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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觀光過去泛指以藝術與人文為主題之觀光活動，例如以古蹟、博物館、
藝術和音樂為主要目的之旅遊。然而由於觀光產業受到全世界的關注，旅遊業者
與國家政府皆積極開發新的觀光利基市場(niche market)，將觀光與廣義的文化結
合，因此文化觀光逐漸以更多元的樣貌呈現，包含美食觀光、節慶與活動觀光等。
文化觀光的特色來自於地方獨特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因此將歷史文化資源發展轉
換成文化觀光資源的過程，以及文化觀光產品展現地方特色的能力將成為文化觀
光的成功關鍵。
本研究選擇以個案研究法探討觀光產業競爭環境(environment of competition)
與台灣相似的荷蘭，研究對象包含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鹿特丹(Rotterdam)
及馬斯垂克(Maastricht)，採取多個案研究設計突顯成是因歷史、地理及觀光資源
而衍生不同的文化觀光發展。本文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文化、觀光、
吸引力與競爭力」模型作為研究的理論架構，探討個案城市如何把握地方既有的
文化歷史資源，進一步創造出更多的文化觀光產品，以及如何透過行銷及治理策
略等文化觀光發展要素創造出競爭優勢。
結果顯示，個案城市把握地方資源及行銷策略發展出遺產觀光、博物館觀光、
節慶與活動觀光、美食觀光與產業觀光等不同的文化觀光類型，同時善用大型活
動結合多個觀光產品。此外，個案城市的治理策略也有特殊表現，跨界合作的例
子眾多且多有不錯的成效，其中公部門與業界、跨城市與跨國的觀光行銷合作尤
其值得參考。

關鍵字：文化觀光、荷蘭、文化觀光類型、觀光發展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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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m cultural tourism used to denote tourism activities that are related to art
and humanity, such as travels with the motivation of visiting heritages and museums,
or appreciating art and music. As tourism industry thrives, the industry and authorities
are eagerly looking for new niche markets to maintain its competitiveness. By means
of combining tourism and “culture” in a more generalized definition, cultural tourism
gradually presents itself with various forms, such as gastronomy tourism and event
tourism. Also, the uniqueness of cultural tourism derives from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a place. Hence, the key of developing successful cultural
tourism lies in the plann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cultural
tourism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present features of the place.
The case study method is adopted in this study to examine developments of
cultural tourism in the Netherlands, whos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regard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similar to that of Taiwan. The cities chosen for analysis are
Amsterdam, Rotterdam and Maastricht. Multiple-case design is employed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s of cultural tourism derived from particular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 and tourism resources in
all three cities. The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applies OECD’s model of culture,
tourism, attractiveness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paper examines how Dutch cities
utilize it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further create more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and how
to build up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marketing and governing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ased on local recourse and decent marketing strategy
Dutch cities develops a typology of cultural tourism including heritage tourism,
museum tourism, festival and event tourism, gastronomy tourism and industry tourism.
In addition, Dutch cities excel in utilizing events to combine various tourism products
and encouraging public-private, city to city, cross-border city cooper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tourism, the Netherlands, cultural tourism typology, tourism
developmen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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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對象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全球化與經濟體制改革導致全球經濟不穩定又難以預測，同時城市也面臨塑
造新的市民認同之需求與壓力，兩者促使城市發展出聚焦於城市內部資源（如本
身的歷史、空間、創意能量及優勢）的政策，並設法運用城市的文化資產，企圖
塑造獨特的城市風格，促進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Richards & Palmer, 2010）。
象徵經濟（symbolic economy）與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的發展代
表文化已成為消費城市的重要方式（Richards & Palmer, 2010），同時觀光客造訪
城市時所期待看到的是城市獨特的文化，需求創造供給，滿足觀光客對文化需求
的文化觀光產業應運而生。
文化觀光議題這幾年備受矚目，根據聯合國世界遺產組織，文化與遺產觀光
為國際觀光成長最快速的觀光活動。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與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WTO）的報告顯示，1995 年文化觀光占國際旅遊的 37%，2007
年成長到 40%
（Mintel, 2010）
。文化與觀光的連結為觀光發展上開闢了新的道路。
文化觀光的發展影響著社會、經濟及文化發展，為城市帶來新風貌、甚至協助城
市轉型，文化觀光帶來的人潮和錢潮也成為城市發展和觀光設施與文化機構營運
的後盾。
過去的研究多處理特定一種文化觀光類型，以單一或數個城市為個案，此研
究方向得以藉由個案討論深入了解單一文化觀光類型之發展，然而卻漠視了國家
內部城市間的競合關係。一般而言，觀光客到某個國家，在有限的停留時間內只
會造訪有代表性、有特色的城市。為了向觀光客投射出鮮明的城市特色與形象，
城市需善加利用國家和當地資源，發展出文化觀光產品，展現獨特的城市文化觀
1

光與城市風格。由於文化觀光逐漸受到全球重視，市場競爭激烈，激發本研究探
討城市應如何更進一步整合文化資源，發展具吸引力之文化觀光。

二、 研究對象
歐洲擁有豐富的歷史與文化資源，也是最先開始重視文化觀光的區域。根據
Europa Nostra（2005）
，以文化遺產或文化觀光主題的觀光活動，在歐洲旅遊中
占了 50%。而歐洲國家中，荷蘭土地面積比台灣略大，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
擁有較少的自然與文化觀光資源。隨著東歐國家觀光的發展，荷蘭也面臨來自
東歐國家觀光產品在價格上的挑戰。儘管在資源與價格上居於劣勢，荷蘭城市
仍找到明確的城市定位，發展文化觀光產品，其中尤以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鹿特丹（Rotterdam）及馬斯垂克（Maastricht）的文化觀光發展最為積極與成功。
荷蘭在觀光發展上的處境於台灣相似，西邊和北邊是觀光資源豐富的中國和日
本，同時面臨東南亞國家之觀光產品在價格上的挑戰。因此研究者期待藉由探
討荷蘭的文化觀光發展策略與發展類型，作為台灣文化觀光發展之參考。
阿姆斯特丹為荷蘭首都，擁有最豐富的國家資源，在觀光方面，城市中的古
蹟、運河及現代化的發展和諧地融合為一體，阿姆斯特丹一直是荷蘭吸引觀光客
前來之首要目的地。而鹿特丹由於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古蹟區幾乎全毀，反而促使
鹿特丹發展成現代建築之代表城市，近幾年來積極的舉辦文化節慶與活動，受到
國際節慶與活動組織 IFEA 得肯定，在 2010 年獲選為「IFEA 世界節慶與活動城
市」，鹿特丹的發展相當值得作為文化資源相對缺乏之城市發展上的借鏡。馬斯
垂克為歷史城市，在觀光發展上近年來相當積極，利用其地理位置及歷史背景，
發展美食觀光，以及與鄰近地區城市組成「馬斯—萊茵歐洲區域」（Maas-Rijn
Euregio），共同發展文化及觀光事業，並積極以馬斯—萊茵歐洲區域角逐 2018
的歐洲文化首都競選。以上三座荷蘭城市妥善利用自身優勢與特色，積極發展城
市文化觀光，因此本研究以其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深入分析文化觀光的規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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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包含歷史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觀光產品之關鍵要素，以及三個城市之文化觀
光產品發展類型，探討城市的文化觀光如何展現城市特有的文化資源。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文化觀光的發展中，從文化資源轉化為觀光產品的過程需有一套發展機制，
將城市的歷史文化資源轉化為不同文化觀光產品的形式，吸引觀光客以不同的方
式消費。轉化的過程也需設法避免文化保存與觀光發展在本質上的衝突，才能展
現文化與觀光互惠之特色。探討文化觀光，不只看城市如何以文化觀光產品展現
城市特色和建立城市品牌，更需探討城市如何利用可用資源，或如何創造更多的
資源，並探尋從資源整合到產出的過程扮演關鍵角色之要素。
本研究將以荷蘭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馬斯垂克三個城市為例，檢視這三座
在歷史、地理位置及觀光資源各異的城市，在文化觀光發展中，如何將其歷史文
化資源發展為文化觀光，以及三個城市文化觀光類型之發展情況。藉由檢視荷蘭
城市，達到兩個主要的研究目的：
一、 探討荷蘭如何將歷史文化資源與觀光結合發展成為文化觀光，分析荷
蘭文化觀光的發展要素。
二、 檢視與比較荷蘭城市如何運用城市資源、藉由不同型態的文化觀光呈
現城市特色。

第三節、研究重要性
文化觀光在全球蓬勃發展，為觀光發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不斷地求新求變
有助於觀光產品的創新，但與地方文化與環境脫節之觀光產品難以感動人心，也
難以維持，因此文化觀光訴求展現地方文化與資源的獨特性，城市也可藉由對文
化觀光的投資，促進城市發展、提升城市形象。回顧文化觀光的相關文獻發現研
究多聚焦於單一種文化觀光類型，如遺產觀光，雖然能深入分析該類型的觀光發
3

展，然而卻忽略了城市其他的文化資源，以及不同文化觀光類型之間的交叉運用。
本研究企圖以不同的視角，綜觀城市的各種文化資源所發展出的主要文化觀光類
型。本文研究從 1980 年代開始發展文化觀光的荷蘭，觀察阿姆斯特丹、鹿特丹
和馬斯垂克如何運用地方資源、並藉由行銷與治理發展不同型態之文化觀光，文
末再進一步比較三個城市文化觀光發展要素之異同與分析文化觀光競爭力。

第四節、章節安排
本研究按照研究流程將分為五章，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以成功發展文化觀光的城市作為發想，產生研究動機並介紹
研究背景，帶出文化觀光發展與文化資源利用之重要性。經初步了解文化觀光
發展，擬訂研究目的。同時選取研究對象，以探討文化觀光之發展及成果。
第二章透過文獻回顧文化觀光的定義與發展策略，並以 OECD 的「文化、
觀光、吸引力與競爭力」模型作為研究的理論架構，以探討地方的既有資源、
創造資源、行銷及治理策略等四大規劃要素作為研究主軸。續以荷蘭城市重點
發展的五種文化觀光類型（遺產觀光、博物館觀光、節慶與活動觀光、美食觀
光與產業觀光）為對象，回顧相關文獻，探討不同類型的文化觀光的規劃策略，
作為探討與比較荷蘭城市文化觀光發展的基礎。
第三章介紹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選取個案研究法，及多個案研究設計之理
由，也將簡介官方資料、檔案、城市觀光與行銷網站、與個案城市相關之學術
研究等資料來源。
第四章將呈現個案研究結果，歸納荷蘭城市在文化觀光規劃要素之作為，並
比較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及馬斯垂克文化觀光之發展與特色。
第五章為結論，歸納研究發現，反思研究限制並提出本研究對未來文化觀光
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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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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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兩部分，第一節闡述文化與觀光結合可能產生之議題以及探討文化
觀光之定義；接著介紹荷蘭文化觀光的發展背景，了解國家觀光發展環境後再進
一步檢視個案城市的歷史、地理與文化特性，了解個案城市在探討文化觀光發展
中的代表性與意義，並且歸納出個案城市主要發展的文化觀光類型以進一步討論。
第二節回顧文化觀光發展的相關文獻，選定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所提出之「文化、觀光、吸
引力與競爭力」模型為主要架構，並一一檢視文化觀光發展要素在不同文化觀光
類型中的發展策略。

第一節、 文化觀光定義與荷蘭文化觀光發展
一、文化與觀光
近年來各國政府致力於結合文化與觀光，文化資產除了能展現地方文化，同
時文化資源也能增加觀光的吸引力。Puczko與Ratz（2007）分析文化資源因為具
有以下特質，使其在觀光中成為獨特的角色並促進觀光發展：


發展需要相對較小的投資



得以促進觀光發展在空間與時間上的平均分布



促使觀光業利用之前未妥善開發利用之資源



滿足具特殊需求之新客群（如發展遺產觀光等）

同時，Munsters（2004）提出觀光對文化保存與發展也有正面影響。首先，
觀光藉由門票、紀念品與展覽的相關出版為文化組織帶來收入。同時觀光也在社
會文化面向，對於文化發展有所貢獻，例如促進文化資產的可及性，以及促進大
眾的文化參與，提高民眾環境與文化意識。再者，觀光促進了對其他民族與文化
的了解，在歐洲國家間促進了對彼此的認識，透過觀光活動讓國家之間和區域之
間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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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與觀光的結合並不容易，因為文化部門多為公家機關、屬非營利性
質，以教育、保存文化資產為目的；反之，觀光部門多為私人機構、屬營利性質，
追求利益的極大化（McKercher & du Cros, 2009）
。Kerr（1994）觀察到對文化保
存有益的，不一定對觀光發展有利；而對觀光有益的，通常有害於文化保存。因
此文化與觀光的結合常產生碰撞，但若雙方能溝通協調，依然能在達成雙方目地
的前提下，發展出符合文化產業、觀光產業和消費者三方需求的文化觀光，造就
賣座的藝文展覽，創造文化觀光產品，創造出一群以文化、教育和娛樂為旅遊目
的之文化觀光客。Munsters（2001）以博物館為例繪製的文化觀光關係圖表，充
分描述了文化與觀光之衝突與合作關係。

圖 2-1 文化觀光領域關係圖，以博物館部門為例

資料來源：Munsters（2001）

二、文化觀光定義
由於文化觀光在理論上得以同時促進經濟發展與文化和遺產保存，又能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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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帶來吸引力與競爭力，因此儘管在合作上有潛在障礙，各國政府與民間企業紛
紛投入文化觀光的發展，文化觀光在市場上乃是成長最快的觀光活動之一
（Mintel, 2010）。文化觀光過去泛指以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為主題之觀光活
動，例如以古蹟、自然遺產、博物館、藝術、音樂為主要目的旅遊。然而由於觀
光產業受到全世界的關注，文化觀光漸漸出現新的發展策略。例如英國在 1980
年代的策略將「文化」的概念擴大，抹去傳統上對高雅文化及大眾娛樂的區隔
（Bassett, 1993）
。旅遊業者、甚至是國家，都開始積極開發觀光的利基市場（niche
market），因此全球觀光客得以有越來越多樣的觀光活動選擇，文化觀光以更多
的樣貌呈現，包含古蹟觀光、自然遺跡觀光、水底遺跡觀光、藝廊與博物館觀光、
藝術與音樂觀光、運動觀光、生態觀光、宗教觀光、美食觀光、鄉村與農業觀光、
溫泉與養身觀光、志工與遊學觀光、節慶觀光等（Mintel, 2010; Richards＆Palmer,
2010）。各國對文化觀光之分類也有所不同，例如丹麥政府將文化觀光分為四大
類1：
1. 城市體驗觀光： 體驗城市的文化生活、參訪知名城市地標等觀光活動，如
體驗巴黎風情與參觀巴黎鐵塔，或是探訪西班牙的神秘熱情與巴塞隆納的
高第（Gaudí）建築。
2. 文化遺產觀光：指觀光客的觀光動機主要為參觀人類文化遺產，包含探訪歷
史古蹟、群聚、建築等。如參訪祕魯的馬丘比丘（Machubichu）。
3. 事件型文化觀光：參與節慶或博覽會性質的文化節慶觀光，如巴西嘉年華會。
4. 學習性文化觀光：藉由藝文活動的參與，觀摩與學習其他文化，如觀賞歌劇、
參加音樂會等。

三、荷蘭與個案城市文化觀光發展
根據 Richards（1996）對荷蘭文化觀光發展的研究，過去荷蘭將文化視為提

1

資料來源：丹麥官方網站 http://www.denmark.dk/en/。擷取時間：2011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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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居民生活品質的媒介，而非作為商品販賣。然而國家及地方政府逐漸了解文化
作為經濟發展推手之可能性，文化觀光有潛力解決許多問題，包含文化機構資金
籌措、文化遺產維護、減緩觀光活動的區域性及季節性、使文化消費在社會及地
方上分配平均及建立國家及區域認同。荷蘭進而以文化作為國家觀光政策核心，
吸引觀光客也成為文化機構的目標之一。然而荷蘭也意識到發展文化觀光之弱點，
如缺乏具代表性之景點，以及文化機構可近性（accessibility）問題。
文化觀光政策一直到 1980 年代才開始有所進展，主要因為觀光與文化之間
的聯繫直到近幾年才產生，過去古蹟政策與觀光政策缺乏互相配合，甚至存在緊
張關係。Bonink 認為當時許多人認為古蹟必須被保存，而非拿來使用（引自
Richard, 1996）。持續增加的古蹟維護費用以及文化觀光認同的提升，促使經濟
事務與福利部在 1983 年對遺產觀光發展進行研究，並提出荷蘭雖擁有豐富文化
遺產，然而文化部門卻鮮少與觀光部門合作，導致文化與觀光產品缺乏整合。博
物館與古蹟管理部門只做到古蹟管理與保存，卻未能向大眾推廣古蹟文物。該部
門的研究也建議文化遺跡應更加使用者友善（user-friendly），例如以動畫方式呈
現，並以主題的推動和區域合作增進文化資產整合。
80 年代時，政府也逐漸了解補助政策無法解決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因此
開始改採市場取向的文化政策。透過政府機關及民間發展文化觀光的努力，文化
建設豐富許多。博物館從 1970 年開始增加了 124%，80 年代前半博物館增加了
11%，後半則增加了 30%（Centraal Bureau voor de Statistiek, 1993）。
在此之後，荷蘭陸續推行了數個文化觀光計畫。1990 年經濟部提出「觀光
事業」（Ondernemen Toerisme）國家計畫，企圖強化荷蘭觀光產品之優勢，將觀
光發展分為四大主題：荷蘭水世界、文化歷史遺跡、城市及河岸。其中文化遺跡
串連著四大主題，從城市中豐富的文化古蹟到與水相關的遺跡和防洪設計。這四
大主題也成為荷蘭觀光局宣傳策略的四大主軸，文化觀光為吸引國際觀光客之主
要觀光類型。1992 年文化觀光主題聚焦於荷蘭黃金時代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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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17 世紀船運及貿易遺產。
節慶與活動於 80 年代後半開始受到重視，1987 年到 1992 年之間荷蘭觀光
局登記之活動成長了 43%。藉由活動可吸引國際與國內觀光客、降低觀光季節性
並賦予現存之觀光景點與觀光商品新生命。許多節慶都包含了文化主題，主要的
展覽包括林布蘭、梵谷和蒙德里安（Mondriaan）作品展。然而在這段期間文化
活動的主題有明顯改變，藝術類活動場次下降了 23%，然而大眾活動卻增加了
84%。雖然國內民眾偏愛大眾活動，較能吸引大批外國觀光客的卻是大型藝術活
動，且參加的外國民眾越來越多，且越來越國際化，來自鄰國的觀光客比例下降
（Bruin, 1993）。
荷蘭觀光局也利用節慶與活動得以吸引觀光客之特性，從 2006 年開始，將
每年設定為主題年（theme year）或是國際活動年（international events year）
，其
安排如下：
2005 年: 主題年—水
2006 年: 主題年—林布蘭 400 週年（Rembrandt 400）
2007 年: 主題年—感受律動：音樂與舞蹈（Feel the Rhythm- Music & Dance）
2008 年: 主題年—隱藏的荷蘭（Hidden Holland）
2009 年: 國際活動年—荷蘭藝術城市（Holland Art Cities）
2010 年: 國際活動年—荷蘭藝術城市（Holland Art Cities）
2011 年: 主題年—荷蘭 DNA（Holland DNA）
2012 年：國際活動年—荷蘭花節（Holland Floriade）
了解荷蘭的文化觀光發展背景之後，接下來將檢視個案城市的歷史、地理與
文化特性（城市的地理位置請見圖 2-2）
，以進一步探討不同文化觀光類型的發展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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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城市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荷蘭維基百科

（一）、阿姆斯特丹
當人們談到阿姆斯特丹，便會想到 17 到 18 世紀瘦長形的暗紅色磚屋，一棟
一棟佇立在運河旁，保留完整的建築使阿姆斯特丹在人們心中留下鮮明的印象，
運河及運河兩岸古蹟建築成為該地觀光的主要吸引力之一。阿姆斯特觀光局創造
了四條像公車般可隨意上下船的遊船路線（hop on hop off canal cruise），供觀光
客沿著運河觀賞河岸建築，又可作為代步工具，主要景點和博物館皆有站可下。
17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掌握歐亞貿易航線，為荷蘭的黃金年代（Golden Age），
也為荷蘭帶來大量的財富。富足的社會使得人們注重藝文活動，充沛的資助款與
社會環境孕育出維米爾（Vermeer）與林布蘭（Rembrandt）等世界知名畫家。19
世紀的荷蘭雖然榮耀不再，梵谷（van Gogh）的出現為荷蘭精彩的藝術史再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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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從 17 世紀以降，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繼承了大量的遺產，豐富了博物館內
涵，其中以收藏國家歷史文物與名畫的國家歷史博物館（Rijksmuseum）與梵谷
美術館（The van Gogh Museum）為代表，其他著名的博物館包含安妮之家博物
館（Ann Frank House）、鑽石博物館（Diamond Museum）等 40 多座大大小小的
博物館。
儘管擁有上述遺產和博物館，相較於其他歐洲首都城市，阿姆斯特丹之既有
資源不足，因此阿姆斯特丹致力於成為知識與商業中心以維持其在歐洲經濟體的
競爭力（Richards & Palmer, 2010）。為吸引創意產業、物流服務、企業的進駐與
知識工作者和訪客，阿姆斯特丹每年舉辦 75 個節慶與無數個活動，主題相當多
元（ATCB, 2011）。

（二）、鹿特丹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意圖掌控荷蘭，鹿特丹在 1914 年 5 月 14 日遭受
德國軍隊強力轟炸，造成慘重傷亡，市中心的古建築也難逃炮彈的摧殘，夷為平
地。直到 1950 年代後，荷蘭才終於從戰爭導致的貧瘠中恢復，開始著手重建城
市。鹿特丹港在 1962 到 2004 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隔年由上海超越，鹿特丹港
目前仍為歐洲載運量最大之港口。
砲彈幾乎將市中心的古建築摧毀殆盡，因此鹿特丹相當缺乏既有文化資產。
然而市中心的空地卻成了現代建築最佳的實驗場地，方塊屋（the cube house）和
歐洲第一座當代「摩天大樓」—白屋（the witte huis）
，皆為建築史上的經典，奠
定了鹿特丹成為今日現代建築之城的基礎。全荷蘭擁有最齊全的建築文獻莫過於
荷蘭建築學會（the Netherlands Architecture Institute; NAi）
，座落於鹿特丹的博物
館公園（Museum Park），展示各種檢視建築的方式。除了建築學會，美術館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陳列從中古世紀到當代之藝術，展品相當豐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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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體認到與鄰近的阿姆斯特丹相比，觀光資源十分不足，吸引力小，因
此轉而成為以節慶和活動帶動文化發展的城市。鹿特丹便是在這種節慶導向的政
策下，鹿特丹在 1990 年代便已成為節慶參與人數比率最高的荷蘭城市。2010 年
國際節慶與活動組織 IFEA（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 Events Association ）將
鹿特丹選為「IFEA 世界節慶與活動城市」（IFEA World Festival & Event City），
同年度獲獎的歐洲國家為愛丁堡。鹿特丹的發展相當值得作為文化資源相對缺乏
之城市發展上的借鏡。

（三）、馬斯垂克
馬斯垂克位於荷蘭東南國土的南林堡省（Zuid-Limburg），馬斯垂克所在的
林堡省（Limburg）為狹長型，向比利時和德國之間延伸，馬斯垂克到比利時首
都布魯塞爾或是德國西部大城科隆的距離，皆比到阿姆斯特丹或鹿特丹還短。位
於三國交界位置的馬斯垂克不僅能見到荷蘭、德國與比利時的文化與語言在此交
融，也可見法國文化對此區的影響。對於荷蘭人而言，馬斯垂克是遙遠的邊境城
市、當地居民有著濃厚口音，卻同時又對該城市位處西歐中心的地理位置感到驕
傲。1992 年簽訂的馬斯垂克條約使得該城聲名大噪，地理位置加上與歐盟相關
的工作增加，在當地居住的外國人口明顯增加，使得馬斯垂克在成為泛歐城市的
美景之下，浮現當地認同的保存問題（Shelter, 1997）。
在觀光方面，馬斯垂克為荷蘭最早開始發展的城市，可見羅馬遺跡等 1665
個歷史古蹟（VVV Maastricht, 2010）
，馬斯垂克觀光局規劃了藝術路徑，沿途經
過 38 間藝廊與博物館。馬斯垂克在自然景觀上也與荷蘭其他平坦的地區不同，
放眼望去為綿延的山丘地區和石灰岩地形，全國最高點也位於此區。在料理方面
深受法國影響，不論是純正的法式料理、或混合鄰近地區的特色美食在此都可品
嘗的到，甚至可找到該市引以為傲的米其林六星級餐廳，無怪乎馬斯垂克在官方
的觀光網站上自詡為「美食首都」，積極發展美食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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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垂克將城市定位為知識城、文化城和居住城，以節慶活動作為主要工具。
透過文化節慶與活動塑造城市的文化形象；舉辦季節活動吸引觀光客、促進淡季
的觀光活動。近期積極與鄰近地區城市組成「馬斯—萊茵歐洲區域」
（Maas-Rijn
EUregio），共同發展文化及觀光事業，並積極以馬斯—萊茵歐洲區域角逐 2018
的歐洲文化首都競選。

（四）、 個案城市發展之文化觀光類型統整
表 2-1 整理了上述三座個案城市主要發展之文化觀光類型，主要為遺產觀光、
博物館觀光、節慶與活動觀光及美食觀光。本研究將針對這四大類文化觀光檢視
個案城市之發展，並就個別文化觀光類型比較個案城市發展的異同，對照規劃理
論與實際發展，最後將探討個案城市的文化觀光發展類型如何展現城市獨特的歷
史文化特色。因此下一節將先進行四個類型的文化觀光相關文獻回顧，以了解不
同文化觀光類型之特色與發展模式，同時了解其他地方之發展經驗。

表 2-1 個案城市發展之文化觀光類型
城市文化觀光類型

阿姆斯特丹

鹿特丹

遺產觀光

√

博物館觀光

√

√

√

節慶與活動觀光

√

√

√

√

√

美食觀光
產業觀光

馬斯垂克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文化觀光發展要素
文化觀光發展的競賽在城市之間展開，如何以城市的文化觀光資源，吸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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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客，增加城市競爭力的問題成為學者研究對象。在全球激烈的文化觀光發展競
賽中，每座城市皆擁有不同的歷史背景與環境條件，因此文化觀光產品勝出關鍵
乃是發展出一套能妥善轉化城市文化特色和資源成為文化觀光的發展機制。
回顧過去文獻，學者將觀光規劃與競爭力之概念連結，例如 Crouch 與 Richie
（1999）以 Porter 的競爭力模型為基礎，提出觀光目的地吸引力有賴於四個組成
要素，包括核心資源（如歷史文化、特殊活動、娛樂）、輔助資源（基礎建設、
易達性、餐旅業）、目的地管理（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資金、觀光
客管理）及資格決定因素（地點、安全性、形象/品牌、價值）。
Dwyer 與 Kim（2003）則提出競爭力的關鍵，包含既有資源（自然資源、
文化資產與古蹟）
、創造資源（觀光基礎建設、觀光地活動）
、輔助要素（基礎建
設、目的地易達性）與目的地管理。由此可見觀光發展中，除了該地既有的歷史
文化，還需創造觀光資源，例如基礎建設等，再配合目的地之管理與品牌價值的
塑造，才能發展出觀光地的競爭力。
近年來部分研究聚焦於文化觀光的發展要素，利用個案研究、訪談成功案例
之關鍵人物等方式，試圖尋找文化觀光發展的關鍵要素。例如 Liu（2010）研究
英國倫敦、愛丁堡、格拉斯哥與利物浦之文化觀光發展，歸結出四個規劃考量，
包含既有資源（如獨特賣點、具原創性及多樣化的景點）、創造資源（如舉辦大
型活動）
、行銷（了解觀光動機、市場區隔）及夥伴合作（建立跨部門合作關係）。
McKercher 與 du Cros（2009）則認為將文化資產轉化為文化觀光的過程中，行
銷的程序（商品化、修改、標準化、賦予故事性）不可或缺。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9）提出「文化、觀光、吸引力與競爭力模型」
（如圖 2-3）
，歸納出
吸引力與競爭力取決於當地兩大關鍵：可用資源的擁有及資源利用情形。在可用
資源部分，OECD 認為當地既有資產能為地方帶來吸引力，然而若要與其他地方
競爭和吸引觀光客，必須將既有資產轉化為有更高象徵價值（symbolic valu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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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資產，才能為資產創造更大的市場價值，成為城市的比較優勢。
除此之外，Bellini、Gasparino、Del Corpo 與 Malizia（2007）的研究認為發
展程度較高的地方通常對觀光資源（既有資源和創造資源）有較好的運用；換句
話說，觀光目的地需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組織資源，藉由目的地的治理與行銷提升
資源的吸引力，創造競爭優勢（OECD, 2009）
。然而發展文化觀光需要處理文化
與觀光事務的部門進行跨部門合作，再加上各地控管文化資源的單位不同，資源
可能分別掌握在國家、地方、私人企業團體或非利益組織中，分散的資源管理權
提高了目的地治理的難度，因此在目的地治理中，夥伴關係與網絡的建立實為重
要。

