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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充滿文化和歷史意義的文化遺產若經適當開發，則能兼顧保存文化遺產、宣
傳地方特色、推動觀光、提振當地經濟等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的文化遺產
的吸引力建構方式，以及觀光客對開發方式之觀感。內文將探討文化遺產與所在
地文化、觀光如何相互作用，並將遺產吸引力建構此議題分為兩個子題，一為運
用遺產本身元素、強化｢比較性優勢｣的建構方式，二為連結外界資源、運用創意
強化｢競爭性優勢｣的建構方式，最後融合比較性優勢與競爭性優勢創造獨一無二
的吸引力與競爭力，並以相關理論及個案進行探討與驗證。本研究以法國羅瓦河
流域的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為例，討論兩個較不具知名度的文化遺產如
何透過不同的吸引力建構方式，藉由本身背景條件擬定策略，吸引本地或國際觀
光客的注意，並進一步發展文化觀光。研究方法則採取實地觀察個案文化遺產的
吸引力建構與開發方式並輔以訪談，了解觀光客對於文化遺產進行建構後成果之
觀感，進行跨個案比較後，期待能映證理論並歸納出可用的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
與開發方式。本研究貢獻則在於從理論的整理為始，區分有形文化遺產與無形文
化遺產，並以實際觀察個案開發方式作為基礎佐證，整理出不同類型的文化遺產
適合開發方式，並藉由個案的比較和遊客的觀感做為提供適當吸引力建構方式建
議的基礎，使兩方可以互相參考、檢視現有的開發方式，進一步強化文化遺產現
有吸引理建構方式或發展嶄新的開發方式以提升競爭力，使文化遺產具備吸引力
與獨特性。

關鍵字：文化觀光、文化遺產、城堡、主題公園、法國、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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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heritages could be preserved, promote local uniqueness, develop
tourism and local economy if properly developed.

This research aims at discussing

different ways of constructing attractiveness for cultural heritages and how tourists
respond.

This research will discuss how cultural heritages interact with local

cultures and tourism, and divide the ways of constructin attractiveness for cultural
heritage into two subjects, one is how to use the endowed asset of cultural heritages to
creat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the other i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which
means using creativity and management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s.

Château de Blois and Puy du Fou in the Loire Valley, these two different

cultural sites in France, how they develop different ways to attract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ts’ attentions are to be discussed. Conducting cross-case research
method, this research aims to show different ways of constructing attractiveness for
cultural heritages, and finally t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for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ment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the most suitable ways
of development to different cultural heritages, and make them refer to each other to
enhance their attractiveness and uniqueness.

Key words：cultural tourism, cultural heritages, castle, theme park, France,
attra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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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觀光活動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蓬勃發展，隨著時代的推進，觀光逐漸
被視為一種複雜的供需系統，不僅牽涉觀光目的地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亦開始
重視觀光客以及他們期望從目的地所得經驗為何；於是，觀光活動開始細分為不
同的主題觀光，自 1980 年代來漸受重視的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就是其中一
環。文化不僅成為觀光發展的主要元素，更是大部分目的地吸引力的來源，亦有
助於吸引居民及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OECD, 2009）
。其中以文化作為觀光目
的地吸引力的核心、能夠表現特定社會族群的歷史與社會發展的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及隨之發展的遺產觀光（heritage tourism）是文化觀光重要的組成因子。
遺產觀光是一種相當古老的觀光形式，由歷史記載可發現古代埃及人、羅馬
人與中世紀的貴族子弟，都會前往具有文化重要性的歷史場所進行巡禮（Towner,
1996）
。時至今日，對於｢遺產｣（heritage）一詞有相當多的解釋，其中遺產是做為
現今對於過去的使用此種定義，能夠涵蓋有形或無形遺產而被研究者廣為接受
（Ashworth, 2003; Graham et al., 2000）。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傳統的遺產觀光
也面對新的挑戰--文化商品化、文化消費模式的改變、新型態觀光的競爭、以及觀
光客對於真實性的要求，不僅國際之間競相發展遺產觀光，同一國家內的遺產觀
光景點也致力於在類似文化背景中尋求差異以建立獨特性。遺產本身的歷史重要
性和異國情調成為吸引觀光客的重點（Ivanovic, 2009）且具有吸引遊客及差異化
目的地的功能（OECD, 2009）
，因此如何藉由建構吸引力的開發方式使遺產能夠被
使用、消費或是吸引觀光客前來，又要同時兼顧遺產保存原貌不被破壞、使遺產
觀光永續發展，成為所有遺產觀光目的地應積極探究的關鍵問題。

1

二、研究動機
筆者的故鄉台南，因地理位置成為台灣最早被開發的都市之一，從十七世紀
開始經歷過荷蘭、明鄭、清朝及日治時期等不同朝代政府的管理，留下大量文化
遺產，其中以蘊含歷史及文化意義的建築物最為出色，諸如台南孔子廟、赤崁樓、
安平古堡、億載金城等等，濃厚的文化氣息與可見的建築無聲地說明台南的特殊
性，使台南成為台灣的｢文化古都｣，也成為具有文化觀光潛力的地點。於觀光發
展角度而言，文化遺產能帶領遊客認識地方獨有的歷史，其中散發的懷舊感更提
供人們無限的想像空間，成為吸引觀光客的一大賣點。但就筆者觀察，台南的古
蹟或是歷史建築往往因保存及維護的需求，往往只強調建築的原貌保存，詮釋方
法也相當傳統，例如僅用告示牌說明歷史及特色、以玻璃櫃展示文物等等。不論
就教育觀光客、與觀光客互動、使觀光客停留較久時間創造當地商機或是使觀光
客願意再次造訪並有推薦給親友的意願看來，目前台南對於文化建築的管理與開
發方式還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
放眼世界，歐洲以其整體形象吸引國際觀光客，成為文化觀光的首選，文化
遺產豐富更是國際觀光客選擇到歐洲旅遊的原因（張淑英，2014）
。歐洲國家致力
於自身文化遺產進行有效率的開發，而法國在此領域的表現尤其亮眼，長居全球
最多外國遊客拜訪排名的冠軍寶座，由文化遺產開發發展觀光，帶來帶來經濟成
果與效益；而筆者不禁自問：同樣都是都是歷史所留下的軌跡，歐洲國家如何藉
由文化遺產的開發帶來觀光的成功？同樣位於法國，在國際上較不知名的文化遺
產如何與巴黎聖母院、凡爾賽宮競爭？管理者要擬定何種吸引力建構策略，使文
化遺產能自與自身具備相似條件的其他文化遺產中脫穎而出？而實踐建構策略之
後，觀光客的觀感如何？藉由進行研究蒐集相關資料，以求解答上述疑問，並向
歐洲學習經驗，了解如何透過適當開發建構文化遺產吸引力、進而發展文化觀光
帶動經濟效益的可能性，即是筆者的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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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宗旨與目的
本研究宗旨乃在探討充滿文化和歷史意義的文化遺產，如何針對本身背景條
件進行開發與再利用，並以此建構吸引力並兼顧保存文化遺產、宣傳地方特色及
促進觀光。本研究以法國羅瓦河流域的文化遺產做為研究個案，探討在歷史與地
理背景相似，但文化資源、人文資源各異的的情況下，如何突顯本身的優勢，並
針對弱勢條件加以修改包裝，擬定吸引力建構策略並藉此吸引觀光客。藉由討論
兩個個案開發方式與觀光客的觀感，達到三個研究目的：

一、檢視具備相異條件的文化遺產如何運用既有資源的開發塑造自身的｢比較
性優勢」，以及運用管理及創意成就自身「競爭性優勢」，並進一步結合
兩項優勢創造文化遺產獨一無二的吸引力。
二、藉由跨個案比較與分析，檢視法國羅瓦河流域中具備相異條件的文化遺
產吸引力建構方式，探討其相同及相異處，以便映證理論與訪談觀光客
所得資料，並歸納出適合特定文化遺產類型的開發方式。
三、藉由歸納出適合特定文化遺產類型、強化其吸引力之建構方式，期望本
研究之研究成果不僅能做為回饋學者理論之研究案例，同時也具備外部
效益，可以推及其他具有類似背景條件的文化遺產，作為其擬定強化吸
引力建構方式時之援引參考。

本研究以文化觀光背景知識蒐集作為出發點，探討文化遺產可能的吸引力建
構策略，以及文化遺產進行市場區隔以吸引到最適切的觀光客類型所做的努力，
為自身及觀光客帶來令人滿意的收益與體驗，同時兼顧永續發展與保存維護的目
的。最後藉由訪談得知觀光客對建構策略的觀感，將訪談資料加以分析整理出受
遊客青睞的吸引力建構策略，期望能作為未來文化遺產管理者研擬吸引力建構策
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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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法國，向來被視為浪漫與時尚的代名詞，更因為歷史更迭與文化淬鍊，留下
許多著名之文化遺產，例如巴黎塞納河畔的古蹟、或是楓丹白露的宮殿與園林等
等，觀光客即使未曾親身遊歷，也因各式媒體管道多有聽聞而心生傾慕。根據 BBC
News 2013 年 8 月 4 日報導，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調查結果顯示，法國是 2012 年擁有最多外國觀光客的國家， 2012
年有 8,300 萬人到訪，遠超過其人口 6,600 萬。由此報導可知在研究文化觀光時，
法國相當適合作為研究參考。然而，法國幅員遼闊，各個地區無不想盡辦法吸引
觀光客的注意，而巴黎的盛名和帶有陽光氣息的南法地區，幾乎無需行銷即可輕
易獲得觀光客青睞，相較之下，地處中法的羅瓦河流域（Vallée de la Loire）較為
僻靜、交通不便，因此坐落於此的文化遺產更加用心擬定吸引力建構策略，推出
各式創意活動或表演，期望帶給觀光客難忘的體驗。法國人將羅瓦河流域譽為「法
國的後花園」或「法國的搖籃」
，美麗雄偉的建築更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審委員
會讚道:「擁有極其美麗的傑出的人文景觀，歷史名城和村莊，大量壯麗的歷史建
築（城堡），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和自然環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土地」。羅瓦河流域
的城堡群因適切的管理與吸引力建構策略更加迷人，也可作為其他文化遺產制定
適切開發方式的參考，因此選擇其作為研究對象。考量時間與空間、資料收集與
語言溝通的限制，選擇流域中具可比較性的二個文化遺產為研究個案：布洛瓦堡
（Château de Blois）和狂人國主題公園（Puy du Fou）。
選擇布洛瓦城堡乃因作為有形文化遺產，相較於羅瓦河流域中其他景點如：
最為雄偉的香波堡 （Château de Chambord）或有｢城堡之后｣美稱的雪儂梭堡
（château de Chenonceau）等，布洛瓦城堡較不具知名度，論其建造歷史或建造規
模，也並非國際觀光客的｢必看｣（must-see）景點，所以布洛瓦城堡的管理者積極
建構其吸引力，以期獲得更多國際觀觀客關注，也因此其多面向的吸引力建構策
4

略引發筆者深入了解的興趣；而狂人國主題公園的特殊之處則在其僅依憑無任何
皇室光環的文藝復興時期城堡遺跡做為起始，藉由譜寫表演募集當地居民共同參
與，逐步發展成羅瓦河流域最負盛名的主題公園，筆者認為其結合歷史教育與娛
樂性質、以創意作為吸引力建構策略及其營運之成功亦值得深入研究，因此選取
布洛瓦城堡及狂人國主題公園此二具有相同及相異處的個案做為研究對象，以下
進一步描述此二研究對象。
布洛瓦城堡位處法國中部城鎮布洛瓦，建築年代橫跨十三到十四世紀，因而
也涵蓋古典主義（Classic）、哥德（Gothic）和文藝復興（Renaissance）建築的特
色。布洛瓦城堡也是法國皇室的居住空間政治舞台，法國王路易十二在此出生、
凱薩琳王后（Catherine de Medici）以此地為居所，吉茲公爵（Henri de Guise）也
在此遭到刺殺攻擊。隨著十七世紀權力中心移往凡爾賽宮，布洛瓦堡的王室光輝
逐漸黯淡，甚至遭到棄置與法國大革命破壞，直到十九世紀才再度進行修復。布
洛瓦堡本著歷史重要性與華美的古蹟建築做為發展優勢，現今積極投入開發策略
吸引觀光客，如舉辦燈光秀、邀請表演團體或作家合作文藝活動、形塑布洛瓦城
市整體意象等等，而其市場區隔也著重於國際觀光客，城堡提供許多語言的簡介
手冊，城堡內部不僅有大量放置英語解說牌，觀光客也可免費參加英語導覽人員
的解說行程。狂人國主題公園地處法國旺岱省（Vendée），位於羅瓦河下游流域，
1977 年 Phillippe de Villiers 和 Jean Saint Bris 在萊瑟佩瑟市鎮（Les Epesses village）
發現一處文藝復興時期城堡的遺跡，他們決定以城堡為背景，譜寫一齣名為
Cinéscénie 的表演，內容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曾參與旺岱地區和革命軍戰爭的
Maupillier 家族的故事，時代橫跨十四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兩人也創立名為
Puyfolais membres de l'Association du Puy du Fou 的狂人國主題公園組織，招募演員
和工作人員負責表演事宜，時至今日組織成員已高達三千人。隨著 Cinéscénie 規模
的擴大，為了承載更多的遊客，狂人國主題公園於 1989 年開幕，佔地四十公頃的
園區內提供各式各樣的表演，另外還有仿中世紀建築和身著古裝的演員演繹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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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日常生活，遊客亦可住宿於園區內的特色住所。
此兩個文化遺產值得研究之處在於布洛瓦城堡為有形文化遺產，管理者努力
開發其現有資源，凸顯歷史及文化重要性；而狂人國主題公園則因 Cinéscénie 表演
進而發展成主題公園，無形的氛圍和歷史感以及娛樂性成為最重要的吸引力。兩
者皆致力於文化遺產吸引力之建構，例如布洛瓦城堡不僅在夏季舉辦燈光秀，也
推出組合票券推銷周圍景點；而狂人國主題公園於 2012 年榮獲｢主題娛樂協會｣
（Themed Entertainment Association，簡稱 TEA）頒發的最佳主題公園獎（Thea
Classic Award），為法國第一座獲獎的主題公園。將二處文化遺產做為研究個案，
期待能於研究中整理出不同文化遺產比較類別如：著重比較性優勢開發與著重競
爭性優勢開發、注重真實性與注重娛樂性等等，輔以訪談、得知遊客觀感等比較
結果後，映證閱讀文獻所得理論，進一步探討可行之開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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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按照研究流程將分為五章，如圖 1-1 所示：

圖 1-1：研究流程圖

第壹章

緒論

第貳章
文獻回顧

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肆章
研究發現

第伍章
結論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研究宗旨
•研究對象

•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理論模型檢視
•文化遺產比較性優勢
•文化遺產競爭性優勢

•個案研究：多重個案研究
•資料來源
•信校度分析
•研究貢獻與限制

•布洛瓦城堡個案研究
•狂人國主題公園個案研究

•跨個案比較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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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為緒論。以近年來文化觀光與遺產觀光發展作為起始點，簡述文化遺產吸
引力建構作為遺產觀光之重要性以及向法國學習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策略為本研
究動機，並在全球國家以及各國內部的遺產觀光目的地皆致力於遺產開發以兼顧
觀光發展與遺產保存研究背景下，確立研究宗旨與研究目的，並進一步介紹研究
對象的選擇作為本個案研究的基礎，以發展後續章節的論述。
第二章透過文獻回顧遺產觀光之定義以及遺產吸引力建構及開發之重要性，
並以 OECD（2009）｢文化對觀光的影響」議題中對於文化、觀光、吸引力和資源
運用的關係模型圖延伸，將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此一主軸分為兩個子題，一為運
用遺產本身元素、強化｢比較性優勢｣的開發方式，二為連結外界資源、運用創意
強化｢競爭性優勢｣的開發方式，並結合學者們所提出的相關理論作為 OECD（2009）
關係模型圖的內容補充，使遺產開發理論更趨完整。最後整理出適當的理論架構，
做為個案研究結果分析的基礎。
第三章介紹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方法以及多重個案研究設計
之理由及特色，並進一步解釋資料來源如：官方網站、社群網站、相關學術研究
以及實地觀察與訪談觀光客等等。確立研究方法後，提出研究所預期之貢獻，並
說明本研究所面臨之限制。
第四章則為研究發現，呈現個案研究與理論比較之成果，首先就不同類型文
化遺產發展觀光類型做整理，並將兩個研究個案分類，以便續後分析。接著將由
研究兩個個案所得之資料做整理與討論，並套用由第二章文獻回顧所整理出之理
論架構，以跨個案比較分別探討兩個個案相同與相異處。
第五章研究結論中，首先呈現的是研究發現之重申，從比較性優勢及競爭性
優勢兩子題下不同遺產吸引力建構策略作為出發點進行兩個案間討論，並予以不
同類型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相關建議。接著反思本研究所運用之理論，並且歸納
研究發現，說明本研究之貢獻及限制，並給予未來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方式研究
領域相關研究方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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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回顧

第一節 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理論模型檢視
自 1990 年代起，遊客對於｢過去」的探訪與研究蔚為風潮，對於歷史景點的
的熱愛開拓了文化與遺產觀光此一間隙市場（niche market）
，其中遺產觀光的發展
不容小覷（Bonn et al. 2007；Boyd, 2002）。Boyd（2002）指出文化遺產觀光通常
包含地景及其建築，其中蘊含自然美景、當地風土民情以及歷史建築如教堂、政
府建設、城堡等元素，彰顯考古學、歷史以及種族團體（ethnic group）的重要性。
而有鑑於現今觀光產業中，國家與地區間競相爭取觀光客、居民與投資者的注意，
所有的地點都應該自問：｢為什麼人們會想到此地生活，想要遷移、拜訪、投資此
地或在此地開展事業？此處有什麼是人們所需要或想要的？此處有什麼競爭優勢
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Kotler, Haider & Rein, 1993）。基於提升觀光競爭力的探
究，學者們展開研究，如 Porter（1990）於分析吸引力及競爭力時，指出目的地的
背景條件如｢先天要素｣（inherited factors）如天候、地理等自然資源，以及｢後天
要素｣（created factors）如文化吸引力、節慶等等是創造吸引力的關鍵；其後 Crouch
& Ritchie (1999，引自 OECD, 2009)採用 Porter 之理論進一步發展目的地吸引力的
四項關鍵要素：
（一）
、核心資源及吸引因子（core resources and attractors）
，如目的地之地理資源、
文化與歷史、活動組合、特殊節慶、娛樂與相關設施等等。
（二）、輔助因子及資源（supporting factors and resources），如目的地公共建設、
可及性、友善程度及相關企業。
（三）
、目的地管理（destination management）
，如管理資源、行銷、財務及投資資
本、組織、人力資源發展、服務品質發展、遊客管理等等。
（四）、資格決定因素（qualifying determinants），如安全性、形象、品牌等等。
9

