法將景點真正設在第九與十月台上，這以上的原因也使遊客對其造成

了誤解。這也說明了景點的空間準確性對遊客來說是重要的，空間的準確性是會

影響了遊客對哈利波特氛圍的感知，特別當 2011 年時車站因在整修期間便把景點

遷至車站外面時，受訪者對月台感到失望也格外明顯： 

第一次因為工程沒進行到這麼誇張，所以看起來不像是牽強的角落，第二次

去就是一個牽強的角落。就會覺得那邊不會出現那個東西，是刻意設置的，

因為第二次去的時候旁邊都是鷹架，感覺只是為了那台手推車(T2,

男,25-30)。 

2011 年那時候還在施工，因為後續在整修就把它整個移到站外，就是在一個

屋簷下面，旁邊都是鷹架，所以去那邊就有點傻眼(F4,女,25-30)。 

T2 與 F4 受訪者都提到於 2011 年時景點被遷至站外的問題，同時對於景點周

圍都是鷹架的狀況感到訝異。2011 年當景點還在站內時，遊客雖對其沒有在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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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九與第十月台上感到失望，但仍舊可以接受，但當景點被遷到車站外時，感

受就會有極大的落差，因為月台常理來說不可能會在站外的，且景點周遭又充斥

著不符合魔法空間氛圍的鷹架，這便影響了遊客對哈利波特的感知。 

 雖說空間的不準確性影響了遊客對景點的心靈感知，但除了 2011 年月台被遷

至車站外面造成評價較低外，其餘受訪者依舊覺得當地特別設立這個空間非常有

誠意，雖然知道是｢假｣的但還是覺得滿有趣的，當然若真的是設在第九與第十月

台中間會更完美。大部分受訪者也理解 9 又 3/4 月台本來就是一個虛擬空間，便

也不會去強求它的完整性，進而認為這個 9 又 3/4 月台就像是在城市裡面一個還

滿趣味的裝置藝術空間。如受訪者 F3 表示：｢在等車的大廳裡望見了這一道魔法

牆，會讓人覺得很有趣，也讓在那邊等待拍照的人，或是路過看大家拍照的人也

都會笑得很開心。｣或受訪者 F6 也提到：｢不過那時候已經覺得蠻滿意了，因為

至少有一個推車可以讓你在那邊推。｣ 

也由於在電影裡 9 又 3/4 月台與實際的王十字火車站都是人們要前往趕車的

地方，兩者意義是相同的，這也增強了遊客對 9 又 3/4 月台的感知，使遊客覺得

就好像要來車站趕著搭上魔法列車，如受訪者 F4 表示： 

你就會陷入一個電影場景的氛圍中，就會覺得這就是他們去趕車的那個場景，

因為本身設置的地方本來就是車站，電影裡、小說裡都是車站，所以就有相

符合，就會覺得至少有在場景裡面的感覺。(F4,女,25-30) 

 F4 受訪者提到｢因為本身設置的地方本來就是車站｣，藉由其陳述說明了當故

事空間的意義與實際空間意義相同時，會促成的情感增強的效果。筆者於第四章

曾說明電影取景在公共場所時，場所的用途及意義並沒有被更換，在現實生活中

是繼續在運作，如電影中的車站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一個交通繁忙的車站，這便會

促使遊客在對於景點的感知上有著增強的效果。 

除此之外由於在車站整修期間景點更換過至很多地方，導致許多遊客根據旅

遊資訊或是之前到過的經驗前往該地，但仍找不到 9 又 3/4 月台。但特別的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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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認為這樣的搬遷甚至激發了他們的好奇，及促發了當地的神秘性，好比是如魔

法般神奇的消失與現身，如受訪者 T7 表示：｢它這樣換來換去也變得好謎樣喔。

｣根據 Lee的觀察，近乎每 20分鐘都會有遊客特別要去找尋月台並與模型拍照(Lee, 

2012:65)。所以即使是地方錯置、拍攝地點與情節描述位置不同，對遊客來說該

地並不會因此而失去意義，反而對遊客而言 King’s Cross 中的虛構 Platform 9 3/4

變成了真實。 

 

四、被電影取作範本的空間 

這一類的觀光景點不是在原拍攝地點，如劇組以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的飯廳

(Christ Church College's dining hall)空間作範本，依照該飯廳的樣貌另行在片場打

造出相似的空間以供拍攝，所以電影不是在牛津拍攝的，但之後這個範本空間卻

變成觀光景點。 

由於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內依照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的飯廳樣貌打造完全同

樣尺寸的空間，只有稍微針對建築細節做了調整，所以除了一些特效畫面如漂浮

半空的蠟燭、滿桌的美食、魔法的天空及利用後製技術再度擴張空間範圍之外，

空間樣貌大致是與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的飯廳是相同的。所以也使得到過此地的

受訪者都誤以為此基督堂學院的飯廳是真正的拍攝地點，也讓基督堂學院的飯廳

成為了觀光景點。 

因為電影畫面與牛津的基督堂學院飯廳樣貌大致相同，且在每集電影中都可

看見魔法學生在這飯廳裡聚會、吃飯，所以對遊客來說辨識度高之外，記憶也相

當深刻，這也使得遊客對於基督堂學院飯廳的評價還算滿意。17 位受訪者有 5 位

(T3、T6、F4、F5、F9)到過基督堂學院飯廳，此五位受訪者皆覺得除了空間沒有

電影中如此寬闊及明亮外，其餘皆和電影中的樣貌相似： 

是有像啦，但電影一定是有後製啦，電影裡的就比較大，但飯廳裡的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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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我覺得落差沒有像月台這麼大，畢竟很多地方還是很像的，比月台好很

多。 (T6,女,25-30) 

我覺得大部分很像，就跟電影很像，但因為空間沒有想像的這麼大，電影裡

就很大。(F4,女,25-30) 

針對 T6 與 F4 受訪者的陳述，他們都提到｢飯廳裡的就比較小｣、｢空間沒有

想像的這麼大｣可知飯廳的空間並無如電影般寬闊，所以造成預期落差，雖然電影

是以原尺寸仿造牛津的飯廳，但仍是透過電影特效塑造遼闊的感覺，所以 5 位受

訪者到了該地都覺得牛津的飯廳變得好窄小。不過雖然空間變小了，但實體的空

間擺置、樣式仍舊是相似的，所以受訪者也提及｢畢竟很多地方還是很像的｣、｢

我覺得大部分很像｣，而落差也就沒如此顯著。 

其中一位 F5 受訪者也表示由於現場有做保護的措施，所以現場是有限制動

線且遊客只能在其範圍中拍照走動，這便使遊客覺得無法盡興：  

還好沒有落差很大，就只是電影會比較大、比較壯觀。不過我失望的是，在

電影裡面空間就很大可以進去，但牛津那邊他有圍起來不能走過去，你只能

在外圍，但實際拍照是還滿不錯的。(F5,男,25-30) 