圖 2-3 文化、觀光、吸引力與競爭力模型

資料來源：OECD（2009）

16

OECD 的模型呈現文化可用資源、資源使用與吸引力和競爭力之關係，歸結
文化觀光發展中的關鍵要素包含可用資源中的既有資產和創造資產、資源使用中
的行銷及治理。本研究將以 OECD 模型為理論基礎，以下針對各個關鍵要素進
一步回顧相關文獻，檢視過去相關研究與其他城市運用關鍵要素之成果，並針對
個案城市主要發展的文化觀光類型進行探討：

一、可用資源（Resource availability）：既有資源與創造資源
可用資源為得以吸引觀光客的文化觀光資源，一般可分為兩種，包括既有資
產（endowed assets; inherited resource）和創造資產（created assets; created resource）。
前者包含文化遺產、景點之獨特賣點、原創性及多樣性等（van der Borg, 1994）。
既有資產有其一定的吸引力，然而在高度競爭的觀光環境下，若要與其他地方競
爭和吸引觀光客，必須將既有資產轉化為具有更高象徵價值（symbolic value）的
創造資產，並創造出更多元的文化觀光產品，以利銷售給目標客群（OECD, 2009;
Richards, 1996），常見的方式為舉辦大型節慶活動（Liu, 2010）。
舉例來說，Bianchini 以城市的既有資產之豐富程度加以分類，將城市區分
為兩大類（引自 Liu, 2010）。第一類為擁有豐富文化資源（如古蹟、歷史都市風
貌、宗教與考古場址），並作為文化發展中心的「文化之都」（cultural capital），
例如巴黎、阿姆斯特丹、倫敦和愛丁堡等。這些城市以文化資源作為發展文化觀
光的根基，文化觀光為城市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雖然文化之都擁有豐富文化資
源作為發展後盾，然而 Liu（2010）對於英國城市文化觀光發展的觀察發現，倫
敦與愛丁堡在面臨歐洲城市的激烈競爭中，仍需大量投資以維持領先地位。
第二類為「衰落城市」或「新目的地」，如鹿特丹、格拉斯哥、利物浦、杜
林等。這些城市因為產業結構轉變，過去仰賴的經濟產業不再具有競爭力，城市
也因而衰弱。然而過去遺留下來的廠房及設備為城市過去歷史的遺跡，經過良好
規劃將成為「衰落城市」與「新目的地」發展文化觀光的重要資源，城市得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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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文化觀光促使城市再生與形象重建。不過相較於「文化之都」擁有的豐厚文化
資源，第二類城市的既有資源不足，因此城市便藉由創造文化景點與舉辦活動來
吸引觀光客（Richards, 1996；Liu, 2010）。
文化觀光的發展中，不論文化之都或新的觀光目的地，皆須先了解地方的既
有資源和可能發展出的文化觀光型態，了解城市在文化觀光中的優勢，再進一步
投資與開發觀光產品。因此以下針對個案城市主要發展的文化觀光類型進行文獻
回顧，包括遺產觀光、博物館觀光、節慶與活動觀光、美食觀光及產業觀光，了
解各個文化觀光類型之定義、現行發展和觀光地創造資源之策略。

（一）、遺產觀光
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1972）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對世界遺產的定義，遺產可分為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其中有形的文化遺產包括
歷史文物、歷史建築、人類文化遺址；無形的文化遺產是指「被群體、團體、或
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
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Yale（1991）則認為遺產乃是繼承自先人之資源，
因此遺產觀光便是以這些資源為中心的觀光活動，遺產可為歷史建築、藝術作品
和景色等。
近年來，遺產地成為文化觀光客旅遊目的地的選擇之一，尤其是聯合國教育、
科學及文化組織所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更受到觀光客的注意。Garrod 與 Fyall
（2000）歸結出遺產觀光可能帶來之影響，遺產乃是極度脆弱的文化資源，龐大
的觀光客湧入，卻可能造成遺產地過度擁擠和破壞等問題，然而若能再發展遺產
觀光的同時考量遺產的永續發展性，遺產觀光能帶來許多好處，包括維持遺產的
真實性及完整、提供遺產金錢價值、並能在保存遺產的前提下滿足觀光客需求，
提供更多的觀光產品。
文化資產是沉默的，若無文本支持，本身鮮少能彰顯其意義，尤其是對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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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歷史與文化不甚了解的觀光客，若沒有故事說明文化資產在過去及當代的角色，
以及對當地社會的影響，文化資源便無法對觀光客產生意義（McKercher & du
Cros, 2009）
。以發展遺產觀光為例，需藉由對遺產資源精細的控制與策劃發展出
遺產觀光產品。遺產觀光的發展過程如下圖所示，相同遺產資源，針對不同的使
用者或市場，以不同方式詮釋和包裝（Ashworth, 1994）。
圖2-4：遺產產業元素

資料來源：Ashworth（1994）

故事能引觀光客興趣，甚至能影響其對於資產的詮釋方式及使用方式。例如
比利時的滑鐵盧古戰場若沒有拿破崙在此戰敗而遭放逐的聞名故事，滑鐵盧就將
只是個遼闊草原；愛丁堡因為豐富的鬼故事，幽暗斑駁的建築反而塑造出城市鬼
魅氣氛，觀光客更特地參加鬼故事之旅，在刺激的旅程中進一步了解城市的歷
史。
此外，故事也能賦予文化資產生命力，歷史文物化身為人類歷史中的演員，
以故事為劇本、文物為演員，將過去呈現在世人面前。正同美國歷史保存國家信
託所說的：
「人類歷史的劇碼才是觀光客想看的，而不是那些日期和名字」
（NTHP
1999:13）
。文化觀光客是觀光客分類下的其中一種，而不是歷史學家，因此追求
的是富有知識性的娛樂，而非鉅細靡遺的歷史知識，因此包裝文化資產時，需特
別注意傳達的訊息是否有創意及讓人期待。
19

學者研究發現，擁有文化資源的城市若能整合文化資源成為網絡或路徑，其
帶來的影響將大大超越單一資源所能提供的。以 Romagosa 與 Russo（2008）提
出的遺產類型分析為例，有形的文化遺產以其整合情況可分為單一遺產與遺產網
絡或路徑，觀光客與前者的關係乃是觀光客單方面凝視著有形遺產，而區域間的
觀光部門處於競爭狀態，強調遺產與其他競爭者的差異性。然而在遺產網絡和路
徑中，透過觀光客在過程中主動的探尋，體驗和想像過去情景，有形遺產化為無
形的體驗與感受。也由於串連區域間的文化資源，觀光部門間轉為合作關係，促
進了區域整合，亦能避免效益流失，產品則強調互補與多元性。
OECD（2009）的研究也支持以上結果，研究了許多國家地區性文化觀光產
品的發展後發現，其目的多為創造文化與觀光部門合作的契機、改善地區形象、
或為了將觀光客散佈到整個區域，其中最常使用的策略包括發展文化路徑
（cultural route）
、具主題性的產品及文化活動。文化路徑為具有主題和文化價值
的路線，串連著文化景點（Puczkó & Ratz, 2007）
，並得以展現不同的文化主題。
其性質可以是地區性的、亦可為國際性的；可將原有的文化資產重新包裝，亦或
是全新創造新的文化路徑。由於發展具有高度彈性，文化路徑已成為觀光產品發
展的新選擇。Romagosa & Russo（2008）以西班牙為例說明文化路徑對文化資源
整合之正面影響， 15 個西班牙城鎮組成非營利的市政組織「西班牙猶太遺址網
絡—賽法拉德路徑」
（Red de Juderías de España Caminos de Sefarad）
，成功將分散
於西班牙各地的猶太遺址串連成猶太文化路徑，建立猶太遺產網絡，同時形塑出
西班牙深具代表性的文化觀光產品。

（二）、博物館觀光
博物館在文化觀光發展中亦相當重要，除了保存文物和藝術品，對於地方風
格的塑造與城市品牌的建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今日許多著名的城市都貼著博
物館的文化標籤，舉凡巴黎羅浮宮、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倫敦大英博物館等皆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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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耿鳳英，2005）。原本默默無名的地方也可能因特色博物館的興建，成功製
造話題、建立地方品牌，西班牙畢爾包（Bilbao）便為最好的例子。
位於西班牙巴思克（Basque）地區的畢爾包原本為恐怖分子出沒之地，他們
以暴力手段爭取巴斯克地區獨立。當地政府為振興經濟、增加就業機會，不惜投
入美金十五億元，爭取並設立古根漢博物館分館，期待改造畢爾包為藝術觀光城
市。這座由美國建築師 Frank Owen Gahry 所設計的博物館，因其大膽獨特的造
型，在 1994 年成立後立即成為媒體報導焦點（溫立秦譯，2003）。加上古根漢
經營集團善用媒體造勢等行銷手法，以及跨國經營的模式，博物館由原本保存文
化的角色，轉變為地方發展文化觀光的資產，博物館觀光帶動地方經濟及文化發
展（林明美，2007）。
雖然如此，博物館觀光化的現象仍使許多人憂心文化與產業結合後會產生衝
突，並導致過度商業化之弊病。但是在今日社會的發展趨勢下，以博物館帶動文
化形象的塑造及文化產業化的概念已成型，現代博物館一定要突破過去傳統形象，
發展出觀光業的多樣性，才能與龐大的商業觀光集團競爭（許功明，1994）。古
根漢館長 Krens 積極改革博物館之角色，舉辦電單車展覽與阿曼尼時裝（Giorgio
Armani）設計回顧展，然而卻被認為有行銷品牌之嫌而受到批評。對此他反駁說：
「博物館為什麼不能更趣味化、更富知識，同時又能忠於藝術？」
（引自馮久玲，
2002）。
由古根漢博物館受歡迎之程度看來，適度地導入商業發展策略，能使博物館
觀光發展更為成功，文化事業得以根據本身特殊條件創造出有利的形象，達到文
化與產業結合的目標（耿鳳英，2005）。博物館觀光的核心價值來自於藏品與展
覽，以展覽的時間來區分可分為兩類，常設展與特展（鄭夙雅，2007）。由於觀
光客期待看到傳奇性的文物或知名藝術家作品的「真品」，博物館為刺激參觀人
數，通常會在特定時間展出知名展品，搭配行銷與高預算的宣傳，發展出超級特
展（blockbuster）
（曾信傑，2001）
。目前觀光市場的趨勢為一對一行銷（one-to-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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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取代以往的集體行銷（mass marketing），博物館針對觀光客進行市
場區隔，利用不同主題的特展，滿足不同目標市場的需求（辛治寧，2002）。除
了展覽內容能符合不同類型參觀者的需求外，細微之處也應注意，例如以目標客
群的語言作為標示的語言等。
此外，觀光的本質為主動與互動的體驗活動，因此文化觀光目的地需能鼓勵
並製造互動，其中讓觀光客自由參觀並能以個人為單位的互動能帶來最佳的體驗
（McKercher & du Cros, 2009）
。此外，互動也能讓觀光體驗從視覺擴大為觸覺、
聽覺甚至是觸覺（當地食物品嚐）的感官經驗。因此在文化產品的呈現過程中，
若能增加觀光客與產品的互動，應能提升其觀光經驗。以倫敦塔（Tower of London）
為例，塔內展場曾舉辦互動式展覽—「動手玩歷史」
（Hands on History）
，鼓勵民
眾不分老少探索武器和盔甲的歷史（Liu, 2010）。
除了展品外，博物館的地點相當重要，也需注意博物館週遭住宿、餐飲等觀
光設施。若偏離觀光路線，則需確保展品的吸引力與積極的行銷工作，或讓博物
館之建築產生獨特吸引力。如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博物館的外型也成為展覽的
一部份，近年來日本的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與大陸蘇州博物館，皆請建
築大師貝聿銘為其設計博物館。貝聿銘善長結合東方傳統庭園意象與幾何構圖，
完美融合傳統與現代建築風格，也使兩座博物館成功以博物館建築外觀吸引觀光
客前來（鄭夙雅，2007）。

（三）、節慶與活動觀光
Richards 與 Palmer（2010）指出節慶活動過去多與信仰、祭祀和慶典有關。
工業革命後，工作成為生活重心，節慶與活動轉變為工作之餘的消遣娛樂。而節
慶活動與觀光的結合則一直到 1960 年之後才出現，漸漸發展出節慶與活動觀光
的概念。
二戰後出現大量的節慶活動，原因包含促進國際間瞭解的需求、發展文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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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休閒時間增加，以及填補戰時文化活動的缺乏，愛丁堡、亞維儂和阿姆斯特
丹等歐洲城市在戰後都創造了許多文化活動（Richards & Palmer, 2010）。隨著節
慶活動的規模與數量增加，節慶活動承載了更多的責任。首先，市中心成為節慶
活動的舞台，用以吸引訪客與居民。再者，1960 年代歐美的政府機關開始重視
「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鼓勵歷史遺跡的保存並提供藝術家表演
與展覽機會（Zukin, 2004）。最後，節慶活動作為推動城市觀光的助力，包含提
高城市能見度、形塑目的地意象關鍵、增強觀光與商業的鏈結、解決觀光淡季問
題、促進社區凝聚力和支持主要產業部門的發展（游瑛妙，1999）。
1970 和 1980 年代遭逢經濟危機，城市迫切尋求新的發展契機，因此文化產
業在後工業時代成為經濟發展先鋒，節慶活動成為城市發展競爭優勢之策略。隨
著節慶活動在城市中的重要性逐漸增加，國家紛紛成立新的組織以創造、競標及
管理節慶活動。格拉斯哥、鹿特丹、杜林及都柏林等城市積極發展節慶活動，加
上同時間電腦科技、媒體、消費性商品的發展，使得設計創新與節慶活動結合，
得以擺脫過去工業城之形象（Zukin, 2004）。
以大型活動成功轉型的城市莫過於格拉斯哥，該城市把握其世界著名的資產，
包含兼任建築師與設計師 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以及 90 年代初期開始發展
的藝文活動（Glasgow Style）
，藉由 1990 年歐洲文化首都活動的推展，成功吸引
觀光客的注意與青睞，逐漸建立新形象並發展出城市品牌「格拉斯哥：風格蘇格
蘭」
（Glasgow: Scotland with Style）
，成為以節慶活動作為城市發展競爭優勢的最
佳代表之一（Liu, 2010）。
Richards 與 Palmer（2010）提出五大發展節慶活動的策略（如表 2-2）
，得以
藉由發揚過去傳統與資產（如再生型與創造型）
、聚集當代人才（如培養型）
、或
是透過模仿或加盟其他地方之節慶（如仿效型），將城市文化資源濃縮在特定時
間的範圍中展演。同時，競標型活動（footloose events）與日漸增，如歐洲文化
首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奧運、世界足球賽、世界設計首都等競標型

23

活動，也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
表 2-2：節慶活動發展策略
主要策略

特定策略

例子

培養型

民間自然發展

大多數的藝術節，如英國愛丁堡國際藝術
節

創造型

1. 創造新活動
如聯合國訂定之全球媒體自由日（五月八
2. 贊助小型展覽發展成大 日）
、柏林圍牆倒塌十週年紀念、荷蘭 2006
型活動
林布蘭年

再生型

活化現有活動、使傳統再生 西班牙人慈聖母慶典（La Mercè）
，再現傳
統與現代加泰隆尼亞文化，融合當代文化
表演藝術

競標型

1. 開放城市競標活動
2. 從其他城市獲取活動

1. 如奧運、歐洲文化首都
2. 原本於荷蘭海牙舉辦的北海爵士音樂
節，因場地問題，由鹿特丹接手舉辦

仿效型

1. 仿效他城之活動
2. 加盟獲得節慶舉辦權

1. 如荷蘭萊頓（Leiden）仿效阿姆斯特丹
舉辦運河節
2. 西班牙小城賽哥維亞（Segovia）舉辦
文學節（Hay Literary Festival），此節
慶源自於英國的小鎮 Hay-on-Wye

資料來源：整理自 Richards 與 Palmer（2010）
然而由於全球城市皆視節慶和活動為促進城市觀光發展之良藥，全力發展節
慶、表演、展覽和會議，節慶觀光市場趨向飽和。為尋求差異化，城市開始將城
市空間轉化為節慶與活動展演之舞台，持續不斷的活動導向城市的「節慶化」，
城市甚至將自己塑造為「活動城市」
（eventful cities）
（Richards &Palmer, 2010:2）。
不斷鼓勵或贊助節慶活動的舉辦，製造奇觀、吸引注意、創造參與者獨特經驗，
讓不在現場的人惋惜失去了一次寶貴的經驗。如現場演唱會無時無刻在各地發生，
然而音樂節的活動高度濃縮性結集了各個演唱會的能量而成為奇觀。同時也將數
個圍繞同一主題的活動集結包裝成節慶、文化季或文化年，高頻率活動提高城市
的能見度，使城市與文化活動產生連結，塑造出城市形象（Richards & Palm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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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食觀光
由於觀光目的地之間的競爭與日俱增，地方文化成為吸引和滿足觀光客的重
要資產。食物在地方文化中扮演相當重要的一環，不但是觀光客旅遊體驗的核心，
也是後現代社會中形成認同的推手，成為散播最廣的認同標記（Long, 2004）。
因此發展美食觀光，不但是為了滿足觀光客的基本生理需求，更能塑造獨特的觀
光體驗及催生區域認同。Long（2004）認為美食觀光（culinary tourism）一詞乃
是描述透過食物和酒體驗其他文化之行為。她強調個體由旅遊經驗建構意義之能
力，並將美食觀光定義為「有意的、探索性地參與他者的飲食文化，包含食用、
準備餐點、食物的擺設及食用方式的呈現」。目前已有許多國家和城市把握其美
食資源，在美食觀光發展上具有領導角色，包含澳洲雪梨、墨爾本和西澳地區、
新加坡、台灣、上海、印尼峇里島、日本、澳門、美國紐奧良、西班牙、紐西蘭、
慕尼黑啤酒節、波爾多和希臘等（Kivela & Crotts, 2006）。
國際美食觀光協會（International Culinary Tourism Association）（2006）認
為發展美食觀光將有利於餐飲業、社區與民眾和旅遊業三方，對餐飲業之助益包
含銷售量與獲利增加、提供合作行銷與交叉行銷之機會，產生的影響將大於企業
各自發展之成果、提升公司之服務與產品品質、得以利用外出用餐與美食之發展
趨勢和創造新的商業機會。對社區與民眾之正面影響包括可在鄉村地區創造新的
工作機會、促進跨文化意識與了解、幫助地方居民了解觀光業帶來之經濟影響。
最後，對旅遊業之幫助包括為當地的美食觀光客提供妥善的餐飲、開發新市場、
為會展產業增加吸引力及促進目的地行銷。
Hjalager（2002）根據美食觀光的發展程度，將其分為四個層級，表現出既
有的美食資產，經過一連串的過程創造出更高的美食觀光價值，包含賦予風格和
故事、塑造品牌，並整合其他觀光或實做活動，甚至由區域組織共同發展出人才
庫和美食觀光組織。
第一層級的美食觀光為本土發展，依賴現有的經濟結構、合作網絡和知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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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然而在此層級中，觀光客與食物供應商缺乏溝通與聯結，當地美食資源缺乏
品質控管、行銷與包裝，尚未發展為良好的文化觀光產品，。
第二層級的為水平發展，美食觀光產品的發展已達水準，此階段品質提升、
重視行銷、推出了星級制等的品質認證標準，也開始塑造品牌。此外，業者也開
始注重產品的故事性與想像，例如推出「古早味」食品，以帶有懷舊風味的餐點
迎合觀光客對過去的想像。
第三層級的美食觀光開始垂直發展。前兩個層級的焦點仍在美食之品嘗享用，
而美食觀光第三層級的垂直發展代表美食、觀光活動和文化節慶進行整合，擴張
了美食觀光資源的規模和範圍，重新建構觀光客的美食經驗，藉由農場和工廠、
食品博物館、DIY 產品、烹飪課、烹飪假期及（酒莊）路線的規劃。美食或烹飪
活動可提供新型觀光客對於體驗與互動的需求（International Culinary Tourism
Association, 2011），藉由提供觀光客自行準備食材、製作食品、烹飪課的規劃，
讓觀光客對美食產生更深入的了解和互動關係。
第四層級的對角發展 （diagonal）不只聚焦於產品，更擴及培養食品與觀光
相關的知識根基和人才，包含訓練食品烹調、食物科技和觀光專家，致力於研發
部門。此外，除了區域觀光組織外，需發展媒體中心，以建立對媒體做全面性的
控制，作為建立食物品牌及發展美食觀光之基礎。最後，政府機關和民間機構可
藉由提出前瞻計畫，提高民眾對新興議題的瞭解，如食物安全和食物療法，或是
高齡化趨勢下美食觀光產業的醫療價值等。
綜合以上，美食觀光不只是美食品嘗，更是關於如何運用資源，包含當地飲
食、飲食文化/遺產、當地環境及觀光景點，再經過文化觀光產品的發展機制加
以包裝、利用標章等行銷工具建立品牌、與區域觀光組織合作等，建立觀光客的
獨特美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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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觀光
在現行文獻中，對「產業觀光」一詞尚未有一致認同的定義，並有多種指稱
方式2，不同之處在於所認定之產業類別、參與者及現在是否還在營運等。例如
在英國「產業觀光」（industrial tourism）專指針對工廠和企業的參訪，而以「產
業遺產觀光」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指稱以過去產業遺跡為主題之觀光活動
（Otgaar, van der Berg, Berger, & Feng, 2010）。本研究以 Otgaar 等學者（2010）
所提出的定義，也就是「參觀過去產業之遺跡或目前仍在生產的工廠或公司行號
等，參觀者得以了解產品、製造過程、應用以其歷史背景。」
Li 與 Soyez（2006）提出產業觀光的分類模型，模型呈現了不同類別的產業
觀光，橫軸從遺跡到市場（仍在營運的產業），縱軸則從地點到目的地（觀光目
的地），例如工業探險區乃是以遺跡為主題、為遊客特別設立的觀光目的地。

圖 2-5：產業觀光分類模型

資料來源：Li 與 Soyez（2006）

1980 年開始，許多區域和城市將產業觀光視為觀光市場的一部分，例如名

2

「產業觀光」可稱為 “manufacturing tourism” 、“industrial attractions”、 “industrial tourism” 或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27

古屋、杜林、鹿特丹、阿姆斯特丹、上海及賓州（Otgaar et al., 2010）
。英國觀光
局估計產業觀光客從 1989 年從 500 萬在接下來的幾年增加到 80 萬以上；而在法
國，1980 年到 1993 年之間參觀從事產業觀光的人數也從不到 500 萬的數字增加
到超過一千萬人（Swarbrooke, 2002）。
由於發展產業觀光不只對公司有利，對當地社區及旅遊業亦能帶來正面影響，
因此產業觀光逐漸受到重視。對產業之影響包括（1）透過參訪行程了解公司產
品和製造過程或所提供之服務，使民眾熟悉其產品與服務，同時參觀者會將愉快
參觀經驗跟產品連結，進而建立品牌忠誠度（Brumberg & Axelrod, 1995）；（2）
藉由展示員工良好的工作環境與福利設施，提升公司形象，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發展產業觀光也可作為避免裁員之工具，在經濟低迷時，可將多餘人力派遣至產
業觀光部門；
（4）藉由推廣公司產品、工作環境與福利，公司將吸引人才投入
（Otgaar et al., 2010）
；
（5）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員工將逐漸對工作感到驕傲，
激起士氣。Mitchell 與 Orwig（2002）也認為員工在解說過程中，將對工作及產
品製造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促使生產力上升，並且透過互動更了解顧客，這一點
對平時鮮少直接面對顧客的上游廠商尤其重要。
雖然如此，許多公司仍對其抱持觀望態度，並對其行銷成效抱持懷疑態度，
其中非消費者導向的公司最常質疑參觀工廠的行程可能帶來的利益；有時公司則
是無多餘能力接待觀光客或認為開放公司參觀將對生產過程造成影響、或有著竊
盜及產業間諜、人力派遣問題等考量（Otgaar, et al., 2010）。
產業觀光的發展對當地社區及旅遊業也相當有利，Otgaar 等學者（2010）提
出其正面影響，包括（1）重新利用廢棄廠址，再造文化資源。整頓廢棄工廠成
為藝文中心的例子已不勝枚舉，顯示廢棄廠址的特殊懷舊氛圍得以成就新的文化
觀光景點，並為公部門帶來收入。
（2）整合觀光產品，促進地方經濟。將相關產
業重新整合成套裝行程有助於產業觀光主題化以及觀光產品的行銷。
（3）產生非
技術性與技術性工作。傳統工業城市常面臨市民教育程度較低及非技術性勞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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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之問題，增加社會福利負擔。公部門若積極發展產業觀光，觀光部門可產生大
量非技術性工作如餐飲業及飯店業；同時也將產生技術性工作如產業觀光之行銷、
策劃和專業導覽等。
如以上所述，若妥善運用產業與工業資產，便能發展出新的觀光利基，尤其
是當代的觀光客在假期中不只尋求放鬆與寧靜，有更多人追求變化與新奇，若公
部門能妥善整合地方的產業與觀光，城市將可利用產業觀光作為競爭優勢。
Marcon, Preuilh 與 Ksouri 歸納出產業觀光的幾個樣貌
（引自 Bregman, 2011）
，
包含公司參訪觀光（company visit tourism）、工業遺產觀光（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及科學觀光（science tourism）。公司參訪觀光又可分為開放民眾參觀
公司和營運現場（open doors）
、商業單位（commercial units）如紀念品店或品嚐
活動、設立通訊中心（communication center）來接待訪客等三種形式。商業單位
則公司欲透過參觀活動營利所設立的空間，以紀念品店為代表。通訊中心則俗稱
為訪客中心，乃是公司特別為訪客設立出的獨立空間，不一定與營運地在同一個
地方，讓訪客在這個縮小版的製造現場中能了解並體驗營運狀況，同時也避免訪
客影響公司營運的可能性。第二種類型的產業觀光為工業遺產觀光，指的是參觀
博物館、公司發展歷史或遺跡。而科學觀光則是讓訪客能在博物館或科學中心裡
學習新的科學發展。
Otgaar（2010）的研究發現，產業觀光的發展潛力取決於四個要素，包含公
司的吸引力、產業觀光的供給、地點及訪客設施的品質、產業觀光的宣傳。首先，
比起沒有生產消費商品的公司，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公司較有能力吸引觀光客；同
時知名品牌和視覺上較吸引人的製造過程也較具觀光魅力。
此外，產業觀光的吸引力也取決於其歷史氛圍，如 Otgaar（2010）所述，位
於古蹟建築的公司具有發展優勢。同時廢棄場址經過整修後，也得以發展出獨特
的樣貌。然而目前大多數的廢棄場址的改建仍僅限於「點」的發展，公部門需串
連鄰近區域的相關產業，不論是沒落產業或是現正營運的公司，整合成「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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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Otgaar et al., 2010）。
此外，文化觀光不只需要提供一般觀光活動所需之輕鬆有趣且引人入勝的體
驗，更需注意其品質與真實性。文化觀光客通常年紀較長、累積較多的觀光經驗、
教育程度較高、擁有較多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Formica & Uysal, 1998；Richards,
1996），因此對於觀光產品的獨特性與觀光經驗也有較高的標準。再者，隨著觀
光活動日漸普及、全球觀光客觀光經驗增加、以及教育水準提升，文化觀光客的
人數逐年增加，低品質的觀光活動在市場上逐漸萎靡，取而代之的是講究品質的
文化觀光活動。當代文化觀光客有越來越多的選擇，唯有兼具樂趣、品質與真實
性，並能符合金錢價值的觀光產品才能在市場上勝出。
就產業觀光而言，除了公司產品或製程的本身的吸引力外，公司能藉由創造
高品質的觀光客設施（如投資在設施及專業解說員上）及提升目的地的易達性來
吸引更多人造訪，例如德國沃夫斯堡（Wolfsburg）的福斯車廠（Volkswagen）結
合主題式樂園與工廠的概念，同時藉由博物館、互動式遊戲及展覽提供娛樂及學
習機會。為確保真實性，車廠機器運轉時才開放觀光客參觀；帶領民眾參觀的解
說員也必須有在車廠的工作經驗，並須接受專業訓練。此外，福斯也於於車廠和
高速鐵路車站之間興建了橋梁，提升易達性（Otgaar et al., 2010）。
而將相關產業重新整合成套裝行程有助於產業觀光主題化以及觀光產品的
行銷，進而促進地方經濟。Baumann 的研究顯示 95%的參觀者除了參訪產業外
（引自 Otgaar et al., 2010），都配合其他如城市遊覽、購物等之行程，因此未來
可發展成產業觀光與其他活動之套裝行程，不但可增加行程之豐富性，更可拉長
觀光客在地方上的停留時間，尤其是增加住宿天數，更能帶動地方經濟。

二、資源使用：行銷與治理
（一）、行銷（marketing）
OECD（2009）認為，地方因為既有資產和創造資產而具有比較優勢，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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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方卻因為某些原因，如缺乏宣傳、交通不便和政治動盪等問題，使得觀光
發展未達其該有的程度。因此，適當的行銷和品牌化，配合妥善目的地管理和治
理才能為地方帶來競爭優勢，進而產生吸引力。Metaxas（2009）認為行銷包含
市場研究及資料蒐集、目標市場區隔、針對不同目標市場的產品設計、公共關係
計畫、宣傳和品牌化。