Dwyer & Kim（2003）亦將競爭力創造的關鍵指向可得資源（available resources）
創造資源（created resources）、輔助因子及目的地管理因子。其中可用資源如自然
資源、文化資產及文化遺產等等；創造資源則如觀光建設、提供的活動；輔助因
子如整體公共建設、服務品質、前往目的地的途徑等等。
作為統整，在探討文化，觀光，吸引力關連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2009）報告書指出，縱然目
的地有部分吸引力來自先天因素，但真正讓目的地具有競爭力、足以吸引觀光客
和投資，則仰賴目的地將先天要素轉化成具備更高象徵或符號價值的創造性資產
（created assets）的能力，因象徵或符號價值有可能轉化為更高的市場價值。OECD
（2009）於報告書中更進一步指出目的地的比較性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
常源自先天資源，而競爭性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則較仰賴資源的調度，
如管理、目的地行銷；因此，目的地需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組織其擁有的資源以在
遊客市場中創造競爭性優勢，且以較佳方式使用觀光資源之目的地常能有較好的
觀光發展。
延續比較性優勢與競爭優勢的討論，OECD（2009）報告提出一組模型圖（如
圖 2-1）進一步討論文化、觀光、吸引力與競爭力之間的相互關係：可得資源部分，
結合既有資產（endowed assets; inherited resource）（如前所述之自然資源、固有文
化遺產等等）與創造資產（created assets; created resource）
（如前所述之觀光建設、
豐富的活動、高服務品質等等）
，關乎文化遺產的呈現，意即如何透過詮釋、體驗
性活動或是強調真實性突顯遺產本身現有資源，善加利用可得資源成為比較性優
勢；資源使用部分，則注重資源的支配、管理、行銷與品牌化，仰賴人為管理、
連結外界資源，例如透過行銷手法與品牌化塑造意象做為推廣，並舉辦節慶、整
合鄰近相似遺產開發觀光區或遊覽路線，或者將創意元素添入空間或拓展觀光資
源等等，藉由善用資源成為競爭優勢。結合比較性優勢與競爭優勢則可使目的地
更具吸引力，從而成為市場上具競爭力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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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文化、觀光、吸引力模型

可得資源

資源使用

既有資產

管理/治理

創造資產

行銷/品牌

比較性優勢

競爭性優勢

吸引力

（資料來源：OECD, 2009）

上述模型經 OECD（2009）報告書中統整過往學者們對於強化市場競爭力與
增加對遊客、居民或投資者吸引力理論，而提出上述對於文化遺產及文化遺產目
的地吸引力建構及開發皆極具參考價值的發展方向，因此於本研究中擬依此模型
架構進行更細緻之理論爬梳。由於 OECD（2009）報告書僅指出強化吸引力的可
行方向，在此方向內有何明確做法尚待更加明確地探討，因此進一步參考其他學
者之相關理論，如做為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相似概念，Mckercher & du Cros（2010）
探討｢將文化資產轉為可消費、成功的觀光產品所共有的特徵｣時提出下列幾點看
法：講述故事、使資產生動化、使體驗具有可參與性、使體驗與觀光客具有相關
性、突出品質和真實性；將資產轉化為觀光景點的策略也涉及資產的製作或建構，
例如：為資產編織神話（與現有神話相連繫或創造新神話，例如囚禁曼德拉的牢
房）、圍繞資產編織故事（例如電影魔戒中的哈比屯）、強調資產的他性（凸顯目
的地文化是如何不同於觀光客文化）
、呈現從過去到現在的直接連結（使歷史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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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礦坑公園等遺產主題樂園）等等，與 OECD（2009）所提及針對現有資產進
行修改與強化以提高比較性優勢有異曲同工之妙。Mckercher & du Cros（2010）探
討｢將文化遺產開發成文化觀光景點之策略｣則提供建議如：建造第一層次景點提
升目的地意象、利用產品組合、開闢觀光區、開發線型遊覽路線或遺產網路或利
用節慶活動、藉由行銷方式使資產具有勝利感或顯得成功、成為奇觀或幻境等等；
另外於研究備受遊客歡迎的文化景點時，學者 Mchercher, Ho & du Cros（2004）發
現文化景點受歡迎的顯著特性包含：文化觀光產品的規模、可及性經過縝密設計；
體驗性特點（experiential attributes）強化了景點的獨特性、寓教於樂的可能性、和
遊客的相關性及易於消費性；行銷特點考量景點在市場上的定位、文化觀光商品
的循環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等等，皆與 OECD（2009）建議應利用人為管理
方式加強文化遺產競爭性優勢相互呼應。
探討文化景點吸引力時，Ivanovic（2008）曾提出｢4A｣模型做為評價基準，分
別為文化遺產的屬性（Attributes）
、真實性（Authenticity）
、活動（Activities）和吸
引力（Attractiveness）：首先應釐清文化遺產的屬性，或許是讓人聯想到一段歷史
時期、一種特定風格的建築、一位知名藝術家甚或電影拍攝場景、居民日常生活
空間；接著檢視其真實性的種類，如同 Gartner（1996）指出，每個區域都有其他
區域無法複製的特點，文化景點應當了解這些資源並作為地方感（sense of a place）
的表徵呈現給遊客；而多元的活動選擇不僅能延長遊客的停留天數、遊客也更可
能增加消費，換言之，經過謹慎規劃、組織、具有完善配套措施（如便捷的交通
方式）且和目的地社會及文化特性相符的多樣活動選擇可以提高目的地文化產品
的價值和吸引力；最後，吸引力是區分一級景點及次級景點的要素，且以文化觀
光發展來看，造就吸引力要素的通常不是最具真實性的，而是最有趣的且能述說
文化遺產故事的能力。另外 Ivanovic 也探討將文化景點包裝成觀光景點時可採用
的綜合策略，認為可藉由文化景點的產品組合（bunching）、主題化（theming）、
標籤化（labeling）及修改（altering）的方式提高自身競爭力以吸引遊客。
12

觀察上述文化遺產開發理論模型，可以發現針對文化遺產先天要素部分，學
者們建議可透過講述故事與詮釋賦予文化遺產主題、強化可得資源以塑造難忘的
體驗、強調真實性以彰顯文化遺產的獨特性與歷史重要性等等，做為強化比較性
優勢的方式；後天要素部分則可以透過修改文化遺產成為可消費的文化商品、與
其他文化遺產或相關外部資源的產品組合、營造文化遺產特有的品牌與形象、透
過行銷與創意活動的供給加強文化遺產的競爭性優勢。下文將分別就強化文化遺
產比較性優勢的詮釋、提供體驗、真實性，以及強化競爭性優勢的文化遺產商品
化與行銷、品牌與形象、創意與創新等議題作為文獻回顧脈絡做進一步探討，理
論探討脈絡如圖 2-2：
圖 2-2：研究理論探討脈絡圖

吸引力

比較性優勢

詮釋

體驗形塑

競爭性優勢

商品化
與行銷

真實性

品牌
與意象

創意
與創新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理論探討脈絡圖以 OECD（2009）本研究採取強化
比較性優勢與強化競爭性優勢的做法並不互斥之假設，詮釋、體驗型塑、強調真
實性、商品化與行銷、品牌與意象、創意與創新此六個開發構面可以相互結合使
用，例如使用充滿創意的嶄新詮釋方法強化遊客的體驗、或藉由體驗氛圍的塑造
提升遊客對於存在主義真實性的感知進而認可文化遺產目的地的意象及品牌等，
亦即在六項構面可相互結合、相輔相成的前提下進行後續理論探討，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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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遺產比較性優勢
一、詮釋
Ivanovic（2008）認為｢詮釋」
（interpretation）意指不同溝通方式的集合，用以
向遊客傳達文化遺產或文化景點的意義與價值，關乎文化遺產呈現於世人面前的
管道與方法設計，且這些方法應能教育大眾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不僅有形文化遺
產需要進行詮釋，無形文化遺產更仰賴詮釋揭露本身的意義、特殊象徵與文化重
要性。遺產的詮釋不僅是敘述故事的藝術，更是強調文化遺產真實性與獨特性並
強化其吸引力的影響性媒介（Walsh-Heron & Stevens，轉引自 Prentice, 1993）；作
為呼應，McKercher & du Cros（2010）亦指出遺產本身並沒有多大的意義，除非
其背景或故事能被傳達出來，因此應透過講述故事或詮釋彰顯文化遺產的意義，
或編織故事，為該遺產注入意義使其生動且對於遊客而言具有相關性，並進一步
激發消費者直接傾聽故事的興趣，或教育觀光客應如何解釋及對待資產。有效的
詮釋可以指出特定人事物、建築或節慶的重要性，讓遊客得以學習新知、度過愉
悅的時光。
Tilden（1957/2006）是研究詮釋的先鋒，率先提出詮釋的六大原則：
（一）、詮釋應將一地的特色文化與觀光客的人格特性與經驗結合，引起觀光客
共鳴，進而產生認同或達成教育遊客等目的。
（二）、詮釋應進一步揭露與解釋資訊，而非只是資料或圖表堆疊。
（三）、詮釋是一項或多項的技術及技藝結合，而這些藝術都有某程度的可教授
性，技藝例如良好的溝通能力、人才技能、創造力和想像力都是此項原則
中重要的部分。
（四）、詮釋的首要目標不是單純的操作指南或指示，而是做為激發觀光客正面
的反應，將自己與遺產連結並引發學習動機、了解遺產的媒介，進而加入
保護或推廣遺產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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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詮釋應盡可能地呈現全部、並向全人類呈現，而非只有特定層次對象。
（六）
、針對孩童的詮釋應當重新設計，而非只是將針對成人的詮釋的稀釋版本，
亦即應了解遊客的參訪動機及知識背景，再針對不同類型的遊客設計不同
的詮釋方式。
許多學者延續 Tilden 的原則，拓展文化遺產詮釋相關研究：Ashworth（1994）
指出詮釋遺產最重要的是如何選擇與包裝，透過詮釋的過程將使遺產對當代人有
意義，如同 Mckercher & du Cros（2010）以布拉憲章（The Burra Charter）為例說
明：詮釋一個地方要從人類的使用與經驗觀點切入、詮釋歷史的同時也要考量對
環境的衝擊且詮釋應能與時下事件結合，因為詮釋對於文化遺產來說是動態的變
化，我們應在不同的年代氛圍下尋找文化遺產應有的定位與意義。進一步言，高
品質的詮釋有助於增加遺產的吸引力，或是使遺產相較於其他相似遺產更具競爭
力，且詮釋也是一項有效的管理工具，可幫助文化遺產管理者管理、指引群眾，
以免遊客誤解或不慎破壞文化遺產，藉此保護文化遺產和教育大眾，並提供娛樂
及美好的經驗。
亦有學者提出如下觀點：有效的詮釋應該是：環繞主題組織而成、使遊客易
於找到或建構連結、提供多樣化體驗面向（experiential dimensions）、具備互動性
與多感官性、讓遊客能夠選擇與控制自身體驗、同一議題應能呈現多元觀點、對
於遊客來說應該是舒適的（Floyd, 2002:45, Moscardo & Ballantyne, 2008）
。Timothy
（2011）亦闡述詮釋的重要性：第一是教育性，人們透過觀察、實地動手操作吸
收知識，比單純從書面如課本或報章雜誌觀看有效，也更能對所吸收的知識產生
共鳴。第二是娛樂性，許多遺產管理者發現即使是娛樂性最高的詮釋方式仍帶有
不同程度上的教育價值，且娛樂可以在歷史景點做為一種教育遊客的媒介，｢寓教
於樂｣（edutainment）可以是一種取得和留住遊客注意力的好工具，更可以提供學
生關於藝術與歷史的豐富知識（Floyd, 2002），因此提供良好詮釋的文化遺產有機
會與學術機構訂立雙方互利的合作關係，且 Urry（2002/2007）亦曾指出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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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越來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第三，有效的詮釋可以強調遺產或景點的重要
性進而達到保護或維護的目的。第四，詮釋能協助管理者進行群眾管理，因為透
過詮釋可以引導遊客前往較高容納程度、較有彈性的景點，進而保護較脆弱的部
分遺產，或使遊客因了解景點或遺產受限制的理由而更能認同遺產或景點。簡言
之，詮釋系統可以協助遊客塑造合乎己身興趣的參訪體驗，也可以作為管理者鼓
勵遊客選擇或不選擇參訪文化遺產某些區域。 第五，詮釋可以是收益賺取者
（income earner），因為詮釋做為一種目的地的吸引力、使景點具高知名度營造高
品質體驗會吸引遊客一再前來或是久留於景點，這代表著遊客也會願意花更多的
時間與金錢在食宿、或是在附近商店消費，對當地經濟和商業發展有良好的影響。
Ivanovic
（2008）認為全面且大規模的展示與詮釋有助於延長遊客停留的時間，
其他學者（Patterson & Bitgood, 1988; Floyd, 2002; Dong, Xu & Wu, 2006; Ivanovic,
2008; McKercher & du Cros, 2010）亦提出如何使用現代性的詮釋工具與詮釋方法
以幫助遊客加深對遺產的了解、破除過去的成見，筆者整理如下：例如設立遊客
服務中心整合各種詮釋方式且讓遊客有一致且穩定的資訊來源；導遊可以提供實
用的資訊給觀光客並適時解答遊客疑問；穿著特定服飾、扮裝的演員可能重新詮
釋特定人物，演繹當時人們的生活作息或工作環境，亦可以與遊客互動、解答遊
客的疑問；服務員則通常是定點站立提供解說、協助導覽；書面印刷物品與招牌
指示是詮釋最常使用的方式，例如導覽手冊、海報、展示牌等印刷品，以文字呈
現所要傳遞給觀光客的訊息：可實際操作之展示能夠吸引遊客注意力，透過實際
操作或是親手觸摸更加了解展示品，藉由有形的體驗提供資訊並使遊客印象深刻；
個人語音導覽則能依個人需求重複播放相關資訊；高科技設備如互動電腦展示、
音響設施及影片撥放詮釋資訊、多媒體展演等設備能提供虛擬實境、即時資訊傳
播與個人化搜尋資訊功能，讓遊客能主動控制所得體驗以獲得更高的滿足感；此
外，若能提供給遊客另類的詮釋體驗，例如擔任志工的機會，可以引發遊客自主
學習的欲望；結合 GPS、google map 和社群網站的資訊散播、照片上載及經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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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成為遊客獨特的詮釋方式，也讓潛在遊客可以欣賞、引發前來的動機，並協助
他們規畫旅程。且為了因應遊客多元化，詮釋也應隨之應變，例如提供多國語言
導覽、使用中性字句避免歧視問題、詮釋方式對於注意遊客及員工而言安全、實
際且便利，並透過妥善規劃使詮是協助遊客的體驗能極大化、讓遊客能依自己的
步調探索或進行體驗等等。
綜觀上述理論，可以發現對於文化遺產進行適當詮釋是讓遊客易於親近文化
遺產的第一步，且文化遺產可依循以下三大方向檢視詮釋的方式：
（一）
、因為文化遺產有其特殊的意義與象徵，決定詮釋方式前應先透過歷史回顧
進行資料的蒐集與佐證，為文化遺產量身打造其獨特的故事敘述；
（二）
、觀察遊客的年齡、知識背景、對於文化遺產的了解程度，設計不同的詮釋
方式，提供遊客自主學習的機會，使詮釋方式對於不同類型的遊客都能達
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三）
、提供多元的詮釋方式，結合文化遺產本身展示、文字告示解說、演員、專
業導覽人員的參與、多媒體展演設備的協助以及網際網路的便利性，讓詮
釋方式活潑且具吸引力。

二、體驗型塑
「體驗」於觀光領域中是值得探討的重要面向，在 21 世紀觀光領域所提供之
商品與服務的生產與消費面向中，｢體驗經濟｣扮演重要角色（Ivanovic, 2008;
Weiermair, 2004）。換言之，若文化遺產能夠提供多樣化的體驗，且對於遊客而言
生動且具有娛樂性，即能使觀光客久留，也能直接或間接的創造學習的機會，並
增加觀光客在更深層次消費資產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文化遺產若能提供給觀光
客以個人意義使用，使體驗具有可參與性，將能提升遊客的體驗品質，意即應將
文化遺產與消費該遺產景點者相互連結，展示資產的方式應與觀光客的知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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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框架相互呼應以使文化遺產與觀光客具有相關性（Mckercher & du Cros, 2010）。
檢視學者 Pine & Gillmore（1999）提出的｢體驗經濟｣（Experimental Economy），
其概念認為：相較於商品或服務，溶入格調或劇場氛圍的｢體驗｣是難忘的，當顧
客購買體驗的同時也在享受企業提供的一系列值得記憶的事件，而且消費者通常
願意付出相較於購買普通商品更多的時間與金錢享受體驗，因此以提供體驗作為
競爭利基是良好的策略。體驗的面向相當多元，例如融入視覺、聽覺、味覺、嗅
覺與觸覺等刺激感官的表演、活動或作品，提供無與倫比的體驗；或是企業為了
吸引消費者而與其建立個人化、值得記憶的聯繫，這都是體驗的展現。考量如何
使體驗豐富時，Pine & Gillmore（1999）提出體驗領域模型（如圖 2-3）：