 F5 受訪者描述由於牛津有將周邊做防護，遊客便不能隨意的走動，所以當景

點欲要維護現場而做了限制時，也會造成遊客覺得遭到侷限而感到失落，不過所

幸牛津的飯廳與電影畫面相似度仍高，所以落差感並無如此明顯，正如 F5 談到｢

實際拍照是還滿不錯的｣就可了解透過攝影的結果還是能夠使其滿意。 

 

五、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 

倫敦李維斯登製片場與上述的空間皆不同，這完全使屬於再製的新空間，本

身並無原有的立基點，且裡面所有有關哈波的布景、道具等都是屬於擬像。17 位

受訪者中有 4 位(F1、F2、F6、F7)到過此片場，4 位受訪者皆認為雖自己是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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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模擬空間中，但其對於片場的認知卻是一個｢真實｣的魔法世界，因為在片場裡

面的所有物品、布景都與電影中一樣，且片場運用動線設計與魔法機關將遊客一

步步領入驚喜中： 

洞穴屋雖然小又簡陋，但是充滿著家的溫馨，而且刷子會自己刷鍋子，刀子

自己切菜，棒針自己編織，各個細節都注意到了!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場景之

一!(F7 網誌文章) 

看到這邊，OH！我們真的在霍格華茲耶！場景佈置除如同電影空間設計一樣，

某些角落還裝有魔法機關，讓遊客親身感受魔法的驚喜！(F1 和 F2 網誌文章) 

透過受訪者 F7 的網誌文章〈哈利波特迷不能錯過的拍攝片場參訪直擊〉提

到｢刷子會自己刷鍋子｣、｢刀子自己切菜｣、｢棒針自己編織｣，從此可了解片場透

過各式機械裝置使道具深具魔法的特性，將整個片場氛圍塑造得相當準確。F7 在

受訪時也提到｢那些道具模型，像是怪獸書，那個書是真的會跳起來，現場真的會

突然嚇你一跳，那些道具真的滿特別的。｣受訪者對於這些特別的道具印象深刻，

其在參觀時會因這些會動的道具心情受到起伏，也能得到驚喜，她覺得正如魔法

般有趣。 

 F1 與 F2 的網誌〈12【英國蜜月】D7(上)@哈利波特片場/影城 The Making of 

Harry Potter((贈-預約訂票解說圖))〉提到｢我們真的在霍格華茲耶｣、｢場景佈置除

如同電影空間設計一樣｣、｢讓遊客親身感受魔法的驚喜｣，從中可了解由於片場正

是電影後製與取景的位置，所以裡面的所有陳設皆與電影中一樣，這也使得遊客

會深覺我們正在霍格華茲中，再加上片場透過一些會自行運作的道具來營造奇幻

感，這皆使得遊客覺得自己是在｢親身感受｣魔法。 

 片場的空間辨識度高且又相當準確，便使遊客能輕易地投入魔法氛圍中，有

到過片場的 4 位受訪者皆非常滿意空間的豐富性及創造力，深覺到了片場便像是

滿足了他們對故事的想像。當遊客真的走入了霍格華茲的大廳，喝了一杯模擬的

奶油啤酒，或是在有白天黑夜變化的斜角巷就像是真的身處在魔法世界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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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擬像(simulacrum)使環境比原來的還要真實，甚至是一種超真實

(hyper-reality)： 

燈光效果襯托出濃厚的電影氛圍，感覺就像電影中新生第一次進入霍格華茲

學校一樣，驚奇令人著迷！(F1,女,25-30) 

針對受訪者 F1 的感受可了解，片場藉由｢燈光效果襯托出濃厚的電影氛圍｣

使遊客｢感覺就像電影中新生第一次進入霍格華茲學校一樣｣，由於片場本身的空

間準確性已經很好，又加上精心設計的空間氛圍建構，使遊客覺得自己正像是成

為了主角踏入了魔法學校裡，對遊客來說她正在體驗的是一種真實的魔法世界。 

 也由於片場的真實感，遊客看到每一個房間，每一個模型都可以心靈想像到

故事中的背景，如在每位受訪者的部落格中每一張照片都詳述了在電影情節裡是

發生了什麼事，以 F6 受訪者的網誌〈[英國 x 倫敦 ] 走入魔法的世界！「哈利

波特」拍攝片場介紹！ 〉為例： 

斜角巷裡面充滿各式商店，奧利凡德魔杖店，魁地奇用品店，貓頭鷹店，巫

師袍服飾店等等。這裡是魔法巷弄，所有魔法世界需要的物品都可以在此處

購買，第一集的哈利來這裡採購了巫師袍，魔杖，貓頭鷹，書籍，大釜...等

等！(F6 網誌文章) 

從這些眾多哈利波特語詞中可發現遊客藉由現場的各式標示物(斜角巷、奧利

凡德魔杖店、魁地奇用品店、貓頭鷹店、巫師袍服飾店等等)，明確的將不在場的

電影情節(所有魔法世界需要的物品都可以在此處購買)連結在一起，使自我在望

見現場的陳設後，興起魔幻凝視的心靈想像。 

 

小結 

 最後筆者欲綜合比較真實景點與片場的遊客感受，17 位受訪者中有 2 位受訪

者(F6、F7)同時遊覽過真實景點與片場，以下便針對皆到過真實景點與片場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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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訪者(F6、F7)來做討論： 

F6 受訪者認為哈利波特的片場是｢都已經設計好給你看了｣、｢就是完全是為

哈波而出現的｣；反觀真實景點｢只是在那邊取景，一定會跟事實上有差｣、｢他本

身一定會有他原本其他東西在那｣。歸納 F6 的觀點其認為由於片場是經過規畫過

的空間，具有明確的動線、許多巧思的設計與氛圍塑造；全因哈利波特而另起的

新空間，所以其空間的準確性很高；且片場是全然因哈利波特而存在，內在空間

的所有物都與哈利波特相關，空間的豐富性便很高。反觀真實景點大部分空間並

沒有透過縝密的符號運用、動線規劃；真實景點都經過電影的後製改造，所以電

影的畫面與真實景點相似度便沒有片場如此高；真實景點是早已存在的空間，只

是因哈波的關係多增添了魔法意義，所以其仍具有存在物及原始意義，正如遊客

到了古蹟景點時會因歷史遺跡、故事而深受吸引，進而壓縮了哈利波特的因子。

F6 受訪資料見下文： 

我覺得影城是都已經設計好給你看了，跟那些實際景點不太一樣；那這些實

際景點只是在那邊取景，一定會跟事實上有差；而且雖然有在那邊取景，但

他本身一定會有他原本其他東西在那，而影城就是完全是為哈波而出現的。

(F6,女,25-30) 