1. 市場研究與目標市場區隔
文化觀光的行銷首先需了解需求端，工作包含市場研究及資料蒐集、目標市
場區隔。傳統的市場區隔方式多利用 Kotler（2000）所提出的地理（潛在訪客之
居住地）
、人口統計（年齡、性別、種族、教育和職業）
、心理統計（興趣、生活
型態、人格）
、行為（產品使用狀況、態度）等變數。Richards（2010）認為若要
以節慶活動吸引觀光客，則需超越傳統的市場區隔方式，不只需針對短期能帶來
最大利益的族群，而要致力於發展長期觀眾，針對不同的市場區隔，也需採取不
同策略，才能拓展觀眾群。
Jewell與Crotts（2001）對遺產觀光客的研究發現遺產觀光客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族群之目的為休閒；第二種族群對增進知識有興趣，然而其主要目的為娛
樂；第三種以吸收新知為主要目的。有鑒於此，觀光目的地在規劃上需考慮休閒
觀光客與專門的遺產觀光客，需能提供娛樂效果，同時又能滿足部分族群對知識
的渴求。此外，結合硬體（遺產）與軟體（敘事），有助於在觀光客的心靈地圖
（mental map）中為遺產塑造更明確之形象（Jansen-Verbeke & Lievois, 2008）。
同樣地，Jansen-Verbeke 與 Lievois（2008）研究參訪歷史城市的觀光客之觀
光路徑後發現，觀光客之組成如同上述 Jewell 與 Crotts（2001）提出的三大類形，
其中目地為休閒娛樂的觀光客及居民多半從事綜合的觀光活動，除了參觀遺跡外，
城市漫遊、購物及其他休閒活動亦占有相當多的時間，受試者表示在歷史古城中
的購物與漫遊別有一番風味。這意味著觀光客常結合遺產觀光與其他形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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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活動，遺產觀光之地域範圍也超越了遺產周邊地區，擴及整個城市的古城區，
因此 Jansen-Verbeke 與 Lievois（2008）認為城市發展遺產觀光之需注意訪客友善
設施，例如方便行走的行人步道。同時若能整合遺產觀光與其他文化資源，發展
出具有主題性的城市地景，將豐富遺產觀光活動，也能發揮文化資源在城市觀光
中扮演之動態角色。
Liu（2010）提出文化觀光行銷初期需特別注意的議題，第一、要了解觀光
客的動機和類型。首次造訪的觀光客參觀大量的文化景點，而重遊觀光客和一般
觀光客（非文化觀光熱愛者）對於文化體驗的渴求較低，反而較易受到混合了娛
樂與文化、高尚與大眾文化、傳統與創新的觀光活動吸引。因此，文化觀光行銷
者需特別留意市場區隔，了解觀光動機和興趣。第二、活動要能同時考量特殊文
化觀光客與一般文化觀光客的需求。特殊文化觀光客將文化視為旅遊動機，希望
從旅遊中學習與體驗文化，而一般文化觀光客則是將文化視為休閒的一部份，為
生活帶來新奇和樂趣。若希望網羅兩種文化觀光客，行銷者需確保觀光活動的多
樣性，可藉由融合學習與樂趣、特殊消費與大眾消費方式。

2. 產品設計與宣傳
文化觀光利用媒體傳播如新聞報導、形象廣告、出版品等方式行銷已行之有
年，近年來開始採用事件行銷與電影的方式宣傳。事件行銷（Event marketing）
是指企業透過企劃創意活動，吸引媒體注意，創造話題，主要為增加能見度，或
提升企業形象，達成銷售商品目的（張永誠，1998）。電影行銷方面，以博物館
為例，電影「博物館驚魂夜」的主要場景設定為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成功吸
引影迷朝聖；而電影「達文西密碼」則取景於羅浮宮（鄭夙雅，2007）。
此外，定價策略為博物館營運與行銷重要的一環。門票為博物館收入來源之
一；適當的定價可作為吸引觀眾的方式；收取門票可控制人數流量，進而提升博
物館品質（張婉貞，2004）。在參觀博物館未成風氣、需要積極推廣的地方，可

32

考慮免費進場。若決定收費，博物館的定價一般採取差別定價策略，通常學生或
弱勢族群可享有優惠價格（張真卿，1997）；有些則採組合產品的定價策略，例
如觀光局販售的單日或多日觀光護照（Pass），觀光局藉由觀光劵吸引民眾購買
合售（bundle）的觀光景點門票或交通票劵（McKercher & du Cros, 2009）
，民眾
憑觀光劵到合作的博物館通常得以免費或以折扣價入場；有的博物館採取淡旺兩
季定價，如故宮博物院，旺季提高門票售價以控制流量（張婉貞，2004）。

3. 網路行銷
OECD（2009）特別指出網路在行銷的重要性。旅遊與休閒教育協會
（Association of Travel and leisure Education; ATLAS）的報告顯示 2007 年歐洲和
亞洲有超過一半的國際觀光客使用網路查詢即將造訪的觀光地資料，對於文化觀
光客的調查，這個數字甚至達到了 60%，因此設置網路平台來提供文化觀光地的
資料對於吸引及增進外國觀光客對觀光地認識極為重要。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網
站提供包含文化景點與活動和住宿的套裝行程，例如美國文化與遺產觀光行銷協
會設計了 36 條路線，包含不同的主題如文化藝術、戲劇、生態探索等。
然而，產業觀光不像其他類型的觀光認為觀光客多多益善，根據 Otgaar（2010）
的研究，辦理產業觀光的公司可分成兩種，一種欲吸引大批觀光客，因此大量投
資於宣傳及觀光客接待中心上；另一種開放給目標族群參觀，因此並未進行實體
或網路上的宣傳。

4.品牌與形象的塑造
在商業環境中，針對區隔市場建立品牌形象的行銷策略已行之有年，然而觀
光目的地品牌化（branding）的概念，相對來說為較新的研究領域。根據 Hall（1999），
品牌的概念包含四個要素：
（1）清楚且獨特的地方形象，以跟其他競爭者區別、
（2）與品質的聯結，並有特別的方式將此傳達給觀光客、
（3）具長期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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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目的地的品牌化能為地方塑造出獨特氛圍，使得往後推廣相關的觀光產品較
為容易。Murphy 與 Boyle （2005）以英國格拉斯哥（Glasgow）為個案，檢驗
後工業城市的文化觀光發展模型，研究指出建立品牌之關鍵為差異化，然而由於
許多城市文化觀光發展之模式或元素十分相似，且皆試圖差異化，因此建立地方
文化觀光的品牌極困難且富有挑戰性。
由以上文獻得知，文化觀光行銷首重了解觀光客之動機與需求、並進行市場
區隔。了解文化觀光需求與（潛在）消費者後，才能有效設計文化觀光內容與行
銷活動。同時妥善利用網路行銷工具，便能透過網路提供觀光客更方便的消費選
擇。若能傳達清楚的形象與其他競爭者區分，便可逐漸發展出品牌。

（二）治理（governance）
OECD（2009）的研究認為對文化與觀光部門的有效治理得以結合文化和觀
光資源，發展文化觀光，促成該地的競爭力。然而結合文化與觀光對於部分觀光
目的地而言並非易事，例如中小型的地方政府通常缺乏財務資源與策略性的發展。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是文化觀光發展部門並非文化資源的擁有者，因為文化資源可
能由國家政府、地方政府、非營利機構掌握或屬私人財產，分散的資源難以統籌
利用。也因此夥伴關係或網絡的形成在文化觀光的治理上特別重要，回顧文獻後
可將夥伴關係歸納為三種層次，包括文化部門與觀光部門的合作、公部門與私部
門的合作及區域合作。

1. 文化部門與觀光部門的合作
首先，文化資產轉化為觀光產品的過程中，需要文化部門與觀光部門的努力
與協調，才能在觀光發展與文化政策與遺產保存之間取得平衡。這兩個部門的合
作相當不易，原因在於文化部門多為公家機關、屬非營利性質，其利益關係人為
社會群體與在地居民；反之，觀光部門多為私人機構、屬營利性質，其利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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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公司股東與非在地居民（Mintel, 2004）
，雙方目標不同，常各說各話。因此，
雙方合作時應找出共同目標與利益，有利溝通協商（Liu, 2010；OECD, 2009）。

2. 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合作
OECD（2009）對於文化觀光發展的研究顯示，公部門與私部門合作相當重
要。隨著文化政策的範圍逐漸拓展至無形文化的範疇，政府漸漸需要與商業部門
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以有效推行政策；連結觀光和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公私部
門的合作。韓國文化、運動與觀光部提出三種公、私部門夥伴關係（OECD,
2009）：


共同籌備投資活動，其中公部門主導建設新的文化觀光設施



公部門主要負責鼓勵與鼓吹文化觀光發展



公部門利用私部門現有之文化資源，其方法包含促使私部門開放文化資
源給大眾使用，或是改善資源使其更富吸引力

以上三種夥伴關係可視為公部門投入文化觀光發展程度的光譜，在光譜中間
的是協助、鼓吹發展文化資源的政府，而隨著與私部門合作的增加，公部門對文
化觀光的投入越多。Poetschke（1995）指出不管是哪一種夥伴關係，公、私部門
合作可能帶來的好處包括消弭雙方對立情況、更有效利用資源（時間和金錢）、
預防仿製、集結專業知識、提升資金籌備的能力和製造雙贏局面。
產業觀光可說是最仰賴公司行號投入的觀光形式，以法國羅瓦河地區（Pays
de la Loire）為例，當地的觀光研究報告顯示區內許多公司期待觀光客蒞臨參觀，
同時已開放參觀的公司也希望能分享經驗，共同提升地區產業觀光的品質，因此
當地的觀光委員會、商業及產業局（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以及 24
家公司共同成立了產業觀光組織「Visit Our Companies in Pays de la Loire」
（Visitez
nos entreprises en Pays de la Loire）。至 2009 年，組織已有 89 個會員，其目標乃
是發展當地的產業觀光、促進會員間的資訊交換、以及專業化管理活動與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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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gaar, 2010）。

3. 區域合作
第三種夥伴關係為區域間合作，包含城市與臨近地區的合作，以及跨國的區
域合作。前者，以城市作為軸心連結鄰近地區並吸引觀光客前來，鄰近地區則增
加觀光目的地整體的多樣性及吸引力。歐洲跨國的區域合作近幾年越來越普遍，
歸功於許多歐盟政策皆加強了觀光與文化的鏈結，包括歐盟資金計畫（European
Union Funding program）對於區域整合之補助（OECD, 2010）。
發展文化觀光需要不同層次的夥伴關係同時存在，才能使文化資源的使用最
佳化並使行銷更有效果。北英格蘭觀光研究與行銷（Tourism Research and
Marketing）（2006）歸納出幾個在活動節慶中常見的合作模式：


資料庫共享：有利節慶、遺產與藝術產業的行銷，對主題性活動與主題
年的設計與行銷極有幫助



景點/活動群聚（cluster）：藉由聯合行銷的方式，以主題連結區域內的
活動與景點（如博物館與古蹟）。若景點間的距離相近，能使民眾參觀
不只一個景點，更能達到群聚附加的效果。



城市或區域策劃：城市可連結區域中相似的節慶活動。



資訊分享：活動與景點間分享訪客資訊乃是有力的行銷工具，藉由找出
常客及其消費模式，宣傳和促銷活動便得以聚焦於目標族群。

不同部門間的合作或建立策略聯盟在博物館觀光中也相當常見，第一種為結
合博物館與其他文化和觀光組織，例如安排文化之旅、音樂會等，使文化觀光的
行程內容多樣化，並得以延長觀光客停留時間，為當地帶來更大的收益。在此夥
伴關係上，政府相關部門如觀光局、旅遊局、經濟發展部門等，需提供協助或推
動的角色（辛治寧，2002）。第二種為異業結合，或是公家單位與產業合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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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加乘效果的結盟方式（陳勝彥，2005）。以觀光業與博物館的合作為例，澳洲
維多利亞海德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 at Heide, Victoria）與觀光產業
建立資訊平台，共同推廣觀光（林潔盈譯，2004）。第三種為結合區域內的博物
館同業，包括利用博物館參觀護照的設計，或是針對某一特定主題，促進博物館
間典藏和展覽的合作（蔡昭儀，2005）。此外，博物館也順應全球化的趨勢，出
現跨國的策略聯盟。
除發展策略聯盟外，博物館觀光發展需注意與社區之關聯。耿鳳英（2005）
認為博物館的建置可以協助地方發展本身的特色，找出地方文化的定位，進一步
地發展出獨特的地方風格，並創造出文化品牌。同時，蔡旺洲（2005）指出社區
總體營造成為文化政策之新趨勢，新一波的地方博物館大多以此為思考基點，博
物館需與所在的社區相結合為基本概念。然而若博物館若缺乏與所在社區之間的
聯結，博物館觀光僅能單靠博物館本身的吸引力，將危及博物館發展的永續性。
文化觀光部門的工作範圍甚廣，從旅遊卡的發行、住宿預定與活動票劵系統
的設計、主題年與活動的設定、鼓勵電影在當地拍攝，到大規模與長時間的行銷
活動、品牌塑造等（OECD, 2009）
。由於文化觀光資源的特殊性，文化觀光部門
需要跨部門和跨組織的合作才能有效掌握文化資源，並藉由專業知識的集結有效
完成廣泛且專業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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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方法

綜觀過去文化觀光的相關研究，多採用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原因在於個案
研究強調在考量個案的環境背景下，研究當前的現象，而文化觀光的發展取決於
地方文化資源及歷史背景，因此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得以顯現地方的歷史文化資源
與文化觀光發展之關係，有助於了解當前現象，或得以針對該地資源狀況進一步
提出發展建議。
本研究旨在了解荷蘭如何利用其獨特的文化資產及善用行銷與治理，創造城
市獨特的文化觀光吸引力，因此選擇以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作為研究方法，
以完整了解城市背景與資源、文化觀光發展策略及發展。為了能進一步比較擁有
不同資源的城市在文化觀光發展策略及文化觀光類型之異同，本研究選用多個案
研究設計，以荷蘭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及馬斯垂克三個在歷史、文化資源、地理
環境各異的城市為個案城市。

第一節、個案研究法的特性與應用
一、 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選擇個案研究作為研究方法，乃基於個案研究的本質為試圖闡明為什
麼一個或一組決策3會被採用、如何來執行、以及會有什麼樣的結果（Schramm,
1971）
。城市文化觀光的發展取決於城市擁有的歷史背景、文化資源和發展目標，
因此若要探討荷蘭城市如何利用其歷史文化資源與觀光結合發展成文化觀光、如
何以文化觀光呈現不同城市之風貌，需將文化觀光發展置於個別城市的脈絡下探
討，因此利用 de Vaus（2001）所述之個案研究優勢—從個案所處的整體情境脈
絡中，在考慮情境脈絡的前提下，了解特定變因的影響。
3

後續亦有學者提出個案研究不只能說明一個「決策」
，更可能說明一個「過程」
、
「計畫」
、
「組織」
、
或「事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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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Yin（2003）指出個案研究特別適用於回答「如何」及「為什麼」
的問題。他也對個案研究提出定義，認為個案研究是一種實證探究（empirical
inquiry），強調在實際生活環境的背景下，研究當前的現象，尤其適用在現象跟
環境背景難以區別的時候。本研究欲檢視城市文化歷史背景、文化觀光資源、文
化觀光產品的互動關係，試圖了解一個線性過程，從探討文化觀光產品的設計、
規劃、執行方式到目前的成果，試圖回答「城市為什麼選擇發展某類形的文化觀
光」及「如何發展？」等問題。由於文化觀光發展取決於各城市的歷史、地理位
置及觀光資源，因此不同城市在不同的背景下，將形成不同的發展方式，因此個
案研究為較好的研究方式。

二、個案研究設計：多重個案研究設計（multiple-case design）
個案研究設計一般可分為兩類：單個案研究設計（single-case design）及多
單個案研究設計（multiple-case design）。根據 Yin（2003）前者適用的情況包括
（1）對現有理論進行批評與檢驗 （2）不常見、獨特的現象（3）有代表性或典
型的事件（4）啟示性事件（revelatory case），進行以前無法進行的科學觀察（5）
研究縱向個案（longitudinal case）。在文化觀光的單個案研究，多為了解一個地
方或機構獨特或有代表性的文化觀光現象或規劃（如 Jansen-Verbeke & Lievois,
2008; Hjalager 2009; Munsters, 2001; Romagosa & Russo, 2008）。
與單個案研究設計相比，多個案研究設計既有長處，也有不足，如不常見、
批判型和啟示型個案只適用於單個案研究設計；然而多個案研究設計重複驗證理
論，因此推導出的結論更具說服力（de Vaus, 2001; Yin, 2003）。文化觀光研究
採取多個案研究法的研究目的為比較和驗證，例如在某個類型的文化觀光類型中，
選取多個案進行比較（參見 Hitters, 2007; Wight & Lennon, 2006; Russo & van der
Borg, 2002），或是以成功發展文化觀光的地區為研究對象，驗證文化觀光發展
的關鍵要素與模型（參見 ETC, 2005; Liu, 2010; OEC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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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突顯不同城市因歷史、地理、及觀光資源差異而衍生不同的文化觀
光發展，選擇以多重個案研究設計的方式研究荷蘭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及馬斯垂
克等三個城市。多重個案研究設計程序參考 Yin（2003）提出之流程圖（如圖 3-1）：
回顧文化觀光發展之相關文獻後，選擇以 OECD（2009）所提出的文化、觀光、
吸引力與競爭力模型為理論基礎，選擇以荷蘭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及馬斯垂克為
個案，並蒐集相關文獻資料進行分析（見第三節之討論）。在此之後，將對三個
個案分別進行研究，檢視個案城市在可用資源（既有資源及創造資源）與資源利
用（治理與行銷）之作為，並探討其文化觀光發展類型（包含遺產、博物館、節
慶與活動、美食等觀光類型）。撰寫個別報告之後，比較與分析研究結果，導出
跨個案結論，若與理論不符將進行理論的修改，最後撰寫跨個案報告。

圖 3-1：個案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Y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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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文獻（documentation）為主要資料來源，文獻的呈現方式包括影音
圖文、書面及電子檔（葉乃嘉，2006）。文獻分析乃是取材於文字或非文字之資
料，並從資料的脈絡中了解特定行為或現象的一種研究方法（歐用生，1989）。
文獻主要可為研究帶來兩個貢獻，首先，文獻可檢驗其他資料來源所提供的資料，
包括驗證提到的組織名稱及單詞拼字是否正確，以及檢驗文獻與其他資料是否產
生矛盾。其次，可從文獻進行推導，將推導之結果作為進一步研究的線索（Yin,
2003）。Punch（2005）認為歷史與當代的文獻都是社會研究豐富的資料來源，
然而可能因為其他社會資料（調查、訪談、觀察）來源較為流行，文獻經常受到
忽略或認為是次要的資料來源（葉乃嘉，2006）。事實上在社會學的研究中，芝
加哥學派和社會學家 Marx、Durkheim 和 Weber 最初都從文獻開始工作，也常以
文獻為基礎（Punch, 2005）。
本研究所蒐集之文獻包括為文件、檔案紀錄、網站及學者研究。為了解荷蘭
城市文化觀光之發展與類型，將蒐集官方文件及檔案，包括荷蘭國家及個案城市
的觀光發展分析與計畫，與文化觀光相關之統計資料。藉由計畫內容了解中央和
地方政府之文化觀光之發展方針。除了書面資料，由於根據統計，有 40%的文化
觀光客在旅遊前會上網蒐集旅遊資訊（Mintel, 2005），這意味著官方的旅遊網
站提供之資訊將影響文化觀光之發展，因此將官方旅遊網站的內容作為資料來源
之一，藉此了解發展出的文化觀光類型及呈現方式。另一方面，蒐集具有信譽之
機構研究報告及學者在荷蘭文化、觀光、文化觀光面向之研究，藉此了解城市文
化與觀光之結合與文化觀光發展之脈絡。以下將簡介本研究將分析之文件及檔
案：

一、 國家觀光發展計畫：
包含 2007 到 2020 年之間的年度與長程計畫，以及觀光發展分析報告，可由
41

國家觀光計畫和報告了解荷蘭觀光的發展、環境分析、競爭優勢及對未來的整體
規劃，並檢視文化觀光在荷蘭觀光發展中的角色及發展方向。
「2007 年觀光展望: 細看入境與國內觀光」（Toerisme in perspectief 2007:
Ontwikkelingen m.b.t inkomend en binnenlands toerisme nader bekeken）（2007）首
先探討 2003 年到 2006 年全世界各區域的觀光成長情形，接著回顧荷蘭 2000 年
到 2006 年觀光客人數及入境觀光客來源，檢視 2006 年促進觀光成長的「林布蘭
400 周年」主題年（theme year “Rembrandt 400”）之成果，最後評估 2007 年的觀
光趨勢。
「策略行銷荷蘭觀光目的地 2008 – 2010」（Strategic Marketing Plan:
Destination Holland 2008 – 2010）
（2008）說明荷蘭觀光局的行銷策略，如「產品—
市場—夥伴組合機制」
（Product-Market-Partner Combinations Mechanism; PMPCs）
和市場區隔機制，以及介紹計畫的執行，如目標市場的評估與排序模型、主題年
及國際活動的設定。
「趨勢與觀光發展」（Trend en ontwikkelingen toerisme）分析金融危機的衝
擊、探討高齡化、永續觀光、觀光購買與資訊取得方式的改變、體驗經濟等趨勢
對荷蘭觀光發展之影響。
「旅行與生活型態區隔」（Travel and life style segmentation）（2009）將市場
區分為傳統（traditionals）
、主流（mainstream）
、注重品質的上流階級（upper class
quality seekers）
、後現代（postmoderns）
、成功人士（achievers）等六大類，分析
各類觀光客的人口統計資料、來源國、生活型態、媒體使用、觀光動機、觀光行
為及感興趣之觀光產品。
「荷蘭觀光目的地 2020：未來視野」（Destination Holland 2020:Vision of the
future）（2007）回顧 2007 年的觀光發展並分析經濟、老齡化及氣候變遷對荷蘭
觀光之影響，預估至 2020 年的觀光成長、潛力市場與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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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觀光與行銷計畫和統計：
（一） 阿姆斯特丹的資料來源主要為阿姆斯特丹觀光局（ATCB）、城市行銷組
織「阿姆斯特丹夥伴基金會」
（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阿姆斯特丹市政
府（Gemeente Amsterdam）的計劃書與報告書，以及阿姆斯特丹調查與資料局
（Amsterdam Onderzoek en statistiek）的統計數據
阿姆斯特丹觀光局（2008）所出版之報告「策略行銷與溝通協調計畫
2009–2012：當城市成為都會區」（Strategic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 plan
2009-2012: When the city becomes a metropolitan area）
，內容包含阿姆斯特丹觀光
發展的 SWOT 分析；經濟與就業、會展與郵輪三面向的發展目標；發展策略如
都會區內的合作、促進經濟與就業及注重永續發展性等；溝通與行銷工具分析；
資金來源說明等。
本研究也採用公私合營的城市行銷組織「阿姆斯特丹夥伴」的報告，2004
年成立時出版「阿姆斯特丹城市行銷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city marketing of
Amsterdam）
，介紹阿姆斯特丹夥伴的成員和個別職責、城市行銷的目標與策略、
以及介紹城市品牌標語（I Amsterdam）之選擇與涵義。阿姆斯特丹夥伴之後陸
續出版的年度成果報告包含「2007 年度報告」
（Annual report 2007）
、
「2008 年度
報告」（Annual report 2008）、「2009 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 2009）。內容呈現
阿姆斯特丹夥伴該年在城市行銷與品牌型塑的成果，包括舉辦於阿姆斯特丹的節
慶活動和會議、國外宣傳活動、I Amsterdam 品牌周邊商品的銷售情況、合作夥
伴對於提升阿姆斯特丹能見度的成果及行銷工具分析；報告也說明夥伴關係的發
展與財務狀況、以及列出該年夥伴清單。
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於 2003 年出版的城市行銷研究報告「選擇阿姆斯特丹：
品牌、概念與城市行銷組織」（Choosing Amsterdam: Brand, concept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city marketing）
，報告內容包括分析阿姆斯特丹的競爭優勢、劣
勢與機會、介紹與城市行銷相關的組織及 2004 年到 2007 年的城市發展總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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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報告可了解目前的城市行銷組織「阿姆斯特丹夥伴」成立之前，城市行銷的運
作情形，以及檢視文化在城市發展歷程中的角色。
（二）鹿特丹的資料來源為鹿特丹觀光局提供之 2003 到 2010 的觀光客統計數據，
以及 2011 年鹿特丹手冊（Rotterdam Manual 2011）
，內容涵蓋鹿特丹旅遊、藝文
活動、節慶活動、貿易與會展產業的詳細介紹。此外，也蒐集鹿特丹研究與資料
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Statistics）彙整的研究資料，包含 2011 年出版之鹿特
丹各種文化設施與活動的人數統計表（Bezoekersaantallen diverse Rotterdamse
attractiepunten, 2004- 2010），以及 2004 年、 2005 年與 2006 年個別出版之「關
鍵數據」（Key figures Rotterdam），其中包含鹿特丹入境觀光與國內觀光的數據
和各類型節慶參與人數等資料。
（三）馬斯垂克的資料主要來自馬斯垂克觀光局出版之年度計畫，包括 2008 年
到 2010 年 前所規劃的「馬斯垂克 2009 年行銷計畫」
（Maastricht: Marketingplan
2009）
、
「馬斯垂克 2010 年行銷計畫」
（Maastricht: Marketingplan 2010）
、
「馬斯垂
克 2011 年行銷計畫」（Maastricht: Marketingplan 2011）。行銷計畫內容包含觀光
局組織介紹和先前的觀光推展成果如節慶活動的舉辦、馬斯垂克作為美食之都的
發展、藝文活動、城市雜誌、歐洲藝術基金會（The European Fine Art Fair; TEFAF）
馬斯垂克分會的設立與相關活動介紹等。此外也進行馬斯垂克觀光發展 SWOT
分析、設定目標市場、針對市場行銷不同觀光產品，形成產品—市場組合
（product-market-combinations）。最後介紹該年的行銷計畫與觀光活動。

三、機構研究報告：
本研究採用在歐洲與世界具權威的觀光、會展和經濟發展組織出版的資料，
援用報告介紹如下：
歐洲議會（Council of Europe）
（2008）出版之歐洲文化政策與趨勢手冊中，
介紹荷蘭文化組織運作情形、文化政策和文化機構，由此文件可得知荷蘭文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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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與機構與觀光發展接軌之討論與歷程。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WTO）與歐洲旅遊委員會（European Travel Commission; ETC）
（2005）的研究探討歐洲城市之文化觀光發展，文中以荷蘭與荷蘭城市之節慶活
動、設計、歷史古城發展為例，說明文化觀光不同面向之發展。國際會議展覽協
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 Convention Association; ICCA）（2009）公布之會議
展覽城市的排名。OECD（2009）的文化對觀光之影響研究報告（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Tourism）探討文化與觀光對地方吸引力的影響，並以包含荷蘭等 13
個國家為例，探討各國文化與觀光政策和計畫。

四、官方網站：
官方的觀光網站為外國觀光客旅遊前、旅遊中的重要資料來源，觀光客在旅
遊後也可能到觀光網站查詢資料，因此本研究將檢視荷蘭國家觀光局4、阿姆斯
特丹入口網站5、鹿特丹觀光局6、馬斯垂克觀光局網站7及馬斯垂克區域入口網站
8

所提供的資料。
國家觀光局網站介紹了各大城市的觀光資源，針對各個目標市場提供觀光資

訊，同時也介紹荷蘭的文化、節慶、博物館、展覽與城市觀光景點，提供食、宿
與交通票券及城市觀光折扣卡（city card）的資訊，並且提供手機下載旅遊資訊
的服務。
阿姆斯特丹城市入口網站整合了六個部門的資訊，包括觀光局、阿姆斯特丹
夥伴、市政溝通管理處（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to the municipality）
、藝文資
訊中心（Amsterdam Uitburo; AUB）、區域投資中心（Amsterdam in Business），
因此觀光客、商務人士及媒體都在城市入口網站得到完整的資訊與服務。
鹿特丹觀光局網站亦整合觀光、商務資訊及城市最近動態，並對城市的特色
4
5
6
7
8

荷蘭國家觀光網站 http://www.holland.com/uk/
阿姆斯特丹入口網站（I Amsterdam） http://www.iamsterdam.com/en/visiting
鹿特丹觀光局網站（VVV Rotterdam） http://en.rotterdam.info/visitors/
馬斯垂克觀光局網站（VVV Maastricht） http://www.vvv-maastricht.eu/home.html
馬斯垂克區域入口網站 http://www.maastrichtregion.com/
45

如節慶活動、水都風光和建築提供深入的介紹，也提供不論是個人或群體有關飲
食、夜間活動、雨天活動和假日活動的資訊。
馬斯垂克觀光局網站提供各項觀光活動與觀光需求的資料，包含介紹城市歷
史、古蹟、博物館、城市景點、節慶活動及藝文活動，以及美食、住宿與交通資
訊，並介紹所在省分林布省與同處「馬斯—萊茵歐洲區域」
（Maas-Rijn Euregio）
區域內之城市的介紹與觀光資料。