圖 2-3：體驗領域模型圖
吸收
教育

娛樂
甜蜜點

被動
審美

主動
逃離

沉浸

（資料來源：Pine & Gilmore, 1999）

此模型以參與程度（主動 Active／被動 Passive）為橫軸，消費者與體驗的聯
繫類型（吸收 Absorption／沉浸 Immersion）為縱軸，可以區分出四 E 領域：娛樂
（Entertainment）、教育（Educational）、逃離現實（Escapist）和審美（Esthetic），
四個面向相互兼容，形成獨特的情境：娛樂是最普遍且最易於親近的體驗，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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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愉悅的感受，體驗提供者須思考如何使體驗有趣且令人欣賞；教育體驗中客體
（消費者／學生）吸收知識，強調客體的參與性，體驗提供者要思考希望讓消費
者學習到何種知識，以及如何設計有趣的活動讓消費者樂於學習，作為呼應，許
多文化遺產景點已將自身角色從單純展示歷史軌跡轉為提供教育的場所（Bonn et
al., 2007）；逃離現實體驗所要求的環境通常是主題公園、虛擬實境或帶有科幻、
冒險的氛圍等等，逃避者是參與其中的演員，藉由逃避現實的體驗暫時拋開單調、
忙碌的生活；審美體驗的參與者則通常會沉浸、欣賞周遭自然或是人工營造的環
境，因此體驗提供者所做的應當是將消費者與其體驗環境相互連結，並考量色彩、
設計、燈光、聲音、內部構造、情感連結等細節創造出舒適自在的氛圍、甚或是
神秘感引發遊客探究的渴望，藉由獨特的體驗和瞬間的感知，營造審美體驗的真
實感，並創造出理想的氛圍與實體環境，提供遊客理想的體驗（Bonn et al., 2007）
Urry（2002/2007）亦曾以服務業為例強調無形氛圍的重要性，如服務提供者應注
意｢情緒加工」（emotional work）此一旨在強調建立與顧客的真實情感連結的服務
內容，或是透過情境（如提供體驗時的實體環境等面向）的營造讓顧客留下舒適
的印象。
此模型也應運用在觀光領域所提供給遊客的體驗中，目的地是舞台，參與其
中的觀光相關產業或工作人員即是舞台上的演出者（Weiermair, 2004），展示體驗
時不僅要娛樂遊客，還要讓他們參與其中、甚至從遊客身上吸收學習新知（Hjalager,
2002）
，因此互動的環境與現場相當重要，且四個體驗領域可能互相結合，但最為
豐富的體驗即是四種領域結合而成的｢甜蜜點」
（sweet spot）
，若文化遺產管理者能
夠提供接近甜蜜點的體驗模式，越有機會使消費者滿意、甚至創造需求，一旦顧
客獲得良好的體驗，通常會對文化遺產觀光產品或景點有較高的評價，也願意再
度造訪並推薦給潛在顧客（Bonn et al., 2007）。
承接詮釋理論所述，Pine & Gillmore（1999）認為有鮮明主題（theme）的體
驗能讓人印象深刻，藉由多景點布局強化主題、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感受，使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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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空間、時間和事物產生正面的印象；同理，賦予文化遺產適當主題也能夠加強
其在觀光中的獨特性以便和其他文化遺產進行區分，不論是有形的文化遺產或無
形文化遺產皆適用。主題化的分類之一是歷史類，在本土化意識下可喚起消費者
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的認識，學者謝其淼（1995）認為此類主題化設施若能
配合當地的古蹟或依原樣復舊，配合詳細的歷史及掌故解說、展現某一斷代史的
風貌將能帶給遊客鮮明的記憶，這類主題設施不宜有太多的人工設施，如東京北
郊的江戶村，不僅賣店服務人員均著江戶時代服飾，連供應的餐點都依古法烹調
包裝，此一例證指出體驗提供者若採取｢自己的業務就是舞台｣的宣稱方式，即有
可能透過戲劇的方式改善操作模式，即使是最一般性的活動也可以使客戶獲得難
以忘懷的記憶；若所有員工都依循體驗的主題進行產品或體驗的提供方式，所能
提供的體驗自然也能令客戶印象深刻。
有了明確主題後，則應依循主題進一步規劃體驗活動的內容，需注意的是，
現代的遊客對於文化遺產也抱著對於主題公園的期待--不僅是可控制、標準化且衛
生的環境--帶有更多的娛樂性，而非僅是枯燥的教育內容灌輸（Ivanovic, 2008），
因此帶有娛樂性與興奮感（excitement）的體驗對於遊客而言將比單純的有形商品
更為重要（Liu, 2005）
。Urry（2002/2007）曾指出觀光旅遊是一種蒐集符號的過程，
且觀光客對於任何作為符號的事物皆感興趣，若如 Pine & Gillmore（1999）建議體
驗提供者可以給予人們選擇｢紀念品｣的機會，例如門票的票根或是將遊玩中接觸
過的物件、符號象徵做成紀念品成為體驗的副產品等等，將有機會使遊客將體驗
的記憶長存心中，並以紀念品代表體驗的社會化，人們更有機會透過它把體驗與
他人分享、甚至吸引潛在的顧客。
綜觀上述理論，文化遺產管理者於設計、創造體驗活動時應注意下列三點：
（一）
、打造舒適的環境與氛圍，結合感官與感性的刺激提供多元體驗活動，吸引
遊客並與其建立個人化、值得記憶的聯繫。
（二）、依循明確主題建立體驗活動，檢視體驗活動模式四 E 領域：娛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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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現實和審美，尋求此四面向相互兼容，形成獨特且豐富的體驗情境。
（三）
、確定員工亦依循主題扮演適當角色且配合協助體驗活動，並提供紀念品供
遊客選擇使其對於體驗的記憶得以延續。

三、真實性
真實性是遺產觀光重要的元素，自 1964 年的｢威尼斯憲章｣（The Venice Charter）
提出真實性（authenticity）的概念以及 1972 年通過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
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將文化
遺產定義為歷史遺跡、建築群或是考古地點，且頒布｢世界遺產｣認定突顯價值後
引起對於文化遺產與真實性的討論熱潮，起始於 1980 至 1990 年代並延續至今日
（文芸&傅朝卿，2011）。其中 1994 年的奈良真實性會議（Nara Conference on
Authenticity）擴展真實性的定義，認為所有的文化遺產價值都應考量其特殊的文
化背景，許多資源都是真實性的認證，例如文化遺產本身的特性以及經過時間發
展出的獨特性，且應考量到其所處的文化背景做為價值評斷的基準。除此之外，
根據奈良文件第十三條顯示，｢真實性的評斷標準可能與文化遺產的形式、設計、
材料、使用功能、傳統與技術、地點與位置、展現之精神以及其他內部或外部因
素有關，因此，檢視文化遺產真實性時，也應一併考慮到其美學、歷史性、社會
性等不同面向，且應並重可見的形式與不可見的精神意義」（Article 13, Nara
Document，轉引自 Ivanovic, 2008）。
文化遺產與真實性的連結自此由客體真實性拓展至建構主義真實性與強調個
人主觀感知的存在主義真實性，如 Jamal & Hill（2002）提出以下看法：客體真實
性與文化的有形元素如歷史景點、藝術品有關；建構性真實與舞台化（staged）事
件、人造文化景點有關；個人真實則與回應景點藉由詮釋所展現特性的主觀感知、
旅行時情緒與心理上的體驗以及尋求深層意義和認同有關。因此，以往不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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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客體真實的人造文化景點也開始被納入真實性議題的討論範圍中。主題公園
是具有目的性且透過人為建造而出的文化景點代表，其帶來可觀遊客造訪量的成
功因素值得做為文化景點學習的重要對象，以創造更具娛樂性、吸引力和促進文
化遺產詮釋的發展。主題公園發展自特殊主題，如歷史、冒險、幻想及未來感等
等，或是結合多樣主題於一體，於乾淨且受控制的環境下提供刺激的體驗、表演，
或是購物中心、餐廳等服務設施，如 1955 年開張的加州迪士尼樂園（Disneyland in
California）顛覆以往歐洲的小型娛樂公園、馬戲團的傳統營運方式，做為美國文
化的鏡射，帶給消費者如夢一般的體驗。主題公園的概念現在已做為文化產品發
展的指標，力求提供給消費者便於使用，且能在控制、可預期的環境下體驗，且
常會伴隨空間曲解（falsification of space）的現象。而文化｢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
在文化觀光中的表現也相當多元，不論是為真實性文化景點加入主題元素、本土
文化的商品化、舞台化真實性或是滿足遊客立即性的需求等，都可以發現主題公
園概念的延伸（Ivanovic, 2008）
。若主題設施屬於非日常空間、帶有虛構色彩且缺
乏可供展出或令遊客得以接觸之具有客體真實性的實品時，可以以不同方式創造
具有真品感覺的物件或高度迫真的臨場感，演繹手法通常包含：重現環境（將原
件分解再構成或以原尺寸復建)、提供可感知的展示資訊（以傳播實物的吸引力為
主軸而做出各種組合的手法，例如複製真品以供更多遊客欣賞）
、多媒體影像播放、
增加讓遊客參與的機會（如自行操作提高成就感或參與演出）等等（謝其淼，
1995）。
在文化觀光中，真實性對於供給面及需求面雙方而言都相當重要，具有｢對於
一人而言完全虛假的事物可能對另一人而言卻是有意義的體驗｣的特性（Getz, 轉
引自 Smith, 2003）
。對於供給面而言，一方面要維持真實性及獨特品質做為目的地
吸引力核心，面對觀光需求時又需要將文化遺產商品化以便於消費者使用，能否
帶給遊客真實性的感受成為供給面的一大挑戰；在需求面，因為大部分的觀光客
都受過良好的教育，突出的品質與真實性才能讓他們有滿足的體驗（Mckerc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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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Cros, 2010）
，而在後現代主義影響下，出現｢比真實事物還要真實｣的｢超真實體
驗｣（hyper-real experience），消費者可能認為在媒體或電視上被推廣的、具備｢超
真實｣外觀的目的地可能比真實體驗還具有真實性。許多人工製造的景點、舞台化
｢假事件｣（pseudo-events）的發展也彰顯消費者對於｢真實性｣認知的變化，體驗或
經驗的真實性已轉換為針對個人感知的概念，與客體上真實、具備獨特品質且真
實存在的地點的連結日趨薄弱（Ivanovic, 2008）
。有學者認為，人們旅遊是為了尋
找實際存在地點的真實性體驗（MacCannell, 1976）
；有些學者則認為觀光客並非尋
找真實的體驗（Herbert, 1995; Moscardo, 2000），且觀光客有能力分辨遺產為真實
或人造加工（Urry,1995）
；有些學者則認為，相較於尋求真實（reality）
，大部分的
觀光客更希望能得到愉悅、娛樂性質或可供回憶的假日體驗（Halewood & Hannam,
2001; Moscardo, 2000）。
事實上，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前往文化遺產所在地進行觀光的遊客，都渴望
能有｢真實性的震撼｣ （authentic encounters），或至少能對真實性有所感知，將能
為訪客體驗創造更大的滿足感（Moscardo & Pearce, 1986）
。相對的真實性（Relative
authenticity）則著眼於｢人｣，即對於不同人來說真實性的覺察可能不同，遊客所追
求的並不是科學上精確的歷史證據，遊客參觀歷史景點尋找的是一種經驗，是建
構在有形歷史景點上的新的真實，這就是遺產經驗的本質，亦即遊客尋找的是主
觀上的真實。基於遊客於進行文化觀光時可能接觸文化遺產、藝術、文創產業、
目的地的生活風格，遊客所感知的真實性被多項體驗元素影響，使真實性呈現出
遊客的主觀感知集合，這也說明了真實性的來源並非僅來自文化遺產或物體本身，
也來自觀光客背景及文化遺產透過展示所提供的訊息的結合 （Burnett, 2001;
Herbert, 1995; Ivanovic, 2008; Moscardo, 2000; Timothy & Prideaux, 2004; Wall &
Xie, 2005）。再加上真實性並無一個明確的定義或標準，也難以透過數據衡量，且
以往的文化遺產可能只著重在王室或貴族的生活軌跡，歷史上也較無平民百姓、
農村生活的描寫，甚至因為政府的政策或利益團體的刻意營造，僅顯示出｢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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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或｢美化過的真實｣，對於某些人來說部分的真實性已然足夠，有些期望獲得
深度體驗的觀光客則不因此滿足，甚至覺得被欺騙而降低再次造訪的意願。但即
使是神話，若在文化上達成了共識，對於人們而言也可能是真實（Hewison,1989）。
真實性議題在此擬整理 Wang（1999）之意見做為結語：從 MacCannell（1973,
1976 ） 提 出 真 實 性 概 念 以 來 ， 真 實 性 議 題 已 從 最 初 強 調 起 源 的 客 體 真 實 性
（objectivism authenticity），延伸出透過解說媒體及投射個人信念、既有文化、期
待、偏好等個人詮釋的建構主義真實性（constructivism authenticity）和突破物件關
連性（object-related）限制的存在主義真實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而關於存
在主義真實性、重視個人感覺的概念值得探討，真實性不再僅是黑與白的絕對區
分，而是涵蓋更廣的光譜、模糊的色彩，被專家們評斷為不真實或舞台性真實對
於遊客們來說卻具有經驗上的真實性（experience authenticity）
，由此可知真實性的
研究焦點已逐漸遊客體轉移至主體，即遊客主觀感知之探討。依上述理論整理關
於真實性議題應檢視的方向：
（一）
、檢視文化遺產真實性時，一併考慮到其美學、歷史性、社會性與遊客類型
等不同面向，及可見的形式與不可見的精神意義，依此決定呈現予遊客的
真實性面向。
（二）
、真實性依客觀及主觀覺察分為三類：客觀主義真實性、建構主義真實性與
存在主義真實性，管理者應使文化遺產至少具有其中一種真實性，或使其
同時於同一環境下存在。
（三）
、演繹真實性的方式如：重現環境、提供可感知的展示資訊、多媒體影像播
放、增加遊客參與機會、展現當地藝術、文化、歷史、生活風格，豐富遊
客所感知的真實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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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化遺產競爭性優勢
一、商品化與行銷
要將文化遺產開發為便於觀光客消費的事物，通常須將資產進行某種程度的
修改、商品化和標準化，揭露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與真實性意義，如此能使抽象
的體驗變的具體化，並打造獨特的地方感（Ivanovic, 2008）
。需要進行修改、商品
化與標準化的原因是觀光客前往一個陌生的地方，體驗脫離常規、有別於正常生
活的改變，他們的行為可能會與平常顯著不同，且有著異於久居者的感知與使用
目的地的方式，觀光客對於這種改變所感受的陌生程度不同，會令他們自身的體
驗與對目的地的帶來的影響有所差異。因此觀光產品開發過程中的重要工作就是
降低陌生度，例如 Hughes（1998）發現觀光和藝術界都為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增
強產品對消費者的有效意涵，而對產品實施標準化；陌生度降低帶給觀光客的好
處是風險降低、快樂增強、體驗確定性提高、能更將以往的經驗置於環境中，使
消費者對所消費的產品產生信心，遺產管理者也可藉此提高體驗的消費價格，並
利用此經費對文化遺產做更好的經營或保存，降低陌生度的方法如：擺設方向箭
頭或標示符號引導觀光客、提供多國語言介紹導覽、配有導遊的套裝旅遊行程等
等（McKercher & du Cros, 2010)，亦即景點所處的地點、位置、交通方式與語言、
展示方式等，都須經過縝密規劃以提高地理上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同時提高
易於消費體驗的可及性。
學者 Likcorish & Jenkins（1997）認為觀光商品由目的地與滿足感構成：目的
地意指服務、舒適的環境、公共建設、食宿和景點的結合；滿足感則立基於遊客
想要進行消費特定產品（如休閒、文化、文化遺產、冒險等等）的動機，於此角
度觀察，對遊客而言觀光商品是一種令人滿意的體驗。做為呼應，學者 Prideaux
（2003）認為｢將具有潛力的地點轉為具備吸引力景點的過程即是觀光將資源轉化
為商品獨特能力，且觀光商品的複雜性和獨特性都有別於其他消費性商品｣，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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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食宿及景點的可及性，還結合友善程度、目的地活動、目的地管理、服務
以及其它能增進商品附加價值的文化體驗；簡言之，觀光商品就是創造體驗的特
定的空間與地點，且能滿足遊客對學習或新奇體驗的消費需求，若具備便利的可
及性，還能夠提高遊客｢不經意造訪｣（accidental visits）的機會（Ivanovic, 2008）。
McKercher & du Cros（2010）進一步說明開發文化觀光商品前應檢視觀光商品的
三個層次，其一為核心層次，描述商品消費所帶來的核心利益，說明能滿足消費
者何種需求或帶來何種利益（娛樂、緬懷歷史、學習新知等等）
，例如透過文化遺
產張顯歷史的再現提供學習的媒介等等，以確立市場獨特定位；其二是有形層次，
作為核心層次的外觀與滿足需求的手段，提供人們所購買的實質商品、服務或體
驗如參觀的文化遺產、造訪的博物館或出席的節慶活動等等；其三則是附加層次，
意即為有形商品增添附加價值，將需求滿足最大化，例如提供接駁車服務、紀念
品贈送；如同歐洲旅遊委員會（ETC）與 UNWTO 研究指出，在文化觀光中遊客
消費的雖是有形的遺產（如：歷史建築、可見的藝術、文學或是表演）本身，但
其且藉由此類文化體驗消費得到的利益與滿足往往是無形的。Mckercher, Ho & du
Cros（2004）更進一步分析，觀光商品應兼具獨特性與相關性（relevant）
，因為遊
客進行觀光消費的最大動機雖來自體驗文化差異性，所能忍受的｢他性｣（otherness）
卻有其限度，因而會在過程中尋求與己身參考框架或經歷相符的體驗；除此之外，
文化遺產景點還需要積極提供不同的觀光商品，透過觀察商品的生命循環周期與
推陳出新，提高遊客的再訪率，例如博物館與藝廊會定期更換展覽品以吸引遊客
一再前來；而一個產品若同時提供多種體驗，或是具備感性、稀有或排他性特徵，
也能夠提升產品的價值。
除了將單一文化遺產商品化，透過商品組合（bundling），不同觀光商品更能
加強遊客的體驗、並為目的地塑造獨一無二的形象，例如組合具有類似特性的景
點，透過群聚效應成為一級景點或是突顯歷史重要性及真實性（Ivanovic, 2008），
透過商品組合或是開發線型遊覽路線，將相似主題的產品或體驗組合起來，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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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於使用的產品集群、類似｢套裝行程｣的策略鼓勵觀光客全面遊覽目的地，不僅
幫助觀光客建立對目的地意識，也促進經濟效益的廣泛分布（McKercher & du Cros,
2010）
。基於遊客希望將拜訪景點時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比起投注大量時間造訪偏
遠、規模較小的景點，遊客更傾向選擇最具知名度或可及性高的景點的特性觀察，
一個整體規劃的包裝有助於觀光客一次觀光就能夠得到｢見廣識多｣、｢質量均衡｣
的收獲（張淑英，2014）
，且統合鄰近觀光資源成為一種區域性的觀光商品將有助
於觀光客的可及性，例如文化遺產或主題公園能與其他不同性質的自然風景區、
史蹟、建築或慶典活動連成一條觀光路線或形成觀光圈，將可帶動相互的業績成
長，就手段而言則仰賴周邊的交通系統、大眾運輸工具、住宿、餐飲及資訊業提
供完善的服務（謝其淼，1995）。
有鑑於最受歡迎的景點不見得最具備文化上的重要性，而是最有給與遊客期
待並引起遊客興趣、甚至是傳遞訊息給國際遊客的能力，可知透過正確的行銷方
式讓文化遺產具有特殊魅力，是吸引遊客前來消費文化商品重要途徑。行銷理論
把產品定義為｢引起關注、購買、使用或消費，從而能滿足某種需求而可提供給市
場的任何物品｣ （Kotler &Turner, 1989），亦即人們購買產品是為了取得產品所帶
來的益處；行銷注重提供產品和服務以實現人們的基本需求和渴望，最好還能為
顧客創造價值進而建立顧客忠誠度。而文化遺產做為可消費產品時，應先考量是
否符合市場及消費者的需求。遺產觀光通常是目的地行銷，其中一個重要的行銷
觀念是根據地方特色，並結合基礎建設、服務品質、產品組合、政策等建造地區
品牌，使景點在消費者心中變得特別。許多地方常用遺產本身（例如 UNESCO 認
定之世界遺產）做為產品象徵，或者特別強調當地文化遺產元素（McKercher & du
Cros, 2010）
。為了向廣域商圈集客，擬定行銷策略時必須編列大眾廣告的預算，依
據季節、配合設施或節目的企劃案等豐富宣傳計劃，常見的方式有電視廣告、網
路廣告、廣播、報紙廣告、旅遊說明手冊及宣傳單、公車廣告、路邊招牌看板、
人潮聚集地的（如車站）的廣告等等（謝其淼，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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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最直接的好處是可以為景點或遺產帶來資金，除此之外，行銷的優點還
包含：喚起大眾對特定議題的注意，引起社群的自覺及對自身文化的驕傲；或是
矯正錯誤的觀念或成見。而因為每個景點有其不同特色，行銷應為文化遺產量身
打造，且與行銷夥伴（如：航空公司、飯店系統、汽車租賃公司、旅行社等等）
（Weiermair, 2004）密切合作。如何用最低成本得到最大效益是行銷關切的議題，
例如利用高品質體驗創造好口碑，讓觀光客推薦景點給其他人，或利用網路的無
遠弗屆，甚至只是路旁的道路標示都有可能吸引原先有其他目的地的觀光客接近
景點或遺產。最好的遺產觀光合作模型應是民主且具有永續性的，不同部門的合
作可以使行銷計劃更加完善，如政府、地主、管理人、利害關係人等，都應具備
適當權力使文化遺產觀光能有良好發展；即使是當地弱勢團體都應能從文化遺產
觀光中得到利益，而不是僅承受其帶來之不便或負擔。透過策略性、以行銷為基
礎的發展能帶來的最大經濟效益在於使目的地有了明確的辨識度，並說服遊客目
的地是一個必看的景點、有獨特的產品可供消費（Robertson & Wardrop, 2004）
，此
外，產品行銷也能夠幫助形塑遊客的體驗，促進地方觀光發展（Buhalis, 2000;
Godfrey & Clark, 2000）。
經由上述理論整理，可以看出管理者對於文化遺產進行商品化與行銷時可注
意下列事項：
（一）
、考量文化遺產特色與固有元素後將之進行某程度的修改，揭露文化遺產的
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確立文化觀光商品的三個層次：核心層次、有形層
次、附加層次；藉由明確、獨特的文化觀光商品特色與其他競爭者區分，
創造市場價值。
（二）
、整合鄰近資源，與同一區域中相似的文化遺產觀光商品合作，成為產品組
合，例如開發套裝行程或是開闢觀光區，提供遊客多樣化的選擇。
（三）
、檢視目前行銷手段與行銷夥伴的合作關係是否能令遊客期待並引起遊客興
趣、甚至是傳遞訊息給國際遊客，開拓市場中不同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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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與意象
延續行銷的成功因素探討，一地的品牌意象是成功行銷的重要關鍵，透過差
異化的方式從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若能夠彰顯獨特性並呼應遊客的情感認知，
就有機會型塑具競爭力的特殊景點（Bonn et al., 2007；Leisen, 2001）
。品牌（brand）
與意象（image）的建立可以創造文化觀光的創新亮點，以品質保證為訴求的品牌
規章、認證成為近年來發展文化觀光的要點。品牌意象在傳統企業中一般習以為
常，是一項不可或缺的企業標誌，近年來各國也紛紛將觀光品牌化、意象化，一
地的品牌化已是廣泛的現象，若目的地具有彰顯長期政治或社會歷史發展的文化
遺產，在打造強而有力的正面意象上更是具有優勢。若能創造正面品牌意象，對
於遊客選擇和決定造訪目的地更是具有正面的影響力，亦有機會使目的地的就業
率提高、促進經濟發展（張淑英，2014；Gras, 2009；Hankinson, 2004）
。品牌與意
象具相關性，彼此是相互連結的概念（Garcia et al., 2012）
，首先以品牌角度觀察：
品牌化文化遺產或文化景點可以提倡其歷史重要性、強調文化遺產於現今日常生
活中扮演的腳色、或是可以被功能性使用的方式，並透過收集地標及地方象徵的
方 式 賦 予 文 化 遺 產 、 甚 或 是 遺 產 所 在 地 可 被 感 知 的 顯 著 特 性 （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以呼應遊客需求作為發展地方品牌的重點。因此品牌化是目的地
行銷的一種作法，也是意象塑造的基礎；換言之，透過強調與其他目的地的差異
性或強調特定的文化體驗，品牌化的文化遺產與文化遺產所在地不僅令遊客易於
辨識並具有熟悉感，更有機會被定位在更高的層級進而創造成功的文化觀光
（Ashton, 2014；Ivanovic, 2008）。Urry（2002/2007）曾指出人們嚮往旅遊經驗，
且會格外注意目的的之服務品質，若目的地品牌能夠聚集許多資訊，塑造遊客消
費前的認知與期待，且遊客會依照目的地品牌意象｢想像」（envision）自身在目的
地所能體驗的事物（Leisen, 2001）
，亦為其決定是否前往該目的地或消費的影響性
因素，良好的品牌意象也能夠降低遊客搜尋資訊的成本與時間，使遊客相信該目
的地是風險性低的正確選擇，進而信任目的地的品質，一旦其對遊客而言具有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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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甚至透過品牌與遊客建立良好關係創造遊客對於品牌的忠誠度，目的地就
具有市場上的競爭優勢（Ashton, 2014；Bonn et al., 2007）。
接著以意象角度觀察：Gunn（1997）認為目的地意象是連續性、經過長時間
發展的整體集合，呈現出人們從報紙、廣播、電視新聞、紀錄片、期刊、戲劇、
小說、非小說書籍、甚至是地理或歷史課中獲得的資訊，整合成對目的地的整體
感知，意即目的地意象會引發遊客的情緒、思想及應對的態度；作為呼應，Urry
（2002/2007）也指出人們對一地有所期盼而關注之，且此類期待往往建立在電影、
電視、文學、雜誌、錄音帶及錄影帶等強化人們觀光凝視的媒介上，因此管理者
須力求目的地形象能夠傳遞清晰的訊息給遊客（Hankinson, 2001）。城市或地區表
現出的意象除了立基於實體的文化遺產，也發展自一系列環繞遺產創造出的體驗，
影響意象的因素還包含｢生活文化｣（living culture）與當地的氛圍；良好的目的地
的意象不僅提高目的地的辨識度，更代表品質保證，如學者 Morgan 所言：｢一個
特色產品和附加價值的獨特組合｣，此處附加價值則由｢優良的品牌印象｣所產生，
例如吸引私人投資等等（Morgan et al., 2002:12）
。目的地意象不僅會影響遊客對於
旅遊目的地的選擇，更會影響遊客在目的地的行為表現，且目的地形象與遊客的
期望若能相符，就能提升遊客對於目的地的好感（Etchner & Ritchie, 1991；Sirgy &
Su, 2000；Stabler, 1988），因此一地所塑造出的意象相當重要，需重視當地經詮釋
過後所產生的意象以及此意象如何被遊客所理解、或經過媒體後產生何種改變。
由此可知，透過品牌化進行意象的塑造成為創造文化觀光必須實踐的課題，管理
者應當徹底釐清個人與組織對於品牌意象的瞭解，積極利用資源創造適當的品牌
意象以強化目的地吸引力，並透過目的地品牌彰顯出具有其他附加價值的「既有
趣又有吸引力」的「商品」樣貌（Fernández et al, 2013）。
接著進一步解析塑造品牌意象的因素與方式：Hankinson（2004）認為創造目
的地品牌意象的作法除了編列預算於廣告宣傳目的地外，還可以透過維持公共關
係、與媒體和教育系統緊密連結等達到提升意象的目的，並兼顧目的地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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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環境以及所提供的活動、設施、氣氛、可及性、國際聲譽等因素。Ashton（2014）
則認為品牌應該基於能夠代表當地獨特的名稱、象徵作為起點開始發展，並與當
地地理景點、當地獨特產品、地方特性以及當地特有的節慶與活動（event）緊密
連結，並輔以視覺上或字面上（visual/verbal）獨特名稱（可以來自：地名、當地
傳統與文化特色）與商標（logo）強化辨認程度，讓遊客認為此地獨特的產品、服
務與附加價值最貼近自己的需求（Hankinson, 2001）。因遊客在旅程中傾向尋求差
異性與他性，強化目的地獨特性是塑造品牌意象的方法之一，透過凝聚獨特的目
的地意識如：歡樂的假期、保護歷史與文化遺產、呈現過往歷史與現代的互動、
藝術與教育的推廣，以及結合實際提供的體驗與設施如：舒適的居住環境、當地
美食品嘗、特殊地景遊覽、參與傳統節慶與活動、當地居民友善的態度、獨特的
生活方式與氛圍等等，使品牌意象鮮明易懂以喚起遊客的注意力與情感反應，並
於遊客結束旅程後成為其一生難忘的回憶。其中當地特有的節慶與活動通常亦能
夠吸引大眾媒體或管理高層的關注，進而達到宣傳目的地與塑造品牌意象的效用
（Ashton, 2014）
；但是管理者須注意，發展品牌時應避免落入模仿成功案例的窠臼，
例如一味追求如古根漢（Guggenheim）等著名地標建設或是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節慶的舉辦，卻忽略自身的特性、資源與適應性，造成雖能在
短期內具有高知名度、卻難以持久的現象（Richards & Wilson, 2006）
；同樣的，意
象並不會因為短期、一次性的奇觀就被扭轉，而是仰賴策略性發展出長期、系統
化的塑造，才能真正為目的地帶來持久的良好形象並持續的吸引遊客前來
（Robertson & Wardrop, 2004）。
依循上述理論，清楚揭示文化觀光目的地發展品牌與意象的重要性，且可依
下述方式進行品牌與意象的發展：
（一）
、決定目的地意識，確立品牌與意象想傳遞給遊客的訊息類型，並且決定目
的地產品特質以及相關的遊客便利設施，讓遊客瞭解目的地整體、全面的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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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一步釐清品牌與意象所包含的心理與功能層面，彰顯管理者的理念與承
諾，如帶給遊客豐富的體驗與充滿情感的記憶，令遊客即使結束旅程也能
印象深刻、甚至樂於推薦目的地。
（三）
、使品牌意象具有市場競爭性，透過細節的完備吸引媒體關注，如適當的名
稱與商標設計、當地特有的文化觀光產品、友善的氛圍等等。