受訪者 F7 也談到與 F6 相同的看法，F7 認為片場｢就真的很多東西可以看｣，

反觀真實景點｢你也找不到什麼東西｣、｢一方面也有它的可看性｣、｢去找哈波的場

景只是附帶價值｣。這觀點正如 F6 受訪者的相同，真實景點是原本就存有實體建

築物或風景的，並不如片場全然因哈利波特興建，所以真實景點並不像片場空間

有如此多哈利波特相關的模型、布景；真實景點本身也仍具有原本的歷史與可看

性，所以到了該地後反而哈利波特元素降低，原有的歷史反被彰顯，變成哈利波

特變成是一種附加的價值。F7 受訪資料見下文： 

你去那邊頂多就是喔原來就是這裡，你想起來在電影裡面看過那個場景，又

加上你也找不到什麼東西，因為他可能也是驚鴻一撇在電影裡出現個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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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片場裡面就真的很多東西可以看，你去景點一方面都是挑很舊的建築

物，一方面也有它的可看性。所以就去看景點跟片場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去

真正那個景點，你去找哈波的場景只是附帶價值，你去參加真實的地方就頂

多哦原來這邊曾經是拍攝場景，就拍個照知道這樣而已，就是默默的自己拍

照。(F7,女,30-35) 

除此之外，受訪者 F7 也提到了另一個特別的觀點，其認為在真實景點中｢只

有你自己在那邊哈利波特｣，受訪者認為在片場中大家都是特別喜歡哈利波特而到

現場，所以會使遊客能感受到一種集體社會的共通性，在片場的環境中大家可以

一同對哈利波特的事物而感到喜悅、驚奇，如此便能使遊客覺得自己不是孤單的。

而且透過大家一同對哈利波特的認同、附和，便會使遊客覺得魔法真的存在，而

這樣的魔法氛圍便是由許多遊客所一同建構而成的，這不僅能加強遊客的主觀感

受，也能在社會的共同認知下將奇幻轉為真實。 

反觀真實景點，到那邊的遊客可能不全然是因哈利波特而到現場，所以其他

遊客可能在討論古蹟、建築、歷史等等，所以就無法使電影觀光客深刻體會到全

然哈利波特的感受，也因為沒有一種共通性便會使電影觀光客覺得自己好像是個

奇異的人。F7 受訪資料見下文： 

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如果去實際景點只有你自己在那邊哈利波特耶!而且一

方面是你去參觀實際景點的時候，大部分都是一般人都是在走來走去，沒有

氛圍讓你去感覺。你去參加修道院大家就是在看那個建築是幾千年前的什麼

遺跡留下來的，頂多哈波就是附加的意義，曾經取過景這樣……如果你在同

一時間點很多遊客在旁邊一同在讚嘆哈利波特在這邊拍攝過，可能感覺就不

一樣吧。(F7,女,30-35) 

綜結上述，從台灣觀光客的認知可發覺，當他們去過真實地景與模擬的片場

後便認為這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因為如果到真實景點可能只有自己沉浸於

哈利波特的世界中，旁邊沒有這麼多人可以共同讚嘆；或者到了那就只是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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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真實是長這個樣子；到了真實景點後也只能看到少數與哈波相關空間，又加

上當地景點大都有自身原有的可看性，所以便降低了哈波的魔法因子。而在片場

中所有人都是因了解哈利波特故事或是喜愛電影而想到片場體驗魔法氛圍，所以

會使遊客感受到一種魔法的社會共通性，同時藉由大眾的認同與附和也促使遊客

覺得魔法變成了真實；片場全部都是因哈波而存在，所以空間非常豐富，且就正

如跟電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樣，對遊客來說這正是一種另類的真實感。 

甚至許多只去過真實景點，卻沒到過片場的受訪者都非常嚮往到片場，他們

除了覺得片場能有最完整的體驗外；也認為片場是經過規劃過的環境，所以比較

適合影迷；更重要的是他們覺得在這模擬環境中反而能得到較真實的魔法感受： 

筆者：所以去那個片場可能還比月台還真實? 

受訪者：一定的阿，因為它就是場景，真實的場景(T2,男,25-30)。 

從台灣觀光客的認知中得知其對於片場的空間較為的滿意，但不可忽略的是

片場是一個電影觀光體系中完全興建的空間，它必然與哈利波特有較大的關聯性

與較高的相似度，所以當遊客在追尋哈利波特的動機下，便會覺得在片場較能體

驗魔法氛圍，不過相較於真實景點而言片場是無原有的歷史脈絡的。雖然真實景

點中並無如片場般有如此豐富的哈利波特元素，但這些真實景點的特別之處在於

它有著其自身的歷史脈絡、原有文化或風景，這都促使遊客到了真實景點後，除

了能夠探索魔法外還能理解當地的歷史、體驗自然風光的壯麗，或是認識了真實

景點中的原有文化意涵。這便使遊客除了能望見哈利波特外，還能夠獲得更為多

元的旅遊經驗，也熟悉了更多層次的英國，更同時促成英國的真實景點能夠透過

哈利波特的引介使自身的原有價值被再度展現，使文化更為活潑。 

筆者於前文也曾述及，有 16 位受訪者談到驅使他們願意到電影場景旅遊的原

因需要有兩者：第一，因為被故事及電影的刻劃所吸引；第二，本身景點特別。

所以即使片場給予台灣觀光客有較深的哈利波特感受，但遊客考量到電影場景旅

遊的原因也不單只是哈利波特，遊客也會考量實際的景點是否特殊值不值得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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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景點是否特殊、是否具有歷史、風景是否壯闊、建築是否具有吸引力，或是景

點符號運用的能力也是個因素之一。綜合多種因素遊客才能被吸引到該地，在電

影觀光的脈絡中雖然哈利波特的符號是必要的，但景點本身的價值也是重要的存

在，所以在電影觀光發展的同時便不能因哈利波特而全然掩蓋住當地的意義。 

除此之外，筆者需提到當哈利波特故事進入真實景點中時也會產生了新文本

與舊文本的彼此競爭、抗衡、或融合協調，如當哈利波特故事進入到牛津大學的

飯廳時，其經營者就會思考如何使當地的原有教學空間與學生不被影響；或是古

蹟建築的經營者也會緩和哈利波特的意義，並加以闡述原有的空間歷史，使民眾

能更加認識當地的原有文化。這都是兩個文本間必須互相協調的階段，在這些哈

利波特的景點中經營者仍是以當地的原有脈絡為重，將哈利波特當作是附著的意

義，以使空間兼具歷史文化與新的魔法故事。Crang 提到地景有著雙重編碼(double 

encoding)的特質，這是指地景會被置入另一種再現之中，在已經充滿意義的地景

上我們可添上自身的當代價值，同時也可對不同的造訪者產生不同的意義，這皆

使地景便得錯綜複雜且有著不同的轉折(Crang, 1998/2003:40)。正如舊有的文本與

新興的哈利波特使得地景的符號更為多元，對於一般觀光客及電影觀光客而言地

景的意義也會顯得不同，這也代表著地景經由電影而創造出一個新的文化空間。 

在此章中筆者主要從遊客的心理與具體實踐層面去探討，當遊客到訪景點時

的內心感受與體驗。當遊客到訪奇幻電影的拍攝景點時會產生｢魔幻凝視｣，此凝

視強調遊客除了眼見的真實景點外，內心尚會浮現電影的虛擬畫面，同時遊客會

有心靈模擬角色的時刻，以滿足自身原無法獲得的魔法欲望。當魔幻凝視會重新

建構望見的地景時，也讓這些地景看起來更加有趣，因為景點在遊客眼中真實與

想像是相互交疊的，這也使得景點如同一個中介迷離般真實與虛擬不停的在流動

著。而哈利波特意義並不會取代原本的地景意義，因為正如中介迷離的意涵是真

實與虛擬是雙生且是互相調和的，所以魔幻凝視並不會掩蓋住一個空間原始的形

象，反而是豐富了該地的空間文化意義及促成了多元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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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從哈利波特故事到電影與觀光 