五、 學者研究：
(一) 荷蘭

許多學者對荷蘭進行跨城市的研究，探討文化經濟（cultural economy）與觀
光的聯結。Richards 與 Palmer（2010）研究節慶與活動發展，主要以荷蘭、西班
牙、英國及澳洲之節慶活動發展為討論案例，著作檢視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之節
慶發展策略，包含創造節慶活動之方式、行銷策略如行銷組合分析與合作行銷，
以及節慶活動與文化觀光和文化發展之關聯。Mommaas（2004）檢視荷蘭五個
「文化聚落」（Cultural Cluster）的發展，包含阿姆斯特丹的文化公園
（Westergasfabriek）和鹿特丹的博物館園區（Museum Quarter），前者成功將過
去的煤氣工廠轉型為文化園區；後者將博物館串連，博物館之間的空地也成為夏
日戲劇表演的主要場地。Russo 與 van der Borg （2010）以四個荷蘭城市包括阿
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The Hague）及艾恩霍芬（Eindhoven）為例，檢視文
化導向的經濟發展政策框架，並探討城市邁向文化經濟範型（cultural economy
paradigm）之作為，以及文化經濟對觀光發展之影響。

(二) 阿姆斯特丹
如何將觀光與阿姆斯特丹豐富的文化資產結合、帶動城市發展成為學者核心
的研究問題。Bonink 與 Hitters（2001）檢視歐洲城市新形態的文化景點，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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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將遺產視為保存過去文化之遺產管理模式，進而結合創意產業，將遺址轉化
為文化創意園區，作為文化表演與生產之場地，文中以阿姆斯特丹文化創意園區
作為討論案例。Dahles（1992）回顧阿姆斯特丹觀光發展之背景與政策，並進一
步探討發展文化觀光之潛力與策略，認為阿姆斯特丹之文化觀光應從產品導向轉
型成需求取向，使觀光客得以體驗在地生活及建立對城市的認同。Bregman（2011）
則針對阿姆斯特丹都會區的產業觀光進行個案研究，探討公司參訪在公司發展策
略中所扮演的腳色。

(三) 鹿特丹
鹿特丹以文化作為戰後重建的策略相當成功，也促使學者對深入探討城市文
化政策，並以文化帶動節慶活動觀光和博物館觀光之策略。Hitters（2000）檢視
鹿特丹文化政策的演變、市政府結合文化與商業之作為，如降低對文化機構的補
助、私營化、要求達到一定收入水準及參訪人數，促使文化機構發揮經濟潛力，
並以鹿特丹舉辦的 2001 年歐洲文化首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tural）為例，檢
視其運用藝術與文化達成城市發展目標。
Hitters（2007）承襲 Bianchini（1999）對「衰弱城市」
（declining cities）利
用文化活動作為城市行銷的論述，認為由此一來參與者的花費或人數所帶來之經
濟效應成為裁定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歐洲文化首都也由尋常之文化節慶轉而為
促進城市再開發之能量，Hitters 也檢視鹿特丹做為歐洲文化首都對其城市形象的
影響和城市節慶化之表現。Richards 與 Wilson（2004）探討文化節慶對城市形象
之影響，以及鹿特丹作為歐洲文化首都產生之效應。研究回顧文化在鹿特丹觀光
行銷中扮演之角色、歐洲文化首都之目標與成果、觀光客和居民接收的城市意象。
Trip 與 Romein（2009）以鹿特丹為例，探討創意城市的成功發展要素，研究檢
視鹿特丹城市定位、發展政策、及政策執行，如成立半公共組織（Semi-public
foundation）
，如鹿特丹城市行銷組織（Rotterdam Marketing） 與鹿特丹節慶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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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terdam Festivals），以上兩個組織同時也在鹿特丹發展文化觀光中扮演重要
角色。由於城市發展與行銷和文化觀光發展有許多重疊之處，此研究將可提供許
多寶貴鹿特丹城市發展資料。
鹿特丹也善用鹿特丹港發展產業觀光，Otgaar（2010）的博士論文及 Otgaar、
van der Berg、Berger 與 Feng （2010）等人的合著對鹿特丹產業觀光有深入的介
紹，並比較德國科隆等四個歐洲國家在產業觀光上的發展。

(四) 馬斯垂克
豐富的遺產和多元文化為馬斯垂克主要的城市觀光和文化特色，學者針對博
物館深入探討。Munsters（2001）檢視馬斯垂克的博尼方丹博物館（Bonnefanten
Museum）如何在參觀人數銳減和政府補助資金減少的情勢中，利用市場研究資
料發展有效的行銷政策如舉辦博尼方丹節（Bonnefanten festival）
、與知名義大利
成衣商 Benetton 集團合作舉辦特展等，成功吸引地方民眾與外來觀光客參訪，
並結合文化機構與商業營運模式，達成博尼方丹博物館「文化事業」之定位。

第四節、信效度控制
一、 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研究設計需可支持研究者所聲稱的因果結論，而此聲稱的能力便為研究設計
的內在效度（de Vaus, 2001）。內在效度強調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即研究者的發
現與事實之間的符合程度（Yin, 2003）。de Vaus（2001）指出研究的測量方式決
定研究的內在效度。透過長時間的追蹤、注意比較群體之間的差異，將可剔除研
究發現的競替解釋。研究架構可削減的競替解釋越多，它的內在效度就越高。
本研究的資料多元化，除取自政府的觀光發展計畫、文化政策及研究報告等
一手資料之外，檢視國家與城市的觀光網站以了解實際作為和計畫實行的程度，
除此之外也以學者研究和具有信譽之研究機構報告印證官方資料。研究者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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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多元資料，對同一的事件或政策互相印證和解釋，避免因資料謬誤或研究者
的錯誤詮釋而影響資料分析。

二、 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外在效度意指一特定研究結果能推論至其他案例的程度（de Vaus, 2001）。
周文欽（1990）提出外在效度的影響因素，包含研究樣本、研究地區、研究時代
與情境。首先在研究樣本與研究地區的部分，因為各種研究對象皆有其特性與差
異性，針對荷蘭的研究成果不代表一定能適用於台灣觀光發展。然而本研究的特
殊性便在於考量城市的特性與文化觀光發展的關連。本研究以三個在歷史文化
（人口組成、歷史發展、產業發展）和地理（沿岸、山區）條件各異的城市做為
個案，探討城市運用文化資源發展出的文化觀光策略。本研究的價值乃是分析城
市如何把握文化觀光的規畫要素，妥善運用文化資源，發展出與城市歷史文化緊
扣的文化觀光，研究成果可作為其他城市發展文化觀光之參考，而非鼓吹其他城
市一成不變地移植荷蘭城市的文化觀光發展模式。
其次，為了避免研究時代對研究效度的影響，解讀過去研究資料時，將考量
當時歷史背景與當代環境的差異。最後，本研究以實際的城市文化觀光發展為對
象，因此避免了人工情境產生的偏差。

三、信度
信度指的是研究的可靠性，目的是為了確保未來研究者能以相同的研究步驟、
進行個案研究並能得到相同的結果（Yin, 2003）。資料的選取以資料多元化及資
料可信度為準則：
（一）資料多元化
研究採用的資料包括：（1）荷蘭國家及個案城市的觀光發展分析與計畫，
與文化觀光相關之統計資料；（2）國家和城市觀光局網站，以及整合文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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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與市政府對外溝通部門的城市入口網站；（3）蒐集具有信譽之機構研
究報告；
（4）學者在荷蘭文化、觀光、文化觀光面向之研究，藉由各種與文化政
策、觀光發展策略、文化觀光政策相關的文件、檔案和網站，增加資料的多元性。

（二）資料可信度
本研究一手資料來源包括官方觀光網站，以及從官方的觀光網站和市政府下
載的發展計畫與報告和市政統計等，資料具有高可信度。機構的研究報告則採用
世界觀光組織（WTO）
、歐洲旅遊委員會（ETC）
、歐洲議會（Council of Europe）
及國際會議展覽協會（ICCA）等在文化、觀光和會展方面具權威的組織。學者
的研究來源為國際期刊或文化觀光研究的權威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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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結果
藉由文獻探討瞭解到文化觀光規畫中四個要素的角色與發展策略，既有資源
作為城市文化觀光發展的起點，創造資產則補足既有資源的不足或創造更大象徵
價值，為城市帶來比較優勢；然而若要能維持其文化觀光競爭力，則需精心規畫
行銷策略及良好的治理能力，運用跨界合作的資源創造更大的吸引力與競爭力。
本章依次探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及馬斯垂克三個案城市的文化觀光規劃，並針
對四個規劃要素進行分析。

第一節、阿姆斯特丹文化觀光發展之個案分析
本節將首先介紹阿姆斯特丹的文化觀光發展背景，進而分析阿姆斯特丹如何
運用遺產、博物館、文化節慶及產業上的既有資產，進一步創造出更多的文化觀
光產品，並配合行銷與治理提升城市的文化觀光競爭力。

一、文化觀光發展背景
阿姆斯特丹作為觀光地的形象主要包含兩個主題（Ashworth & Tunbridge,
1990）
，第一個是 17 世紀的城市設計，包含維米爾畫中運河與河畔建築的景象，
同時也是黃金時代中富裕的貿易城市。第二個主題為奠基於 60 年代的現代城市
景象，以其寬容、開放為名，蓬勃發展的青年文化與對軟性毒品的政策，使得阿
姆斯特丹成為十足的嬉皮天堂。兩個鮮明的主題使得阿姆斯特丹易於建立獨特形
象，然而也造成城市形象的僵化。70 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容易與廉價豪飲、商業
性服務及毒品連結，這樣的城市形象容易吸引只想來大麻店吞雲吐霧及參觀紅燈
區的年輕人，遮蔽了阿姆斯特丹更希望被注意到的城市面向（Kavaratzis &
Ashworth, 2007）
。因此阿姆斯特丹企圖利用城市行銷重新塑造城市形象，期待吸
引更多類型的觀光客。
加強與文化藝術的連結，有助於為城市帶來新的形象（Law, 2002; Rich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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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換句話說，文化觀光的發展亦是城市行銷重要的一環，也因此阿姆斯特
丹的文化觀光發展與城市行銷高度結合。2002 年起，阿姆斯特丹開始籌備新的
城市行銷策略，經過密切地與觀光及文化部門和行銷專家諮商，2004 年進一步
成立公私合營的城市行銷組織「阿姆斯特丹夥伴基金會」（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取代地方政府負責協同該市城市行銷的相關組織，塑造城市品牌及
城市形象。組織成員包括阿姆斯特丹觀光暨會議局、私人企業、地方政府、主要
節慶籌辦組織及高等教育機構等。其首要目標為提升阿姆斯特丹在目標市場的形
象，並鎖定商業決策者、物流服務、創意產業、知識工作者、訪客及居民等。同
時，阿姆斯特丹夥伴也負責制定節慶與活動政策，負責協調與管理國內外活動承
辦組織，並吸引國際活動於該城市舉辦。阿姆斯特丹觀光暨會議局在組織中的角
色為提供資金，並給予發展政策上的意見（Richards & Palmer, 2010）。
由此可見，阿姆斯特丹的文化觀光不只由觀光暨會議局負責，負責城市行銷
的阿姆斯特丹夥伴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阿姆斯特丹 2010 年度觀光客人數為 528
萬人次，過夜天數達 972 萬天9。本節將介紹阿姆斯特丹文化觀光發展中，這兩
個部門如何運用城市既有資產使其發揮最大功效，並以創造資產豐富文化觀光資
源；本節也將檢視阿姆斯特丹如何以其行銷與治理策略，創造文化觀光的吸引力
與競爭力。

二、可用資源：既有資產與創造資產
（一） 遺產觀光
阿姆斯特丹的遺產可區分為有形遺產與無形的城市文化遺產。十七世紀初為
了打造港埠城市而建造的運河系統，包含 165 條運河，全長達到 100 公里，可說
是當時最具規模的城市擴張計畫，世界遺產組織在 2010 年將阿姆斯特丹環狀運
河區（canal ring area）列為世界遺產。同時，運河及河旁的歷史建築為城市帶來

9

資料來源: 阿姆斯特丹調查與資料局（Amsterdam Onderzoek en Statistiek）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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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且閒適的氣氛，成為阿姆斯特丹的代表之一。綜觀倫敦、巴黎等歐洲主要的
文化之都，阿姆斯特丹乃是少數缺乏著名教堂或歷史建築的首都。相反地，該城
市擁有許多無形資產，如城市寬容、開放的城市性格，以及擁有良好城市規劃的
綠色城市，步行及腳特車為最常見的交通方式，不同於其他以鋼筋水泥建築為市
景的首都城市。
也因此，阿姆斯特丹的遺產觀光以運河為觀光基礎，利用運河串連該市的文
化觀光景點。觀光局為此古蹟區規畫了運河巴士和腳特車路線，讓文化觀光客能
自由選擇不同的方式參訪運河區。腳踏車於火車站旁便有明顯的租車處；而運河
巴士（Hop-On Hop-Off Canal Bus）的概念則類似其他國家城市中相當普遍的觀
光巴士（Hop-On Hop-Off），在主要的觀光景點設置站牌，而觀光客在每一站皆
可隨意上下車。阿姆斯特丹推出運河巴士作為賣點和交通工具，共有四個路線、
橫跨 20 站，串連城市的主要景點。此外，觀光暨會議局也採取配套銷售
（bundle-package）的方式，推出船票與主要博物館門票的套票及網路購買的優
惠10。
過去觀光客在運河區只能觀賞運河及兩岸建築，Dahles （1998）曾對阿姆斯
特丹觀光發展提出建議，認為若能讓觀光客入內參觀，可使觀光客更了解十七世
紀的建築內部，彷彿進到當時的中產階級家中，獲得更深層的觀光體驗。現在市
政府已修築了河畔民宅成為運河博物館（Het Grachtenhuis）11，提供民眾參觀，
並以多媒體的互動式展覽呈現當時的城市計畫與建築模型等，讓觀光體驗從單方
向的「凝視」
（gaze）擴展成互動式的體驗。
除了運河之外，阿姆斯特丹也積極運用工業遺產，整建因產業結構轉變而遺
留下來的廠房及設備，經過良好規劃使其成為發展文化觀光的重要資源，例如阿
姆斯特丹的西煤氣廠（Westergasfabriek）目前便已成功轉型為結合文化、創意與
休閒遊憩的公園。
10
11

資料來源: 阿姆斯特丹城市入口網站 http://www.iamsterdam.com/en/visiting
資料來源: 運河博物館網站 http://hetgrachtenhui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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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煤氣廠建於 1885 年，座落於阿姆斯特丹市的西北方，緊鄰港口與鐵路，
廠房外觀為新古典式建築，其範圍涵蓋 14.5 公頃。原本用以生產及運送城市能
源，然而水煤氣與後來的天然氣逐漸廠取代西煤氣廠，西煤氣廠 1967 年正式畫
下句點（Mommaas, 2004）
。到 1992 年為止，西煤氣廠由瓦斯及電力單位用於儲
存用途。隔年，西煤氣廠產權移轉至地方政府，開始轉型為藝文活動如荷蘭節
（Holland Festival）的場地，並吸引複合式咖啡廳進駐。西煤氣廠刻意保留舊煤
氣廠的特殊風格，尤其是過去儲氣器的所在位置，由大型鑄鐵屋頂所覆蓋，特殊
的封閉空間為舉辦大型派對、公司會議、時尚走秀及廣告拍攝的絕佳場所。1995
年到 1999 年更稱為「西煤氣廠的黃金年代」，精彩的藝術與活動輪番上演，到
2001 年為止，曾有上百個活動與表演在此舉行12。
經過多年對於西煤氣廠用途的討論與準備，市議會在 2001 年到 2003 年底封
閉西煤氣廠處理過去受到汙染的土地，預計將其轉型為結合文化、創意與休閒遊
憩的公園，解決鄰近地區缺乏綠地的問題。西煤氣廠的改建相當成功，2007 年
更獲得英國景觀學會（Landscape Institute）的所頒布的景觀設計獎13。目前西煤
氣廠文化公園為公私合營，公園綠地部分由西煤氣廠地區議會負責，建築物維修
及承租者的管理由荷蘭房地產商負責。

（二） 博物館觀光
荷蘭藝術家的作品也一直是荷蘭文化觀光的重要資產，畫家如林布蘭、梵谷、
維米爾、蒙德里安（Mondriaan）的知名度高，在吸引觀光客上扮演重要角色。
在一項1989年的調查中，當時荷蘭國內觀光客在阿姆斯特丹的過夜天數為44萬，
而國際觀光客共停留了600萬天。其中約有四分之一的民眾表示赴阿姆斯特丹觀
光的動機為藝術欣賞，估計貢獻了兩億歐元在藝術消費上，同時有15%的民眾表
示藝術為造訪的第二動機。而根據最近的調查，40%的國內觀光客和超過60%的
12
13

資料來源:西煤氣廠文化公園
（Cultuurpark Westergasfabriek）網站 http://www.westergasfabriek.nl/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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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觀光客表示受到阿姆斯特丹的藝術所吸引而來（van der Borg & Russo, 2005），
觀光客的旅遊動機反映在主要觀光景點造訪人數上（如表4-1）
，梵谷博物館和國
立博物館一直名列前五大景點之一。
表4-1: 主要觀光景點造訪人數統計表
主要景點造訪人數（x1000）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導覽行程（rondvaarten）

3097

2811

3072

梵谷博物館（van Gogh museum）

1475

1451

1430

動物園（Artis en Aquarium）

1238

1208

1135

安妮之家（Anne Frankhuis）

999

986

1051

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

976

876

896

97

630

650

杜莎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
Amsterdam）

530

554

587

性博物館（Sexmuseum）

543

510

510

科學中心（NEMO）

405

401

509

林布蘭博物館（Museum Het

222

183

200

歷史博物館（Amsterdams Historisch
Museum）

173

191

198

皇家熱帶博物館（KIT Tropenmuseum）

180

175

198

猶太歷史博物館（Joods Historisch
Museum）

151

160

177

151

.

96

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阿姆斯特丹分館
（Amsterdam Hermitage）

Rembrandthuis）

市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
資料來源: Amsterdam Onderzoek en statistiek

14

阿姆斯特丹相當善於舉辦大型活動活化博物館資源，尤其慣用「主題年」
（theme year）或國際活動年（international events year）的方式，除了展品外，
另外舉辦主題活動，為博物館觀光創造話題，主題經常為荷蘭的藝術家。其中最
為成功的例子莫過於 2006 年所舉辦的「林布蘭 400 週年」
（Rembrandt 400）
，該
年活動成果豐碩，原本活動預期吸引 90 萬人參與，半數為外國觀光客，並期待
14

資料來源：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調查與資料局 http://www.os.amsterdam.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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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一億元的產值，結果吸引了 200 萬人次造訪博物館，其中 69%為外國觀光
客，達到預期的觀光產值（Fyall, Leask, Garrod & Wanhill, 2008）。
由於林布蘭（1606~1669）終其一生幾乎都居住於阿姆斯特丹，對阿姆斯特
丹而言是個相當好的發展機會，林布蘭的畫作及相關產品，提供荷蘭進一步發展
其國家品牌、促進觀光客和博物館參觀人數的發展主題。林布蘭 400 週年活動為
期一年，主要活動地點位於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活動第一天以免費
的早餐會做為開場15，慶祝活動的主題包含音樂表演和美食活動等，靈感皆來自
林布蘭的畫作及生平故事。
當時觀光與文化的合作在荷蘭並不盛行，因此「林布蘭 400 週年」活動成為
未來兩部門密切合作的催化劑。2003 年 1 月，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和
國家觀光與會議局邀請阿姆斯特丹與林布蘭出生地之萊頓
（Leiden）
舉行討論會，
期許兩市能廣邀文化與觀光領域的組織一同舉辦這難得的盛會。來自主要博物館
的代表組成「林布蘭 400 基金會」
（Rembrandt 400 Foundation） 負責制定活動目
標，接下來由荷蘭國家觀光暨會議局、國家政府代表、阿姆斯特丹與林布蘭出生
地之萊頓組成的委員會，協同基金會共同籌備。活動獲得來自各方充沛的資金，
包括來自荷蘭女王碧翠斯（Beatrix）、殼牌（Shell）、TNT、阿姆斯特丹鑽石
（Amsterdam Diamond）、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國際機場（Amsterdam Schipho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國家政府、省政府、阿姆斯特丹與萊頓市政府的贊助，豐
富的資金使得活動安排無後顧之憂，也使夥伴間合作更為順利（Richards &
Palmer, 2010）。
活動行銷部分，在 2004 年 11 月的倫敦世界旅遊市場（World Travel Market）
中針對 12 個國家進行行銷溝通策略，其產值約為四百萬至四百五十萬歐元。荷
蘭觀光與會議局的海外行銷也明顯奏效，來自西班牙、英國、義大利和美國等重
點宣傳區域的觀光客占了全部外國觀光客高達百分之十一的比例（Fyall, Leask,

15

資料來源：Gulf Daily News

http://www.gulf-daily-news.com/NewsDetails.aspx?storyid=14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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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od & Wanhill, 2008）。
由於林布蘭享有相當高的國際知名度，所以吸引了比其他活動更高比例的外
國觀光客。58%的飯店表示，林布蘭 400 週年活動成功為他們帶來更好的生意，
尤其是高檔飯店（四星級和五星級）的住宿旅客成長最為明顯，有 80%到 91%
的飯店表示比起同年有更多觀光客入住。而此現象也與豪華飯店特別安排了林布
蘭 400 周年的相關活動有關，三分之二的豪華飯店舉辦了相關活動或套裝行程，
最常見的套裝行程為提供展覽或是林布蘭音樂劇的票劵16。
Richards 與 Palmer（2010）認為林布蘭 400 週年活動成績斐然有以下幾個原
因：
（1）籌備期長，使得合作夥伴得以熟悉彼此並建立對彼此的信賴，合作過程
也因此得以順暢地進行、
（2）實際的活動目標與各階段的進行方式於一開始便清
楚地訂立，並讓各組織全權處理最擅長的部分、
（3）一致使用相同的「Rembrandt
400」品牌標誌（如圖 4-1），此舉除了提高辨識度外，也能避免宣傳活動中語言
造成的隔閡。

圖 4-1：Rembrandt 400 品牌標誌

資料來源: Rembrandt 400 官方網站

林布蘭 400 週年活動的例子顯示結合大型活動的博物館觀光的成功與否取
決於展覽的主題，因為 2007 年的主題年「感受律動：音樂與舞蹈」（Feel the
Rhythm- Music & Dance）的活動重點為國內藝術，而非國際知名的藝術家，吸

16

資料來源: Rembrandt 400 基金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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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外國觀光客的能力明顯較弱。雖然觀光局對飯店業者進行主題年活動的宣導極
為成功，59%的飯店知悉主題年活動，此數字在五星級的飯店業者中甚至達到
100%。然而，只有 11%的飯店表示 2007 年的主題年為他們吸引更多的顧客，僅
3%的飯店為主題年設計特別的活動產品（Richards & Palmer, 2010）
。所幸接下來
的「荷蘭藝術城市」
（Holland Art Cities）國際活動年，串連四個城市知名的博物
館，再度成功吸引外國觀光客的造訪。
由於外國觀光客只集中於幾個知名博物館，因此阿姆斯特丹也積極提高其他
博物館的能見度，阿姆斯特丹文化組織聯盟每年 11 月舉辦「博物館之夜」
（Museum Nacht）
，逾 40 個博物館參與17。此活動目的在於向觀光客推廣除了梵
谷博物館與國立博物館以外，其他值得一遊的博物館。每個參與的博物館都舉辦
與館內展品相關的表演或趣味活動，讓博物館不再死氣沉沉。由於「博物館之夜」
的成功，其他荷蘭城市如萊頓也仿效其作法。
此外，阿姆斯特丹也尋求與外國博物館合作的機會，2009 年 9 月才由荷蘭
女王碧翠斯（Beatrix）與俄羅斯總統梅德維德夫（Dmitry Medvedev）共同揭幕
的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阿姆斯特丹分館（Amsterdam Hermitage）隨即成為熱門
的文化觀光景點。這座博物館原為 Amstelhof 年長者養護中心，然而由於建築的
設備逐漸不符現代需求，因此照護中心搬離。有鑑於過去在阿姆斯特丹新教堂
（De Nieuwe Kerk Amsterdam）連續推出的四場俄羅斯藝術展吸引了眾多的參觀
者，因此與俄國冬宮博物館（St. Petersburg Hermitage）洽談合作，將原建築改建
成其分館，目前展出藝術品及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近 2000 件館藏18，9 月中開始
也將展出比利時佛蘭德（Flemish）畫家如盧本斯（Rubens）和范迪克（van Dyck）
之作品。博物館的修建成果更獲得 2011 荷蘭建築獎（de Nederlandse Bouwprijs）
的肯定。對阿姆斯特丹來說，這座新的博物館不只是成功使老舊建築再生，更將

17

資料來源: 博物館之夜（Museum Nacht）網站，http://www.n8.nl/2011/。
聖彼德堡冬宮博物館收藏了約三百萬件藝術品，資料來源：彼德堡冬宮博物館官方網站
http://www.hermitage.nl/e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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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該市又一大重要文化觀光景點。

（三） 節慶與活動觀光
阿姆斯特丹擁有豐富的文化與藝術資源，也致力發展文化節慶與活動，避免
成為靜態的「博物館城市」，為城市帶來充滿活力的形象（van der Borg & Russo,
2005:96）。下表呈現阿姆斯特丹最受歡迎的節慶與活動，包含流行樂和戲劇表
演，由最受歡迎的活動中，也可看出阿姆斯特丹把握荷蘭既有知名的元素，如花
卉、運河、水、同志等，增加城市文化節慶與活動的吸引力。
表 4-2：阿姆斯特丹主要節慶活動參加人數
主要活動參加人數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x1000）
帆船節（SAIL）

2500*

同志遊行（Amsterdam
Pride）

450

250

375

500

文化季（Uitmarkt）

500

550

500

515

500*

女王節跳蚤市場

600

525

500

500

500*

1100

1500

1000

400

350*

.