三、創意與創新
隨著全球化與各處象徵符號的湧現與相互競爭，僅提供單純的服務或商品已
經無法再令遊客感到驚奇，面對系列化複製（serial reproduction）使文化景點與文
化觀光產品漸趨相似、失去獨特性的同質化（homogenized）現象，管理者們可以
藉由文化部門與觀光部門的合作，添入｢創意」
（creativity）與｢創新」
（innovation）
元素，以增進己身獨特性和文化產品之附加價值與多元性。以創意作為創造嶄新
文化形式的過程，能夠協助創新文化產品，也能夠帶動文化經濟的繁榮，並於激
勵遊客主動參與的同時也促進將當地智識與文化轉化為當地特有的智慧財產，可
作為增進目的地獨特性的方式（Pine & Gilmore, 1999；Richards & Wilson, 2006）。
增添創意元素，意指在現存的文化產品添加｢新」的元素藉以創新（Richards &
Wilson, 2006）
，如 Taylor（1988）曾引述 Rhodes（1960）所提出之創意產品（creative
product）概念，指出創意產品能增加觀光吸引力；延續此一脈絡，Weiermair（2004）
認為觀光產業未來面對的挑戰即是需透過產品、行銷策略的創新或提供多元化的
觀光體驗以滿足越來越要求品質以及擁有更多選擇權力的遊客；意即在觀光領域
中，唯有持續創新與進行產品發展及差異化、減少產品運送與銷售成本以及建構
獨特銷售策略（如：提供線上訂購服務）以開拓新市場，才能在已漸趨成熟的觀
光市場中保有吸引力，且隨著觀光體驗的個人化，觀光產業越加重視資訊和關係
的連結，為了建立與遊客溝通的橋樑、了解遊客的渴望，就必須隨時更新資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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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系統，分析遊客的需求以及向遊客釋出最新的產品與服務消息，不僅要兼顧
遊客及員工的滿意度，還要創造需求。作為呼應，Richards & Wilson（2006）認為
不只是文化產品需添入創意，更應該將創意的運用拓展至生產與消費過程，藉由
將目的地固有資源（如：文化遺產）添入創意元素，讓傳統的文化觀光可以發展
為提供給遊客創造性體驗的創意觀光：在生產面，因為激烈的競爭使觀光領域的
供給者須以發展體驗的手段為其提供的服務增加價值以吸引消費者，例如創造體
驗環境、用體驗重新包裝遊客服務等等，當主題化及舞台化體驗的發展越趨明顯，
象徵性製造（Lash & Urry, 1994）和創意產業的角色在觀光的象徵性內容而言也更
加明確，觀光也成為文化或象徵經濟的一環。群聚許多創意活動的創意生產過程
可以吸引更多文化相關部門的企業與個人參與，對於當地經濟、美學價值帶來更
好的加乘效果，並顯示出目的地具有充沛的活力與適應能力以應對多變且不確定
的未來；在消費面，起因於現代遊客的消費趨勢顯示對現有消費模式的不滿足、
工作和休閒間界線模糊、對自我發展和技巧性消費的渴望、對體驗的渴求等面向，
且因此種不滿足於觀光體驗提供者所提供的活動、或尋求更豐富新奇的體驗的心
態，遊客轉而將自己的興趣與熱忱傑投入觀光領域而衍生出如繪畫、攝影或料理
假期（cooking holiday）假期等等（Ray & Anderson, 2000），遊客從傳統文化觀光
中傾向接受管理者所提供的活動與資訊的被動角色，轉變成創意觀光中的｢創意遊
客｣（creative tourists）
，甚至成為創意觀光的｢共同製造者｣（co-producer）
，透過積
極主動的參與模糊生產與消費的邊界，找尋屬於自己的旅遊敘述（narrative）與觀
點，並結合自身的經驗與長才，不僅有機會發掘自己的創造力潛能，藉由參與創
意觀光中生產與消費過程達到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之目的，還可能達到｢轉換」
（transformation）此一主動為己創造價值的程度，並對目的地及在目的地所得的體
驗留下深刻的印象（Pine & Gilmore, 1999；Richards & Wilson, 2006）。
承接創意觀光的探討，Pearce & Butler（1993）首先提出創意觀光在觀光領域
中具有發展潛力，Raymond & Raymond（2000）認為創意觀光是｢觀光客透過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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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過程及學習假期目的地所提供的特色經驗，讓觀光客機會發展自身的創意潛
能的觀光形式｣，UNESCO（2006）則進一步給予明確定義為：｢創意觀光是一種
從事和真實性經驗相關的旅遊，參與有關藝術、遺產或是當地特色的學習，並且
提供和當地居民的連結，或共同創造某種生活文化｣，這些定義都強調了｢參與｣讓
觀光客得以發展創意潛能和技巧的真實經驗（authentic experience）
。相較於傳統觀
光，創意觀光的優勢在於創意元素的罕見性更易為觀光產品帶來附加價值，且創
意作為變化多端、持續發展中的進程，相較於一般有形文化產品更具永續性
（sustainable）及機動性（mobile）
，也具有較快的再生速度、更易於創造新價值。
除此之外，缺乏實體資產或固有資產的目的地在傳統觀光中往往較為弱勢，缺少
豐富建築遺產的地點若想加入觀光領域競爭，創意（或所謂無形文化資源）與獨
特性不僅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更是眾多主題公園的成功因子（Ivanovic, 2008；
Richard & Wilson, 2007；Turok, 2009），亦即藉由發展創意觀光能夠改善缺乏實體
資源此一困境，因為創意觀光重視能夠減少生產成本及更具彈性的無形資源，例
如遊客本身也能夠一同參與製造過程，成為創意資源，或藉由創意使用當地資源
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氛圍（atmosphere）以增加吸引力，培養社會與創意資本以補足
實體資源的缺乏，進而創造獨特地點（distinctive places）（Richards & Wilson,
2006）。
為使創意觀光的發展過程更加清晰，Richards（2011）進一步探討創意在觀光
和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並提出創意觀光之發展模型。創意在觀光領域的發展可由
創意奇觀（creative spectacle）
、創意空間（creative space）與創意觀光（creative tourism）
等三面向進行討論：創意奇觀意指個人或團體進行創意及創新活動，並依此作為
主動性（passive）遊客體驗的基礎。Urry（2002/2007）曾指出觀光旅遊業向來注
重奇觀場面，而如世界巡迴的藝術展覽（Lai, 2004）等｢事件／活動｣（event）或
節慶是最為奇觀之例，因為事件與節慶是時間與空間的濃縮，型塑創意網絡中的
節點，也提供創意和觀光最直接的連結，更由於常會互相競爭，更重視求新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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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取觀眾及消費者的注意力。因此事件與節慶可說是重要資源，提供和當地與
全球潮流的創意經驗的連結（Castells, 2009）。例如世界著名的愛丁堡藝術節
（Edinburgh festival）
，其最受歡迎的主要節目與表演年年舉辦，但也會每年增添新
的節目或是不同主題的展覽，甚至一整年都舉辦活動以最小化淡旺季的差距，強
調節慶的文化內涵、獨特的本質（celebrity nature）以及可見的經濟因素，期望吸
引新的文化製造者並開發新的市場層級，藉以提升城市的意象。當然，選擇節慶
做為地方發展創意奇觀的方式之前，應對地方獨特的歷史定位及目的地環境特色
進行了解（Robertson & Wardrop, 2004）
；創意空間則指創意活動展演或文化創意者
聚集的特殊空間，許多景點都會開發多功能性的空間內部與具有亮麗外表的外部
修繕，藉以呈現過去歷史遺產與未來發展的的潛力，在傳統文化遺產領域中如博
物館、水族館、藝術表演中心、考古挖掘現場、劇院、紀念場館、城堡甚至動物
園（Bonn et al., 2007）等設施，若能添加創意元素即有機會賦予其嶄新的生命。
Richards & Wilson（2006）稱此與一般環境具有明顯區分的空間為｢創意飛地｣
（creative enclave），通常擁有活躍的氛圍，具有視覺上或情感上的獨特魅力。透
過創意利用場地與設施，使其具有多功能性並能彈性的容納各種敘述與呈現方式
（例如經常變換展演空間的活動主題）
，就會吸引消費者不斷前來。例如位於倫敦
的蘇活區（Soho）就是創意空間的印證，透過強烈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與創
意網絡的結合，成為獨特且具有經濟重要性的空間（Amin & Thrift, 2002）
。在創意
奇觀及創意空間的聚合作用之下即可能產生創意觀光，不僅是觀看與｢在此處｣
（being-there），重視遊客對於創意活動的反身性互動（reflexive interaction）與主
動參與、學習程度，以及其自身技能發展和其主動獲得的體驗，而體驗內容可能
包含地質學、繪畫、烹飪、歌唱、手工藝、雕塑等等須由遊客一同參與創造的過
程。此外，遊客與創意觀光提供者的連繫也相當重要，仰賴現今發達的網路科技，
創意觀光提供者可以藉由打造社群網路，跨越國際的距離開發國際遊客客群，更
能藉由網路的無遠弗屆，在遊客離去後仍能隨時取得目的地的資訊並維持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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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的運用對於文化遺產觀光而言甚為重要，唯有添加創意元素才有機會在
眾多彰顯相似文化與歷史特性的文化遺產當中脫穎而出，並避免因過度商品化所
造成的同質性以及失去地方特色的危機。整理此部分理論後，可以整理出創造創
意觀光的做法如下：
（一）
、提供遊客與目的地互動或是一同參與創造過程的機會，藉由遊客的實際參
與提高其對於真實性的感知與滿足感。
（二）
、藉由當地社群的參與與創意網絡的聚集創造獨特氛圍使其成為無形且無可
取代的創意資源，豐富目的地能夠使用的觀光資源。
（三）
、依循當地特色，打造創意奇觀和創意空間，並時時檢視修正以開發不同的
市場客群、貼近遊客需求以創造獨特性。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文獻回顧以 OECD（2009）報告書所提出之文化、觀光、吸引力與競爭
力之模型為始探討文化遺產如何藉由適當的吸引力建構方式重新展現其重要的歷
史與文化內涵，並藉由生動的詮釋方式、多元的體驗活動以及呈現真實性的樣貌
使文化遺產能夠與其他文化遺產相互區隔，藉由修繕或強化其可得資源而具有比
較性優勢，或是透過商品化與行銷方式使文化遺產可被使用及消費、藉由品牌與
意象的塑造使文化遺產令人印象深刻、加入創意與創新元素讓文化遺產充滿生命
力，以有效率的資源使用方式令文化遺產獨特出眾、甚至進一步為文化遺產創造
資源使文化遺產具有競爭性優勢。一但文化遺產具有獨特的吸引力，其在觀光市
場上就具有競爭力，觀光帶來的資源不僅有助於文化遺產得到保存，更有機會提
高人們了解、認識文化遺產的意願，進而參與文化遺產的積極保護，並為遺產所
在地帶來經濟、社會或文化等層面的良好影響。
在文化遺產開發理論模型中，Crouch & Ritchie (1999，引自 OECD, 2009)採用
36