本研究主要分四個層面探討哈利波特電影觀光，第一，由哈利波特系列電影

的拍攝背景了解其如何藉由實地取景，將虛擬故事塑造出立體真實感；第二，自

英國景點的生產面探討當地如何運用符號去建構觀光景點，將真實景點鋪陳出虛

擬的魔法想像；第三，台灣與英國的旅遊中介者如何構連了景點與遊客的連結，

促使遊客前往景點；第四，從旅遊的消費層面探討遊客在造訪景點時如何凝視、

展演魔法。以文獻分析、深度訪談法，並佐以符號理論、文化展演、詮釋循環、

觀光客的凝視、真實性分析哈利波特的電影觀光脈絡。 

在總論哈利波特電影觀光前，先行簡述 17 位受訪者的社會背景，受訪者年齡

層位於 25-35 之間，有 5 位男性及 12 位女性，有 11 位已在工作 6 位是學生，工

作類型從登山教練、學校助教、空姐、工程師等，同時其中有 6 位是定居於歐洲

其餘皆位於台灣，17 位受訪者皆為自由行觀光客。由於哈利波特系列小說與電影

發展了 10 年之久，這些遊客於第一集時便開始觀看，由此可了解他們大約從國高

中時期開始接觸了哈利波特，可說是伴隨著他們的成長，等到了哈利波特故事完

結，自己也剛好有金錢出國，便開始著手電影場景旅遊。而受訪者中所佔女性的

比例較大，筆者認為因為魔法故事帶有一種返回童貞的趣味性，所以前往電影場

景易使人覺得像是長不大的孩子，便易使男性覺得自己成熟剛毅地位受損，反觀

女性就較能接受仍深愛童話及天真的外在認知，因為這關乎了性別刻板印象的社

會現象。至於受訪者的職業範圍甚廣，可知哈利波特的觀者群可包含眾多社會層

次的人，而受訪者大多數已都在就業，最主要原因在於已有經濟能力才較有機會

出國旅遊。特別的是有 6 位受訪者都是定居於歐洲，他們去過的哈利波特景點都

有 3 處以上，由此可了解因為地緣關係也使其較方便前往景點。最後，這 17 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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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皆是自由行的遊客，其中一部分原因來自於台灣的旅行業尚未出現以哈利波

特為主題的行程，頂多就是以其魔法意象來做命名，行程內容也只包含了少數與

哈利波特地景，行程較不完整；同時多數受訪者除了到英國也仍會去周遭的國家

旅遊，所以他們需要的是自由空間與時間，如此便無法參與規訓的包裝行程。 

得知了受訪者的社會背景後，筆者接續總結哈利波特電影觀光的生產、中介、

消費層的整體脈絡。首先，從電影層面切入，哈利波特系列電影藉由真實取景將

虛擬的故事與真實地景做了連結，促使故事能走入地景。其製片與藝術指導一直

力圖將魔法世界塑造成一個真實感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完全全新創造的虛幻世界，

所以電影除了使用電腦技術及 CGI 電腦繪圖外，也實地選了真實場景作為取景，

或是另外打造各式模型來彌補電腦技術的不足，以使 JK 筆下的魔法世界有著更

寫實的感覺。 

藉由真實的取景，故事與現實生活中的地景被連結起來，虛幻故事被呈現出

一種真實感。重要的是透過此電影的實際取景方式，才得以創造出一個真實且具

體的環境讓遊客去觀光，一個觀光景點的前身才得以成形。 

17 位受訪者從小說到電影的看法可分為兩類，一為藉由電影呈現後才了解了

原本文字想要表達的空間樣貌；二為認為電影破壞了他們原本的想像空間。雖然

觀者對於小說到電影的轉譯有著不同的看法，但仍樂意去觀賞電影及認可 CGI 電

腦繪圖(computer generated images)，因為基於觀者已然接受、相信這個虛擬故事，

所以其影像的真實性與否對觀眾而言也顯得沒有這麼的必要，也因為相信所以遊

客才願意身體力行到異地去探索哈利波特景點。 

第二，談到景點生產者如何去塑造景點？由哈利波特電影拍攝地轉變成觀光

景點的種類可分為三類：第一，在原拍攝地點所興起的觀光，如古蹟與自然風景。

第二，觀光景點不在原拍攝地點，如當地另興建一個的模擬空間讓遊客參觀，例

如王十字火車站的 9 又 3/4 月台；或劇組以當地空間作範本但不在當地拍攝，而

之後這個範本空間卻變成觀光景點，如牛津大學基督堂飯廳。第三，全然因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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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而特製的新空間，如英國片場及因哈利波特所衍生的美國樂園。而這些景點

藉由運作各式哈利波特符號(例如:劇照、告示牌、象徵文字、道具模型等)把空間

轉變成一個會說話的環境，將虛擬的魔法帶進真實的地景中。 

由於古蹟與電影所拍攝的情節畫面差距過大，遊客即使到了現場也無法立刻

回想起電影出現的情節，所以當地的符號運作對受訪者而言是重要的。但古蹟在

操作景點時並不會以哈利波特作為唯一的符號，而是以其為附加的價值，以使古

蹟的歷史與魔法意義並存。所以除了安威克古堡有使用現場標示物(告示牌、劇照、

道具)來塑造景點外，其餘古蹟只以劇照告示牌告知遊客該地點為哈利波特拍攝

地。 

自然風景與牛津基督堂飯廳並無大力運作哈波符號，但依舊吸引大量遊客到

訪，因景點的樣貌與電影中相似度、辨識度皆高，所以當遊客望及相關風景及空

間時便可立即聯想到哈利波特，可說該地的樣貌、風景即是一個辨識度極高的哈

利波特符號。而王十字火車站在社會潮流下特別興建一個 9 又 3/4 月台的模擬空

間讓遊客參觀，此模擬空間是透過現場標示物(魔法模型如半截推車及 9 又 3/4 月

台告示牌)將環境轉成一個可讀(legible)的魔法空間，這也是透過文化展示將車站

場所化(placed)的方式。 

英國片場與美國樂園本身就與前述的真實景點不同，由於它們是完全因哈利

波特而再製的新空間且是屬於一個充滿擬像(simulacrum)的環境，同時其也仍繼續

透過聽覺、視覺、味覺擴大模擬魔法的氛圍，所以片場、樂園與電影中的空間樣

貌是相同的，甚至與魔法世界也是近同的；雖然此兩者是屬於超真實(hyper-reality)