350

350

125

126

145

157

165

110

115

136

137

133

93

100

122

115

130

89

99

100

100

100

560*

（Vrijmarkt
Koninginnedag）
Kwakoe 夏日節慶
（Kwakoe zomerfestival）
花車遊行（Bloemencorso）
國際紀錄片

（未舉
辦）

（Internationaal
Documentaire Festival）
荷蘭節（Holland Festival）
戲劇遊行節
（Theater Parade
Festival）
公園戲劇表演節
（Vondelpark
Openlucht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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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河節（Grachtenfestival）

49

60

66

68

70

*為預估數字。
資料來源: Amsterdam Onderzoek en statistiek19

以「水」為例，阿姆斯特丹將 2010 年的城市主題設定「阿姆斯特丹水的感
動」
（Amsterdam Water Sensations）
。阿姆斯特丹觀光暨會議局與文化機構共同在
阿姆斯特丹都會區的水域籌辦一系列的活動，包括舉行「Sail Amsterdam 2010」、
運河節（Grachtenfestival）
、艾河節（Over 't IJ Festival）
、以及與阿姆斯特丹體育
協會（Top Sport Amsterdam）一同舉辦的水上運動。除此之外，另有規畫特展及
旅遊路線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Sail Amsterdam」為世界最大的海上活動之一，
每五年舉辦一次，為期五天的活動包含各種古代帆船、現代海軍鑑隊在海上的航
行、海軍遊行、融合娛樂、文化與藝術的展覽及表演等，2005 年吸引了 180 萬
人次，2010 年則有 170 萬人參加20。一系列的活動緊扣「水」的核心主題，整合
阿姆斯特丹航海時代的遺產及豐富的藝術家作品，讓城市的觀光活動發展及宣傳
更為一致。
除了組織國內的文化觀光資源，阿姆斯特丹也積極創造國際活動，宣揚城市
創意（creativity）、創新（innovation）與商業直覺（business instinct）等三大精
神（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2010）。以 2009 年的亨利．哈德遜 400 週年
（Henry Hudson 400）21 為例，阿姆斯特丹善用阿姆斯特丹與紐約從 1609 年以來
400 年的交易關係，在兩地舉辦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宣揚兩座城市共通的貿易、
自由與多元化精神。2009 年 4 月阿姆斯特丹政府舉辦了「紐約之夜」
（New York
nights）
，為期一周的活動包含演講、辯論、研討會、表演活動與晚會。
阿姆斯特丹也把握城市對同志與同志婚姻持開放態度的特質，舉辦了一連串

19

資料來源：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調查與資料局，http://www.os.amsterdam.nl/。
資料來源：荷蘭觀光局（NBTC）網站，http://www.holland.com/uk/Tourism.htm
21
亨利．哈德遜為 16 世紀末到 17 初的英國航海家。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609 年選用哈德遜尋找
前往亞洲的航道。他的任務是穿越俄羅斯北部的北冰洋，進入太平洋，並到達遠東。哈德遜與其
帶領的船隊發現了現在的紐約市，因此他成為紐約與荷蘭合作關係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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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I do, I amsterdam」為題的相關活動。六月先是與紐約市合辦同志遊行 （Gay
Pride parade）；8 月，阿姆斯特丹市長於荷蘭的同志遊行中，在著名的運河河畔
為 5 對同志佳偶舉行證婚儀式 （每對皆包含一個美國公民和荷蘭公民）
。亨利．
哈德遜 400 週年的慶祝活動持續至 2010 年 2 月，以兩場荷蘭皇家管弦樂團的表
演作結，表演獲得許多美國媒體報導（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2010）
。阿
姆斯特丹以其發展歷史悠久的商業為傲，並將此傲人傳統與城市原有的節慶活動
結合發展成一連串在國內與紐約的紀念活動，集觀光宣傳與城市行銷於一體。

（四） 產業觀光
根據阿姆斯特丹觀光局的資料顯示，海尼根公司所設置的海尼根體驗館
（Heineken Experience）一年吸引超過 43 萬人參觀，成為阿姆斯特丹最多人造訪
的景點之一，也成為荷蘭產業觀光發展的典範。除了海尼根，阿姆斯特丹都會區
中也有其他產業的公司提供參觀服務 （見下表）
，從食品到物流產業，皆發展出
具觀光性質的參觀活動。例如 Carré 劇院由專人導覽，參觀戲院的設備，目前表
演所需的戲服和道具，甚至是過去使用的馬棚22。
部分公司提供英語導覽，如 HVC Groep；某些公司則進一步為主要的客群提
供英語以外的導覽，例如花卉拍賣公司 FloraHolland 的導覽可選擇德語和法語23；
鑽石公司 Gassan Diamonds 也提供中文、廣東話和日文解說24。雖然大多數的公
司採取導覽方式，以便管理訪客，部分公司如海尼根與另一家酒廠 Lucas Bols
提供通訊中心（又稱訪客中心），為訪客設立出的獨立空間，讓訪客在這個空間
中即能了解營運狀況，提供民眾兼具娛樂與學習的體驗（Bregman, 2011）。而荷
蘭著名的巧克力與餅乾製造商 Verkade 則與地方合作，在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
的地方博物館（Zaanse Meseum）中設立了展示館（Verkade Pavillion），讓觀光

22
23
24

資料來源: Carré Theater 網站 http://www.carre.nl/nl/home
資料來源: FloraHolland 網站 http://www.floraholland.com/en/Pages/default.aspx
資料來源: Gassan Diamonds 網站 http://www.gassandiamonds.n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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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了解公司的發展歷史25。
表 4-3：阿姆斯特丹發展產業觀光發展
部門

公司

參觀形式

文化

Carré Theater

專人導覽

食品

Heineken

海尼根體驗中心（Heineken Experience）

Food Center
Amsterdam

參觀營運流程及展售攤位

Verkade Zaandam

博物館/展覽館

珠寶

Gassan Diamonds

專人導覽

物流

FloraHolland

專人導覽或自行參觀花卉拍賣會、紀念品店

工業

Tata Steel

專人導覽

環保

HVC Groep

專人進行廠房導覽

資料來源: Bregman（2011）及作者整理
Otgaar（2010）的研究發現，產業觀光的發展潛力取決於四個要素，包含公
司的吸引力、產業觀光的供給、地點及訪客設施的品質、產業觀光的宣傳。海尼
根為世界著名的啤酒製造商，因此公司本身便有極大的吸引力。海尼根更精心規
劃海尼根體驗館（Heineken Experience）
，提供民眾寓教於樂的體驗。館內除了可
品嘗啤酒，更有許多與啤酒製程相關或介紹公司和阿姆斯特丹的活動，例如將啤
酒的製造過程以立體電影的方式呈現，讓民眾化身為正在釀造的啤酒；或是在充
滿魔幻感、如太空艙的綠色空間中觀賞過去的經典廣告；在紀念品中也可現場製
作獨一無二的酒杯。體驗館利用聲光效果與科技製造出奇觀，提供高品質的展館
內容，2009 年共吸引 36 萬人造訪（Amsterdam Onderzoek en statistiek, 2010）。
Gassan Diamonds 則積極藉由提升訪客設施的便利性吸引觀光客，例如提供
遊覽車停車位，與遊船停靠的碼頭。甚至提供個別參觀的旅客接送的服務，往返
市區內的旅館與公司之間26。
雖然阿姆斯特丹部分公司相當具有產業觀光的吸引力，但整體的發展仍為點

25
26

資料來源: 阿姆斯特丹城市入口網站 http://www.iamsterdam.com/en/visiting
資料來源: 阿姆斯特丹入口網站 www.iamsterd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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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發展，唯阿姆斯特丹都會區的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逐漸出現 Otgaar（2010）
所建議之「面」的整合。該地區擁有豐富的工業遺產，因此觀光局以工業遺產的
主題包裝地區內的博物館與古蹟，然而整體而言仍需更完整的行銷和宣傳。

三、資源使用：行銷與治理
（一）、行銷
阿姆斯特丹的文化觀光的行銷與城市行銷的關係密不可分，該市的城市行銷
結合了觀光、藝文組織、市政單位和移民局等，不僅整合了城市文化與觀光資源，
也結合政府與私人單位，有利於文化觀光之行銷與發展。本文先介紹阿姆斯特丹
城市行銷與建立城市品牌的策略，再進一步分析文化觀光的行銷策略。

1. 建立 I Amsterdam 品牌
不論是成為觀光目的地或吸引企業進駐，歐洲城市間的競爭與日俱增。阿姆
斯特丹更面臨多項排名的滑落，如會議城市與觀光目的地之排名。有鑑於此，該
城於 2002 年底開始籌備策略性的城市行銷計畫，為增加其城市競爭力及促進公
私部門之合作，2004 年 3 月成立公私合營的城市行銷組織「阿姆斯特丹夥伴基
金會」
（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負責協同該市城市行銷的相關組織以塑
造城市品牌，並強化阿姆斯特丹作為經濟、文化及創意中心的形象，傳達城市的
核心價值—創意（creativity）
、創新（innovation）與商業直覺（business instinct）
27

。
過去阿姆斯特丹曾提出過許多城市品牌，如「Amsterdam Has It」
、
「Small City,

Big Business」或是「Cool City」
，然而過多的口號反而使阿姆斯特丹難以建立清
晰的城市品牌。這些品牌多聚焦於單一面向，缺乏傘型、共通的概念以涵蓋城市
的多樣價值。除此之外，過去阿姆斯特丹的品牌缺乏管理，對於品牌的使用或品
牌樣式並無清楚規範（City of Amsterdam, 2004）。

27

資料來源: www.iamsterdam.com
63

因此，2004 年 9 月推出城市行銷品牌「I amsterdam」
，短而有力、容易記住
的特性讓這個口號雀屏中選。
「I amsterdam」也隱含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工作者、
學生和觀光客對阿姆斯特丹的選擇與認同，這些在阿姆斯特丹生活的人們就是阿
姆斯特丹28。建立城市品牌的目標在於期望城市中的組織、公司及節慶活動能受
惠於城市品牌，也希望藉由新的城市品牌，為城市帶來利益，如增加城市收入、
觀光客數量、投資及在市場上能取得一席之地。同時阿姆斯特丹夥伴也嚴格管制
城市品牌的使用，尤其在城市品牌還未穩固時，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市政府的稅務
單位曾提出申請，希望能在與納稅人溝通的書信中使用此城市品牌，然而卻遭到
拒絕，原因在阿姆斯特丹夥伴認為此舉可能對城市品牌造成負面影響（Kavaratzis
& Ashworth, 2007）。

圖 4-2： 阿姆斯特丹城市品牌標誌

資料來源: www.iamsterdam.com

阿姆斯特丹夥伴常將「I amsterdam」品牌與活動、節慶和會展產業聯結，此
舉有兩個目標（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2008）
，首先，藉由節慶與活動的
推廣，增加城市品牌在荷蘭國內外的能見度。其次，藉由創意、創新與商業直覺
等核心價值促進品牌的影響力，其原理乃是若活動與品牌產生聯結，活動將受惠
於民眾熟悉的 Iamsterdam 品牌，而活動參與者也能體驗品牌的內涵。2007 年，
超過 50 個國際活動、節慶與會議冠上 I amsterdam 品牌，例如 Picnic 跨媒體周
（Picnic Cross Media Week）、阿姆斯特丹國際時裝周（Amsterdam International
Fashion Week）、阿姆斯特丹舞展（Amsterdam Dance Event）和夢想阿姆斯特丹
（Dream Amsterdam）等。透過以上成功的節慶活動，阿姆斯特丹夥伴協助節慶

28

資料來源: www.iamsterd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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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進行行銷溝通的工作，I amsterdam 品牌獲得更多的注意，共計三百萬人參
加與 I amsterdam 品牌合作的活動。
2. 城市品牌與地標的結合
由於阿姆斯特丹不具辨識性高的地標，如巴黎鐵塔或比薩斜塔等，因此阿姆
斯特丹夥伴於重點區域擺設了「I amsterdam」的字母雕塑，荷蘭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和梵谷美術館（van Gogh Museum）之間的博物館廣場
（Museumplein）經常可見遊客擺著各種姿勢與字母合影（如下圖）
。不論遊客是
因為認同這個城市品牌而與其合照，或是作為到此一遊的紀念，抑或是單純將之
視為裝置藝術作品，阿姆斯特丹可說成功塑造了阿姆斯特丹的新地標。
字母雕塑成功提升了城市能見度的宣傳方式，因為遊客與之合影的照片透過
部落格、youtube 和 flickr 的傳播，成為阿姆斯特丹的免費宣傳。由於博物館廣
場上的字母雕塑的成功，除了定點的設置外，阿姆斯特丹夥伴也將字母雕塑擺設
於大型活動中，如安泰人壽 ING 馬拉松賽、阿姆斯特丹國際時尚周、Picnic 跨媒
體周、亨利．哈德遜 400 週年慶祝活動等（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2009）。

圖 4-3: 博物館廣場的字母雕塑

資料來源：阿姆斯特丹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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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路行銷
過去阿姆斯特丹在吸引外國媒體的表現上較為被動，在新的策略中將主動吸
引媒體注意，並提供單一聯絡窗口與資訊平台。2009 年推出新版的城市入口網
站（www.iamsterdam.com）
，市議會 （Amsterdam City Council）
、觀光暨會議局、
藝文資訊中心（Amsterdams Uitburo; AUB）、外國投資管理處（Amsterdam
inbusiness）及派遣人員中心（Expatcenter）共同維護，網站整合商業、觀光、節
慶與活動及移民資訊與服務，網站使用的人數較前一年成長了一倍，達到 300
萬人29。如同 Urban（2002）所說，網路已成為塑造城市形象的主要工具，同時
也是民眾與城市溝通的重要方式。整合後的網站提供阿姆斯特丹和民眾更佳的溝
通平台。
入口網站分為四大版面，第一個版面由觀光局為觀光客提供相當完整的觀光
資訊，包括介紹荷蘭文化特色、阿姆斯特丹景點、特殊交通工具如運河巴士、住
宿資訊如船屋、青年旅館和露營地等、城市旅遊卡（I Amsterdam City Card）資
訊，以及阿姆斯特丹市週遭城鎮結合而成的阿姆斯特丹都會區（Amsterdam
Metropolitan）之旅遊情報，讓觀光客及潛在觀光客皆能在入口網站中找到所有
的旅遊資訊。
第二個版面由阿姆斯特丹藝文資訊中心（AUB）負責，彙集節慶、娛樂與
文化藝術活動資訊，亦可查詢最新的表演、節慶、藝文活動，同時提供線上購票
服務，另外也整理出每個月份固定舉辦的節慶活動。此外，藝文資訊中心訪問了
12 位阿姆斯特丹藝文產業人物，訪談中分享了私房休閒去處。值得注意的是，
入口網站結合了時下流行的社群網站 Foursquare30。阿姆斯特丹入口網站鼓勵民
眾發佈所再地點（check-in）
，忠實顧客將獲得獎賞。阿姆斯特丹不刻意介紹店家
資訊，反而利用社群網站鼓勵民眾自主性的資訊分享，提供最在地的生活情報。

29

資料來源: 阿姆斯特丹城市入口網站 http://www.iamsterdam.com/en/visiting
Foursquare 是一個以地理位置為基礎的服務，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機將所在的地點發佈到
Foursquare 上，發佈到網路上 之後，使用者也可以看到同一個地點有哪些人也曾經造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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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版面由市政府和派遣人員中心負責的生活資訊，介紹阿姆斯特丹的節
慶活動、科技發展、與提升生活品質上的努力，企圖塑造阿姆斯特丹為宜居城市，
吸引高技術移民與外國企業進駐。最後一個版面由外國投資管理處（Amsterdam
inbusiness）負責，介紹阿姆斯特丹都會區的投資環境、設立於阿姆斯特丹的公
司、MICE 產業的場地、大型活動與專業協助等。
入口網站也於 2009 年 4 月開始提供手機版頁面，名為「阿姆斯特丹城市導
覽」
（Amsterdam City Guide）
，至 2009 年底的下載次數已達 13 萬次 （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2010）。2009 年下半葉，社群網站如 Facebook、LinkedIn 和
Twitter 和 YouTube 也依序成為行銷工具。

4. 國際行銷活動
阿姆斯特丹的海外目標市場主要包括美國、中國、印度及日本。在美國方面，
目前為荷蘭國際觀光客第三大客源國，因此阿姆斯特丹相當注重美國市場。阿姆
斯特丹市政府利用 Henry Hudson 400 週年，2009 年在阿姆斯特丹及紐約市舉辦
了數場相關活動（請見創造資產部分）。活動期間搭配了多種廣告方式，包含活
動字母宣傳、戶外公車站廣告看板、渡輪廣告、在總督島的設置字母雕塑、於
「Holland Herald, Time Out」雜誌廣告、以及在活動地點販售「I Amsterdam」的
相關商品等（如圖 4-4）。

圖 4-4： 阿姆斯特丹城市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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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2009）

阿姆斯特丹也積極與國內表演團體合作，進行觀光宣傳。阿姆斯特丹皇家管
弦樂團於 2010 年 2 月受邀至紐約市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表演，阿姆斯
特丹觀光局藉此機會宣傳針對美國市場最新的觀光行銷活動，鼓勵美國民眾「到
荷蘭就對了」
（Just be. In Holland）31，在此行銷活動中，五名管弦樂團團員在中
央地鐵站、甚至於電車中表演，吸引民眾注意，並獲得許多媒體的報導。除了皇
家管弦樂團之外，也與荷蘭皇家航空（KLM）合作將紐約中央地鐵站至時代廣
場的電車內外妝點成荷蘭風格，電車外觀是荷蘭鄉村與鬱金香花田景致，與荷蘭
皇家航空飛機和商標及荷蘭觀光局標誌，車內則如置身擺設有「帶著珍珠耳環的
少女」畫作的博物館，或有如停駐在運河畔及腳踏車陣旁。據阿姆斯特丹夥伴估
計，美國行銷活動所產生的價值約等於 25 萬歐元的公共關係費用（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2010）。

31

資料來源: Just be. In Holland 官方網站 http://www.justbeinholland.com/home 及
阿姆斯特丹入口網站 http://www.iamsterdam.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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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阿姆斯特丹在紐約的國際宣傳活動

資料來源: 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2010）與 NBTC（2010）

5. 行銷利基市場
阿姆斯特丹對同志開放的態度舉世聞名，阿姆斯特丹的同志大遊行（Gay
Parade）於 1996 年開始舉行，2001 年荷蘭進一步開放同志婚姻，成為第一個使
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國家32，使得同志旅遊於阿姆斯特丹逐漸盛行，尤其成為英國
及法國同志觀光客鍾愛的觀光勝地。阿姆斯特丹把握此利基市場，2009 年 8 月
成立專為同志旅遊設置的實體觀光資訊中心（如圖 4-6）及旅遊網站
（www.gaytic.nl），致力成為「同志之都」（Gay Capital）。觀光客可於網路上預
訂免費的觀光組合包，內容包括同志觀光地圖、旅遊雜誌「Gay & Night」
（如圖
4-7）
、同志活動資訊、折價卷及一般旅遊訊，最後還奉上一杯熱咖啡。阿姆斯特
丹對於同志旅遊的努力，不只掌握了這塊利基市場，集結城市原有的資源如同志

32

資料來源: 阿姆斯特丹同志旅遊網站 http:// www.gaytic.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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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與大遊行，更展現其無形的文化─包容和前衛的城市特質。

圖 4-6：同志觀光資訊中心標示

圖 4-7：同志旅遊雜誌「Gay & Night」

資料來源：www.gaytic.nl

資料來源：www.gaytic.nl

（二）、治理
1. 跨部門合作
阿姆斯特丹積極促進組織間的合作，例如前述的城市入口網站便是由六個組
織經營維護。其中阿姆斯特丹藝文資訊中心（Amsterdams Uitburo; AUB）為一個
公私合營的文化行銷組織，整合城市中的演唱會和表演等各種活動的票券販售，
阿姆斯特丹藝文資訊中心的服務（如活動的公告、宣傳與票券販售）已整合於城
市入口網站上，方便城市訪客的查詢與購買（Richards & Palmer, 2010:284），有
利城市文化觀光發展。
阿姆斯特丹在文化及文化觀光產品上的分工行之有年，阿姆斯特丹觀光局負
責行銷工作，而藝文資訊中心負責籌備舞台、表演場地和發售票劵。兩個組織合
作執行針對國際觀光客及商務旅客的文化觀光計畫「語言不是問題」（language
no problem）
，活動包含「阿姆斯特丹冬季冒險」
（Amsterdam Winter Adventure）、
林布蘭及梵谷主題年、2009 阿姆斯特丹藝術城市主題年，以及管理阿姆斯特丹
節慶基金會（Amsterdam Festival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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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企業資源
阿姆斯特丹觀光局希望帶頭發展產業觀光，因此成立了阿姆斯特丹產業觀光
組織（Industrieel Torerisme Amsterdam; ITA）
。ITA 積極與有意願發展觀光活動的
公司發展夥伴關係，阿姆斯特丹觀光局和 ITA 也會根據不同層級的夥伴關係給予
公司不同的協助。藉由雙方合作，公司可能促進參觀人數並提升其知名度，同時
城市也能推動此種新興的觀光型態（Bregman, 2011）。
除了產業觀光外，阿姆斯特丹也積極與公司行號合作行銷城市和觀光，例如
知名荷商海尼根公司將其在美國推出的「Amstel Light」33重新定位，新的品牌定
位為「來自荷蘭的啤酒」，希望結合啤酒和荷蘭意象，因此海尼根與阿姆斯特丹
夥伴合作製作電視廣告，拍攝了荷蘭的「I amsterdam」字母雕塑、阿姆斯特丹街
景與女王節慶祝盛況。
「Amstel Light」的廣告在全美強力放送，廣告中出現「Dam
Good City」34、「Brewed in Amsterdam」等字樣（如圖 4-8），利用諧音將啤酒與
阿姆斯特丹連結。在這次成功的合作中，海尼根藉由具有鮮明荷蘭意象的廣告為
品牌重新定位，阿姆斯特丹夥伴則贏得了一年免費的全美電視廣告，廣告內容亦
對於塑造荷蘭有趣且具文化創意的城市形象有相當大的幫助，其媒體價值預估為
1500 萬美元（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2010）。
除了電視廣告，由 Amstel Light 贊助的宣傳活動於美國紐約的阿姆斯特丹大
道（Amsterdam Avenue）封街舉行，現場阿姆斯特丹夥伴贈送 200 輛以紅白色為
基底、掛有「I amsterdam」旗幟的腳踏車，由於紐約主要的交通工具為汽車，因
此腳踏車的宣傳極為醒目，獲得許多美國新聞媒體的報導，提升了「腳踏車王國」
的能見度（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2010）。

33
34

「Amstel」為流經阿姆斯特丹的河流，Amstel （Light）為海尼根公司旗下的品牌
Dam 與 Damn 同音，Dam 在荷蘭文中為水壩之意，亦為 Amsterdam 地名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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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Amstel Light 與阿姆斯特丹觀光局合作的電視廣告

資料來源: 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2010）

另一個與外國夥伴成功的合作案例乃是在坎城 2008 年和 2009 年的國際廣告
節的行銷活動。2008 年阿姆斯特丹夥伴與戶外廣告公司（Bizon Buitenreclame）
合作，以標示著阿姆斯特丹之腳踏車和戶外看板進行城市行銷。著眼於前一年的
成功，雙方於 2009 年進一步合作於國際廣告節期間舉辦活動、工作坊和議題討
論等，主題環繞「阿姆斯特丹之文化創意產業」
（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2010）。產業人士和業界齊聚一堂討論及相關活動，再配合戶外宣傳，為阿姆斯
特丹塑造鮮明的創意城市意象，有助於吸引文化觀光客及創意工作者，以及潛在
的文化觀光客。

3. 發展阿姆斯特丹都會區
自城市與區域緊密依存的「城市-區域」（ city-region）概念出現之後，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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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丹與周圍共 15 個市35組成「阿姆斯特丹城市區域」
（stadregio Amsterdam），
或稱阿姆斯特丹都會區。阿姆斯特丹觀光局與相關組織近幾年積極籌備與推動都
會區整體的觀光，認為都會區的發展將為阿姆斯特丹市與鄰近地區帶來互惠關係，
計畫未來阿姆斯特丹市與鄰近地區將以「阿姆斯特丹都會區」的概念在國際上行
銷。觀光局與經濟部、阿姆斯特丹夥伴、阿姆斯特丹藝文資訊中心、阿姆斯特丹
港務局與荷蘭觀光局等組織協商討論出發展共識，每四年提出一次都會區之觀光
發展策略，並在接下來的階段合作執行目標。阿姆斯特丹觀光局 2008 年提出了
「策略行銷與溝通協調計畫 2009–2012：當城市成為都會區」（ATCB, 2008）。
都會區的範圍包含許多著名的景點和小鎮，如暱稱為「風車村」的桑斯安斯
（Zaanse Schans）、法蘭斯．哈勒斯美術館（Frans Hals Museum）、名列世界遺
產的阿姆斯特丹防線（Defense Line）、艾登（Edam）、福倫丹（Volendam）及
馬肯（Marken），若行銷得當，將促使市中心的觀光客前往旅遊，有助於觀光
客更平均地分佈，提高現有資源的使用機會；同時由於觀光資源擴大，將可期待
觀光客拉長停留在阿姆斯特丹的時間。
為達此目標，觀光局認為需加強行銷宣傳、視覺溝通及地圖的製作上，必須
縮短市中心與鄰近區域之觀光景點的距離感，呈現阿姆斯特丹都會區的整體感，
並藉由活動與景點吸引觀光客之造訪（ATCB, 2008）。2008年的阿姆斯特丹都
會區觀光行動計畫（Toeristisch Actieplan Metropoolregio Amsterdam; TAMA）提
出都會區的觀光產品發展策略。在旅遊產業的創新、分散過夜觀光客與充分使用
資源的前提下，發展都會區的觀光三大主題（水、區域地標與城市）以及商務觀
光。
都會區的水資源相當豐富，除了阿姆斯特丹的運河，北海岸也吸引了許多觀
光客，2006年的資料顯示有340萬名過夜觀光客及7百萬名一日遊觀光客（TAMA,
2008）。「水」串連著整個都會區，也推出遊船（De Opstapper），航行於阿姆
35

Aalsmeer, Amstelveen, Amsterdam, Beemster, Diemen, Edam-Volendam, Haarlemmermeer,
Landsmeer, Oostzaan, Ouder-Amstel, Purmerend, Uithoorn, Waterland, Wormerland, Zaanstad 與
Zeev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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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河（Amstel）上，往來於阿姆斯特丹與鄰近城鎮之間。2010年荷蘭發展主題
為「水」，都會區也進一步提升海岸及水域的觀光設施，並於2010年五年一度的
「Sail Amsterdam」節慶活動中合作。第二主題為區域地標，也就是繼續加強現
有的觀光景點，尤其針對文化觀光景點如歐洲工業遺產路徑（European Route of
Industrial Heritage）和都會區內的世界遺產等，並強化不同文化觀光景點的連結
性。第三個主題「城市」則是藉由阿姆斯特丹已建立文化和創意形象，以共同舉
辦節慶活動或利用水域觀光強化周圍區域與阿姆斯特丹的連結，吸引觀光客前
往。

四、小結
阿姆斯特丹擁有豐富且知名的既有資源如運河和藝術作品，以及無形的包容
和開放特質。然而，真正吸引觀光客不斷造訪阿姆斯特丹的原因在於城市的創造
資產、行銷及治理能力。藉由主題年和國際活動，或是以一個核心的主題集結相
關的節慶活動及文化資產，並藉此宣揚城市精神及期待投射的形象。不斷推陳出
新的主題搭配不同的活動，讓觀光客對城市產生有朝氣、熱鬧、多元和有趣的印
象，吸引觀光客不斷前來。阿姆斯特丹積極進行國內外行銷活動，甚至為苦無代
表建築的城市建造了「I amsterdam」字母地標，大大提升了城市的能見度。城市
行銷組織不只塑造了城市品牌，更因為組織整合了多個政府機關的資源，使得城
市文化觀光在實體行銷及網路行銷上更為順利且卓越，提升公私部門間合作的效
能，進而促成阿姆斯特丹文化觀光的競爭力。

第二節、鹿特丹文化觀光發展之個案分析
本節將首先介紹鹿特丹的文化觀光發展背景，進而分析鹿特丹如何運用既有
資產、創造資產、行銷與治理等四個要素提升城市的文化觀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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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觀光發展背景
鹿特丹目前為荷蘭第二大城，城市人口為一百三十萬，其中市中心人口為五
十八萬，擁有歐洲最大港口，同是也是歐洲主要的工業、貿易及商業中心。鹿特
丹戰後的城市再生歷經多個階段，40 與 50 年代，為重建城市經濟，優先發展港
口；50 及 60 年代，解決住房供給問題成為最重要的議題；同時鹿特丹面臨過度
依賴運輸與傳統製造業的問題，因此鹿特丹在此之後致力於產業升級，其商業部
門在 80 年代再次恢復榮景，並吸引許多跨國公司進駐（Richards & Wilson, 2004）
。
城市藉由文化與休閒設施重新塑造城市形象，並往城市南岸（Kop van Zuid）發
展（Rotterdam City Information Centre, 1997）。
同期針對鹿特丹文化活動的人口統計報告顯示，文化活動參與者大多為中產
階級與上層階級，顯示鹿特丹政府鼓勵全民參與文化活動、鼓吹文化的社會傳播
之文化政策未達理想。此外，Bevers 認為新中上階級（new upper middle class）
進行文化參與也並非政府文化政策的結果，而是為了與其他社會階級區分（引自
Hitters, 2000）。因此，1980 年到 1990 年之間，鹿特丹的市政機構對於過去所費
不貲卻效果有限的文化政策進行檢討，並公布新的都市社會與經濟發展計畫。其
中應用藝術、國際文化交流與節慶活動等三個面向被認為能提供文化與都市政策
之間的連結，能為都市帶來更好的硬體設備、促進經濟發展及提升都市形象。市
政機構一反過去將文化視為提升個人素養與促進社會改革的動力，轉而將文化與
藝術視為都市生活品質的一部份，不論城市中的市民、公部門或公司行號都將受
惠於城市蓬勃的文化發展，新的文化政策於 1993 年開始實行（Gemeente
Rotterdam, 1993）。
鹿特丹新的文化政策有四個目標，
（1）提升鹿特丹的國際知名度、
（2）建立
大規模與高品質的都市文化設施、
（3）提供更新與實驗的機會、
（4）降低對公家
補助的依賴、鼓勵文化機構的獨立營運。最後一個目標意同於鼓勵私部門的文化
參與，企圖結合 1970 年代以來藝術與商業的各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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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電信溝通、視聽服務（audio-visual service）
、設計與媒體產業蓬勃
發展，進而為城市發展成文化與藝術奠定基礎（van den Berg, van der Meer &
Otgaar, 1999），也有助於文化與觀光的結合，並進一步發展成節慶與活動城市。
因此在觀光發展部分，文化一直是鹿特丹觀光行銷主要的主題之一，極力為城市
建立新的文化形象，同時也希望能吸引新居民以及更多的大型企業進駐。例如鹿
特丹觀光暨會議局在 1992 年到 1994 年將水、建築與文化設定為重點主題。與阿
姆斯特丹相比，鹿特丹文化資源較為缺乏，因此當時將城市形象設定為現代藝術
城市，並以充滿未來感的現代建築作為行銷賣點。90 年代為發展文化觀光，設
立美術館（Kunsthal）、發展博物館區（Museum Quarter）、Witte de With 文化特
區（ cultural quarter）、以及 1993 年成立國立建築學會時，舉辦了一系列建築活
動與現代藝術展覽（Bonink & Richards, 1992）。
同時，鹿特丹致力於成為活動城市，並已在多方面創造出許多熱門活動，在
電影方面如鹿特丹國際電影節（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音樂方面
如（Gergiev Festival）與北海爵士樂節（North Sea Jazz）、體育方面如世界網球
錦標賽（World Tennis Tournament）與馬拉松、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夏日活動
（Russo & van der Borg, 2008）。
目前鹿特丹觀光客人數與過夜天數持續上升，雖然 2008 年與 2009 年受到金
融風暴影響，觀光客人數下降，2010 年已回復、甚至超越 2007 年水準。2003
年約有 39 萬人次的觀光客造訪，2010 年的人數達到 62 萬人次，成長幅度為 61%，
同期荷蘭的觀光客人數只成長了 34%，顯示有更多赴荷蘭的觀光客選擇前往鹿特
丹旅遊或參加其文化活動（Centraal Bureau Statistiek, 2011）。
本節將介紹鹿特丹如何運用過去的工業資產、海港環境及建築資產、配合城
市的音樂、視覺媒體和創意產業，以文化和節慶帶動城市再生，發展出別具特色
的文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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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用資源：既有資產與創造資產
(一)博物館觀光
雖然許多人對鹿特丹的印象仍停留在過去的工業城市，事實上鹿特丹擁有許
多文化資源與藝術機構，不論現代藝術或歷史珍寶、以建築或相片為主題、歷史
船隻到珍奇異獸等都可在城市中的 37 座博物館中找到（van der Borg & Russo,
2008）。其中參訪人數前五名的博物館中，與鹿特丹海事背景相關的博物館便占
了兩座（見表 4-4）。
鹿特丹的文化設施奠定於 1985 的城市計畫，在此計畫中，除了每年興建 2
萬到 3 萬平方公里的辦公室用地及 500 棟房屋之外，也為了整合市中心的功能提
出四個發展重點，包含將河岸地區規劃成觀光遊憩區域、整建市中心商店和辦公
大樓林立的中央廣場、發展馬斯河以南的新興商業區、以及發展作為文化與休閒
空間的博物館區（Museum Quarter），包括擴建貝尼根博物館（Boymans-van
Beuningen Museum）、興建國家建築學會（National Architecture Institute）、自然
史博物館（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以及博物館區最南端的美術館（Kunsthal）
（Rotterdam City Information Centre, 1997）。Hajer（1993）認為 1985 年的城市
計畫大舉興建了文化設施，影響深遠，提升了城市形象。鹿特丹也積極利用博物
館帶動相關的文化活動，例如 1993 年成立國立建築博物館時，舉辦了一系列建
築活動與現代藝術展覽（Bonink & Rochards, 1992）。
譽為「露天建築博物館」的鹿特丹，建築乃是最重要的是資產之一，吸引許
多建築愛好者前來，鹿特丹也積極結合活動和建築資源以發展利基市場，曾舉辦
建築雙年展等活動。鹿特丹建築大放異彩始於戰後重建時期，二戰的砲火摧毀舊
的市中心及古建築，然而這些空地卻成了現代建築最佳的實驗場地。80 年代後
期，鹿特丹與阿姆斯特丹兩城市競爭爭取國家建築學會（National Architecture
Institute; NAi）的落腳，最後由鹿特丹勝出，奠定鹿特丹作為荷蘭建築城市代表
的根基，鹿特丹發展出濃厚的建築氛圍，孕育 Koolhas、Piano 和 Foster 等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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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建築師，並吸引世界著名的建築事務所如 OMA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與 MVRDV 將其總部設置於此（Trip & Romein, 2009）。
表 4-4：鹿特丹前十大博物館與美術館
博物館與美術館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貝尼根博物館（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