Porter 之理論進一步發展目的地吸引力的四項關鍵要素，包含核心資源及吸引因子、
輔助因子及資源、目的地管理及其他資格決定因素；Dwyer & Kim（2003）則將競
爭力創造的關鍵指向可得資源與創造資源；Mckercher & du Cros（2010）認為藉由
講述故事、使資產生動化、使體驗具有可參與性、使體驗與觀光客具有相關性、
突出品質和真實性可使文化遺產成為成功的觀光產品，且建造第一層次景點提升
目的地意象、利用產品組合、開闢觀光區、開發線型遊覽路線或遺產網路或利用
節慶活動、藉由行銷方式使資產具有勝利感或顯得成功有助於使文化遺產開發成
文化觀光景點；Ivanovic（2008）則提出｢4A｣模型做為評價基準，認為文化遺產的
屬性、真實性、活動和吸引力以及文化景點的產品組合、主題化、標籤化及修改
等方式有助於提高文化遺產的競爭力。綜觀上述模型，本研究中以學者們指出文
化遺產吸引力建構的重點為研究理論架構，分別為強化文化遺產比較性優勢的詮
釋、體驗型塑、強調真實性以及強化文化遺產競爭性優勢的商品化與行銷、塑造
品牌與意象、結合創意與創新等六構面探討文化遺產可行的吸引力建構方式：
一、詮釋部分以詮釋之父 Tilden（1957/2006）的六大詮釋方法為始進一步探
討實際可行的文化遺產詮釋方式，如 Ashworth（1994）指出詮釋遺產最重要的是
如何選擇與包裝決定文化遺產所呈現的樣貌；Mckercher & du Cros（2010）說明詮
釋要從人類的使用與經驗觀點切入、詮釋歷史的同時也應與時事結合，因為詮釋
對於文化遺產來說是動態的變化；亦有學者提出如下觀點：有效的詮釋應環繞主
題組織而成、使遊客易於找到或建構連結、提供多樣化體驗面向、具備互動性與
多感官性、讓遊客能夠選擇與控制自身體驗、同一議題應能呈現多元觀點、對於
遊客來說應該是舒適的（Floyd, 2002:45, Moscardo & Ballantyne, 2008）
。經由整理，
可以發現詮釋的重點有三：（一）、決定詮釋方式前應先透過歷史回顧進行資料的
蒐集與佐證，為文化遺產量身打造其獨特的故事敘述。（二）、為不同遊客設計不
同的詮釋方式，提供遊客自主學習的機會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三）、提供多元
的詮釋方式，讓詮釋方式活潑且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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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驗型塑部分重點則在於 Pine & Gillmore（1999）提出的｢體驗經濟｣，以
及體驗領域模型，此模型以參與程度為橫軸，消費者與體驗的聯繫類型為縱軸，
可以區分出四領域：娛樂、教育、逃離現實和審美，且四個體驗領域可能互相結
合，若文化遺產管理者能夠提供接近四種領域結合而成的｢甜蜜點」體驗模式，則
越有機會使消費者滿意（Bonn et al., 2007）
。除此之外，鮮明的體驗來自鮮明主題，
藉由多景點布局強化主題、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感受，以主題體驗活動強化人們對
空間、時間和事物的正面印象。Urry（2002/2007）曾指出觀光旅遊是一種蒐集符
號的過程，且觀光客對於任何作為符號的事物皆感興趣，若可以給予人們選擇｢紀
念品｣的機會，將有機會使遊客將體驗的記憶長存心中。綜觀上述理論，文化遺產
管理者於設計、創造體驗活動時應注意下列三點：
（一）
、打造舒適的環境與氛圍，
結合感官與感性的刺激提供多元體驗活動，吸引遊客並與其建立個人化、值得記
憶的聯繫。
（二）、依循明確主題建立體驗活動，檢視體驗活動模式四 E 領域：娛
樂、教育、逃離現實和審美，尋求此四面向相互兼容，形成獨特且豐富的體驗情
境。（三）、確定員工亦依循主題扮演適當角色且配合協助體驗活動，並提供紀念
品供遊客選擇使其對於體驗的記憶得以延續。
三、真實性議題則以 Wang（1999）之理論作為探討脈絡：從 MacCannell（1973,
1976）提出真實性概念以來，真實性議題已從最初強調起源的客體真實性，延伸
出特過解說媒體及投射個人信念、既有文化、期待、偏好等個人詮釋的建構主義
真實性和突破物件關連性限制的存在主義真實性。意即真實性不再僅是經由專家
認證才可稱其真實，因存在主義真實性的發現而知個人的｢感覺」才是影響真實性
覺察的關鍵，真實性不再僅是黑與白的絕對區分，而是涵蓋更廣的範圍，由此可
知真實性的研究焦點已逐漸遊客體轉移至主體，即遊客主觀感知之探討。經整理
關於真實性議題應檢視的方向有三：（一）、檢視文化遺產真實性時，應一併考慮
到其美學、歷史性、社會性等不同面向，依此決定呈現予遊客的真實性面向。
（二）、
真實性依客觀及主觀覺察分為三類：客觀主義真實性、建構主義真實性與存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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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真實性，管理者應使文化遺產至少具有其中一種真實性，或使其同時於同一環
境下存在。（三）、演繹真實性的方式如：重現環境、提供可感知的展示資訊、多
媒體影像播放、增加遊客參與機會、展現當地藝術、文化、歷史、生活風格，豐
富遊客所感知的真實性來源。
四、文化遺產商品化之作法則可由 McKercher & du Cros（2010）解釋文化觀
光商品之三個層次觀察文化遺產可進行之開發方式，如積極提供不同的觀光商品，
提高遊客的再訪率，並透過商品組合、突顯歷史重要性及真實性（Ivanovic, 2008）
使文化遺產景點成為便於使用的產品集群，並統合鄰近觀光資源成為一種區域性
的觀光商品提升觀光客的可及性。行銷則注重於如何並引起遊客興趣及傳遞訊息
給遊客，則行銷方式應根據地方特色，依據季節、配合設施或節目的企劃案等豐
富宣傳計劃，常見的方式有電視廣告、網路廣告、廣播、報紙廣告、旅遊說明手
冊及宣傳單、公車廣告、路邊招牌看板、人潮聚集地的（如車站）的廣告等等（謝
其淼，1995）
。此部分之重點整理則為：
（一）
、考量文化遺產特色與固有元素後將
之進行某程度的修改，揭露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確立文化觀光商品
的三個層次：核心層次、有形層次、附加層次；藉由明確、獨特的文化觀光商品
特色與其他競爭者區分，創造市場價值。（二）、整合鄰近資源，與同一區域中相
似的文化遺產觀光商品合作，成為產品組合，例如開發套裝行程或是開闢觀光區，
提供遊客多樣化的選擇。（三）、檢視目前行銷手段與行銷夥伴的合作關係是否能
令遊客期待並引起遊客興趣、甚至是傳遞訊息給國際遊客，開拓市場中不同客群。
五、品牌與意象的建立可以創造文化觀光的創新亮點，以品質保證為訴求的
品牌規章、認證成為近年來發展文化觀光的要點。品牌化是目的地行銷的一種作
法，也是意象塑造的基礎；換言之，透過強調與其他目的地的差異性或強調特定
的文化體驗，品牌化的文化遺產與文化遺產所在地令遊客易於辨識並具有熟悉感，
更有機會被定位在更高的層級進而創造成功的文化觀光（Ashton, 2014；Ivanovic,
2008）良好的品牌意象也能夠降低遊客搜尋資訊的成本與時間，使目的地具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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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的競爭優勢（Ashton, 2014；Bonn et al., 2007）
。Urry（2002/2007）則指出人們
往往從電影、電視、文學、雜誌、錄音帶及錄影帶等強化人們觀光凝視的媒介上
了解一地的意象而關注之，因此管理者須力求目的地形象能夠傳遞清晰的訊息給
遊客（Hankinson, 2001），影響意象的因素也包含｢生活文化｣與當地的氛圍；良好
的目的地的意象不僅提高目的地的辨識度，更代表品質保證，也會影響遊客對於
旅遊目的地的選擇及在目的地的行為表現。由此可知，透過品牌化進行意象的塑
造成為創造文化觀光必須實踐的課題，且經整理後可發現重點有三：1、決定目的
地意識，確立品牌與意象想傳遞給遊客的訊息類型，並且決定目的地產品特質以
及相關的遊客便利設施，讓遊客瞭解目的地整體、全面的印象。2、進一步釐清品
牌與意象所包含的心理與功能層面，彰顯管理者的理念與承諾，如帶給遊客豐富
的體驗與充滿情感的記憶，令遊客即使結束旅程也能印象深刻、甚至樂於推薦目
的地。3、使品牌意象具有市場競爭性，透過細節的完備吸引媒體關注，如適當的
名稱與商標設計、當地特有的文化觀光產品、友善的氛圍等等。
六、創意與創新則是面對全球化競爭以及系列化複製的可行方法，以 Richards
& Wilson（2006）以及其後 Richards（2011）進一步描寫創意觀光之發展模型為此
部分的重點論述，即創意在觀光領域的發展可由創意奇觀、創意空間與創意觀光
三面向進行，在創意期觀與創意空間的聚合作用之下即可能產生創意觀光，遊客
不在僅是單純觀看遊覽與｢在此處｣，而是更加積極地重視遊客對於創意活動的反
身性互動與主動參與、學習程度，以及其自身技能發展和其主動獲得的體驗，透
過遊客一同參與創造的過程增強遊客與創意觀光提供者的連繫，並進一步透過社
群網路等平台，跨越國際的距離開發國際遊客客群。創意的運用對於文化遺產觀
光日趨重要，唯有添加創意元素才有機會在眾多彰顯相似文化與歷史特性的文化
遺產當中脫穎而出，在此可以整理出創造創意觀光的做法如下：（一）、提供遊客
與目的地互動或是一同參與創造過程的機會，藉由遊客的實際參與提高其對於真
實性的感知與滿足感。（二）、藉由當地社群的參與與創意網絡的聚集創造獨特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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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使其成為無形且無可取代的創意資源，豐富目的地能夠使用的觀光資源。
（三）、
依循當地特色，打造創意奇觀和創意空間，並時時檢視修正以開發不同的市場客
群、貼近遊客需求以創造獨特性。
由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理論所得出強化文化遺產比較性優勢與競爭性優勢以
增進吸引力與競爭力的六項構面分別為詮釋、體驗型塑、真實性、商品化與行銷、
品牌與意象、創意與創新，經上述文獻理論整理及回顧，在此統整出強化文化遺
產吸引力與競爭力之吸引力建構方式，成為後續章節檢視個案文化遺產開發現狀
時所依循理論架構，比照圖 2-2 研究理論探討脈絡圖延伸，如表 2-1 文化遺產吸引
力建構之開發方式簡表所示：

表 2-1：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之開發方式簡表
吸引力／競爭力
比較性優勢
詮釋

體驗型塑

（一）
打造獨特的故
事敘述。

（一）
打造舒適的環
境與氛圍。

（二）
為不同遊客設
計不同的詮釋
方式。

競爭性優勢
商品化
與行銷

真實性
（一）
依文化遺產特
性及遊客類型
決定呈現真實
性面向。

品牌
與意象

創意
與創新

（一）
（一）
修改文化遺產
確立品牌意象
使其成為可消
及產品特質。
費的觀光商品。

（一）
加強與遊客的
互動或使其參
與創造。

（二）
（二）
確立體驗主題 使文化遺產具
與體驗四 E 領 有真實性。
域使其兼容。

（二）
整合鄰近與相
關資源創造更
多觀光供給。

（二）
使品牌與意象
彰顯管理者的
理念與承諾。

（二）
加強當地社群
的參與程度與
創意網絡聚集。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提供多元詮釋
方式。

確定員工依循
主題協助體驗
塑造。

豐富演繹真實
性的方式。

利用行銷資源
開拓市場。

使品牌意象鮮
明以吸引相關
媒體關注。

打造創意奇觀
和創意空間，促
進創意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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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回顧中可以發現強化文化遺產吸引力與競爭力之開發方式中，強化比
較性優勢立基於文化遺產可得資源，亦即藉由修改、強調或圍繞文化遺產本就擁
有的資源（如地理環境條件、建築物實體等等）進行其歷史與文化的闡述，而強
化競爭性優勢則仰賴資源使用，亦即不僅藉由本身可得資源上發展競爭性優勢，
甚至透過人力的投入，加入創意或創新元素｢創造」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如獨特的節
慶、表演等等，因此雖然將強化吸引力與競爭力的開發方式分為強化比較性與競
爭性優勢兩個方向，但其下六構面詮釋、體驗型塑、強調真實性、商品化與行銷、
品牌與意象、創意與創新並不因此互斥，而是可以相互結合使用，例如使用充滿
創意的嶄新詮釋方法強化遊客的體驗、或藉由體驗氛圍的塑造提升遊客對於存在
主義真實性的感知進而認可文化遺產目的地的意象及品牌等等，甚至於採取強化
比較性優勢的開發方式時也同時可以增進競爭性優勢，如因文化遺產提供的良好
體驗令遊客印象深刻、口耳相傳、進而創造文化遺產良好的品牌意象等等，亦即
在六項構面可相互結合、相輔相成的前提下進行後續理論探討，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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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羅瓦河流域中各具特色的文化遺產的之不同吸引力建構方式，
並以遊客之觀感作為輔佐，印證建構方式之成功與否。透過文獻回顧，可知目前
雖已有許多學者提出吸引力建構方式，但多為概括性的建議，較少針對具有特定
條件的文化遺產提出開發建議，也較少結合遊客的觀感進行討論或作為理論的驗
證。考量到文化遺產所擁有的文化資源與歷史背景與開發方式的差異性，本研究
將以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作為研究方法，著重於個案研究強調考量個案的環
境背景並研究當前現象的特性，以完整了解文化資產的背景與資源、本於自身優
勢而發展的不同開發方式。又 OECD（2009）報告中認為從消費者角度能夠檢視
觀光吸引力，因為更多觀光客傾向拜訪更具吸引力的觀光目的地，因此本研究亦
藉由訪談觀光客瞭解觀光客觀感，得知目的地開發方式是否成功營造吸引力。
為了能進一步比較擁有不同資源的文化遺產在吸引力建構之開發方式上的差
異，以期未來能對擁有相似環境的文化遺產提供吸引力建構之開發建議，本研究
選用多重個案研究設計，選取狂人國（Puy du Fou）主題公園和布洛瓦城堡（Château
de Blois）兩個在歷史、文化資源、管理方式各異、具可比較性的文化遺產作為個
案深入探討，以檢視所套用之理論。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的特性及應用
質性個案研究方法（qualitative case study methodology）可作為研究者的工具，
在注重其背景（context）的情況下研究複雜的現象。同時，質性個案研究方法也
作為在注重背景的情況下使用多樣化的資料來源促進探索複雜現象的途徑，並用
以確保主題被充分探討、且清楚揭示造成研究現象的實質要素。學者 Stake（1995）
與 Yin（2003）皆進一步以建構主義典範解釋個案研究方法：建構主義者認為所有
的事實都是相對的，且取決於個人觀點。此一典範指出人類創造意義的主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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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全然排斥客觀的見解（Baxter & Jack, 2008）。
根據 Yin（2003）的意見，當研究現象有以下特色，應考慮採用個案研究方法
做為研究途徑：（一）研究聚焦在回答「如何」與「為何」的問題時；（二）無法
控制與研究有關聯的行為時；
（三）想要涵蓋背景條件，因為相信其與研究現象具
有攸關性；
（四）背景條件和研究現象兩者間界線並不明確時。此外，個案研究法
適合研究發生在當代之案例，比起歷史分析法多了直接觀察法和訪談法的應用。

第二節 個案研究法－多重個案研究方法（multiple-cases design）
個案研究設計一般可分為兩類：單一個案研究設計（single-case design）
及多重個案研究設計（multiple-case design）
。其中單一個案研究設計適合獨特、極
端或批判型的個案探討；多重個案研究設計的特性則在於能夠比較多重個案的異
同，更能在同一個理論架構下，經由辯證討論、個別與相互間驗證中得出更具說
服力的結論（de Vaus, 2001；Yin, 2003）。進一步言之，多重個案研究方法使研究
者得以同時探討個案內部與個案之間的不同，且多重個案研究方法的目標亦含在
跨個案間重疊發現，比較與對照也將被延展，因此審慎選取合適個案相當重要，
以便研究者可預期在理論之下，跨個案間將會出現何種相似或相異結果。雖然以
多重個案研究方法為研究途徑可能較為耗時耗力，但其所得之證據也被認為較為
健全且可信賴（Baxter & Jack, 2008）。
本研究為比較不同文化遺產如何運用現有資源和自身優勢發展出適當的吸引
力建構方式，並選擇成功開發文化遺產的地點作為研究對象，以期驗證以文化遺
產開發促進文化觀光發展的關鍵要素與理論模型。因此選擇以多重個案研究設計
的方式研究狂人國主題公園及布洛瓦城堡等兩個文化遺產。多重個案研究設計程
序則參考 Yin（2003）提出之流程圖回顧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之相關文獻後，以
OECD （2009）所提出的文化、觀光、吸引力與競爭力模型為理論探討起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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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為個案，蒐集相關文獻進行分析，使本研究理論架構發展
更加完善。接著將分別對於個案進行討論，依循第貳章文獻回顧整理之理論架構，
進行比較性優勢及競爭性優勢吸引力建構方式共六項議題的討論，探討個案在比
較性優勢及競爭性優勢之開發策略、實際做法，結合遊客訪談以了解遊客對於開
發方式觀感。進行實際情形與理論得比較並得到個別結果之後，再行個案間吸引
力建構方式之相同與相異處探討，比較與分析結果導出跨個案結論，檢視是否能
得出重複出現之現象，並進一步對研究架構與研究目的相互檢驗已達到理論的普
遍應用性，最後撰寫跨個案報告，如圖 3-1 多重個案分析途徑示意圖如所示：