的空間，不過從原文本層次來探討的話便發覺此兩者仍有另一層次的真實—｢忠於

原著的真實｣，因為此兩者都是在 JK 羅琳與華納公司的認可下所進行的開發，且

空間皆與電影並無分別，是個忠於故事真實性的遊樂環境。 

筆者認為景點的成形是否需要告示牌及神聖化的過程，取決於當地景點是否

具有識別度。基於遊客都已帶著不在場的電影記憶，所以若景點本具有識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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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告示牌也能使遊客進入景點的氛圍；不過可有簡易的劇情簡介或是劇照提示，

如此可以幫助遊客進入狀況，但不可過多因為過多會使遊客覺得喧賓奪主。同時

若景點本具有識別度，即使無經過神聖化(enshinement)的過程，遊客仍可憑藉著

其他的社會建構如電影的記憶與旅遊資訊前去該地尋找電影場景，並輕易辨識出

該地。 

第三，接續景點符號的生產建構的層次，討論台灣與英國旅遊中介所構築的

哈利波特地標，發現不論從台灣的導覽書、部落格、網路資訊，到英國的旅遊行

程廣告、摺頁宣傳等旅遊中介者都促成了地標的社會建構，也創造了具有代表性

的哈利波特地標，而這些資訊又吸引了遊客前往該地蒐集這些地景。遊客在旅途

時也會拍下哈利波特地標的照片，或是用文字描述自我體驗以證明自己的旅遊經

驗。事後遊客透過部落格、網路相簿、或是 Facebook 來分享自己的照片與文字，

而這些照片與文字又成了廣告宣傳，促成遊客又成為另一批影像的創造者與傳播

者，也更加了穩固了該哈利波特地標的地位，這以上便是一個具體的詮釋循環

(hermeneutic circle)。 

第四，筆者從台灣遊客的魔幻凝視與身體展演，來討論消費層面的哈利波特

旅遊體驗。台灣遊客在哈利波特景點中凝視了什麼，景點又是怎樣被想像呢？發

現電影觀光客在奇幻電影的拍攝地時，除了凝視到真實景點外內心尚會浮現電影

的虛擬畫面，同時也會有心靈模擬電影情節、角色的時刻，這就是筆者所要強調

的｢魔幻凝視｣(fantasy gaze)。 

魔幻凝視有三個特徵：心靈想像、心靈模擬、中介迷離特性。｢心靈想像｣意

味著遊客在奇幻景點時會想像電影情節，使自我參與魔法幻想(fantasy)，幻想自

己想要進入的魔法世界，這可視為電影觀光客欲使自我獲得魔法體驗的欲望

(desire)。｢心靈模擬｣意味著遊客的自我會投射在電影主角的融貫形象上，將自我

認同成魔法主角進而在電影旅途中去扮演他者，以滿足幻想擁有魔法力量或進入

魔法世界的欲望，而形成了自戀的愉悅(pleasure)。｢中介迷離特性｣指涉在心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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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與模擬的交織下，真實景點與想像是相互交疊的，遊客會在真實與虛擬間不停

的遊走，這也使得空間性質變得相當不穩定，如同一個中介迷離空間(liminal space)

般真實與虛擬不停的在流動著。另一重要的是在魔幻凝視下哈利波特意義並不會

取代原本的地景意義，因為正如中介迷離(liminality)的意涵是二元雙生且是互相

調和的，所以魔幻凝視不會遮掩住空間原始的意義，反而是豐富了該地的空間意

義。 

除了魔幻凝視外，遊客到景點時也可將心靈想像、模擬運用在與標示物的展

演上，藉由將自我認同成巫師實際地與標示物展演，而成為一種肢體碰觸魔法的

全方面體驗，同時經由與其他遊客的一同遊樂更可使其沉浸於一個集體社會的魔

法氛圍。遊客能夠運用各式現場標示物(道具、模型)去演出自己的魔法角色，或

是藉由不在場的標示物(哈利波特電影記憶)模仿故事裡主角的動作，如於安威克

古堡中遊客可騎著掃帚飛天，到王十字火車站可以穿越魔法月台，或是到片場找

尋魔杖。遊客就像是在符號舞台上與標示物、其他遊客、工作人員一同演出，並

消費與解碼了符號所乘載的魔法想像，透過心靈感知、肢體的演出與社會的集體

建構，虛擬的情節就變身成了一個真實的感官體驗。 

台灣觀光客皆經由電影的引介熟悉了英國的景點，同時相關哈利波特地景也

通過各式在場與不在場的標示物堆砌，進行地方想像的塑造，以建構觀光客對魔

法的想像與期待。這使得王十字火車站不再只是個車站，大象咖啡館不再只是個

咖啡館，古蹟也不再只有單一的意義，而是具有哈利波特的故事性，而遊客在景

點中也透過實際的體驗將符號解碼，消費了一個帶著奇幻氛圍的英國。 

雖然哈利波特故事及其觀光都是立基於一個虛擬的陳述，不過由於遊客願意

接受與相信這個故事，不論它是幻想的、不可能的，或是相反於真實的遊客都願

意中止自我的懷疑，這便進而促使遊客能徜徉於此電影觀光中，同時透過遊客實

際的在場體驗與展演魔法後反而形成了一個觀光客的存在真實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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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魔幻凝視與哈利波特電影觀光的未來發展 

一、魔幻凝視的未來發展 

筆者認為｢魔幻凝視｣相較於傳統的｢集體式凝視｣(collective gaze)、｢浪漫凝視

｣(romantic gaze)，或是近期興起的 ｢旁觀凝視｣(spectatorial gaze)、｢瞻仰凝視｣

(reverential gaze)、 ｢人類學凝視｣(anthropological gaze)等，相同之處是皆強調觀

光是旅遊體驗的視覺化，凝視是所有旅遊經驗的中心，旅人藉由凝視來蒐集觀光

符號；不同之處為魔幻凝視除了凝視到真實的景點外，旅人的內心仍會浮現相關

電影的畫面，或是旅人還會在心中模擬電影情節及角色，而這電影畫面、情節、

角色都是來自於虛擬的奇幻電影。在真實的凝視之外，旅人所望見的還有不存在

於現實的產物，消費的是虛擬的幻想，這是與以上的凝視較大的不同之處，因為

在傳統及近期的興起的凝視中，仍是強調旅人在景點中望見是真實的風景，所消

費的知覺體驗也是來自於對這真實風景的感受，其並無提及旅人可藉由虛擬故事

的帶領下可凝視與消費到屬於架空世界的幻想情節。 

與｢魔幻凝視｣相似的是｢媒介化凝視｣(mediatized gaze)，媒介化凝視意指旅人

去參觀某些因為媒體傳播而聲名大噪的地點，參觀者可在這類場景中重新體驗到

該媒體節目的某些要素或形貌，也可在該地重溫許多電影的情節。魔幻凝視的源

頭是來自於媒介的傳播，因為其奠基於電影將奇幻故事藉由真實地景拍攝而出，

使遊客能到現實的地景中去追尋幻想。但媒介化凝視所包含的電影範圍甚廣，簡

單的二分法有真實及虛構電影，但虛構電影中仍包含著許多種類，舉凡是虛構的

愛情、歷史、災難、戰爭、驚悚、奇幻片等都是其中一類，其劇情只要是不屬於

真實發生過就算是虛構。但筆者的魔幻凝視主要專注於探討由奇幻電影(fantasy 

film)所興起的電影觀光熱潮，根據奇幻的定義為｢超現實的想像情節｣與｢異地時空

｣，所以奇幻電影除了其本身具有虛構的超現實特性，特別的是其故事是立基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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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架空的世界，也就是不同於人真實身處的世界，這種異於現實生活的世界也格