255,000 181,435 187,000 240,000 225,878 324,121

美術館（Kunsthal
Rotterdam）

171,384 219,721 202,368 159,140 157,925 159,230

鹿特丹海事博物館

116,033 113,461 122,559 140,595 131,158 133,123

（Maritiem Museum
Rotterdam）
世界博物館（Wereldmuseum
Rotterdam）*

72,000 126,000

49,949

9,992 130,000

港灣博物館（Havenmuseum） 94,500

99,000 104,000 110,000 110,000 105,000

鹿特丹博物館（Museum
Rotterdam）

70,000

國家建築學會

68,000

67,730

108,856 108,037 134,738

80,987

71,004

73,704

90,439 105,803

68,000

（NAi inclusief Huis
Sonneveld ³）
荷蘭照片博物館

35,000

35,402

51,500

52,000

51,000

53,033

國家教育博物館 （Nationaal
Onderwijsmuseum）

31,267

30,294

35,148

37,120

42,454

42,316

自然史博物館

38,864

49,031

41,303

39,083

38,409

40,466

（Nederlands Fotomuseum）

（Natuurhistorisch Museum
Rotterdam）
* 世界博物館於 2008 年進行整修，於 2009 年下半年重新開放
**國家建築學會從 2010/5/20 開始整修，2011 年五月重新開放
資料來源: Centrum voor Onderzoek en Statistiek（2011）

鹿特丹除了擁有世界最為繁忙的港口之一，也擁有館藏極為豐富的海事博物
館。海事博物館成立於 1874 年，為荷蘭最古老的博物館。博物館結合科技與遺
產，以充滿聲、光效果及互動體驗的展覽帶領民眾回味舊鹿特丹港（現在的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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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榮景，並展示世界最大的迷你港區模型，以及讓民眾參觀停泊於博物館旁
的展示船隻，一窺過去荷蘭皇家海軍船隻的內部構造。海事博物館也積極與船公
司 Spido 合作，推出遊新馬斯河與博物館的套票36，了解鹿特丹港的過去與現在
的風貌。
2009 年與 2010 年為「荷蘭藝術城市」（Holland Art Cities）國際活動年，為
了結合荷蘭各大博物館的豐富資源，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海牙與烏特列支十個
主要的博物館在此活動中串連，活動包含三大主題，外國影響、荷蘭繪畫大師及
現代藝術與設計，目標為吸引 20 萬的外國觀光客參加。
以荷蘭畫家為主題的大型文化活動顯然對觀光客極具吸引力，活動吸引了近
500 萬人參加，其中 290 萬人為荷蘭人，其餘則為外國觀光客，超乎預期人數，
其中更有 25%的外國觀光客表示「荷蘭藝術城市」為造訪荷蘭的主要目的。活動
為博物館、餐廳、精品店和大眾運輸公司帶來額外收入，估計活動產生了三千兩
百萬的收益（NBTC, 2010）。

（二） 節慶與活動觀光
鹿特丹 80 年代開始大幅擴建休閒娛樂的基礎設施，例如設置作為文化與休
閒空間的博物館公園（Museum park）
，以及將河岸地區規劃成觀光遊憩區域，並
在 90 年代改善交通運輸後，逐漸開始發展觀光業。此時的觀光資源與鄰近的阿
姆斯特丹相比顯得有限，吸引力不足，多主打一日遊，客群也多為國內觀光客。
為創造更多的觀光資源並豐富城市的文化內涵，轉而發展成為文化節慶和活動城
市。鹿特丹在這種節慶導向的政策下，90 年代便已成為節慶參與人數比率最高
的荷蘭城市（Richards & Wilson, 2004）。
鹿特丹成功地將其定位成節慶活動城市，最受歡迎的活動主題多有賴於城市
的多元文化環境及城市文化（舞蹈表演、同志遊行），以及具未來感的城市意象

36

資料來源: 鹿特丹海事博物館網站 http://www.maritiemmuseum.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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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港口日）（見表 4-5）。城市多元種族環境奠定夏日嘉年華會的發展，為期三
天的加勒比海拉丁盛會充滿五彩繽紛的遊行。鹿特丹也積極發展影視音樂相關的
活動，如流行音樂為主的北海音樂節（North Sea Round Town）和以樂團表演為
主題的大都會音樂節（Metropolis Festival），而敦雅藝術節（Dunya Festival）則
是以世界音樂、舞蹈與文學為主題。另外鹿特丹國際電影節（Internation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已成為歐洲最大的電影節之一，受到國際肯定，在一月底的
觀光淡季吸引大量國內和國際觀眾前來（van der Borg & Russo, 2008）。
鹿特丹也積極發展體育賽事和活動，1990 年成立 Topsport37基金會，資金來
自市政府及民間贊助，因此為公部門和私部門建立了合作網絡，吸引許多重要比
賽在鹿特丹舉辦，也成功塑造鹿特丹的體育氛圍。近幾年環法賽、馬拉松賽及一
級方程式 F1 巴伐利亞城市賽車表演賽都吸引大批民眾參與。

表 4-5：鹿特丹前五大夏日節慶與前五大活動
夏日節慶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夏日嘉年華（Ortel
Zomercarnaval）

700,000 700,000 700,000 900,000 700,000 700,000

世界港口日

400,000 350,000 450,000 325,000 400,000 400,000

（Wereldhavendagen
Rotterdam）
敦雅藝術節（Ortel Dunya
Festival）

180,000 220,000 220,000 220,000 225,000 100,000

北海音樂節（North Sea Round
Town）
大都會音樂節（Metropolis

17,000

55,000

41,200

56,000

64,285

70,000

70,000

35,000

40,000

36,000

35,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Festival）
活動
環法賽 （Le Grand Départ
Rotterdam;Tour de France）

900,000

ABN AMRO 馬拉松賽（ABN 825,000 85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AMROMarathon Rotterdam）
37

資料來源：Rotterdam Topsport http://www.rotterdamtopsport.nl/
80

F1 巴伐利亞城市賽車表演賽

400,000 550,000 550,000 600,000 550,000 575,000

（Bavaria City Racing）
鹿特丹國際電影節

358,000 358,000 367,000 355,000 341,000 353,000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Get Hoekt 沙灘表演
（strandevenementen）

12,000 160,000 160,000

資料來源: Centrum voor Onderzoek en Statistiek（2011）

鹿特丹善用其多元文化的環境及表演藝術的資源，積極爭取舉辦競標式活動
（footless event）
，除了提升城市的能見度之外，也為民眾印象中的工業城市加強
與文化的連結。
2001 年，鹿特丹獲選為歐洲文化首都，配合活動口號「Rotterdam is Many
Cities」
，期待創造多元化中的相同，原因為鹿特丹有相當大的人口比例為外國第
一代及第二代移民，占總人口的 55%，其中以土耳其裔與摩洛哥裔為多數。鹿特
丹的歐洲文化首都活動相當具有企圖心，為期一年的活動包含了 500 個子活動，
吸引了 1410 萬人參與，其中 225 萬人專程為歐洲文化首都活動前來，占總參與
人數的 16%（ van der Borg & Russo, 2008）
。鹿特丹 2001 歐洲文化首都活動目標
有四，
（1）為整個城市舉辦節慶活動，觀眾包含一般大眾及藝術愛好者、
（2）加
強城市的文化基礎建設，包含文化活動、設施及促進民眾參與文化活動、
（3）改
善鹿特丹的文化形象、
（4）產生長期的經濟利益，例如促進觀光發展（Richards &
Wilson, 2004）。
活動產生了一億六千五百萬的產值，其中約 8%來自專為歐洲文化首都活動
前來的觀光客。歐洲文化首都全年活動其中以希羅尼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展覽最為成功，吸引了 22 萬人參觀，佔全部活動參與者的百分之十，
在觀光客中則佔更高的比例（Richards & Palmer, 2010）
，而其中 67%為外國觀光
客。大多數的活動參與者曾造訪過鹿特丹，大約半數表示她們經常造訪該城市。
然而，歐洲文化首都活動仍吸引了 22%初次造訪的民眾。而在專程為歐洲文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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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活動前來的民眾之中，初次造訪的民眾的比例更高（30%）。歐洲文化首都活
動似乎對外國觀光客特別有吸引力，三分之二的外國受訪者之前從未到過鹿特丹
（Hitters, 2007）。
然而根據 Hitters（2007），歐洲文化首都未如預期為鹿特丹的觀光地定位帶
來結構性的轉變。2001 到 2003 年之間的過夜觀光客人數分別下降了 23.8%及
18.4%，表示觀光客離開鹿特丹後並沒有再次造訪或是為城市宣傳。然而另一方
面，2000 到 2003 年的觀光支出成長了 4400 萬歐元（3.2%）
，觀光部門的就業率
也有 9.6%的成長，等同於 1600 個職務。這表示鹿特丹在舉辦歐洲文化首都過後，
提供更多的消費機會，也證明觀光和文化在供給端方面趨向成熟。
另一方面，主辦單位委託伊拉斯謨斯大學（Erasmus University）藝術與文化
系及觀光與休閒教育單位（ATLAS）進行訪客研究，對多項鹿特丹城市意象進
行相關性研究之後得出以下結果。首先，節慶與「藝術文化」、節慶與「值得探
索」
、節慶與觀光目的地、歐洲文化首都活動與觀光目的地等項目兩兩高度相關，
這表示鹿特丹為了發展觀光而採取的節慶策略相當成功。其次，比起 30 歲以上
的參與者，有更多 30 歲以下的參與者會將鹿特丹和節慶產生連結，顯示鹿特丹
近年在節慶與活動觀光上的行銷展現成果（Richards & Wilson, 2004）。
歐洲文化首都之後，鹿特丹繼續爭取舉辦大型活動，如獲選為 2005 年的歐
洲運動首都（European Capital of Sport）和 2009 年首屆歐洲青年首都（European
Capital of Youth ）
。將 2007 年設為「建築都市年」，舉辦第三屆建築雙年展等活
動，以及 2009 年與其他主要城市合辦的荷蘭藝術城市活動等。
2007 在「建築都市年」（ City of Architecture） 的年度主題之下，活動包
含作為揭幕活動的烽火邊緣表演、鹿特丹建築雙年展（3rd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Biennale Rotterdam; IABR）
、工作營、研討會、柯比意展（Le Corbusier）
以及十月的鹿特丹建築影展等，共 30 多個與建築相關的大小活動在 5 月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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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間登場，並由不同的單位策展與聯合執行38。鹿特丹觀光局除了在一般觀光
地圖中納入了鹿特丹的代表建築，也針對建築愛好者，特別製作了建築手冊，介
紹城市的特色建築和建築地圖，可於鹿特丹遊客中心索取，亦可在網路下載。
2009 年作為歐洲青年首都，鹿特丹規劃了一系列大型活動企圖吸引國際媒
體注意，如結合鹿特丹原本就極為知名的夏日嘉年華、舉辦「巴西夏日」活動。
系列活動也積極融入歐洲元素與特色，同時呼應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為該年歐盟制定的主題: 創意與創新，舉辦了相關活動，包含體育
賽事、展覽、演唱會、討論會等（van der Borg & Russo, 2008）。
鹿特丹與日本長久以來商業往來密切，早在 70 年代，大阪貿易中心（目前
的大阪國際商業辦公室）便設立於鹿特丹（City of Rotterdam, 2009）。2007 年鹿
特丹舉辦了一系列日本與荷蘭建立外交關係 150 年的慶祝活動；2009 年則是紀
念兩國通商 400 年。以上兩個節慶活動都提供了鹿特丹促進與日本商業合作關係
及觀光的機會。

（三） 產業觀光
鹿特丹是最早開始發展產業觀光的城市之一，早在 1997 年，地方的觀光組
織便開始與企業合作提供參訪行程；然而 2003 年之後，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對
於產業觀光的支持逐漸減少，同時也停止相關的補助。也因此，儘管目前有好幾
個組織經營與參與產業觀光的發展，普遍仍認為鹿特丹並未善用其資源，如世界
知名的鹿特丹港（Otgaar et al., 2010）。
鹿特丹港的範圍從 1960 年代開始逐漸向北海延伸，興建了 Europoort 和
Maasvlakte 等新的港區，連接北海與鹿特丹市中心的舊港區。由於港務逐漸轉移
到新的港區，舊港區也在 90 年代經過再開發的階段，例如橫跨新馬斯河（Nieuwe
Maas）
、連結城市南北岸的伊拉斯謨斯橋（Erasmus）
，外觀如白色天鵝，1997 年

38

資料來源：台灣建築雜誌 http://www.ta-mag.net/143-featur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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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後便成為城市地標。鹿特丹港除了維持原本的貿易與運輸功能，也極力發展
其觀光功能。城市水岸地區發展奠基於 1985 年的城市計畫，計畫將該地區規劃
成觀光遊憩區域，同時水岸地區規畫了重建藍圖作為商業及居住之用，該區的發
展為鹿特丹帶來著名的特色建築及休閒娛樂設施。藉由特色建築與公共區域的再
發展，期待能在某種程度上恢復城市與海洋的連結，並將海事主題導向更現代化
的發展（Russo & van der Borg, 2008）。
鹿特丹港主要由鹿特丹港公司（The Port of Rotterdam）負責經營，同時由於
參觀鹿特丹港經常是觀光客到鹿特丹的目的之一，因此鹿特丹港公司除了管理鹿
特丹港外，也成為產業觀光主要的推手，並與其他與產業觀光相關的組織合作，
如鹿特丹教育資訊中心（Educational Information Centre Mainport Rotterdam; EIC）、
鹿特丹行銷（Rotterdam Marketing）、世界港口日基金會（World Port Days）、產
業觀光公司（Industrial Tourism）等。鹿特丹港一方面提升觀光設施的多樣性，
吸引觀光客前來鹿特丹，一方面發展產業觀光，例如積極與企業合作舉辦世界港
口日（World Port days）活動，成為鹿特丹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同時也打造鹿
特丹港體驗館（Rotterdam Port Experience）
，細節將於下一段的創造資產中討論。
除了鹿特丹港公司之外，鹿特丹教育資訊中心（Educational Information
Centre Mainport Rotterdam; EIC）也經營參訪港口及相關產業的參訪行程，主要
針對學生及學者規劃了 70 條參訪路線，同時也為公司行號量身打造參訪行程。
EIC 由鹿特丹市政府及鹿特丹港公司出資經營，每年約接待兩萬多人。鹿特丹另
一個產業觀光推手為產業觀光公司（Industrial Tourism）
，在 1997 年到 2003 年隸
屬於鹿特丹市政府的組織，專為ㄧ般的觀光客提供多種語言的參訪行程，然而行
程常因參訪人數不足而取消。2003 年由於鹿特丹市大幅縮減補助，影響該組織
運作。組織創辦人之一決定另起爐灶成立產業觀光公司，將目標客群從一般觀光
客轉為專業參觀者，不受政府補助獨立營運（Otgaar et al., 2010）。
鹿特丹利用港口資源，與鹿特丹的企業合作，發展出獨特的世界港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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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Port Days）。鹿特丹港公司（Port of Rotterdam）負責一半的資金，市政
單位及民間集團提供另一半的資金，由世界港口日基金會（World Port Days
Foundation）負責舉辦一年一度的產業觀光盛會。鹿特丹港公司為國有的公司，
由地方和國家政府掌管，世界港口日基金會的董事會部分由鹿特丹港公司代表出
任，顯現兩個組織的密切關係。世界港口日的宣傳內容反映出目標族群為荷蘭本
國人，其目的為展現鹿特丹港公司對環境及安全的重視。參與民眾的統計符合其
宣傳安排，鹿特丹與鄰近地區的民眾佔了 65%的比例，其餘地區占了 30%，僅
有 5%為外國觀光客（Otgaar et al., 2010）。世界港口日於每年 9 月舉行，主要包
含三種活動如介紹與港口相關的企業、企業公司參訪及海上表演，參訪活動除了
以荷語進行，也為觀光客提供英文導覽，一窺港口日常運行情況；另外也配合展
覽、煙火秀和研討會等活動。
每年基金會都會設定不同的主題，例如 「Working on a world-class Port」
（2007 年）
、
「Climate Change」
（2008 年）
，除了能塑造話題與合作契機外，也藉
著不同主題提升港口與參與公司的形象今年（2011 年）適逢中國人移民鹿特丹
一百周年的慶祝活動，因此將主題設定為「多種風味的港口」（Port of many
flavors）
。約有 70 個公司和組織參與企業參訪活動，來自含貨櫃輸送、石化、環
保、儲存、能源、食物等不同領域。參訪活動多為三小時，票價從 5 歐元的巴士
巡禮到 49.5 歐元提供自助式餐點的遊船，任君選擇。根據鹿特丹調查與資料中
心（Centrum voor Onderzoek en Statistiek）的數據，從 2004 到 2010 年世界港口
日皆為第二大的夏日活動，參與人數多維持在 40 萬人上下，僅次於夏日嘉年華
會的 70 萬人39。由於世界港口日的成功，基金會有意推行全年的企業參訪活動，
便利用 2007 年世界港口日 30 周年的機會，與出版商 Wegener 合作舉辦每月一次
的免費企業參訪活動。每月平均約有 250 人參加，符合出版商預期，然而卻低於
基金會的預期，也因此決定延宕全年參訪活動的推行（Otgaat et al., 2010）。

39

資料來源：鹿特丹調查與資料中心（Centrum voor Onderzoek en Statistiek）
http://www.cos.rotterdam.nl/smartsite229.dws?goto=225692&style=2033&sub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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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港公司在產業觀光上的推行，除了利用大型活動結合企業參訪，也致
力於常設性娛樂暨教育空間的設置。鹿特丹港公司斥資一千萬歐元，交由設計海
尼根體驗館（Heineken Experience）的 Kranendonk Experience Network 公司打造
鹿特丹港體驗館（Rotterdam Port experience），於 2008 年 10 月開幕，並由船公
司 Spido 負責宣傳。由於港口重心已離開鹿特丹市中心而往北海移動，因此鹿特
丹港體驗館成立的忠旨在於以具有娛樂效果的景點，重新塑造城市與港口的連結，
破除民眾對港口的迷思並鼓勵民眾加入工作行列40。體驗館策略性地設立於著名
景點暨交通要道的伊拉斯謨斯橋下和負責宣傳的 Spido 船公司旁邊，運用虛擬實
境等新科技，讓民眾了解港口的範圍和歷史發展，以及港口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民眾可以搭電梯到虛擬摩天大樓的頂樓，俯瞰整個城市和港口景觀；亦可進行一
場 3D 的港口參觀之旅。接著進入彩色「貨櫃屋」，民眾可透過電腦遊戲對港口
有進一步的認識（如圖 4-9）
；最後一個展示間則供民眾行走在城市及港口的地圖
上，並可觀賞不同的影片（如圖 4-9）（Otgaat et al., 2010）。
然而體驗館在 2010 年年底關閉，原因包含遊客人數不如預期的一年吸引二、
三十萬人（共同經營體驗館的船公司 Spido 一年約吸引四十萬人搭乘），再加上
結構性成本過高、以及體驗館建築外觀無吸引力及辨識度等問題（Kranendonk
Experience Network, 2011）。
圖 4-9：鹿特丹港體驗館

資料來源: Rotterdam Marketing-Rotterdam Image Bank.

40

資料來源: Port of Rotterdam Authority http://www.portofrotterdam.com/en/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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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產業活動蓬勃發展的同時，鹿特丹過去的工業遺跡也獲得保存，並為其
在現今的社會脈絡中積極尋求合適的新生命，且繼續與周圍地景及社區互動。以
Lloyds 園區（Lloydkwartier）為例，Lloyds 園區地處港邊地帶，過去多為發展與
港口相關的產業，1996 年開始由地主鹿特丹發展公司（Development Corporation
of Rotterdam）進行 10 年期的區域再生計畫。其中主要的子計畫為過去老舊電廠
（Schiecentrale）的翻新，其目的乃是保留廠房外觀，改建成影音與資通訊產業
特區，目前共有 86 家廠商進駐，產業別包括電影、電視與錄影產品、多媒體與
網路公司等41。
另一個以商業為導向的文化特區代表為 Van Nelle 設計工廠（Van Nelle
Ontwerpfabriek）
，前身為製茶、咖啡及菸的 Van Nelle 工廠，目前為媒體、設計、
建築公司和節慶活動組織的辦公室，約有 40 家左右的公司進駐。建築本體為建
於 1925 年至 1931 年的現代建築，目前申請成為聯合國世界遺產中（Russo & van
der Borg, 2008），一年平均吸引五萬人以上參觀42。

三、資源使用：行銷與治理
（一） 行銷
1. 建立 World Port World City 城市觀光品牌
著眼於鹿特丹是荷蘭唯一一個市民平均年齡下降、並越來越國際化的城市，
2005-2008 的文化計畫（Cultuurplan 2005-2008），將鹿特丹設定為「朝氣蓬勃的
國際水上城市」
（Rotterdam Marketing, 2011）。
鹿特丹的觀光發展由城市行銷組織「鹿特丹行銷」（Rotterdam Marketing）
負責，該組織成立於 2001 年，其前身為三個分立的組織，分別為「鹿特丹會議
中心」
（Rotterdam Convention centre）、鹿特丹遊客資訊中心（VVV Rotterdam）
和鹿特丹行銷計畫辦公室（Rotterdam Marketing Project Office）
。鹿特丹行銷機構
41

資料來源: http://www.schiecentrale.nl/
資料來源：鹿特丹調查與資料中心（Centrum voor Onderzoek en Statistiek）
http://www.cos.rotterdam.nl/smartsite229.dws?goto=225692&style=2033&sub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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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務主要有三，包括促進一般與商務觀光客參與觀光活動、增加觀光收益和提
升城市觀光上的形象。為達成上述目標，鹿特丹行銷機構藉由給予政策上的建議、
提供相關資訊與服務、開發活動與產品，並且促進商務觀光與休閒觀光領域的夥
伴合作43。
鹿特丹行銷機構的媒體政策相當積極，除了有專為媒體製作、提供有關休閒
觀光與商務觀光資訊的手冊、照片及最新消息外，全年皆能辦理媒體接待，亦能
為其量身訂做參訪行程，包含飯店、餐飲及行程的安排。舉辦大型活動時，如藝
術城市、夏日嘉年華、北海音樂節等活動或是主題年開展時，也提供媒體接待。
今年初，鹿特丹行銷獲英國會議與獎勵旅遊雜誌（British Meetings & Incentive
Travel Magazine）選為海外最佳旅遊及會議局的前五名，其他獲獎的前五名依序
為摩納哥、維也納、香港和巴塞隆納44。

2. 合作行銷
鹿特丹在文化與觀光的行銷中可見不同部門共同合作的例子，有助於文化觀
光的發展。例如鹿特丹行銷機構為了吸引更多的觀光客造訪鹿特丹，與節慶基金
會合作宣傳國內及國際性的文化活動。
此外，鹿特丹節慶基金會和文化機構經營鹿特丹藝文資訊中心（Rotterdam
Uitburo），統籌負責文化活動資訊的宣傳並提供售票服務，協助鹿特丹的戲院、
音樂廳、博物館、節慶活動和其他各種文化組織找到其消費者並促進雙方的溝通。
溝通管道的相當多元，包含提供節慶活動資訊的網站（www.rotterdamsuitburo.nl）
、
電子報45、刊登於報紙及週刊的文化月曆（Uitgaansladder）、籌辦鹿特丹文化季
（Rotterdam Uitmarkt）的暖身活動、以及針對二十五歲以下鹿特丹年輕市民的文
化月曆（DIMI）。積極開發青年市場及發展資訊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43

資料來源: http://www.rotterdam.info
Ibid.
45
包含藝文資訊中心電子報（Uitmail）
、博物館電子報（Museum Uitmail）及學生電子報（Studenten
Uit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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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如資料庫的建置及資料分析等。以歌劇表演為
例，在各個表演場地的共同合作下，歌劇資料庫於 2001 年成立，包含兩萬六千
筆的觀眾資料。資料庫中的民眾將定期歌劇介紹手冊，手冊中詳載各歌劇表演場
地的節目訊息。不同的活動單位也共同建立了年輕族群的資料庫，定期發送電子
報與雜誌給年輕讀者。
城市旅遊卡也成為組織合作的機制之一（Richards & Palmer, 2010:284），鹿
特丹的城市旅遊卡結合文化機構、觀光景點、餐廳與大眾運輸工具，提供 25%
以上的折扣，目前合作的店家與機構從去年的 49 家成長至 58 家，也常與大型活
動如歐洲文化首都活動、北海爵士樂節等合作，提供優惠。根據鹿特丹行銷的統
計46，2011 年前半年的城市旅遊卡銷售量為 9000 張，較前一年成長了 33%，北
海爵士樂節當周城市旅遊卡更是變得炙手可熱。城市旅遊卡銷量提升的部分原因
或許是因為景氣復甦，不可否認的是越來越多的合作店家和機構確實提升了卡片
的吸引力。

3. 網路行銷
鹿特丹觀光網站主要由鹿特丹行銷負責，除了提供一般的旅遊資訊，如景點
介紹、城市食衣住行資訊及城市的各個區域特色，也提供會展及鹿特丹商務活動
的資訊及媒體專區，網站有荷語、英語與法語。網站上也提供不同主題的手冊供
民眾下載，如建築、文化藝術、活動與展覽、購物等或一般觀光手冊。鹿特丹也
提供手機版網頁以及經營 facebook 及 Twitter。此外，如同阿姆斯特丹對同志市
場的重視，鹿特丹也有意發展這塊市場，因此網站彙整了當地同志酒吧或同志友
善酒吧、活動、同志組織與聚會場所等訊息。
市政府於 2009 年成立了城市入口網站，集結外交活動、外國工作者所需資
訊以及鹿特丹港管理單位港區服務資訊，並可連結至觀光網站查詢觀光資訊。
46