圖 3-1：多重個案分析途徑

進行個案資料比較與分析
個別個案分析
檢視個案強化比較性優勢
與競爭性優勢的開發方式

兩個案皆分析完畢

撰寫跨個案分析與結論
跨個案分析
進行跨個案之比對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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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來源以文獻（documentation）為主，做為建立理論基礎與研究架
構之參考。文獻在個案研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特色在於能夠包含實際生活
發生的現象，提供確切的名稱與細節，且涵蓋的時空背景與事件內容較為豐富，
再者，文獻內容也有助於推演研究所歸納出之結果並做為研究之線索（Yin, 2003）
。
一個完整的資料蒐集與文獻呈現，需要考慮到各式各樣的表現形式，包括影音圖
文、書面及電子檔（葉乃嘉，2008）， 而以文獻作為研究資料來源，可為個案研
究帶來幾項貢獻：文獻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些具體、確鑿的細節，以證實或檢
驗在其他來源獲取的資料，包括確認文獻與其他資料是否產生矛盾，並藉由文獻
進行推導並歸納出結果，作為研究的重要內容（Yin, 2003）。
本研究蒐集的文獻包含了文件、檔案記錄、網站和學者研究，以及來自社群
網站、報導與直接觀察的心得記錄、照片及遊客訪談等一手資料。為理解文化遺
產吸引力建構方式的證據，筆者前往法國布洛瓦城堡以及狂人國主題公園實地觀
察，了解文化遺產現有的開發方式與促進觀光的策略與方向。接著，從個案所屬
的營運機構之報告與宣傳、出版品中，觀察文化遺產的空間吸引力建構方式，節
慶與觀光規劃等實際活化情形，以及與所在城市的社會與文化方面的合作發展。
除了紙本資料，由於網路普及使觀光客大量使用網站資訊作為認識目的地的首要
管道，因此從個案官方網站、社群網站以及觀光客撰寫之部落格等訊息呈現，也
有助於直接了解文化遺產的吸引力建構方式、相關觀光活動、與當地居民的互動
和觀光客觀感，作為歸納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方式建議的基礎證據。
整理上述資料的同時，對比 OECD（2009）文化對觀光影響議題中所提出之
比較性優勢與競爭性優勢理論及其他與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與開發相關的專門研
究，驗證個案是否妥善運用資源進行開發，並從這樣的脈絡中，釐出文化遺產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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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所展現的多元活化樣貌。本研究中做為佐證的資料來源主要以直接觀察所得資
料，輔以訪談
遊客所得資料作為驗證，並配合其他資料來源；資料收集的程序與重點如圖 3-1
所示：

圖 3-2：研究資料蒐集程序

文獻整理

直接觀察

訪談遊客

官方網站
社群網站

相關文件

•透過文獻資 •觀察文化遺 •在文化遺產 •藉由官方網 •藉由其他相
料整理，於親 產強化比較性 開放時間內， 站與社群網站 關文件檢視文
自前往個案所 與競爭性優勢 以跨國遊客、 了解文化遺產 化遺產開發方
在地搜集資料 之開發方式是 能使用中文或 管理者的理念、 式以及未來可
前確認理論架 否與理論架構 英文流利交談 開發方式以及 能發展之方向，
構與研擬訪談 相符，並修改 者為主，進行 與遊客或潛在 使資料多樣化。
問題大綱。
訪談問題。
遊客訪談。
客戶的互動。

以下進一步解釋本研究分析之資料來源：

一、直接觀察
親臨現場進行調查，為個案研究提供直接觀察的機會，且藉由觀察相關的歷
史遺存與環境條件作為資料蒐集的方式，可以為個案研究提供另一種證據，不僅
能觀察到即時的事件、也能一併瞭解即時事件發生時的情境（Yin, 2003）。為蒐集
第一手資料，筆者親自前往布洛瓦城堡以及狂人國，惟因時間與經費限制僅在布
洛瓦城堡停留四日，在狂人國停留兩日。為達豐富資料來源、提高研究構念效度
之目的，在停留期間以直接觀察方式依照所套用理論，重點在於觀察個案如何強
化自身比較性優勢與競爭性優勢，即觀察文化遺產如何呈現詮釋、體驗型塑、彰
顯真實性，以及對文化遺產進行商品化與行銷、如何藉由文化遺產的維持修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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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內進行的活動彰顯其品牌與意象、創意與創新面向等六個議題，配合在觀察
期間取得之相關文件以及遊客訪談內容作為參考資料，檢視以下情形：
（一）
、詮釋：觀察兩處文化遺產進行詮釋的方式以及詮釋的工具，例如透過解說
牌或是人員導覽敘述故事或賦予主題後是否令遊客易於理解，提供的歷史
與文化資訊是否能引起遊客進一步學習的興趣以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二）
、提供體驗：觀察兩處文化遺產提供的體驗活動豐富程度以及遊客使用的便
利性與頻率，配合訪談內容理解遊客是否滿意體驗活動、是否因體驗活動
產生愉悅的感受，或是購買紀念品作為體驗的留念。
（三）
、真實性：觀察供給面以及需求面對於真實性的認知，亦即一方面觀察文化
遺產如何透過展示或解說強調本身的真實性，另一方面結合遊客的訪談內
容分析遊客所感知的是客體主義真實性、建構主義真實性或是存在主義真
實性，作為進一步分析兩個案給與遊客不同類型真實性感知的差異原因。
（四）、商品化與行銷：觀察兩處文化遺產提供給遊客的服務是否切合遊客需求、
交通方式是否便利、提供何種產品組合使遊客易於消費。行銷部分則觀察
城市旅遊中心或鄰近地點是否看得到兩個案的相關介紹、廣告、路標和地
圖上的顯示，且進一步分析廣告及介紹的內容，觀察其吸引力為何。
（五）、品牌與意象：觀察兩處文化遺產如何運用資源創造亮點，以及藉由獎項、
認證塑造出何種意象，結合訪談內容分析遊客所感知的形象是否與文化遺
產擬塑造的形象相符、且品質與服務是否符合遊客對於文化遺產的期待。
（六）、創意與創新：觀察兩處文化遺產提供的創意活動與文化遺產的創意運用，
例如節慶與活動舉辦的規模、內容豐富程度、特殊服務的提供、空間的創
意使用等等，結合訪談內容得知遊客對於創意活動的感受，以及參與創意
活動是否作為遊客前來的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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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遊客
訪談是個案研究最重要的資訊來源之一，使受訪者成為｢資訊提供者｣並結合
其他資訊來源與資訊提供者的觀點互相佐證相當重要，且應依循連貫的線索提問，
在一定結構、規範下蒐集訪談資料（Yin, 2003）。為進行有效率的訪談，依據文獻
回顧的理論，整理出和比較性優勢與競爭性優勢相關的問題，筆者先以直接觀察
的方式瞭解文化遺產如何藉由詮釋、體驗型塑、與真實性的強調以強化比較性優
勢，以及透過商品化與行銷、品牌與意象、創意與創新等方式強化競爭性優勢，
讓自己身兼研究者與遊客的身分檢視、修正訪談問題設計，加以比對理論架構所
列舉的六項吸引力建構構面後再利用結合引導性、開放性特點並有助提升訪談過
程流暢度的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分別在布洛瓦堡與狂人國
針對遊客進行訪談。因研究成本之限制，選取受訪者方式為非機率抽樣中的立意
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亦即樣本不按照其機率抽出，而是由筆者主觀抽出
認為最能代表群體的樣本。為使訪談所得資訊減少因誤解產生謬誤以及對研究有
所助益，樣本之選取以能夠使用英語或中文流利交談的遊客群體作為訪談對象，
並以花費時間、金錢及相關成本較多、通常亦更注重旅遊品質及收穫的國際遊客
為主，本地遊客為輔；亦即在訪問前先告知筆者的身分、研究及訪談目的，並詢
問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訪談、是否已參觀過個案文化遺產或對其有所了解、是否
能以中文或英文回答訪談問題、以及確認受訪者為國際遊客或是本地遊客。訪談
時間則配合個案開放時間，集中在中午 12 時至傍晚 6 時之間，訪談問題則從訪談
大綱中選取，盡力使遊客能回答所有題目，若遊客因時間限制無法回答全數問題，
則視當時訪談資料的飽和度由筆者挑選問題進行重點訪問，令每個訪談問題所得
答覆數量、深度相似，以達到訪談資料蒐集的飽和度。在訪談進行之前，筆者根
據研究問題、研究目的以及文獻整理而得理論架構，設計訪談大綱如表 3-1：

49

表 3-1：遊客訪談問題大綱

文化遺

探討議題及

提問方式

產吸引

學者理論呼應

中文及英文版本

力建構
方式
比較性

詮釋

1. 了解城堡的故事對您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What kind of impact would cause to you as understanding

優勢

Ashworth,1994
Floyd,2002
Ivanovic,2008
McKercher &
Du Cros,2010
Tilden,1957
Tilmothy,2011

the story of a castle?
2. 講述故事能幫助您了解遺產或此區域的歷史嗎?
Can the story-telling of the castle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castle or even the history of this area?
3. 是否透過詮釋或講述故事讓您意識到保護遺產的重要
性?
Can the interpretation or the story-telling of the castle make
you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heritage?
4. 您花最久時間欣賞的遺產展示是什麼?
Which way of showing the heritage takes you the longest
time to see/appreciate?
5. 您對於文化遺產的哪部分特徵印象最深刻?

體驗

Bonn et al,
2007
Hjalager,2002
Ivanovic,2008
Pine & Gilmore,
1999
Weiermair,2004

Which characteristic of the heritage impress you the most ?
6. 哪一種遺產展示方式或活動讓您覺得最有趣?
他們有給您娛樂/教育/美感/逃離現實的感受嗎?
Which way of showing the heritage or which activity makes
you feel the most interesting?
Do they give you the feeling of entertainment, educational,
esthetic or beauty/escape from real life?
7. 遺產提供的體驗性活動(表演、紀念品販售)您最喜歡哪
項?
Which experimental activity you like the most?
(For example, the show or the selling of souvenirs?
8. 你曾參與哪些遺產提供的活動(住在中古世紀裝潢的飯
店、租用導覽系統)?
What kind of activity which provided by the heritage you
have joined?(For example, living in the hotel of med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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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style, rent the audio guide)
9. 在體驗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您是否曾感覺到受限制?(如因
語言不通而不懂意義、遺產被玻璃窗或柵欄圍起來)?
During your visit to a cultural heritage, did you feel any
barrier, such as language or special limit?
10. 您覺得自己和文化遺產有什麼樣連結?
What kind of connection do you think you have with the
heritage?
11. 當您接觸此項文化遺產讓您聯想到什麼事情?

真實性
文芸&傅朝卿，
2011
Ivanovic,2008
Smith, 2003
Urry,1995
Wang,1999
競爭性

商品化

優勢

與行銷

謝其淼，1995

What do you associate with when you see/contact with the
heritage?
12. 您認為現在所看到的文化遺產保留其原始樣貌嗎?
Do you think this heritage stay the same as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13. 您覺得文化遺產創造出什麼樣的氛圍(如:懷舊、奇幻)?
What kind of atmosphere do you think this heritage
create?(For example, nostalgia/fancy)
14. 您實際接觸文化遺產前對其背景是否了解?
Do you have any prior knowledge before contacting with
the heritage?
15. 您認為文化遺產收取的費用(如:門票)符合文化遺產的獨
特品質嗎?為什麼?
Do you think the entrance fee of the heritage is in keeping
with the unique quality of the heritage? Why?
16. 將許多較不知名的景點集合起來是否可以提升您前來旅
遊的欲望?

Ivanovic,2008

Does combine many sites can make you want to travel here?
17. 來到這個景點是因為和別的景點有所連結嗎?除了這個
景點之外您安排了哪些鄰近的景點參觀?

McKercher &
Du Cros,2010

What's the reason you come here? Is that because this site
can connect with the other sites? Beside here, what are the

Hankinson,2004

Weiermair,2004

other nearby sites you plan to visit?
18. 您覺得此文化遺產有在其周邊建立完善的觀光區嗎?
Do you think this heritage build a tourism zone around the
heritage?
19. 文化遺產所在區域內是否能滿足您多樣化的需求?什麼
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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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is heritage satisfy your different need/requirement?
What kind of need/requirement are they?
20. 您會希望此區域加強何種設施或服務?
Would you hope this area can add any facilities or service?
21. 您曾參與過文化遺產相關套裝行程嗎?
Have you ever joined the package tour of this heritage?
22. 遊覽路線或觀光區的建立會提高您前來消費的欲望嗎?
Will this kind of trail or sightseeing area enhance your
desire to come and have consumption?
23. 您是如何安排行程的(自己、旅行社、觀光局官方提供)?
How do you arrange your trip? (by yourself, the travel
agency, or Tourism Bureau?)
24. 對於這樣的行程您有什麼感受?您覺得有什麼可以改進
的?(如:參觀時間、價格?)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schedule of the trip? Do you
think the schedule of your trip has anything that needs to
change or improve? (time, price…)
品牌
與形象

25. 文化遺產滿足您什麼樣的期望或既定印象?
What kind of impression or expectation you have on the
heritage? Does the heritage satisfy your expectation?
26. 文化遺產的展示方式和您過去所接收的資訊是否一致?

張淑英，2014
Ashton,2014

Does the way of the showing of the herit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formation you know about the heritage?
27. 經過官方認證或獲獎會讓您覺得文化資產更加獨特嗎?

Hankinson,2001
Morgan et al,
2002
創意活動

Castells,2009
Lai,2004
Richards &
Wilson,2006
Richards,2011

Do you agree that a heritage would be more unique with an
official accreditation or an award attached?
28. 哪一種遺產展示方式讓您覺得富有創意?
Which way of showing the heritage make you feel full of
creativity?
29. 節慶是否是吸引您前來的因素之一?
Is the event one of the attraction to make you come here?
30. 您覺得此節慶有什麼特殊性?您覺得此節慶足以讓您克
服交通或語言、文化障礙也要參與?
Why do you want to engage in this event even the culture
difference, language barriers and transportation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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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布洛瓦城堡及狂人國主題公園作為個案進行整體性命題研究，只在
了解個案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方式以及遊客觀感，因此並不限定單一類型遊客的
採樣。經後續整理，筆者簡單以國籍、年齡、旅遊方式（個人/家庭/朋友等等）進
行受訪者資料之紀錄。在布洛瓦堡時，筆者蒐集到十五位外國遊客的訪談資料，
分別為美國 6 組、中國 4 組、英國 2 組、韓國、德國及澳洲各 1 組，整理如表 3-2；
在狂人國時則因園區內遊客以法國遊客為主，蒐集到 11 組法國遊客及英國 1 組、
愛爾蘭 2 組遊客的訪談資料，整理如表 3-3，並於本研究中以編號顯示：

表 3-2：布洛瓦城堡訪談遊客基本資料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

國籍

旅遊方式

備註（交通、造訪原因...）

B1

男

45

美國

家庭

開車自助

B2

女

16

美國

家庭

開車自助

B3

女

21

中國

個人

搭車自助

B4

男

30

中國

家庭

搭車自助

B5

女

30

中國

家庭

搭車自助

B6

女

65

英國

個人

開車自助

B7

女

65

英國

家庭

開車自助

B8

女

17

美國

家庭

開車自助

B9

女

23

韓國

家庭

開車自助

B10

女

45

澳洲

家庭

開車自助

B11

女

15

美國

家庭

開車自助

B12

女

40

美國

家庭

開車自助長居法國

B13

女

15

美國

家庭

開車自助

B14

女

13

德國

家庭

開車自助

B15

女

30

中國

個人

搭車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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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狂人國主題公園訪談遊客基本資料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

國籍

旅遊方式

備註（交通、造訪原因...）

P1

男

50

法國

家庭

狂人國接駁巴士

P2

女

25

法國

個人

曾擔任志工

P3

女

20

法國

朋友

曾擔任志工

P4

女

19

法國

家庭

去過三次

P5

女

50

英國

家庭

開車自助/慶助兒子生日

P6

男

60

法國

家庭

P7

女

50

法國

家庭/朋友

P8

女

20

法國

家庭

P9

男

40

愛爾蘭

家庭

開車自助

P10

女

20

法國

家庭

慶祝母親生日

P11

男

45

愛爾蘭

家庭

P12

女

15

法國

朋友

夏令營行程

P13

女

15

法國

朋友

夏令營行程

P14

女

15

法國

朋友

夏令營行程

開車自助

三、官方網站
網站對於遊客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資訊窗口，尤其對於國際觀光客而言，官方
網站不僅提供地點、住宿、交通等旅遊資訊，更是觀光客對於文化遺產進行初步
認識的管道，甚至做為旅客意見交換及給予管理者建議的溝通管道。布洛瓦城堡
的官方網站1提供法語、英語、德語及義大利語四種版本供使用者選擇，網站首頁

1

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 http://www.chateaudeblois.fr/?lan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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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布洛瓦城堡歷史與藝術重要性，除了基本的近期活動、展覽資訊、遊客交通
資訊外，布洛瓦城堡針對不同客群設計特殊服務，例如個人導覽、團體導覽、學
校學生教育活動與學習問卷設計等等，亦開放城堡內部空間作為學術研討會或公
司會議場所，使布洛瓦城堡的形象結合歷史藝術之美與現代實用便利性。狂人國
主題公園的官方網站2則提供法語、英語、德語、西班牙語及荷蘭語五種版本，內
容包含狂人國主題公園的歷史沿革、日間活動、夜間表演、園區介紹、交通及住
宿方式等等，另外較特殊的是與其他社群網站的連結，如 Facebook、google+、Twitter、
Youtube、Printerest、blog、Tripadvisor 等等，利用多元的網路平台和充滿動態感的
影片及圖片介紹使狂人國展現活潑的吸引力，另外亦設置網路商店專區提供如
Cinéscénie 表演 DVD、照片集錦等一系列結合歷史與園區主題的周邊商品。