外使人滿足逃離現實的渴望。 

魔幻凝視的特殊性在於，其蘊含 MacCanell(2001)「二次凝視」(second gaze)

的觀點，強調旅者自身去建構凝視的部分，即是遊客從被控制變成是一位操縱者，

這使遊客有較大的空間進行自我的幻想建構，重新將景點做轉型，所以｢旅者建構

性｣較為強烈。若遊客無透過自身的心靈想像與模擬，景點即使有透過現場標示物

做想像操作，景點還是不會對遊客產生虛擬的意義，所以魔幻凝視的旅者建構性

也比其他傳統的凝視更來得重要的。 

除了旅者建構性較強之外，其比其他的凝視具有更為離開世俗的虛擬性，因

此較能使遊客進入一個更為迴異與超脫現實的反結構(anti-structure)空間裡，如此

也更能讓遊客藉由旅遊擺脫日常生活中的慣例與工作，讓自我得以偏離常軌

(departure)獲得心靈的放鬆，達到旅遊的目的。所以筆者認為魔幻凝視具有一種較

為強烈的社會解放意味，其對現實的顛覆性也較為顯著，而遊客透過此般奇幻體

驗也更能得到心靈的釋放，甚至也可透過故事的魔法想像找回幼兒時期的童真感。

如《魔戒》的作者 Tolkien 肯定了幻想故事(fairy-stories)的逃離功能，他主張幻想

故事可以協助讀者脫離古老社會的束縛，並且滿足欲望(Tolkien, 1989: 60-61)。 

賴維菁(2013)也述及奇幻或許存在著某種逃避現實(escapism)的意味，但不可

忽略的是遊客想滿足的欲望並不是一個病態的心理狀態。如《納尼亞傳奇》的作

者 Lewis 認為寫實作品會比奇幻更容易自使讀者陷入錯誤的期待，因為讀者會忽

略寫實作品中的虛構性而誤以為故事的情節可以重現在日常生活中，但讀者卻會

清楚奇幻的虛構性，所以奇幻所引發的渴望是一種心靈訓練活動(askesis)，而非病

態的渴望(Lewis, 1973:236-237)。 

同時賴維菁(2013)認為奇幻事實上也是與現實具有連結，如 Hunt 便直接戳破

了奇幻的逃避現實與虛構的迷思，他認為奇幻有真實的聚焦點(realistic focalizer)，

此指涉奇幻與現實有著接軌處(Hunt, 2003:9)。正如同《哈利波特》中的魔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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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真實世界並存，若要前往魔法世界必須從現實的王十字火車站前往；主角們

在學習魔法的過程中與現實中的孩童是一樣的，都必須認真上課、學習與朋友相

處、體驗新事物、勇於接受挑戰以使自我成長，更重要的是哈利波特讓觀者了解

勇敢、毅力與愛能戰勝邪惡。綜合以上觀點，眾多學者皆從不同角度扭轉了詞彙

的負面意義，使其成為一種正面的力量，筆者認為經由魔幻凝視不僅可帶領遊客

擺脫社會的慣例、束縛，享受心靈解放的愉悅，也可滿足擁有魔法力量的欲望，

或是藉由故事的連結懷想起主角的英雄精神使自身受到鼓勵。 

而當今電影拍攝技術也愈漸完備，奇幻電影的數量也愈漸增多，舉凡是魔戒

(The Lord of the Rings)、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暮光之城(Twilight)、星際大戰(Star Wars)、神鬼奇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羊男的迷宮(Pan's Labyrinth)等等這類型的電影都已經相當的普遍。隨

著時間的演進，日後電影技術也必定日漸完整，在這社會背景下奇幻電影出現的

頻率也會提高更多，這也會促使更多觀者因這類型的奇幻電影，而興起到真實拍

攝地去探求一種魔幻的體驗，所以筆者便認為魔幻凝視在未來仍需要持續地被探

討。 

 

二、哈利波特電影觀光的永續性 

於哈利波特小說與電影將故事畫下句點之時，此故事如何能繼續傳遞給讀者？

而哈利波特觀光又如何持續的發展？筆者認為故事的價值及特殊性、完善的智慧

財產保護、文化與觀光的多元推廣，皆是能促使哈利波特電影觀光永續發展的因

素。 

首先，哈利波特最為寶貴的價值來自於其原創的文學內容，內含的巫師和魔

法故事不僅吸引了兒童的目光，也使成人能夠脫離現實世界的煩惱，徜徉在自由

的奇幻世界中。雖然哈利波特是一個新創的故事內容，但文中所描述的魔法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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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式文化與時代中從未缺席，其特異的能力與神祕性使其在各個國家中不停的

發展。如古代希臘羅馬時代的諸神神力、祭祀儀式中的消災祈福，或是星象家、

巫醫、特異功能者、先知、占卜師等等都是具有特殊能力的魔法師，所以不論是

北歐、中國、埃及、希臘羅馬的各個文化區都有各種衍伸形象的巫術。 

近期興起的奇幻文學便是利用此流傳下來的傳奇的特性給予故事豐富性，同

時將魔法師塑造出不同的特性如有巫師可以運用魔法，或是祭司可以運用自然神

力等等，而 JK 羅琳便在此歷史脈絡下發揮出極大的創意，發展出哈利波特系列

故事。所以哈利波特故事並不是個特殊或是單一的狀況，它是一個流傳已久的社

會現象，在歷史的奠基下促使哈利波特故事或其他的奇幻故事更有歷史地位及永

續發展的特質。 

魔法向來是魅力無窮的故事內容，JK 羅琳的文字與後續發展的電影成功帶領

觀者跨越時空，去造訪有趣新奇的魔法世界。主角哈利波特就像是所有讀者一個

童心未泯的縮影，使觀者能自我投入其中並一同進入奇幻的世界內探險，也由於

此故事的刻劃成功即使故事已然完結，但仍是有新的觀者願意打開書本或去觀賞

電影以使自己能夠了解此故事的內容。 

｢世代傳承｣也是筆者認為可使哈利波特能維持永久性的關鍵之一，由於故事

的創意與經典使觀者願意閱讀，甚至希望能夠帶領自己的下一代欣賞此作品，有

一半的受訪者都相當渴望能夠引領自己的孩子閱讀自己喜愛的作品，透過這種世

代傳承使哈利波特故事更能源遠流傳，這當然便有較高的機率促使魔法文化能夠

持續在人們心中留存，也使哈利波特電影觀光有著其永續性。當然值得疑問的是

哈利波特系列故事是否真能成為像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阿拉丁這類每個

世代的孩童必讀的故事，若哈利波特故事能成為如此雋永的作品，即使是未來電

影因技術不符合時代被淘汰，但因其故事的特殊性必然還會重拍，如此便也會促

使電影觀光的再發展。 

第二部分，筆者要談到的是如何保護住哈利波特故事的獨有性也是另一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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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事。從哈利波特小說起 JK 羅琳便獲得英國和美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她起