資料來源: Rotterdam Marketing
http://www.rotterdam.info/files/20110707_Persbericht_populariteit_Rotterdam_Welcome_Card_neemt
_to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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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治理
1. 文化觀光的治理
鹿特丹的政策制定已轉型成治理模式，鹿特丹經濟建設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Rotterdam; EDBR）出版的「經濟願景 2005-2020」
（Economic
Vision 2005-2020）於第一章揭示，地方政府無法獨自復興城市經濟，必須藉由
商業、文化、教育、房地產等領域之要角合作及合資才可能做到，而經建局提出
發展願景只是實踐治理模型的第一步。在此商業導向的政策中，地方政府需扮演
多項角色，包含作為區域再發展的前驅、促使老舊建築發展新用途、促生創意生
產的價值鏈並居中協調該治理模式擴及至其他政策領域（Trip & Romein, 2009）
。
鹿特丹目前已有部分公私合營的團體負責執行政策，如鹿特丹行銷機構與鹿特丹
節慶基金會。
節慶與活動為鹿特丹城市與觀光發展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鹿特丹市政府將節
慶與活動的管理交由鹿特丹節慶基金會（Rotterdam Festival Foundation）負責
（Richards & Palmer, 2010）。鹿特丹節慶基金會與觀光部門合作密切，工作劃分
清楚，觀光部門負責一般的行銷宣傳，鹿特丹節慶基金會則主掌文化活動。鹿特
丹節慶基金會成立於 1990 年，負責協調節慶活動的籌備與行銷，並改善現有節
慶活動的品質，將節慶活動與城市文化緊密結合，提高文化活動的參與人數、提
升城市及活動的能見度，打造鹿特丹成為荷蘭主要的節慶與活動城市。鹿特丹節
慶基金會的服務範圍相當廣泛，不管是協助創立活動或宣傳文化活動資訊，亦或
是給予節慶活動在財務上的協助，並與節慶活動合作進行行銷，為節慶活動提供
附加價值。為使城市的節慶活動能不斷推陳出新，廣招能提供參與者特殊經驗的
活動提案，鼓勵文化機構提出創新並符合趨勢的提案，期待有更多文化表現方式，
並吸引更多的目標觀眾，其中以能夠提升鹿特丹國際地位或得以展現城市主題的
活動為優先。
鹿特丹節慶基金會經常配合主題年或是根據特定的地點舉辦活動，尤其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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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排了密集的公開活動，免費供民眾參與。同時，鹿特丹節慶基金會擅長合作
行銷、網路行銷、媒體溝通及直接行銷（direct marketing）
，並擁有許多媒體管道，
可讓文化機構享有較低廉的服務購買價格，同時也提供合作夥伴在其雜誌和網站
上廣告、協助在城市中發送活動海報。吸引了許多主要的國際活動至鹿特丹舉辦，
使全年充滿許多相當成功的活動，曾與鹿特丹節慶基金會合作舉辦過的活動包含
伊拉斯謨斯在鹿特丹（Erasmus in Rotterdam）
、鹿特丹巴西盛會（Brazil Rotterdam）、
鹿特丹女王節慶祝活動及鹿特丹歌劇（Opera Rotterdam），鹿特丹夏日節
（Rotterdam Summer Festival）
、鹿特丹冬日節（Rotterdam Winter Festival）
、九月
的鹿特丹（Rotterdam in September）等。2006 年為止，鹿特丹已獲頒了三次國家
活動獎（National Event Award）。其年度資金來源為鹿特丹市政府（Gemeente
Rotterdam）、鹿特丹公司（Rotterdam Corporation）和鹿特丹港（the Port of
Rotterdam），每年總額超過 200 萬歐元（Russo & van der Borg, 2008）。
為求節慶與活動成效的極大化，鹿特丹節慶基金會委託專業化管理的
DUCOS 公司，負責構思新的活動、承辦及監督活動的運行。DUCOS 於 1986 年
成立，曾經承辦的活動包含鹿特丹夏日節、敦雅藝術節（Dunya Festival）、荷蘭
最大音樂節之一的 Parkpop 等，一年吸引超過 200 萬人次參與活動。DUCOS 企
圖打造出荷蘭全國的網絡，囊括活動安排、場地、節慶、電台與電視。由於 DUCOS
必須積極構思新活動及設計活動相關產品，才能拓展公司事業，因此對於鹿特丹
發展成「活動城市」（eventful city）相當有幫助（Richards & Palmer, 2010）。

2. 跨城市合作
不只鹿特丹希望提高其國際的能見度，其他主要城市（randstad）如阿姆斯
特丹、海牙及烏特列茲也體認到具有國際觀的文化政策對於形塑城市文化氛圍的
重要性，然而與其他歐洲城市相比，單一一個城市的力量太小，難以達成其國際
展望，需要荷蘭境內或與境外的合作。鹿特丹與阿姆斯特丹首先進行合作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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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兩地的文化機構召開 A’R’DAM 協商會議，提出兩個城市在文化上密切合作
的必要性，最佳情況為擴及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海牙（The Hague）及烏特列
茲（Utrecht）等四個城市的合作。鹿特丹也由國際文化政策計畫中撥出預算以支
持合作計畫。
A’R’DAM 協商會議提出了 A’R’DAM 宣言（A’R’DAM manifesto）47，回顧
過去阿姆斯特丹與鹿特丹的合作經驗、檢視目前與往後的文化建設以及未來合作
展望與目標。過去兩市便有合作經驗，鹿特丹電影節曾經與阿姆斯特丹合作，於
阿姆斯特丹的 Holland Festival 2006 中舉辦了電影節的子活動；Appel 美術館與
Witte de With 也舉辦了聯展；兩市的音樂廳也攜手於國際上宣傳。合作目標除了
提升兩市文化與藝術的國際能見度與地位，也試圖結合同為荷蘭主要城市的烏特
列茲和海牙之力量，例如這兩個城市與鹿特丹已共同成立了 Kosmopolis 多媒體
平台，便於表演資訊的流通。
在國際合作方面，鹿特丹與 2010 年的歐洲文化首都—伊斯坦堡合作。同時
高速鐵路完工之後將促進與比利時的合作關係，加強「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
特衛普—布魯塞爾文化網絡」的連結性（Gemeente Rotterdam, 2010）。

3. 文化硬體與品質管理
鹿特丹積極推動文化與創意，設法提供世界級的基礎設施，包括藝術、音樂、
戲劇和運動的場地，以及舉辦重要的節慶活動。在過去二十年中，鹿特丹一共投
入了 1 億 4 千萬歐元的資金，以及每年投注約九千萬歐元於文化與藝術上，百分
之八的市政預算作為「裁量支出」
（discretionary spending）
。舉辦歐洲文化首都為
1990 年代文化政策最重要的成就，也使得城市中的文化設施獲得興建或整修的
補助，例如以 2500 萬歐元翻修城市中最美麗的運河之一（也是文化首都辦公室
所在地）
，以 1800 萬歐元擴建數個博物館，並花了 4000 萬興建於 2001 年啟用的

47

資料來源：http://inspiringcities.org/index.php?id=17&page_type=Article&id_article=1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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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or 劇院（引自 van der Borg & Russo, 2008）。
鹿特丹選擇投資於既有的文化基礎建設，翻新急需整修的表演場地，如鹿特
丹戲院（Rotterdam Theater）
。而根據其流行樂政策，鹿特丹計畫擴展南廣場劇院
（Theater Zuidplein）
，因為鹿特丹目前仍缺乏足以容納一千五百人的戲劇廳（van
der Borg & Russo, 2008）。
不只是投資硬體部分，鹿特丹也計畫投資於文化機構的品質管理，第一步將
藉由協助新興和小規模的藝術團體發展專案，避免藝術團體因為管理問題而解散。
第二步乃是建立小型與大型藝術團體之間的鍊結，或是成立相關組織負責團體之
間的溝通合作。同時也提出品質管理系統，檢驗團體是否達到成立宗旨與目標，
藉由提升城市的軟實力以提升城市整體的文化觀光競爭力。

四、小結
鹿特丹的既有資源如港口和建築對特殊族群有極大的吸引力，鹿特丹也擁有
為數不少的文化藝術資產，然而知名度不足、文化形象不夠強烈，無法吸引大量
的觀光客造訪，過去城市中高比例的外國移民也被視為是勞工城市的象徵。鹿特
丹乃是典型以創造資產、行銷及治理能力提升文化觀光競爭力的後工業城市。從
80年代開始興建文化設施，建立博物館與博物館公園等大型文化建設。而後藉由
爭取大規模的競標型活動，鹿特丹逐漸建立節慶活動城市的形象。節慶活動也讓
過去被視為是負面象徵的高比例外來人口成為寶貴的多元文化資產；同時，透過
節慶活動的包裝，讓港口及建築觀光不再只是小眾市場。活化老舊建築的努力及
視聽產業的培養及群聚，讓鹿特丹逐漸建立創意及創新的氛圍，有利吸引創意產
業及創意階級。清楚的城市定位及「World Port World City」品牌為城市觀光、行
銷及吸引商業投資的主題定調，有利於行銷工作。鹿特丹良好的文化觀光治理展
現在節慶基金會的運作及蓬勃發展的節慶活動，並確保鹿特丹文化觀光的競爭力。
與阿姆斯特丹的合作將可能增添鹿特丹的文化形象，然而兩市的溝通合作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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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更多的努力。

第三節、馬斯垂克文化觀光發展之個案分析
本節將首先介紹馬斯垂克的文化觀光發展背景，進而分析馬斯垂克如何運用
既有資產、創造資產、行銷與治理等四個要素提升城市的文化觀光競爭力。

一、文化觀光發展背景
馬斯垂克的人口比前兩個個案城市少很多，僅 11 萬 8 千人（阿姆斯特丹市
75 萬、鹿特丹市 58 萬）
（Centraal bureau voor de Statistiek, 2009）
。然而馬斯垂克
為荷蘭最早開始發展的城市，歷史文化古蹟相當豐富，自然環境上也與荷蘭其他
平坦的地區不同，放眼望去為綿延的山丘地區和石灰岩地形，因此為荷蘭國內的
觀光聖地。在料理方面深受法國影響，不論是純正的法式料理、道地的荷蘭料理、
或混合鄰近地區的特色美食皆可在此品嘗，馬斯垂克也積極發展美食觀光，期待
成為荷蘭的「美食首都」。
雖然馬斯垂克的觀光資產在荷蘭過內極富盛名，但由於缺乏著名景點或地標，
國際知名度不足，再加上與阿姆斯特丹的距離過於遙遠，因此觀光目標族群鎖定
國內觀光客以及歐洲發展較成熟的觀光客市場，如比利時、德國和法國。馬斯垂
克的觀光客人數這幾年穩定成長中，從 2005 年的 39 萬人次成長到 2011 的 48 萬，
過夜天數也從 62 萬成長至 78 萬天（Maastricht VVV, 2011）。為了保持觀光吸引
力和競爭力，馬斯垂克積極尋求與節慶活動和知識產業的連結，為歷史古城添加
活力，以吸引目前較缺乏的年輕觀光客族群。同時，為了能增加城市的國際知名
度，馬斯垂克於 2008 年開始籌備城市行銷計畫，將城市定位為知識城、文化城
和居住城馬斯垂克所在的南林布省（或稱馬斯垂克區域）也展開行銷和品牌塑造
行動。馬斯垂克更進一步與周圍的城市進行跨國合作，共同發展文化及觀光事業，
並積極以馬斯—萊茵歐洲區域角逐 2018 的歐洲文化首都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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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介紹馬斯垂克文化觀光發展中，觀光局、市政府及文化機構如何以城
市既有資產，並以創造資產豐富文化觀光資源；本節也將檢視馬斯垂克如何以有
限的資源對重點觀光市場行銷，以及檢視城市的治理策略，觀察馬斯垂克如何以
夥伴合作增進資源及力量，創造城市及文化觀光的吸引力，企圖與荷蘭的主要城
市競爭。

二、可用資源：既有資產與創造資產
（一） 遺產觀光
馬斯垂克乃是荷蘭最早開始發展的城市之一，城市中的石磚街道保留著中世
紀風情。馬斯垂克擁有相當豐富的歷史文化資產，擁有 1665 個文化古蹟（VVV
Maastricht, 2010），可見羅馬式與哥德式的教堂，以及顯現馬斯垂克自古以來便
為軍事重地的築壘，著名的景點包含聖彼得堡洞窟（Caves of Mount St. Pieter）、
古代作為軍事要塞的聖彼得堡（Fort St. Pieter）、護城牆、、聖瑟法斯教堂（St.
Servaaskerk）、聖揚教堂（St. Jankerk）、聖母教堂（O.L. Vrouwebasiliek）、建築
古典的市政府。
其中聖彼得堡洞窟的成因乃是過去人們為了取得建材，而挖掘聖彼得山而形
成的特殊景觀，洞窟的牆上可見過去挖掘工人所留下的彩繪，以及古代生物的化
石。二戰時則成為人民避難及保存荷蘭重要藝術畫作的地方，如林布蘭的「夜巡」
便曾收藏於此而免於戰火波及。聖彼得堡洞窟具有相當高的藝術、考古及歷史價
值，觀光局規劃了兩個小時的導覽行程。由於洞窟有兩萬多條的通道，因此導覽
人員都是接受過相當嚴格的訓練。另外觀光局也規劃了參觀軍事要塞聖彼得堡的
導覽行程，希望藉由生動的解說為古蹟賦予生命48。
為促進民眾更了解馬斯垂克之遺產，同時介紹城市的博物館及藝文空間，馬
斯垂克市政府與遺產組織合作成立「馬斯垂克觀點」
（Zicht op Maastricht）組織。

48

資料來源:馬斯垂克觀光局 http://www.vvvmaastricht.nl/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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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民眾以互動的方式了解馬斯垂克，推出城市的「數位傳記」網站49。網站
內容相當豐富，利用文字、圖表與影片介紹城市發展的四大主題，包含羅馬遺跡、
軍事城市、宗教城市及早期的工業城市，提供英、荷、法、德四種語言。另外也
將歷史文化古蹟串連成不同主題的文化路徑，配合手機裝置，觀光客得以沿著路
線聆聽導覽、探訪城市的文化古蹟與藝文機構。
而後，馬斯垂克觀光局與「馬斯垂克觀點」組織合作，2010 年底推出手機
版網頁50，除了遺產與文化資訊外，也提供實用旅遊情報如景點、節慶與活動時
程表、購物、餐廳、飯店和停車位等資訊。

（二） 博物館觀光
馬斯垂克有許多文化機構，如結合圖書館和音樂廳等綜合型大樓（Centre
Ceramique）、戲院（Theater aan het Vrijhof）、電影院、美術館、博尼方丹博物館
（Bonnefantenmuseum）及馬斯垂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Natuurhistorisch Museum
Maastricht）等。自然史博物館展出馬斯垂克當地的化石及自然歷史，最著名的
收藏乃是從聖彼得堡洞窟挖掘出的馬斯河巨蜥/恐龍的化石。博物館也與學校密
切合作，提供專人導覽結合多媒體介紹和活動學習單等51。
博尼方丹博物館可說是馬斯垂克最著名的博物館，不只有極具現代感的外型，
更有豐富的館藏，包含 17 世紀的大師作品、現代藝術及裝置藝術。博物館特殊
的外觀本身就是現代藝術與建築的結合。博尼方丹博物館在 90 年代曾面臨參觀
人數銳減和政府補助資金減少的問題，而後成功透過市場研究資料發展有效的行
銷政策，如舉辦博尼方丹節（Bonnefanten festival）
、與知名義大利成衣商 Benetton
集團合作舉辦特展等，結合文化機構與商業營運模式，再度吸引地方民眾與外來
觀光客參訪（Munsters, 2001）。

49

資料來源:馬斯垂克觀點（Zicht op Maastricht）網站 http://www.zichtopmaastricht.nl/
資料來源:http://maastrichtmap.nl
51
資料來源:馬斯垂克觀光局 http://www.vvvmaastricht.nl/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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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馬斯垂克 2018 年角逐歐洲文化首都的籌備活動，博尼方丹博物館目前
積極與馬斯—萊因河區域的博物館合作，例如持博尼方丹博物館的票根即可免費
參觀位於比利時列日（Liege）與通赫倫（Tongeren）的博物館。
（三） 節慶與活動觀光
馬斯垂克有許多歷史悠久的活動，包含 TEFAF 國際藝術市集、美食節
（Preuvenemint）和狂歡節，也持續發展新的節慶活動如魔幻馬斯垂克活動
（Magisch Maastricht）（如表 4-6）。

表 4-6：造訪比例最高的活動及文化場所
參加比例最高的前五大活動

造訪比例最高的前五大文化場所

購物星期天（Koopzondag）

電影院（Minerva Bioscopen Maastricht）

冬季活動（Winterland）

劇院（Theater aan het Vrijhof）

魔幻馬斯垂克活動（Magisch

圖書館 Centre Ceramique

Maastricht）
狂歡節（Carnival）

電影城（Filmhuis Lumiere）

美食節（Preuvenemint）

博尼方丹博物館（Bonnefanten
Museum）

資料來源：整理自Gemeente Maastricht（2011）

歐洲藝術基金會（The European Fine Art Foundation; TEFAF）每年三月於馬
斯垂克舉行全球規模最大的藝術市集，每年活動期間畫作收藏家、學者與媒體雲
集，為該城市的一大盛事。TEFAF 藝術市集不但為馬斯垂克提升國際形象，每
年的「TEFAF 櫥窗布置比賽」
（TEFAF Parade）也為增添市容的趣味性。馬斯垂
克每七年一次紀念第一任主教，也因此屆時總有數以千計的朝聖者前來主教的墓
園悼念。為呼應此朝聖活動，歐洲藝術基金會（TEFAF）每年在此時期皆舉辦櫥
窗布置比賽，每年有不同的主題（2009 主題為「花卉」
；2010 為「光」）
，不僅得
獎者可獲得大筆獎金，觀光局規劃了多條路線，讓民眾可沿途觀賞比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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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垂克目前積極利用節慶與活動提升其國際的文化、知識與居住城形象。
為呼應馬斯垂客發展「居住城」之概念，從2009和2010年開始舉辦「在馬斯垂克
的夏天」（Summer in Maastricht）活動，宣傳自然與休閒活動行程，鼓勵居民與
觀光客從事健康的戶外活動，並期待吸引更多的觀光客在此過夜。2011年的夏日
活動則將焦點置於文化活動，推出「馬斯垂克文化夏日」（Summer of culture），
主題包含節慶、博物館與展覽、戲劇與舞蹈表演、音樂與導覽行程，可說每天都
有許多文化活動供民眾參加，塑造城市的文化形象（Maastricht VVV, 2010）。
為促進冬季和聖誕節假期的觀光，過去舉辦冬季活動（Winterland）
，在
文化景點如聖彼得堡山洞和博尼方丹博物館（Bonnefanten）舉辦導覽活動，
配合馬斯河耶誕節遊船及耶誕購物夜等。從2010年開始舉辦「魔幻馬斯垂克」
（Magisch Maastricht）主題活動，活動從12月底到一月初，除了原本就相當
受歡迎的聖誕市集，配合「購物星期天」活動，店家於原本公休的星期日繼
續營業。另外舉辦表演活動，並將城市廣場化為遊樂場，提供如摩天輪和溜
冰場等遊樂設施，相當適合讓全家在聖誕節假期一起同樂。由於活動獲得居
民及商家的好評，2011年將繼續舉辦。馬斯垂克在馬斯-萊茵區域將鎖定年
輕人、空巢族及有小孩之家庭；在國際市場方面，將透過客運公司與旅遊公
司宣傳此聖誕假期活動（Maastricht VVV, 2010）。
每年八月，知名的小提琴家與指揮家 André Rieu 固定於馬斯垂克的自由廣場
舉辦表演，往往吸引大批遊客和居民參與，此活動有助於馬斯垂克與文化形象的
連結。馬斯垂克觀光局也利用此盛會，與鄰近餐廳合作，推出演出當天露天座位
與餐點的套裝產品52。

（四） 美食觀光
馬斯垂克在氣候與地形上都與荷蘭其他地區不同，此區的白蘆筍特別有名。

52

資料來源: 馬斯垂克觀光局 http://www.vvvmaastricht.nl/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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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料理方面深受法國的影響，在此不論是純正的法式料理或綜合鄰近地區的特色
美食都可品嘗的到。該地提供多樣選擇的美食，從平價到米其林兩星級的餐廳都
有，在臨近丘陵上的酒莊也可品嘗到當地生產的紅酒，豐富的美食資產以及不同
於荷蘭其他城市的地理條件，成為馬斯垂克發展美食觀光的基礎。
除了歷史文化資產與美食，馬斯垂克也提供良好的基礎觀光設施，如精品店、
連鎖店，露天咖啡座等，同時亦備有會議中心及各種層級的飯店，因此馬斯垂克
得以吸引許多民眾前來購物、進行文化之旅，或會議和展覽的舉辦。在過去一項
荷蘭城市觀光的調查，馬斯垂克的排名僅次於阿姆斯特丹及政府的所在地海牙
（Nederlands Bureau voor Toerisme, 1998）。
馬斯垂克的美食產業發展得相當完整，並已開始與觀光活動和文化節慶進行
整合。馬斯垂克觀光局與馬斯垂克美食協會（Les Tables）和美食推廣協會
（Maastricht Culinair）合作，致力於發展美食觀光。其中美食推廣協會（Maastricht
Culinair）的組織目標為提升城市的美食形象和餐廳之能見度，以及促進成員之
間的合作，為馬斯垂克提升其美食形象的主要推手。例如每年的 8 月，三個組織
合辦「馬斯垂克美食體驗」
（Maastricht aan Tafel）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可到指定
的餐廳即以公定價格享受餐點，也捐贈部分收入給慈善團體。此外活動也安排了
馬斯垂克美食體驗之旅，讓對美食有興趣的觀光客了解荷蘭特色飲品製作過程與
一睹餐廳廚房的料理實況。有興趣自行烹煮的民眾也可到觀光局附設商店及幾個
定點購買馬斯垂克料理的食材。
馬斯垂克觀光局製作了美食地圖，標示城市中著名的餐廳、販賣美食之商店
以及地方市場，滿足各種美食愛好者的需求。平日推行「90 分鐘晚餐」
，只要認
明有張貼標誌（如圖 4-10）的餐廳就能以固定的價格享用包含前菜、主菜及甜點
的餐點，省去找尋餐廳及點菜的困擾，讓民眾享受悠閒的 90 分鐘用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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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90分鐘晚餐」標誌

資料來源：馬斯垂克觀光局網站

馬斯垂克也積極以大型活動豐富城市的美食觀光，每年八月底在市中心的自
由廣場（Vrijthof）舉辦 Preuvenemint，活動為露天美食品嘗活動結合音樂會。2011
年的 Preuvenemint 已是第 30 屆，共有 27 個餐廳擺出攤位共襄盛舉，為荷蘭前五
大活動之一（Gemeente Maastricht, 2011）。
馬斯垂克的也開發了美食資源也延伸到荷蘭與比利時邊界，此區有許多葡萄
酒莊，觀光局製作了葡萄園地圖並規畫了三條路線供觀光客遊覽。導覽路線的起
點與終點都在尼爾卡恩城堡（Château Neercanne）
，尼爾卡恩城堡為中世紀古堡，
為低地國中唯一建造在梯田上的城堡，也是 1991 年締結馬斯垂克條約，女王宴
請各國領袖的餐廳，目前為私人古堡餐廳及旅館。

三、資源使用：行銷與治理
（一）行銷
1. 建立「馬斯垂克區域」/南林布省品牌
2008 年馬斯垂克市政府訂定了 2030 城市願景（Stadsvisie 2030），發展目標
乃是成為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居住和文化城，然而細部的城市行銷策略仍尚未公
佈。同年，馬斯垂克區域（Maastricht Region）也著手進行區域品牌的塑造，成
立公私合營的「馬斯垂克區域品牌塑造基金會」（Maastricht Region Branding
Foundation）
。馬斯垂克區域的觀光資源聞名於荷蘭國內，然而卻很少有人會將該
區域和工作、投資與創新聯想在一起。根據一項針對荷蘭各個區域的形象調查，
馬斯垂克在「美食與假日住宿」分類中名列第一，「工作與生活之平衡」分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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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第二，然而卻沒有任何受訪者表示願意在馬斯垂克生活或居住（Maastricht
Region Branding Foundation, 2009）
。也因此，馬斯垂克區域期待藉由品牌的塑造，
改變民眾對該區域的印象。
馬斯垂克區域即為南林布省（South Limburg），然而由於馬斯垂克在國際上
的知名度較高，因此選擇以「馬斯垂克區域」在國際上行銷，荷蘭境內則使用原
有地名「南林布省」。基金會於 2009 年 4 月成立入口網站53，將資訊分為工作、
居住與愛上馬斯垂克三大部分，最後一部分包含藝文與觀光休閒資訊。然而基金
會的行銷活動仍不甚一致，2009 年宣傳馬斯垂克區域的短片設定以「Everything
Points to Maastricht Region」為行銷口號，以指示的手勢作為商標，並以這兩個
元素為主題拍攝宣傳影片，然而目前基金會網站卻不見前述的口號與商標。此外，
既然馬斯垂克區域選擇以馬斯垂克市為吸引點，兩者的網站應進行整合，才能直
接讓對馬斯垂克市有興趣的網路人潮接觸到更多馬斯垂克區域的資訊。

2. 目標市場行銷與網路行銷
馬斯垂克的主要目標市場為德國、比利時、法國與英國；次要目標市場為西
班牙、義大利、北歐國家、美國與日本。主要的行銷方式為平面媒體和網路行銷。
藉由與自由作家合作，刊登馬斯垂克的相關文章於生活雜誌或旅遊雜誌，或藉由
與文化藝術組織合作取得目標族群之地址，寄送旅遊訊息。
網路行銷方面，馬斯垂克觀光局網站提供許多語言的介面，包括英語、德語
和法語，2010 年新增了義大利語、西班牙語、俄語及中文，然而這些語言僅提
供首頁對馬斯垂克概略性的介紹，其餘網頁仍只提供英文資訊。除了在荷蘭國家
及城市觀光網站上發佈消息之外，也寄送電子報、經營 Twitter 和 facebook 社群
網站、進行搜尋引擎行銷，以及每年在生活與旅遊網站張貼廣告。馬斯垂克也針
對不同國家的觀光客與不同公司合作，例如針對德國目標族群與機票訂票網站

53

http://www.maastrichtregion.com/ （國際使用）與 http://www.zuidlimburg.nl/（荷蘭國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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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dia）合作，法國則與 SNCF 旅遊網站（voyages.sncf.com）
，北歐地區則是
與當地的國家觀光局合作進行媒體宣傳活動。另外，由於義大利和西班牙市場大
部份的觀光客選擇搭乘廉價航空前往荷蘭，因此與馬斯垂克機場（Maastricht
Aachen Airport）與 Ryanair 廉價航空公司合作，推行飛往馬斯垂克的機票促銷活
動，西班牙針對巴塞隆納和阿利坎特（Alicante）（如圖 4-11），義大利則鎖定比
薩（Pisa）。
目前馬斯垂克針對歐洲以外的市場如日本、美國、印度和中國等國家採取較
被動的態度，行銷活動主要為提供觀光資訊及媒體接待。其中印度和中國為新興
市場，觀光目的地主要為傳統的荷蘭代表景點，如觀賞風車和鬱金香等，但由於
市場的潛力無限，因此定期與國家觀光局討論，視兩國未來之發展改變行銷策略
（Maastricht VVV, 2009）。

圖 4-11：馬斯垂克機票促銷活動

資料來源：Maastricht VVV（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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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治理
1. 文化與觀光的結合
馬斯垂克的文化活動目前由馬斯垂克藝文資訊中心（Maastrichts Uitburo）負
責，活動資訊皆已統整於觀光網站中，方便觀光客查詢。馬斯垂克藝文資訊中心
於 2006 年成立，旨在統籌管理過去戲劇廳（Theater aan het Vrijthof）與馬斯垂克
觀光局所辦理之文化與藝術宣傳工作，提供藝文活動、電影、運動等休閒娛樂資
訊。藝文資訊中心之文化推展有助於觀光局所發展的文化城市，因此馬斯垂克觀
光局與藝文資訊中心密切合作，由藝文資訊中心負責傳達藝文訊息及收集目標市
場資訊，透過藝文資訊中心，觀光局更能將訊息有效地傳達給民眾。
為鼓勵民眾參加藝文活動，並透過更多管道接收相關訊息，藝文資訊中心發
行每月在 400 個據點免費發行 25000 本「UIT!」月刊，介紹馬斯垂克藝文活動，
同時也製作數位版月刊。每週也發送電子報，告知當週藝文活動，目前已有 35000
名讀者訂閱。藝文資訊中心也不斷舉辦活動以吸引新訂戶（Maastricht VVV,
2010）。
馬斯垂克的文化機構與教育機構互動密切，藝文資訊中心每年為新入學的馬
斯垂克大學及高中學生舉辦文化季（INKOM）
，介紹馬斯垂克市及該市藝文活動，
對於培養城市的文化人口相當有幫助（Maastricht VVV, 2010）。

2. 城市合作
馬斯垂克目前正積極爭取成為 2018 年的歐洲文化首都，特別的是，馬斯垂
克並非單獨參選，而是以由馬斯垂克為首，聯合其他五個城市、三個省份、一地
區、一社區，組成「馬斯-萊因河歐洲區域」
（Euroregion Maas-Rhine）參加甄選，
包含荷蘭林堡省南邊城市海爾倫（Heerlen）與夕塔格林（Sittard-Gelee）
、比利時
列日（Liège）與哈薩爾特（Hasselt）
，荷蘭林布省、比利時林布省、德國亞琛（Aachen）
地區和比利時德語社區等 11 個夥伴於 2009 年簽訂合作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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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萊因河歐洲區域使用不同的官方語言，然而這 11 個夥伴如同縮小版的
歐洲，在文化與歷史上有許多共通之處，也就是歐盟所提倡的「異中求同」。如
今合力參選歐洲文化首都的甄選，提出四大發展重點包括增進區域內的連結、發
展新型態的都市發展、作為代表促進文化發展、以荷蘭及馬斯-萊因河歐洲區域
的多元文化增進歐洲的吸引力。無論最終是否獲得文化首都的舉辦權，馬斯-萊
因河歐洲區域的發展顯現了當今城市區域化的趨勢。同時也因歷史文化資源的整
合及共同的宣傳活動提升了區域整體的吸引力。馬斯垂克觀光局與藝文資訊中心
也利用參選 2018 歐洲文化首都的機會，極力宣傳馬斯-萊因河歐洲區域多元的文
化觀光魅力，企圖吸引阿姆斯特丹觀光客前來。