四、社群網站
因無法長時間停留在兩個案所在地，本研究利用與兩個案相關的社群網站及
遊客撰寫之遊記、部落格等網站資源做為補充資料，用以理解遊客對於兩園區開
發方式的觀感，也藉此了解更多關於個案的經營模式以及內部活動的資訊。社群
網站（TripAdvisor3、狂人國 Facebook4、布洛瓦城堡 Facebook5等等）和部落格為
近年來重要的資料來源，因其公開、便利、迅速以及高度互動性，提供遊客表達
意見的管道，也做為文化遺產管理者和消費者交流資訊的平台。

五、相關文件
文件作為資料來源具有相當多優點，例如具備穩定性，可以重複檢視；具備
確切性，通常包含事件確切的名稱及細節；且範圍廣泛，可以觀察出地點、時間、

2

狂人國主題公園官方網站 http://www.puydufou.com/
Tripadvisor 官方網站 http://www.tripadvisor.com.tw/
4
狂人國 Facebook 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PuyduFou?fref=ts
5
布洛瓦城堡 Facebook 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 E5%B8%83%E5 %8D%A2%E7%
93% A6%E5%9F%8E%E5%A0%A1/1459442407608690?rf=15126446158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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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事件或是其他相關事項。本研究的相關文件包含官方文宣、廣告、出版品、
現場拍攝照片、剪報新聞、網路新聞等等，為研究補充許多具有價值的資訊。

第四節 信效度控制

一、信度
信度代表具有一致性、可信賴性與穩定性，意即若針對同一件事進行衡量，
而且使用相同或可相比較的的衡量工具，我們應能獲得相同或相似的結果
（Kerlinger & Lee, 2002）。在此亦即為進行研究所採用的外在資料是否足以採信，
並做為可靠的研究論證或參考來源。具有良好信度的研究能夠確保未來研究者在
同樣獲類似的條件下重複操做研究步驟，並得到一致或穩定的效果（Yin, 2003），
本研究的信度立基於研究資料來源的多樣性和可信度：
（一）資料多樣性：
研究所採用的資料包括學者對於文化觀光、遺產觀光與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
策略等相關概念之研究與理論探討，配合筆者親自前往個案所在地直接觀察所收
集的照片、訪談遊客等一手資料，以及出版品、官方網站、社群網站等相關二手
資料的補充，增加資料的多樣性。
（二）資料可信度：
本研究一手資料除了直接觀察、訪談和分析社群網站外，二手資料的來源包
含兩個案的官方網站及社群網站，從官方網站中可以了解管理者對於文化遺產吸
引力建構與開發之相關的理念以及策略，社群網站則能提供觀光客真實的意見反
映以及文化遺產管理者的回應措施；另外文獻回顧之理論來源則由國際期刊、經
學術審查後出版之著作及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與開發研究的相關著作建構而成，
顯示本研究資料來源不僅具備多樣性，亦具有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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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度
效度用於確認從研究者、參與者或讀者的立場看研究的結果是否精確，在質
化研究中有諸如｢可信的｣、｢真實性｣、｢可靠性｣等術語解釋效度的意義（韓培爾，
2009）
，意即研究結果必須具備內在效度與外在效度，得出可靠的結果且經的起重
複驗證（De Vaus, 2001），且效度又可分為三點探討：
（一）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建構效度是對所要研究的概念形成一套正確且具可操作性的測量（Yin, 2003）。
提高個案研究的構念效度可採用以下列方法：採用多種證據來源，並對其進行關
連性的探討以達交叉驗證的效果；或是自收斂的多重資料來源中歸納形成證據鏈
（chain of evidences）從研究命題與相關證據的引導，追蹤至最後的結論，以減少
個人主觀意見對研究造成的謬誤。本研究於資料蒐集上秉持｢三角驗證｣（Principle
of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的研究通則進行資料校正（data triangulation），亦
即使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個人與情境蒐集資訊，利用多重的資料來源以及研
究方法減少系統化的偏差或單一資料來源的限制，並使研究結果具有信度
（reliability）及效度（validity），方能使由此資料所推演而獲得的結論具有說服力
（Kerlinger & Lee, 2002；Maxwell, 2001）
。本研究以系統化的方式收集資料，以文
獻理論爬梳為始，確認理論架構與研究流程，依循理論架構釐清直接觀察之目的、
重點並設計訪談大綱，確保資料來源的穩定程度，並使用直接觀察、訪談等一手
資料，以及從不同媒體庫（如：資料庫、蒐尋引擎、網路資料等等）蒐集不同性
質的二手資料（官方訊息、相關網站新聞、學術論文及相關文件等）
，以交叉驗證
研究發現，強化三角驗證原則的應用。
（二）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研究的設計要能夠支持研究者於研究目的中所提出的因果結論，若能發展出
完整、周延的因果解釋，個案研究法亦能夠擁有高度的內在效度，意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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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信度。且因個案研究法注重個案內在特質間的相互關係，關注了解個案整
體，並將個案放置在情境脈絡中，透過理解事件發生的順序、情境、參與者所賦
予的行動與事件的意義，將有助於對事件產生合理的解釋，藉此達到內在效度（De
Vaus, 2001）。本研究除了大量蒐集針對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與開發的學者研究與
相關文件外，也藉由實地觀察及檢視兩個案的官方網站及社群網站以了解其實際
作為和成效程度，並與學者研究、具公信力之研究報告及本研究理論架構相互驗
整，藉由此種多方資料蒐集方式以及使用多重理論及觀點進行資料詮釋，可將兩
個案與大範圍的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與開發脈絡互相映證及做出合理解釋，使研
究發現與事實相符，以避免因資料單一或研究者的錯誤詮釋而影響資料分析。
（三）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在個案研究法中所運用的外在效度檢驗並非是統計性的，而是理論性的，意
即可以將個案研究結果推論至理論，或是研究發現可以運用於其他相同情境的程
度。若利用策略性選擇個案以及重複驗證的邏輯（replication logic）方式，使研究
能於同一情境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複製並呈現一致性的效果，且透過策略性的個案
選擇強化形式（literal）和理論（theoretical）的重複驗證（Yin, 1989）而使個案的
研究能夠幫助特定理論的建立、精緻化與檢驗，就代表個案研究有其外在效度（De
Vaus, 2001）。在本研究中，利用策略性選擇個案的方式挑選出兩個具備可比較性
個案，藉此與理論架構相互檢驗，且為了縮小研究時代對於研究效度的影響，所
蒐集的資料大部分為過去二十年間的文獻，並考量當時歷史背景與當代環境的差
異，結合個案觀察與理論架構檢驗以求研究成果具有可推論性。其次，在研究樣
本與研究地區的部分，因研究對象各有其特性及差異性，因此本研究所觀察的法
國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結果並不一定完全適用於其他地區文化遺產的吸引力建構
方式，然因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找出適合兩種不同類型、資源各異的文化遺產吸引
力建構與開發方式，所得結果仍可做為其他擁有類似條件、背景之文化遺產研擬
開發方式的參考，合乎重複驗證的邏輯方式而擁有外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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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貢獻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貢獻
現今文化觀光蔚為風潮，各個觀光景點無不想盡辦法吸引觀光客的注意，但
有時難免面臨｢系列化複製」
（serial reproduction）的危機（Richards & Wilson, 2006）
，
因此，透過深刻了解文化遺產本身的特點、加強並結合自身比較性優勢以及競爭
性優勢，透過適當的開發方式將吸引力最大化，就有機會在眾多觀光景點中脫穎
而出，並且在發展文化觀光的同時保存文化遺產獨特的歷史、文化，與所在地社
群和諧地互動，讓觀光供給面與需求面都獲得滿足。
文化遺產是發展文化觀光的重要元素，然檢視目前大多數對於文化遺產吸引
力建構與開發方式的研究，學者所提供的建議通常僅提供較為概略的方向，較少
針對特定形式的文化遺產做具體開發方式建議。因此本研究的創見乃在於從理論
的整理為始，區分有形文化遺產與無形文化遺產，並以實際觀察個案開發方式作
為基礎佐證，整理出不同類型的文化遺產適合開發方式，並藉由個案的比較和遊
客的觀感做為提供適當開發方式建議的基礎，使兩方可以互相參考、檢視現有的
開發方式，進一步強化文化遺產現有開發方式或發展嶄新的開發方式以提升競爭
力，使文化遺產具備獨特性，與其它景點區隔，並在吸引觀光客的同時兼顧保存
自身文化與特色。且本研究所選取之個案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在台灣研
究文化遺產開發領域中也較為獨特少見，可拓展文化遺產開發研究領域中可參考
的個案案例。本研究同時也期望將法國文化遺產開發方式的成功之處能做為其他
相似條件文化遺產開發的參考依據，並給予建議，進而使文化觀光得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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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研究個案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皆為法國文化遺產，相關的探討文獻、文化遺
產內部提供的資訊、詮釋及體驗活動也大部分以法語呈現。筆者身為法語初學者，
對於法文文獻理解有一定困難度，資料來源較偏重翻譯版本，因此第一個相關的
研究限制即為語言障礙，可能無法完全避免謬誤。再者，法國羅瓦河流域的城堡
為數眾多，考量所需時間及研究成本，僅能選取其中具可比較性的布洛瓦堡和狂
人國做為研究對象，無法涵蓋所有城堡建築，本研究結果及理論架構也僅期望能
夠推衍至其他具有相似背景條件的文化遺產做為開發參考，而非能讓所有類型的
文化遺產做為吸引力建構援用模型，因此第二個研究限制為研究對象之選取無法
涵蓋羅瓦河流域整體、研究成果及理論架構亦非所有類型文化遺產皆適用。其次，
因未能與文化遺產管理者或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決策者進行訪談，因此文化遺產
的吸引力建構與開發程度僅能由觀察得知，並輔佐訪談遊客得知訪客對於文化遺
產開發的認同程度或建議，因此第三個研究限制即無法涉及管理者策略制定與思
考流程。最後即為訪談資料獲取之限制，因受訪者年齡、語言及受訪時間的不同，
可能在訪談遊客時因溝通問題造成訪談結果內容深淺有所差異、或是無法回答表
列全部問題，僅能依筆者視訪談資料蒐集程度挑選問題發問以滿足資料所需飽和
度，因此有難以評斷樣本之代表性及無法估計精確度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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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發現
Urry（2002/2007）曾指出，充滿歷史意義及文化內涵的文化遺產所需要的不
僅是被動的｢保存」（preserved）而是應獲得能維持其良好狀態、彰顯其意涵或賦
予文化遺產嶄新生命的｢維護」（conserved），並結合管理當局、居民及遊客三方
的相互協調才有可能使文化遺產在不被破壞的情況下成為｢觀光凝視」的對象，並
透過觀光活動進一步振興目的地文化與生活，秉持著相同的理念，本研究以第壹
章緒論簡述積極進行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與開發及發展遺產觀光的必要性，期待
能藉由遺產的活化與創意使用彰顯其豐富的文化與歷史內涵，並與現代社會結合，
提高遊客前來遊歷及學習的興趣，並因了解文化遺產而加入共同保護之的行列；
第貳章則綜觀學者理論，選定 OECD（2009）作為文化遺產建構吸引力的開發模
型，並補充其他學者的相關理論臚列出強化比較性優勢與競爭性優勢的開發方式，
整合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與檢視方向，進一步細分為六項可參考的吸引力建構構
面；第參章說明本研究採用之多重個案研究法，確立研究途徑並豐富研究資料的
蒐集，再次檢視研究目的與研究貢獻的合致。結合前三章緒論、文獻回顧及研究
方法之論述為本章立下的良好基礎，本章依循文獻回顧所得強化文化遺產吸引力
及競爭力之開發方式模型以及檢表整理所的六項構面與其下共 18 項強化方式，結
合兩項個案進行實務上的解析：第一節至第六節分別以建構文化遺產吸引力策略
之六項構面比對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的開發現狀，並配合實際情形之考
察與訪談遊客所得資料進行開發方式之檢視，於每一節後進行跨個案比較，並於
第伍章結論與展望中歸納出更明確的評估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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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詮釋

一、布洛瓦城堡
布洛瓦城堡的建築年代橫跨十三到十四世紀，因而涵蓋古典主義、哥德、文
藝復興建築的特色，實體存在且具有獨特風格的建築、皇室生活起居用品、藝術
品與在此地真實展演過的歷史、與布洛瓦市鎮的和諧共存的獨特地理位置，使布
洛瓦城堡具有 Porter（1990）及 Crouch & Ritchie （1999，引自 OECD, 2009）所
言豐富之｢先天要素」及｢可得資源」
，且布洛瓦城堡亦致力於以多元的詮釋方式強
調其豐富的先天要素。
在打造獨特的故事敘述方面，布洛瓦城堡妥善利用其獨特的皇室歷史：布洛
瓦城堡起建於 9 世紀6，1429 年聖女貞德（Jean d’Arc）出征奧爾良（Orléans）時
曾在此為戰事祈福，開啟了布洛瓦城堡超過百年輝煌歷史的篇章，1462 年法國國
王路易十二（Louis XII）在布洛瓦堡誕生，更奠定布洛瓦城堡是瓦洛（Valois）王
朝時期王室最喜愛居處的獨特地位，其後繼承者如法蘭索瓦一世（François I）
、亨
利二世（Henri II）、法蘭索瓦二世（François II）、亨利三世（Henri III）皆長居於
此執政及處理國家大事等等。1588 年在布洛瓦城堡內由國王授意的吉茲公爵（Henri
de Guise）刺殺事件更是直接影響法國王室的權力更迭及法國當時宗教戰爭的結果。
布洛瓦城堡同時也是王后的舞台，如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de Bretagne）與路易
十二的婚姻使布列塔尼公國正式成為法國領地、亨利二世之妻凱薩琳梅迪奇
（Catherine de Medici）太后在此擔任其三子之攝政，其女瑪格麗特（Marguerite de
Valois，即大仲馬筆下的瑪歌皇后）更是見證了瓦洛王朝的衰敗與波旁（Bourbon）
王朝的興起，布洛瓦堡的光輝逐漸淡去。

6

資料來源: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歷史/More than thousands of history:
http://www.chateaudeblois.fr/?More-thousand-years-of-history&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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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17 與 18 世紀的到來，布洛瓦城堡成為流放之地7，如路易十三（Louis XIII）
為削弱其母（Maria de Medici）及其弟奧爾良公爵（Gaston d’Orléans）的權力將其
流放至布洛瓦城堡，也因此使布洛瓦城堡得以留下由建築師 François Mansart 設計
的古典主義風格翼牆雛形。現今布洛瓦城堡以 15、16 世紀時的建築樣貌、王室生
活起居及器物為其主要展示物件（如圖 4-1-1），並為 1840 年開始修建時陸續卸下
的脆弱建築體特設專區展示或是以博物館形式敘述近代作為兵營時的歷史以及展
示相關兵器，亦即以 15、16 世紀布洛瓦城堡最為輝煌的時代為敘述故事核心，再
以其後年代增加故事敘述的豐富程度。
圖 4-1-1：布洛瓦城堡建築外觀及王室生活起居物件展示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如學者 Ashworth（1994）指出以詮釋使遺產對當代人有意義，透過良好的詮
釋能使觀光客更有認同感，布洛瓦城堡依循 Tilden（1957/2006）曾提出｢針對孩童
的詮釋應當重新設計」的相似概念，提供針對不同類型遊客而設計的相異詮釋方

7

資料來源: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歷史/The period of exile，擷取日期：2014/08/14
http://www.chateaudeblois.fr/?The-period-of-exile&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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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可以看出（如圖 4-1-2）
，個人除了自行遊覽外可以租用
語音導覽、或是向服務台報名參加免費專員導覽且有法語及英語場次可供選擇；
團體遊客可透過預約以額外付費方式由專員導覽，並可以參觀未開放給一般遊客
遊覽的區域如塔樓、砲台、閣樓等等；另外布洛瓦城堡相當注重教育面向，不僅
開放資料庫提供教師或研究者使其能增進相關知識，也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學童設
計相應的導覽內容，也可提供如問卷填答、與扮演歷史人物的演員對談等詮釋方
式激發學童學習興趣，實現 Timothy（2011）所提｢寓教於樂｣概念。
圖 4-1-2：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個人、團體及專為兒童設計導覽資訊

（資料來源：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8）
布洛瓦城堡提供多元詮釋方式，呼應 Ivanovic（2008）認為｢詮釋」意指不同
溝通方式的集合，用以向遊客傳達文化遺產或文化景點的意義與價值，關乎文化
遺產呈現於世人面前的管道與方法設計，布洛瓦城堡考量到國際旅客的需求與年
8

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Useful information，擷取日期：2014/08/14
http://www.chateaudeblois.fr/?-Useful-information-&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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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背景知識等差異，位不同類型旅客提供的詮釋管道（如圖 4-1-3）如下：
圖 4-1-3：布洛瓦城堡詮釋方式
多國語言導覽手冊

雙語（法語及英語）解說牌

老少咸宜的多媒體互動設備

吉茲公爵刺殺事件影片介紹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城堡入口的服務櫃台人員協助觀光客取得初步資訊，並引導遊客領取多國語
言的書面印刷導覽手冊，其內容包含表演節目的時段資訊及與建築相關的歷史事
件；觀光客可以租用語音導覽器材，依照自己的步調探索，或是依特定時段參加
專業導覽人員的解說；城堡內幾乎每個展示空間都同時設置法語與英語解說牌，
協助國際旅客了解城堡的歷史與故事；在某些特殊的房間，如吉茲公爵遭亨利國
王刺殺的房間內則附有影片介紹，以默劇的方式敘述事件發生過程，降低觀光客
的語言障礙；或是在大廳中設置數個多媒體設備，觀光客可以藉由操作設備鳥瞰
城堡地景、了解建築特色、或是增進相關歷史知識。布洛瓦城堡之詮釋以 15、16
世紀王室歷史為主題，且詮釋方式多元，呼應學者（Floyd, 2002; Moscardo &
Ballantyne, 2008）之理念：良好詮釋應環繞主題組織而成、使遊客易於找到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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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提供多樣化體驗面向、具備互動性與多感官性、同一議題應能呈現多元觀
點、且對於遊客來說應該是舒適便利的。