初便先將七部小說的基本框架確定好，將版權掌握在手上，任何的違法開發、銷

售、轉讓都會遭到制裁。更重要的是 JK 羅琳對故事的後續開發像電影如何拍攝，

周邊產品的樣式或行銷都有絕對的影響力，這皆保護了哈利波特的原創性及保有

了其獨有性，亦防止了故事遭到濫用或破壞了作者原有的意涵。 

JK 羅琳當時在開拍電影時就堅持了三項原則，一演員必須是英國人、必須於

英國拍攝，二是要絕對忠於原著，三不可以與速食業者進行合作。前兩項就是為

了保有故事的英國特質與原有意義，以防止故事的價值遭到侵害；第三項的緣由

除了本身是個媽媽認為速食有礙於孩童健康，與哈利波特的健康成長故事相違背

外，同時也欲防止哈利波特因為速食的廣布而無止盡的遭致濫用。 

JK 羅琳意識到哈利波特的開發必須有節制，否則太過量會使消費者無法吸收

而顯得厭煩。所以華納公司便一改大量發展電影衍生產品的習慣，在哈利波特的

產品授權上格外的謹慎，所以哈利波特商品銷售特許證只發出了 75 個，而蝙蝠俠

當年就發出了 200 張特許證造成了市場的消化不良。哈利波特如此節流的操作與

眾多的故事保護措施，皆可使故事及商品能夠源源不絕維持其永久發展。 

創意可以毫無疆界、綿延不斷，但若是使其無所限制便極度可能造成脫離原

初故事、失去原有意義的危機。當哈利波特文本開始授權電影、商品、樂園的開

發便使其有多元文化存在的形式，但也開始使文本脫離原地(dis-placed)，若無加

以控管便可能造成文本遭致隨意更動的危機。所幸的是 JK 羅琳與華納公司針對

哈利波特所執行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與開發限制，使創意產業與觀光有所節度，以

穩固文本的原有內涵。 

第三，筆者所要述及的是多元的文化與觀光推廣，可促使哈利波特電影觀光能

在不同地域間流轉，也更有文化活力。在電影之後，華納公司藉由電影的圖像生

產出多元的周邊商品、出產 DVD、電視介紹影集、電影旅遊，若無電影的圖像是

無法做出系列周邊商品，也無法形成大規模的觀光旅遊。可說哈利波特的文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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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觀光是電影所促成的社會影響，而哈利波特文化便是被文化創意與觀光運用

的種子，透過文創與觀光的發展使文化價值轉化成商業價值，而商業價值的消費

過程又促成了文化價值的傳播，在這反覆的循環中使得哈利波特能獲得商業利潤

及文化意義的持續擴張。 

哈利波特電影對其文創產業有著深遠的影響，而文創產業亦使電影有著更多

元的發展途徑，也因此哈利波特透過不同的存在模式豐富了其文化組成。重要的

是這複雜的媒體或創意產業有著不停開發文本的潛力，再加上跨地域的文化流動

便可以不停地傳遞文化想像，吸引更多消費者前往英國實際體驗哈利波特觀光，

穩固了電影觀光體系，以上便是多元文化發展能維持哈利波特電影觀光能永久性

的因素。 

 除此之外，舉辦在地活動深植哈利波特故事、或是創意性的觀光規劃皆是能

確保哈利波特電影觀光能源遠流長的方式。在 Olsberg|SPI(2007)的資料顯示哈利

波特電影也另發展了電影地圖、網站、電影幕後的電視製作特輯、私人的哈利波

特之旅、各地區的觀光推廣。特別的是於 2012 年時英國政府的首相 David Cameron

宣布將五月二日訂定為國際的哈利波特日(International Harry Potter Day)，由於此

日正是霍格華茲大戰開戰的時刻，也是哈利波特打敗了佛地魔的偉大日子，David 

Cameron 希望除了以此日紀念哈利波特的文學影響力外，也慶賀因為哈利波特的

堅毅黑暗時代終於結束，並認為每個人應對哈利波特擊敗了佛地魔而感到光榮。

其希望藉由此日來提醒每個小孩與成人哈利波特於此日的勇敢與堅強，也紀念羅

琳對社會所作的貢獻。於此日網路上的書迷與影迷，會在他們的官網上(Muggle 

Net)連續 24 小時紀念在大戰那天死去的主角們，或是地區性的民眾會群起穿起魔

法服裝、開始連播一整天的哈利波特系列電影以重溫故事裡的奇幻世界。 

 此日強調的是｢國際｣，所以即使民眾人不在英國，也能在各地域間發揮自己

的創意，或是用自我的方式懷念故事的偉大，如在美國也能舉辦魁地奇球賽來使

自己身體力行重溫魔法的趣味。透過將故事深植於在地的同時，使哈利波特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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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與國際各地交流的可能，各地也能發展出獨有的哈利波特活動重溫魔法的趣味。

藉由國際哈利波特日的設立不僅使文本能與各地有更多的關聯，亦使其故事價值

能被世人所惦記，重要的是選擇此日的緣由除了宣揚哈利波特的成功外，更將文

本中所謂勇敢、善良與愛終將戰勝邪惡的意涵傳達給民眾，以將奇幻故事鑲進一

個現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理念與傳統中。 

 創意的觀光規劃也是促使電影觀光能維持長期發展的可能之一，如除了帶領

遊客體驗魔法故事外，也結合認識在地文化，導覽民眾參與當地文化習俗活動、

手工藝製作、或是認識古蹟與歷史等等。這皆可讓民眾能夠在旅遊中獲得多層次

的體驗，吸引更多年齡層的遊客參與遊程，而不會使哈利波特電影觀光往後淪落

成只吸引單一族群及年齡層的觀光產業，如安威客古堡便是將哈利波特與當地的

騎士精神、中古歐洲歷史結合在一起，以讓更廣層民眾加入體驗騎掃帚訓練、了

解騎士精神、或製作中古歐洲的手工藝。當哈利波特電影與英國文化歷史包裝在

一起時，魔法故事便與英國深遠文化有更密切的聯結，而透過創意的觀光規畫哈

利波特也得以深植於英國文化中以持續地發揮影響力。 

 最為成功的奇幻文本跨媒體轉譯與發展觀光的例子便是魔戒與哈利波特，雖

然魔戒電影製作形塑了國家的品牌，對內也形成了國家認同，並成功行銷了紐西

蘭文化地景，創造了相當高的經濟價值。但另一方面卻也可能造成國家與文化創

意產業力量共同投入巨大投資所造成的隱憂，且使其成為了文化資本流動下的國

家工具而模糊了故事原本的靈動自由。 

 反觀哈利波特與英國的情況，筆者認為由於紐西蘭是個世界上最年輕的移民

國家，紐西蘭於西元前 500 年至 1300 年才開始發展國土，異於英國已有千年的歷

史脈絡，所以在發展觀光時英國較紐西蘭有更多的層次來推銷自己的歷史、古蹟、

藝術、文化等等，於英國便也不會發生如紐西蘭將國家力量一同注入同一事項的

大資本賭注，甚至英國在行銷電影中的英國時便一舉推出了 10 部電影來代表國家，

如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007 系列電影(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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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 films) 、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波特小姐(Miss Potter)、相見恨晚