四、小結
馬斯垂克以其美麗的自然環境、歷史悠久的城市發展，以及美食的既有資源
較其他城鎮多了些文化觀光吸引力。然而，距離首都遙遠的地理特性及相對較低
的國際知名度，讓馬斯垂克始終無法成為觀光大城。然而特殊的地理與文化條件
也讓馬斯垂克發展出獨特的文化觀光成果。馬斯垂克把握其兼容並蓄的美食資產，
讓美食一反通常作為基本觀光資源的角色，一躍成為城市的獨特賣點，並藉由結
合節慶、觀光及烹飪活動創造出更大的象徵價值。同時，「地處邊緣」的特性讓
馬斯垂克不仰賴荷蘭，反而積極發展區域品牌，並聯合周圍不同國家的城市發展
馬斯─萊茵歐洲區域，甚至聯合角逐2018年的歐洲文化首都活動。獨特的可用資
產搭配良好的資產使用，馬斯垂克創造出高度的文化觀光吸引力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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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討論與結論
本章對於三個個案城市在可用資源（既有資產與創造資產）與創造資源（行
銷及治理）的規劃進行比較。最後回顧整個研究歷程，提出反思，並未來研究提
出建議。

第一節、討論
一、可用資源：既有資產與創造資產
就城市的既有資產而言，Bianchini（1990）將城市區分為兩大類，第一種為
豐富文化資源的「文化之都」如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等。另一種為「衰落城市」或
「新目的地」，以鹿特丹、格拉斯哥等後工業城市為代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
皆積極投資文化觀光，前者乃是為了在歐洲首都之間高度競爭的環境中維持競爭
力；後者則因為既有資源不足，需藉由創造文化景點與舉辦活動來吸引觀光客。
馬斯垂克雖亦為文化資產相當豐富的歷史城市，也需不斷發展主題活動、改善活
動內容以維持其競爭力。三個城市都相當能掌握城市的資源並發展成比較優勢，
以下針對本研究鎖定的五個文化觀光類型進行討論：
（一）遺產觀光
許多研究顯示，將城市的既有資產發展成網絡或路徑的形式有助於推動城市
文化觀光及促進不同文化與觀光部門的合作關係（OECD, 2009; Puczkó & Ratz,
2007; Romagosa & Russo, 2008），同時也加強了遺產的故事性，有助於遺產觀光
的發展 （McKercher & du Cros, 2009）。阿姆斯特丹和馬斯垂克都利用其城市的
特殊資產發展不同型態的遺產與文化路徑，並配合多種語言的導覽解說。例如阿
姆斯特丹以其獲選為世界遺產的運河為主要路徑，規劃了多條路線的運河巴士，
串聯文化景點和遺產；馬斯垂克市政府和文化遺產組織合作成立了「馬斯垂克數
位自傳」網站，將城市遺產詳盡的解說及文化機構的資訊，配合圖片及影片分為
四大主題，主題性的介紹將零散的遺產串聯，使觀光客更容易產生興趣、易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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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資訊，同時也提供多條不同主題的文化路徑，並提供解說導覽。就如 Ashworth
（1994）所說，遺產資源需經過選擇後，透過詮釋加以包裝與呈現，才能成為「產
品」。
表 5-1：歸納遺產觀光主要發展策略
遺產觀光主要發展策略

個案城市

實例

發展成網絡，同時加強了
故事性

阿姆斯特丹

運河巴士；運河博物館

馬斯垂克

馬斯垂克數位傳記；手機導覽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博物館觀光
博物館觀光方面，荷蘭城市經常採取蔡昭儀（2005）所述之博物館同業組成
策略聯盟的方式，透過博物館參觀護照或設定一個特定主題，促進博物館間典藏
和展覽的合作。荷蘭推行「博物館卡」，購買之後便可在一年內免費進入全國超
過 400 個博物館，三個個案城市中大多數的博物館都在此列。三個城市也善用主
題活動，聯合城市或跨城市的博物館共同舉行。利用事件行銷（Event marketing）
的方式，吸引媒體注意，創造話題（張永誠，1998），促進參觀博物館的人數。
例如 2006 年阿姆斯特丹和林布蘭的故鄉萊頓共同舉辦林布蘭 400 周年慶祝活動。
2009 年到 2010 年，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聯合海牙與烏特列茲四個城市共十個
博物館和美術館，為「荷蘭藝術城市」國際活動年舉行聯展。馬斯垂克則是透過
舉辦「馬斯垂克文化夏日」，集結城市既有的博物館與展覽、表演活動與導覽行
程，讓該城的夏日活動更有主題性與話題性。雖然馬斯垂克以文化夏日為主題包
裝活動，但活動內容似乎換湯不換藥，與往年所提供的地方活動類似，若要吸引
更多的觀光客，須以更具知名度的主題作為號召。
發展博物館觀光除了須確保展品和主題的吸引力與積極的行銷工作，也可藉
由博物館本身的建築造型產生獨特吸引力（鄭夙雅，2007）。例如阿姆斯特丹的
科學中心（Nemo），遠觀如停泊於海港的大船（如圖 5-1），2008 年吸引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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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40 萬人前往（Bregman, 2011）；外觀如子彈的博尼方丹博物館（如圖 5-2），
也是馬斯垂克重要的文化觀光景點。鹿特丹則規劃博物館區，集結城市重要的美
術館、博物館與建築學會，周遭空地也成為舉辦活動的重要場地。

圖 5-1：阿姆斯特丹的科學中心（Nemo）

資料來源：科學中心網站

圖 5-2：博尼方丹博物館

資料來源：博尼方丹博物館網站

表 5-2：歸納博物館觀光主要發展策略
博物館觀光主要發展策略

個案城市

實例

1.善用主題活動，聯合城市 阿姆斯特丹
或跨城市的博物館共同舉
阿姆斯特丹與
行
鹿特丹等城市
2.長期館際合作

2006 Rembrandt 400
2009-2010 Art Cities

馬斯垂克

馬斯垂克文化夏日

阿姆斯特丹

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阿姆斯特丹分
館（Amsterdam Hermitage）

鹿特丹

2009-2010 Art Cities
與比利時 Liege、Tongeren 博物館合

馬斯垂克

作
3. 具特色的博物館外觀

阿姆斯特丹

外觀如大船的科學中心(Nemo)

馬斯垂克

外觀如子彈的博尼方丹博物館
(Bonnefantenmuseum)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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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慶與活動觀光
城市文化機關大多認為節慶活動對觀光有正面影響，有 88%的城市觀光部門
認為節慶能有效吸引觀光客前來（European Travel Commission, 2005）
、為城市帶
來收入，或是為城市帶來新的形象（Zukin, 2004）。Richards 與 Palmer（2010）
提出五大發展節慶活動的策略，包含培養型、創造型、再生型、競標型和仿效型。
三個城市目前皆積極培養既有之活動，並結合城市特點創造新的節慶活動，或爭
取如歐洲文化首都的競標型活動。為有效管理節慶活動，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更
成立節慶活動基金會，專門管理節慶活動的創新及運作。
三個個案城市都善於創造能突顯城市特色的節慶活動，例如阿姆斯特丹
2006 年的林布蘭 400 周年慶祝活動，宣揚該城市豐富的繪畫遺產；2009 年亨利．
哈德遜 400 週年強調荷蘭在貿易上的天賦以及荷、美兩國的商業夥伴關係。同時，
積極擴大舊有活動的規模，例如 2010 年為呼應五年一次的帆船節（Sail
Amsterdam），以「水」為發展主軸，串聯該年一系列的水上活動；近年來將女
王節和跨年活動包裝成國際活動，進行國際宣傳。鹿特丹也是維持舊有的夏日嘉
年華、鹿特丹影展等著名節慶活動之外，近年來積極爭取競標型活動，成果豐碩，
如 2005 年的歐洲運動首都、2009 年歐洲青年首都，以及爭取到原本在海牙舉辦
的北海爵士樂節之舉辦權。馬斯垂克則是著重於發展城市特色活動與季節性活動，
並逐年根據城市發展目標修正節慶活動內容，例如為發展成「居住城」
，2010 暑
假的宣傳重點為永續觀光；而 2011 年為籌備歐洲文化首都的競選，宣傳重點轉
為文化活動。冬天則以馬斯垂克著名的耶誕市集為基礎，舉辦表演及娛樂活動，
企圖吸引觀光客於聖誕節假期前來。同時加強馬斯垂克既有活動與美食的連結，
如為 TEFAF 藝術市集設立 90 分鐘晚餐的措施、與 Andre Rieu 表演周邊餐廳合
作行銷等。
三個城市都曾經或計劃舉辦歐洲文化首都活動，但做法相當不同。阿姆斯特
丹曾在 1987 年舉辦歐洲文化首都活動，然而當時主要為高雅文化類型的表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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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未拓展城市參與文化活動的族群，也未能帶動城市新的文化建設或創造文
化氛圍，因此帶來的影響可說極為有限。然而，鹿特丹在 2004 年舉辦的文化首
都活動則相當具有企圖心，目標包括改善城市的文化建設與文化形象。雖然並未
如預期產生結構性的改變，但仍成功吸引大量的外國觀光客造訪，活動共產生了
一億六千五百萬的產值。馬斯垂克則聯合鄰近的比利時與德國城鎮申請 2018 年
的歐洲文化首都，強調該區域存在多種語言、卻擁有相似的文化發展目標，彷彿
是整個歐洲的縮影，實現歐盟理想中的「歧異中的統一」（unity in diversity）。

表 5-3：歸納節慶與活動觀光主要發展策略
節慶與活動觀光

個案城市

實例

主要發展策略
突顯城市特色的
活動

阿姆斯特丹 Rembrandt 400(豐富藝術資產)
Henry Hudson 400(荷美夥伴關係)
「I do, I amsterdam」(對同志的開放態度)
2010 主題年 Amsterdam Water Sensations (濱海城
市)
鹿特丹

2001 歐洲文化首都、2005 歐洲運動首都、2009
歐洲青年首都 (文化、年輕、活力)
2007 訂為建築年(豐富建築資產)

馬斯垂克

依城市發展目標改變活動：
2010 夏日永續觀光 (居住城概念)
2011 夏日文化活動 (文化城概念)
連結既有活動與美食(善用美食資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美食觀光
馬斯垂克積極發展美食觀光，將美食作為觀光活動的主題，而相較之下阿姆
斯特丹和鹿特丹則僅僅將美食視為輔助性的觀光產品。依照 Hjalager（2002）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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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食觀光發展程度的分級，第二層級的美食觀光乃是美食產品已達一定水準，
並已開始進行行銷、星級認證的工作；而第三層級則進一步結合觀光活動或文化
節慶，擴張美食觀光的資源和規模。馬斯垂克的美食觀光發展可說已進入第三層
級，馬斯垂克觀光局推出葡萄園與酒廠的參觀行程，以及季節性活動如採收葡萄
活動。此外也與餐廳組織和美食推廣協會舉辦「馬斯垂克美食體驗」
（Maastricht
aan Tafel）活動，包含美食品嘗及製作活動，也提供當地特有食材方便民眾購買
回家；結合音樂表演的露天美食品嘗盛會更是已有 30 年的歷史。馬斯垂克觀光
局也發展出品牌概念，推出「90 分鐘晚餐」
，方便時間吃緊的商務或會展旅客能
在固定的時間內享用美食。美食相關資訊在其觀光網站上清楚標示，便於觀光客
查詢。
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因為國際化程度高，擁有相當豐富的美食資產，但由於
美食觀光並非兩市的發展重點，因此並未如馬斯垂克一般成為主要觀光宣傳項之
一，也尚未與餐廳或工廠合作進行參觀路線等規劃。然而兩市致力於節慶活動及
港口的發展，因此美食觀光大多以大型活動或是美食船的方式呈現。例如阿姆斯
特丹一年舉辦多次不同主題的美食盛會，例如美食週、與餐廳、酒廠和餐飲學校
共同舉辦之課程及阿姆斯特丹品嘗大會（Taste of Amsterdam）、或是由星級餐廳
共同舉辦饗宴（Stars, Food & Art）；阿姆斯特丹也提供 BBQ 船、晚宴船等。鹿
特丹擁有高比例的外國移民及中國城，異國美食蓬勃發展；同時鹿特丹港也促成
各種美食船或派對船的興起。鹿特丹的餐廳相當多元，從高檔法式餐廳到客製化
的派對餐廳應有盡有，獲得 2010 年荷蘭雜誌評選為荷蘭的「美食之都」。然而
美食資源相當分散、各自發展，在鹿特丹觀光中的角色仍停留於輔助資源的階段，
尚未與觀光業有系統地結合。

表 5-4：歸納美食觀光主要發展策略
美食觀光主要發展策略

個案城市

實例

輔助資源，非觀光發展重 阿姆斯特丹

結合節慶與活動，舉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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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但仍有零星特色活動

食週和美食節活動
鹿特丹

鹿特丹港發展出美食
船、派對船

觀光發展重點，結合其他 馬斯垂克
觀光活動

Preuvenemint 美食節、90
分鐘晚餐 、
「馬斯垂克美
食體驗」
、 美食地圖、酒
莊導覽路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產業觀光
產業觀光方面，Otgaar（2010）認為產業觀光應朝向面狀產業發展，就地方
品牌塑造的觀點而言，面狀的產業觀光發展能產生聚集經濟並為地方塑造獨特品
牌。然而在產業相當多元的大城市發展面狀的產業觀光有其困難性，因此目前阿
姆斯特丹地區的產業觀光呈現點狀發展，企業獨立辦理企業參訪，部分企業對全
民開放，部分則針對目標客戶或教育單位辦理參訪行程，此類產業多為非消費性
產業的公司。目前積極與觀光局合作宣傳的企業為海尼根及鑽石公司 Gassan
Diamonds，海尼根設立了海尼根體驗中心（Heineken Experience），富含娛樂及
教育意義，成為阿姆斯特丹重要景點之一；Gassan Diamonds 則開放民眾參觀鑽
石工廠及製程，並提供接送、多國語言導覽的服務。相較於阿姆斯特丹的點狀發
展，鹿特丹的產業觀光可說是輻射擴散式發展（如圖 5-1）
，以鹿特丹港公司為中
心，配合觀光局的宣傳，從港區的產業觀光擴展至與相關產業合作舉行世界港口
日，近幾年的世界港口日則每年設定不同的主題方式促進與更多的產業的合作。
此外，鹿特丹私人的產業觀光組織和地方的鹿特丹教育資訊中心，專為企業的目
標客戶及教育單位安排企業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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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阿姆斯特丹與鹿特丹產業觀光模式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二、資源使用：行銷與治理
（一）行銷
根據過去文化觀光規劃的研究（Richards, 1996; Mintel, 2004; OECD, 2009;
Liu, 2010），行銷的第一步乃是理解市場研究及區隔目標市場。三個個案城市藉
由市場研究將觀光客依照來源國及觀光目的劃分為不同族群。觀光客來源國的部
分，將觀光市場區分為新興、成長、成熟及衰退市場，並為各個市場制定出行銷
目標。針對新興及成長市場，將焦點置於城市的經典；成熟市場則將焦點置於更
深入或特別的文化體驗。此外，也將觀光目的區分為一般文化觀光客及具有特殊
興趣的文化觀光客。以阿姆斯特丹為例，美國為阿姆斯特丹在歐洲以外最大的觀
光客源國，觀光局的調查顯示美國首次造訪及重遊的觀光客人數相仿，顯示美國
市場為成長與成熟階段，因此在美國的宣傳活動包含以荷蘭經典的鬱金香和名畫
作為活動包裝，同時也針對文化觀光客宣傳城市的高品質音樂表演與多樣的節慶
活動。
為求同時滿足一般及特殊興趣之文化觀光客，Richards（1996）提出城市應
設法提供結合高雅與流行文化、學習與玩樂、大眾與專家的消費活動。三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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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致力於發展城市特色成為不同形式的觀光活動，例如鹿特丹把握其海港城市
及號稱露天建築博物館的特色，提供遊艇、派對船、美食船、海陸船各種型態的
船隻讓遊客搭乘，同時觀賞水岸旁爭奇鬥艷的建築；同時也針對建築愛好者規劃
參觀手冊、主題式導覽活動等。到馬斯垂克的觀光客大多為重覆造訪觀光客或是
國內的休閒觀光客，因此將目標市場設定為歐洲鄰近的成熟市場。除了針對世界
遺產及文化景點宣傳外，也提供大量的購物和美食資訊，並針對美食觀光開發出
品嘗、參觀酒莊、美食製作課程等多層次觀光產品，滿足不同的文化觀光需求。
OECD（2009）歸納出文化觀光組織之行銷工作，主題年便為其中一項重要
工作，因為主題年提供了組織間共同行銷的著力點。荷蘭觀光局為每年制定了觀
光發展主題與主要活動，然而個案城市中只有阿姆斯特丹為該主題特別提供相關
資訊，例如 2011 年為主題年「荷蘭 DNA」，只有阿姆斯特丹在觀光網站上為此
特別製作分頁，並製作手冊介紹阿姆斯特丹在建築、遺產、時尚及設計面向的發
展與景點，主題年給予城市統整其資產、並與國家觀光局共同行銷的機會。鹿特
丹除了 2009 年和 2010 年參與荷蘭藝術城市國際活動外，多為自行依照城市特色
與計畫發展。例如 2007 年荷蘭觀光局訂定的主題為「感受律動：音樂與舞蹈」，
然而鹿特丹則將該年設為「建築都市年」，以配合該年建築雙年展的舉辦。馬斯
垂克觀光局的年度行銷計劃中未見實質的相關規劃。鹿特丹和馬斯垂克觀光局並
未以荷蘭觀光局設定的主題年作為城市觀光的包裝，其可能原因包括主題無法適
用於該城市，這顯示荷蘭觀光局未能考慮到荷蘭城市不同的發展目標，制定出強
而有力的年度行銷主題；抑或是城市觀光局的人力不足，無法為主題年進行相關
規劃。無論原因為何，荷蘭觀光局皆應加強與城市觀光局的溝通合作，給予實質
協助，才能結合國家與地方的行銷活動。
提供多個組織共同行銷目標的另一種方式為塑造城市品牌，也就是將城市視
為品牌的概念。品牌是由多個面向組成，包含機能、情感、關係和策略等要素共
同在大眾心中創造出城市獨特的聯想（Aaker, 1996）。Hall（1999）認為品牌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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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現清楚且獨特的地方形象，以跟其他競爭者區別，並且讓觀光客將地方與品
質產生聯結，還需具有長期競爭優勢。阿姆斯特丹集結公部門與企業的資源成立
城市行銷組織，建立「I Amsterdam」城市品牌，Heeley（2011）認為阿姆斯特丹
公私部門共同有效運作的模式，可作為歐洲及荷蘭城市發展城市品牌的典範。然
而Kavaratzis與Ashworth（2007）認為「I Amsterdam」在字面上無法為城市創造
清楚的地方形象。此外，Kavaratzis與Ashworth也認為城市行銷組織印製鑲有「I
Amsterdam」字樣的商品，或與節慶活動組織合作讓城市品牌增加曝光率，追求
城市品牌能見度，似乎將logo與品牌或形象混為一談。雖然如此，城市品牌與節
慶活動或宣傳活動的結合，仍有助於阿姆斯特丹和節慶活動城市或創意的連結。
鹿特丹的行銷口號「World Port, World City」則充分體現鹿特丹的海港城市
特色與多元文化資產。鹿特丹觀光局與鹿特丹港公司（Port of Rotterdam）密切
合作，共同舉辦世界港口日及提升觀光遊船設施等。同時，鹿特丹也積極運用與
宣揚城市的多元文化，例如將歐洲文化首都主題設定為「Rotterdam is Many
Cities」，以世界音樂、舞蹈與文學為主題的敦雅藝術節（Dunya Festival）
，至今
已舉辦了31屆；展現加勒比海移民文化的夏日嘉年華更早已是城市節慶活動的代
表。
馬斯垂克市的城市發展目標為居住城、文化城與知識城。在品牌塑造方面則
與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兩大城市的做法不同，選擇結合整個省分發展區域品牌
「馬斯垂克區域」或「南林布省」（South Limburg），以「Everything Points to
Maastricht Region」為行銷口號，定位為高機能的自足區域，區域發展設定為這
樣的定位相當合理，但若為觀光行銷似乎過於廣泛，無法傳達清楚的地方形象。
觀光業與城市行銷發展相輔相成，因此在擬定城市品牌時應該考量其觀光定位。
網路行銷方面，三城市皆設立了資訊相當完整的觀光網站，同時也善用社群
網站發佈最新消息。同時網站上也提供手機的導覽應用程式，供民眾隨時查閱。
三城市也都致力於結合觀光資訊與城市行銷，阿姆斯特丹與鹿特丹成立城市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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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網站，馬斯垂克則成立馬斯垂克區域的區域入口網站，集結觀光與節慶活動資
訊、工作與企業投資環境的介紹。

表 5-5：歸納行銷主要策略
行銷主要策略

個案城市

實例

1.了解目標市場

阿姆斯特丹

行銷活動分別針對成長中與成熟市場

鹿特丹

鎖定利基市場

馬斯垂克

鎖定觀光成熟市場

2.同時滿足一般及 三城市
特殊興趣觀光客
3.主題式發展

阿姆斯特丹

規劃不同層次的觀光活動
配合國家觀光主題

鹿特丹、馬斯 依照城市發展目標制定主題
垂克
4.塑造城市品牌

阿姆斯特丹
鹿特丹
馬斯垂克

5.重視網路行銷

三城市

設置城市或區域入口網站，集結多方資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治理
文化與觀光部門常因組織目標和性質不同，在文化觀光發展中產生衝突，合
作時找出共同目標與利益，有助於組織間的溝通協商（Liu, 2010; Mintel, 2004;
OECD, 2009）
。三個個案城市的文化與觀光部門互動密切，以節慶活動為例，荷
蘭藝文資訊中心（Uitburo）為全國性組織，在荷蘭 13 個城市駐點，為節慶活動
進行實體或網路行銷。三個城市也分別與該城市的藝文資訊中心合作（鹿特丹的
藝文資訊中心對外名稱為鹿特丹節慶基金會）
，在觀光網站中提供節慶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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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由網站平台、以及主動寄發活動訊息為節慶活動廣告。
荷蘭的觀光組織特色為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合夥關係，例如 2008 年 ATCB 的
資金 52%來自地方政府，另外 48%來自民營單位及交易，使得公部門在資金提
供上的負擔較輕。此外，為了整合城市觀光與城市行銷活動，許多荷蘭城市成立
城市行銷組織，且多以公私合營的形式存在，個案城市的行銷組織皆在此列，如
阿姆斯特丹夥伴基金會 （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鹿特丹行銷
（Rotterdam Marketing）和馬斯垂克區域品牌基金會（Maastricht Region Branding
Foundation）
。阿姆斯特丹與格拉斯哥為歐洲城市形象與品牌塑造的先驅，紐約在
70 年代推出的「I Love New York」口號與標誌大舉成功之後，阿姆斯特丹也在
1983 年提出城市口號「Amsterdam has it」
，如今阿姆斯特丹公私合營的城市行銷
組織已成為其他外國或城市效法的對象（Heeley, 2011）。
區域合作的夥伴關係包含城市與臨近地區的合作，以及跨國的區域合作
（OECD, 2010）
。常見的合作模式包括資料庫共享、景點或活動群聚（cluster）、
連結區域中相似的節慶活動等（Tourism Research and Marketing, 2006）。阿姆斯
特丹都會區和馬斯垂克區域的概念皆是以城市作為觀光目的地的核心，連結鄰近
地區增加觀光目的地整體的多樣性及吸引力。兩城市都善用主題性活動連結區域
內的資源和景點，例如阿姆斯特丹都會區透過水、工業遺產、荷蘭 DNA 等主題
重新包裝和介紹都會區內的景點和節慶活動；馬斯垂克區域則以美食和文化藝術
作為主軸。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兩城市在 A'R'dam 上的文化合作將使荷蘭的文化
觀光資源更有效地使用，兩市主要的文化藝術機構、節慶組織與表演場地單位從
2007 年開始計畫未來的合作關係，希望能將荷蘭文化藝術在國際上嶄露頭角。

表 5-6：歸納治理主要策略
治理主要策略

個案城市

實例

1. 文化與觀光部
門密切合作

三城市

藝文資訊中心（Uitburo）與觀光組織（VVV）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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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行銷上公
部門與私部門的
合夥關係

3. 區域合作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Partners Foundation

鹿特丹

Rotterdam Marketing：由觀光組織（VVV）、
觀光資訊中心（tourist info）、市政府組成

馬斯垂克

Maastricht Region Branding Foundation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都會區(Amsterdam Metropolitan
Area)

鹿特丹

鹿特丹都會區(Rotterdam Metropolitan Area)

馬斯垂克

(1)馬斯垂克區域(Maastricht Region)
(2)馬斯-萊因歐洲區域 Euroregion Maas-Rhine

阿姆斯特丹
與鹿特丹

A’R’dam 聯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結論與展望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比較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及馬斯垂克三個荷蘭城市的文化觀光發展，
研究貢獻不在比較出孰優孰劣，而是觀察擁有不同的歷史、地理背景與文化資源
的城市，如何進一步為既有資源創造出更高的象徵價值；觀察三個城市在國內外
競爭激烈的觀光地中有何特別的行銷與治理策略。文化觀光以多種形式呈現，本
研究聚焦於三個城市發展較顯著的文化觀光類型，包含遺產觀光、博物館觀光、
節慶與活動觀光、美食觀光和產業觀光。跨類型的研究結論包括：（一）創造奇
觀、數大便是美：研究發現文化觀光活動要能成功，觀光地或觀光產品本身要能
推陳出新，讓觀光客有意想不到的驚喜。若單一產品不夠有吸引力，設定一個核
心主題，整合多個產品、創造出規模，常能提高其吸引力。也因此，節慶活動常
常成為各種文化觀光形式進一步發展的關鍵，不論遺產、博物館、美食或產業觀
光都經常與節慶活動結合，在一定的時間內以一個特定主題聚集大量資源創造出
奇觀。但節慶活動並非萬靈丹，唯有結合當地資源所發展出的節慶活動才能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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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二）團結力量大：荷蘭的文化觀光發展中可見多種合作的形式，包含區
域合作，如多個城鎮共同發展都會區觀光、或如馬斯垂克般聯合其他國家的城市
共同爭取歐洲文化首都的舉辦；或是以主題帶動產業、城市、國家之間的合作，
例如相關產業的合作、數個城市合作舉辦一個大型活動、甚至跨國舉辦紀念活動。
地方與國家組織方面，公私合營的組織在荷蘭相當常見，公部門致力於爭取全民
利益，私部門則有助於提升效率及資金籌募。然而各國組織運作有其傳統，若一
味將組織改成公私合營的形式而未考慮各國情況，可能造成反效果。

二、 研究反思
越是缺乏財力的城鎮，越要了解自身的獨特的既有資產與優勢，同時需進一
步結合其他相關活動。馬斯垂克因為其不同於荷蘭其他地方的地勢及氣候，擁有
特殊的美食資源，馬斯垂克把握資源發展美食觀光，除了餐廳間發展出聯盟的合
作形式，也結合參訪與實作活動、節慶活動等，豐富美食觀光內涵。台灣觀光局
目前將美食觀光設為發展重點，在台灣食物、尤其是小吃上的包裝與宣傳下了極
大的心力，成效不俗。但筆者更期待的是台灣美食觀光能進一步結合產業觀光，
並加深與地方的連結，進而塑造地方品牌。
目前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所推行的「一鄉一特色」便試圖為地方找出其特點，
不論是景致、產業、或是食物，都可能成為地方發展的命脈。然而如前所述，必
須要能有效結合不同資源、創造奇觀才能使文化觀光產品具有吸引力，同時還須
藉由氣氛營造、品牌塑造等行銷工具及良好的治理能力才能為地方帶來競爭優勢。
目前在觀光工廠部分，許多觀光工廠已發展得有聲有色，然而觀光工廠與地方的
鑲嵌性不足，未能為地方帶來故事性，若能加深觀光工廠與地方的連結，或是美
食與地方的連結，加強地方的整體形塑，才能成功塑造出地方品牌。
博物館與遺產觀光方面，台灣舉辦大型特展的能力相當優秀，以「會動的清
明上河圖」為例，展品內容結合動畫科技，拉近名畫與民眾的距離，教育與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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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同時，透過名人演講、演藝人員代言等活動積極宣傳，在台灣展出成果相
當成功。同樣的心力若能運用遺產上，活化古蹟與建築，將為遺產帶來更多故事
性和可看性。再者，台灣的博物館多為單打獨鬥，荷蘭在博物館館際合作上十分
頻繁，博物館一起為同一主題設展，增加展覽可看性，這點是台灣可參考的部分。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本研究透過官方的年度計畫書、報告、數據資料及官方網站資料，輔以學者
研究蒐集研究資料。研究者曾聯絡荷蘭觀光局及有關單位，然而礙於部分文件不
得外流的規定，只能取得年度或多年期的報告書及觀光數據，無法清楚了解每個
觀光產品的規劃，也因此部分資料來自報章雜誌的報導。若未來相關的研究能夠
解決語言及金錢上的困難，建議可以直接到研究的場域訪問相關單位的負責人，
以對產品規劃有更全盤的了解。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鹿特丹以其建築聞名，建築為鹿特丹發展觀光的利基市場，然而本次研究並
未針對建築觀光深入研究，僅在探討節慶與活動觀光時提及鹿特丹善用建築為主
題發展。未來研究可針對發展建築觀光的城市，例如比較巴塞隆納、格拉斯哥及
鹿特丹在塑造建築城市形象的策略等。
另外，馬斯垂克進行跨國的區域觀光合作，並聯合申請歐洲文化首都的做法
相當特別，這種超國界區域城市聯盟的觀光發展及策略也相當值得未來研究進一
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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