(Brief Encounter)、你是我今生的新娘(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英雄本色

(Braveheart)、黛妃與女皇(The Queen)、王者之聲：宣戰時刻(The King's Speech)。

鑒於英國有多元的文化、深厚的歷史所以在發展哈利波特觀光時較也不會如同魔

戒般產生可能淪為國家單一宣傳工具的問題，雖是如此但也必須避免如孫嘉穗

(2010)提出的一個觀點：文化商品被國家收編時必須被嚴謹的檢視，才不會使其

成為服務國家意識形態與資本家生財的工具，如此方能使文化繼續的自由流動，

而留存下文化的深厚底蘊。 

在奇幻電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及順利成功發展成觀光的便是魔戒與哈利波

特，主要的原因是這兩者都有相當廣的觀眾群且人們願意去追逐此故事的發展，

除此之外電影的票房成功也促使觀眾群更為地擴展，也使該地的地景在被搬上螢

幕後成為了觀者尋求想像的國度。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奇幻電影都能像魔戒與哈利

波特般有神奇的觀光與文化版圖，如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先前一

度被喻為如哈利波特般有著神奇的魔法世界，開發價值也向來被看好，後續也被

翻拍成三部系列電影。但只有第一部票房較為亮眼，第二及第三部因電影並無拍

攝成功票房便急劇下滑，且因其角色設置過多而失去主角的特色，後續也難以培

養主角的影迷，所以迪士尼便放棄了後續的開發，電影的開拍也一度擱淺。所以

從此例便可得知，一個故事要能成為廣大的觀光與文化版圖需要每個環節都在觀

者眼前呈現出完美的形象，更需要每個衍生商品的調和搭配才能塑造廣大的觀眾

群，而最重要的還是其故事的原創性、創意思維與豐富底蘊。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與經費的限制，只能針對在文獻資料與台灣遊客進行研究，

且於英國景點建構的論述部分必須大量仰賴文獻分析，文獻資料雖提供本論文建

構哈利波特觀光於英國當地形成的背景，與景點建構歷程，然而若無實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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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本論文較缺乏實際的佐證資料。同時研究者若無親臨當地，便也較難體會哈

利波特觀光所形塑的魔幻氛圍，也比較無法完整接收哈利波特觀光所傳遞的信息，

這以上皆為本篇研究的遺憾之處。 

雖筆者未能到達英國作實地的田野調查，但以深度訪談 17 位有到過哈利波特

相關場景的台灣遊客來做彌補，其中包含 11 位有撰寫哈利波特遊記的部落客，以

這些遊客的實地參觀經驗來了解他們的觀光體驗與對景點的整體想法，並佐以部

落格分析使筆者對景點的實地符號運作及遊客的解碼過程有更完整的了解。 

除此之外，雖然在論述魔幻凝視的部分有佐以述及視覺的精神分析，但筆者

仍受限於須顧及電影詮釋、景點建構與遊客體驗的層次，便無多餘的時間與篇幅

能夠將魔幻凝視論述周全。目前仍缺乏了遊客的心理分析向度，若後續研究者欲

加強魔幻凝視的理論架構，便可著手於心理分析的層面以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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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問題大綱 

一、旅遊背景資料 

1. 年齡.在職或學生? 

2. 自由行?和誰去?跟團? 

3. 去的時間點及天數? 

4. 出發前主要資訊來源(如部落客.親朋好友.旅行社) 

 

二、受訪者對英國與哈波觀光的認知與體驗 

(一)出發前 

1. 英國給你怎麼樣的感覺(ex:悠久歷史.創意等)? 

2. 出發前看過的哈波電影及小說的集數? 

3. 哈波的電影還是小說影響你比較大？ 

4. 對電影裡面的後製技術看法(有幫你進入小說的想像世界)? 

5. 有沒有因為電影的關係，讓你覺得英國多了一些有趣的元素或是對英國多了認

識?（比如說英國可能對你來說比較正經，但透過哈波你覺得比較有創意；透

過電影更認識了英國的景點或文化之類的） 

6. 去造訪哈波的景點的原因(只是剛好經過，巧好得知是哈波場景?或特意安排?) 

 

(二)旅程中 

1. 在參觀哈波景點時感覺如何(ex:有趣.新鮮.沒什麼特別感受)?看到什麼(當地的

有設置告示牌嗎)? 

2. 在參觀景點時會聯想到哈波電影的情節嗎? 

3. 在行程中你有為使自已更融入哈利波特的故事而做的行為嗎?(例如:聽哈利波

特原聲帶.與當地模型互動且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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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跟你預期想像的有落差嗎?如果有落差,原因是什麼?(ex:電影在景點參雜太多

後製成分，導致到景點後感受不太出是哈波的場景/指標不夠多不夠好，無法

辨別是否是哈波場景/跟旅遊資訊介紹的差很多等等) 

5. 有讓你覺得真實在體驗電影情節的感覺嗎?還是覺得景點很矯作特意植入一些

哈波意象？或是覺得因為差異太大反而覺得看電影還比較能體會到魔幻的感

覺？ 

6. 當地的設置.講解方式你有任何的建議嗎? 

7. 在月台跟 Leadenhall market 的時候,你會特別希望地景跟電影中一樣,還是其實

沒關係,就去體驗一種感覺就好了? 

8. 有購買相關哈利波特的周邊商品嗎?及對周邊商品的評價? 

9. 景點有因為哈波的關係，讓你覺得氛圍變得不同嗎?(ex:原本只是通勤的月台,

變成是魔法世界的入口/古蹟城堡沉重的歷史感變得比較活潑) 

10. 哈波會取代原本地景的意義或並存? 

11. 多加了哈波的景點後，有覺得讓整體行程更豐富嗎? 

12. 景點滿意度 1-10 

13. 有去哈波的影城嗎?那跟實際的景點你比較喜歡哪個?為什麼?(可不用回答) 

 

(三)旅程後 

1. 有沒有因為原本不太知道當地的景點，但透過哈利波特引介而使自己對景點有

更多的認識? 

2. 你之後會推薦朋友到你去過的哈波景點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