二、狂人國主題公園
狂人國主題公園地處法國旺岱省（Vendée），位於羅瓦河下游流域，1977 年
Phillippe de Villiers 和 Jean Saint Bris 在萊瑟佩瑟市鎮（Les Epesses village）發現一
處城堡的遺跡，該城堡約於 15 世紀由當地領主 François II du Puy du Fou 指派建築
師 Le Primatice 重新翻修老舊建物，但修繕工程遲未完工，並於 1659 年出售與私
人持有。該城堡於法國大革命時期被共和黨員（les républicains）燒毀 ，但於 1974
年仍被列為歷史場址，直至 1977 年才由旺岱市議會（le conseil général de la Vendée）
將其買下並投注國家資金修繕，並依 Georges-Henri Rivière 提倡的博物館計畫宗旨
使其成為歷史文物的藏所，但未對外開放，且旺岱市議會亦決定將其內藏品於 2006
年遷址他處保存。2011 年狂人國主題公園團隊取得城堡所有權，進行修繕及改建
後於 2014 年正式向大眾開放，成為狂人國主題公園展示的一部分。使城堡真正獲
得注意的原因乃是 Phillippe de Villiers 和 Jean Saint Bris 兩人決定以城堡為背景，
譜寫一齣名為 Cinéscénie 的表演，內容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身為旺岱地區保皇黨
的 Maupillier 家族與法國共和黨戰爭的故事，時代橫跨十四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隨著 Cinéscénie 演出規模擴大，為了承載更多的觀光客、且讓他們在白天也能盡情
遊樂學習，狂人國主題公園於 1989 年開幕。
狂人國乃是配合夏日節慶而衍生出的全年性開放主題公園，其｢先天要素｣僅
有文藝復興時期城堡遺跡，雖有旺岱地區保皇黨家族的故事，仍須透過進一步的
演繹與敘述才能讓大眾得知並進而尊重及認同當地歷史及文化，因此，狂人國主
題公園必須仰賴其｢後天要素｣及有效｢資源使用」提高競爭力（OECD, 2009）。狂
人國以園區內以各式各樣的主題表演取代一般主題公園常見的遊樂器材如雲霄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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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或海盜船等騎乘設施，且如學者 Moscardo & Ballantyne（2008）認為有效的詮釋
是環繞主題建構而成，狂人國主題公園選擇以法國歷史及旺岱地區歷史作為其詮
釋主題，由其官方網站首頁設計（如圖 4-1-4）可以看出其以法國歷史為主題以及
城堡遺跡等歷史元素。
圖 4-1-4：狂人國主題公園官方網頁首頁圖

（資料來源：狂人國主題公園官方網站首頁9）
狂人國亦呼應 Tilden（1957/2006）所提出的詮釋原則，認為詮釋是一項或多
項的技術及技藝結合，例如良好的溝通能力、人才技能、創造力和想像力，表演
中結合演員、場地、聲光效果甚至是動物，一起演繹獨特的故事敘述，並藉由詮
釋讓觀光客學習新知、豐富見聞（Taylor, 2006）
。狂人國表演詮釋的法國歷史涵蓋
維京人入侵歐洲、羅馬統治時期、英法交戰、波旁王朝重大事件到法國大革命時
期，其中也蘊含神話故事如亞瑟王與圓桌武士以及旺岱地區特色的表演如猛禽秀、
傳統音樂等等，以普遍大眾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或傳說作為詮釋，此一方式呼應
學者（Floyd, 2002；Moscardo & Ballantyne, 2008）所言能使遊客易於發現或建構
與己身知識的連結。為不同遊客設計不同詮釋方式方面，為幫助國際觀光客也能
樂在其中，狂人國在官網上標明備有免費的英語園區地圖、表演時間節目表以及
需付費的語音導覽器材，協助觀光客了解演出，園區內也盡力降低行進障礙，讓
9

狂人國主題公園官方網站首頁：http://www.puyduf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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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日期：2014/08/14

身心障礙人士得以順利通行，於表演場地亦有保留座位區，讓有特殊需求的遊客
也能盡情享受演出，亦即遊客可以依園區導覽建議自行安排觀看表演的時間與場
次，如此一來遊客即能選擇與控制自身體驗。多元詮釋方面，除了豐富的主題表
演，演出多具備互動性且讓遊客同時滿足視覺、聽覺甚至是嗅覺、觸覺等感官體
驗，讓遊客不僅是從視覺上學習相關資訊，亦能透過實地觀察、欣賞充滿娛樂性
的演出而對學習法國歷史與著名歷史事件。除此之外，狂人國主題公園內設置仿
古村莊（如圖 4-1-5）如 1900 年代市鎮區（Le Bourg 1900）以及 18 世紀村落區（Le
Village XVIIIème）
，由仿造當時歷史風格建築組成的村莊中有許多特色店鋪，例如
鐵匠鋪及麵包店，工作人員穿著仿古服裝以傳統方式進行製作，或是在道路上放
置由木柴燃燒的火爐以供遊客取暖，透過重現特定歷史時期人們生活樣貌的方式
進行法國歷史的詮釋。
圖 4-1-5：狂人國內的仿古村莊
1900 年代市鎮區

18 世紀村落區建築樣貌

18 世紀村落區走道區與火爐

18 世紀村落區中鐵匠鋪

（資料來源：狂人國官方網站10）

10

資料來源：狂人國官方網站/ Les Spetacles/ Les Villages，擷取日期：2014/08/14
http://www.puydufou.com/fr/les-spectacles/les-villages/le-bourg-1900?season=winter
http://www.puydufou.com/fr/les-spectacles/les-villages/le-village-xviiieme?season=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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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題表演、特色歷史園區，狂人國內亦有如噴泉水舞表演、自然生態園
區及靜態展覽園區、兒童遊樂設施等無語言障礙的園區設計，遊客可自行安排輕
鬆舒適的方式參與詮釋，呼應 Timothy（2011）闡述詮釋的重要性時所提出兼顧教
育性與娛樂性的｢寓教於樂｣詮釋方式。

三、跨個案比較
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皆位於羅瓦河流域，整體地理、氣候、自然環
境相似，但歷史重要性則有所差異，因而所擁有的｢先天要素」
（Porter, 1990）豐富
程度也大不相同。在打造獨特故事敘述方面，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因整
體環境相近，因而皆選擇法國歷史為詮釋主題，呼應 Mckercher & du Cros（2010）
認為詮釋要從人類的使用與經驗觀點切入，亦即選擇以法國本地遊客所熟知、國
際遊客亦可能認識的歷史觀點切入。為不同遊客設計不同詮釋方式部分，考量特
殊遊客類型如身心障礙人士、幼童等需求，兩個案皆致力於規劃便利的途徑使所
有遊客都能輕鬆地接收管理者所提供的詮釋方式。多元詮釋方式部分，兩個案皆
包含靜態及動態的詮釋方式、倚重身著古裝的工作人員提供實用資訊，兩個案也
提供另類詮釋體驗，即提供遊客或當地居民擔任志工的機會，藉由提供訓練課程，
一般民眾可擔任如布洛瓦城堡建築遺跡解說員、或狂人國主題公園夏日節慶
Cinéscénie 的表演志工等等。以下則敘述兩個案發展詮釋方法的相異部分。
布洛瓦城堡因為王室宮殿遺址，因而經過整修後仍以 15、16 世紀瓦洛王朝歷
史為主，敘述故事方面也以路易十二、法蘭索瓦一世、亨利二世、凱薩琳梅迪奇
皇后、亨利三世等王室掌權者在位期間所發生的著名事件為主，力求重現當時王
室生活的軌跡，其餘歷史年代則以定期更換展覽品的博物館形式呈現。布洛瓦城
堡以其建築體本身、王室遺留的藏品以及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所證實過的史料及
學術資訊為依據進行故事敘述，並藉由詮釋體現 Timothy（2011）指出詮釋所具備
的教育性，讓遊客透過觀察及實際操作吸收知識，更能對所吸收的知識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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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訪者普遍認為透過詮釋方式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布洛瓦城堡本身以及 15、16 世
紀的歷史，甚至激發他們學習的興趣：｢透過這裡的展示我可以了解這裡經歷過不
同國王及王后統治，也知道城堡是經過數百年建造及修復才變成今天的樣子。」
（B2）、｢布洛瓦城堡的建築風格隨時代不同而變化，不只是書本上看到的日期或
年代等數據，在這裡你會好奇：
『這是什麼』？」
（B6）
；除此之外，透過詮釋，布
洛瓦城堡也使遊客能夠更加了解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呼應 Timothy（2011）指
出有效的詮釋可以強調遺產或景點的重要性，進而達到保護或維護的目的：
「透過
遊覽布洛瓦城堡，我更加體會到保存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尤其是建築的部分，當
時的技術不像現在發達，他們卻可以建出如此壯觀的建築，我真的很驚訝。（
」B11）
、
｢我去很多地方看過，都不像這裡（布洛瓦城堡）保存的這麼好…這裡的保存程度
符合我對過去的想像、對歷史的想像。」
（B8）
、｢我是個英國人，英法過去曾有很
深連結…這裡（布洛瓦城堡）讓我讓我體會到保存文化遺產來紀念歷史的重要性。」
由受訪者的回覆可以得知，經過詮釋能夠使布洛瓦城堡的歷史重要性彰顯出來，
遊客也因此更加了解、甚至加入保存文化遺產的行列。至於為不同遊客設計不同
詮釋方式的部分，布洛瓦城堡每日都提供免費專人導覽，且每日皆有法語及英語
場次，這在羅瓦河流域城堡群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服務，導覽人員可與遊客立即
互動、解答遊客的疑問，讓遊客印象深刻：｢我認為英語導覽人員是參觀過程中最
棒的一部分，他講述了展覽物件背後的故事｣（B7）
、｢導覽活動是我花最久時間參
與的活動…導覽人員讓歷史故事多了有了鮮活的性格（personality）｣（B12），或
是因導覽人員解說而使遊客更加理解文化遺產的歷史意涵及對文化遺產更加有興
趣：｢聽完導覽人員解說後我又重新看了擺放雕塑的地方，也再次欣賞了建築…才
發現這裡的建築計畫和修復計畫花了非常久的時間和努力」（B6）。特別為學童設
計的導覽、工作坊與問卷、老少咸宜的多媒體互動器材、鼓勵遊客觸碰翻閱的骨
董複製品也彰顯布洛瓦城堡強調文化遺產教育性的面向，可以提供學生關於藝術、
歷史與文化的豐富知識，因此布洛瓦城堡如 Floyd（2002）所指，有機會與學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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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構訂立雙方互利的合作關係。
狂人國主題公園的起源則是文藝復興風格城堡的遺跡，是地方領主的所有物
而未曾有王室居住的歷史、此遺跡也並非歷史重大或特殊事件的展演空間，因此
其面對的課題即是如何妥善利用有限的可得資源進行詮釋。狂人國主題公園以城
堡遺跡做為起點，前後延伸歷史橫軸，詮釋橫跨西元前羅馬統治高盧時期至第二
次世界大戰。狂人國主題公園旨在讓遊客於娛樂中輕鬆的學習、創造歡樂的回憶，
四十公頃的園區內包含許多展演空間以及自然生態園區，皆依循歷史主題規劃而
成，遊客至少需停留園區內整整一天才可能瀏覽大部分的表演及展區，呼應
Ivanovic（2008）認為全面且大規模的展示與詮釋有助於延長遊客停留的時間。此
外，表演多以淺顯易懂的主題呈現，引發遊客學習的興趣，且詮釋主題多元，包
含神話傳說如亞瑟王與圓桌武士、時代歷史如維京人曾入侵法國、羅馬人曾統治
高盧人、貞德帶領軍隊收復法國北端領土等等，亦包含旺岱地區特殊的文化如狩
獵活動盛行、訓練猛禽協助打獵等等，使遊客易於將所接觸的事物與過去所習的
歷史文化知識相互連結而降低陌生感。由於表演主題與詮釋方式活潑，能夠引起
絕大部分遊客的學習興趣，如受訪者表示因狂人國主題公園的表演詮釋讓其更加
了解旺岱地區歷史與文化：｢他們這裡的表演幾乎都是和法國過去的歷史有關，像
猛禽表演就是旺岱地區特有的傳統活動，而且旺岱地區在法國大革命時和國王比
較貼近，不僅是法國的歷史｣（P1）
、｢狂人國都以表演來講故事，我覺得很吸引人，
也讓我更加認識旺岱地區的歷史，會想要待久一點把表演全部看完，一天真的太
短了沒辦法看完全部｣（P6）。為不同遊客設計不同詮釋方式部分，雖在官網上有
註明可租借英語導覽以助了解表演，但就筆者自身遊園經驗，狂人國主題公園櫃
台服務人員可以英語與國際客溝通，但並不會主動給予英語印刷品、亦不主動告
知有語音導覽設備可租用；若服務人員能更加主動告知相關訊息，應能幫助國際
遊客在遊憩過程中感到更加便利。且狂人國中詮釋以及表演進行皆以法語為主、
園區內的指示牌也皆是法語，以筆者自身經驗來說，雖略懂法語但並不流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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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賞表演時只能領略部分意思，而部分受訪者也提出如：｢我可以稍微了解演出
內容…但因為不懂法文，所以很難真正搞清楚」（P11）、｢我覺得有更多翻譯的話
會讓這裡的詮釋更完美…我兒子不懂法語，所以對他而言藉由詮釋了解這裡的歷
史或是保護遺產的重要性有點困難，在這裡我沒看到足夠的英文翻譯」
（P5）等意
見反饋，但其結合演員、音樂、舞蹈、特效、特殊技藝、動物等多種元素的演出
詮釋方法，仍能引發大部分遊客學習興趣：｢我最喜歡猛禽表演，他展示出現在幾
乎失傳的技術…我想這是這個地區非常獨特的傳統，我以前從沒看過」
（P1）
、｢雖
然我的女兒因為不懂法語不是很理解故事，但我看得出來她很喜歡羅馬競技場與
維京海盜的表演，我也趁機跟她說了一些相關歷史」（P9）。狂人國主題公園提供
多元詮釋方式的部分則在於，除了主題表演、仿古村莊的建設、穿著古裝的工作
人員演繹法國中古時期人們的生活方式，遊客可以與之交談從中學習相關知識。
狂人國主題公園甚至將｢未開放遊客參觀」也當成詮釋的方式，由於狂人國城堡為
文藝復興時期建築、依然保持因成本受限及戰火波及所造成的殘破外觀，筆者 2013
年 7 月前往狂人國主題公園時城堡仍未開放，工作人員說明狂人國城堡作為旺岱
地區的代表性建物彰顯了地區的特色，但仍需要時間精心補強修復才能承載更多
遊客的瀏覽，在其仍脆弱的狀態下城堡僅做為 Cinéscénie 節慶的背景舞台，雖未能
開放參觀，卻協助管理者引導遊客認識此一文化遺產：｢雖然你沒辦法進去，但你
仍能看到城堡的外觀，理解城堡的不同面向…會讓你想要保護你獨有的歷史和建
築」
（P4）
，此種詮釋手法呼應 Timothy（2011）所指，詮釋能協助管理者進行群眾
管理，因為透過詮釋可以引導遊客前往較高容納程度、較有彈性的景點，進而保
護較脆弱的部分遺產，或使遊客因了解景點或遺產受限制的理由而對遺產產生認
同。未能開放參觀增加了城堡的神祕感，也讓遊客引頸企盼城堡未來以｢城堡的復
興」（La Renaissance du Château）為主題開放的時刻11，而筆者身為遊客，亦相當
希望能再次造訪狂人國主題公園參觀城堡內部，呼應 Timothy（2011）指出良好詮
11

資料來源：狂人國主題公園官方網站，擷取日期：2014/10/14
http://www.puydufou.com/fr/mon-puy-du-fou/lhistoire-du-puy-du-fou?season=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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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可以帶來收益，亦即藉由高品質體驗會吸引遊客一再前來或是久留，代表著遊
客也會願意花更多的時間與金錢在食宿、或是在附近商店消費，對當地經濟和商
業發展有良好的影響。以下以表 4-1 歸納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在詮釋方式
之異同。
表 4-1：跨個案比較－詮釋方式之異同
布洛瓦城堡

狂人國主題公園

（一）
相
打造獨特的 同

1. 地理、氣候、自然環境相似
2. 以法國歷史為詮釋主題

故事敘述。 相
異

1. 詮釋歷史期間以 15、16 世 1. 主題表演詮釋歷史期間橫
紀王朝歷史為主，後續歷
跨西元前至 20 世紀
史為輔
2. 詮釋歷史期間較長，自羅馬
2. 詮釋歷史期間較短，以瓦
洛王朝歷史為主
3. 以經考據的學術資料、史
實為詮釋基礎，教育性程
度較高

（二）
相
為不同遊客 同
設計不同的 相
詮釋方式。 異

（三）
相
提供多元詮 同
釋方式。

人統治時代直至第二次世
界大戰
3. 以神話傳說、普遍歷史知識
為詮釋基礎，娛樂性程度較
高

1. 考量國際遊客需求設計詮釋方式
2. 考量特殊遊客如學童等需求
1. 專人導覽，注重與遊客的
互動
2. 以教育性詮釋方式為主，
力求所有遊客都能透過詮
釋理解布洛瓦城堡

1. 雖提供英語版本導覽地圖
與設備，但工作人員未主動
告知，園區內亦無英語標示
2. 結合演員、音樂、舞蹈、特
效、特殊技藝、動物等多種
元素，以娛樂性詮釋方式引
發遊客學習興趣

1.靜態詮釋與動態詮釋兼具
2.身著古裝的工作人員提供實用資訊
3.另類詮釋體驗:提供遊客擔任志工的機會

相

1. 結合傳統媒體如解說牌、

異

導覽指示牌、影片以及高
區域，讓遊客由周遭環境感
科技多媒體互動器具如 3D
知詮釋主題
地圖導覽儀
2. 將未能開放狂人國城堡予
2. 鼓勵遊客接觸與翻閱骨董
遊客參觀的緣由清楚說
複製品
明，作為詮釋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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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造仿古村莊與自然生態

第二節 體驗形塑

一、布洛瓦城堡
如同學者（Pine, Joseph & Gillmore1999）所言，訂定鮮明的主題使觀光客印象
深刻，是提供良好體驗的初始，布洛瓦城堡的官方網站首頁12說明：布洛瓦城堡歷
經七位國王與十位皇后的居住，是認識法國藝術與歷史的良好途徑，更是皇室權
力與往日生活的懷舊重現。除此之外，布洛瓦城堡更可說是展演法國歷史的博物
館，不僅重現皇室起居樣貌，更含有多達三萬五千件藝術作品，自 1845 年始即作
為第一個被修復重建的中世紀歷史代表建築，並作為羅瓦河流域其他城堡修復的
典範依據。由此可知，布洛瓦城堡的主題即為｢法國中世紀歷史的展現｣，透過強
調如建築遺跡、藝術作品以及皇室人物使用過的器具等豐富可得資源的優勢，以
建築本身以及精美的藏品揉和特殊的空間，帶給觀光客懷舊的氛圍、使其感到時
光彷彿停留在 15、16 世紀，並藉此讓遊客感知明確的體驗主題（如圖 4-2-1）。
圖 4-2-1：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首頁指出體驗主題

（資料來源：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首頁截圖）

12

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首頁/Home Page，擷取日期：2014/10/29
http://www.chateaudeblois.fr/?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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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瓦城堡提供給觀光客的體驗緊扣懷舊主題，如學者謝其淼（1995）曾說
明，若主題分類是歷史類，期望在本土化意識下喚起消費者對於土地的認識，最
好能配合當地的古蹟或依原樣復舊，配合詳細的歷史及掌故解說，展現某一斷代
史的風貌，而布洛瓦城堡合致此原則的做法除了透過經縝密研究後進行的建築修
復工程重現城堡在 15、16 世紀的樣貌，讓遊客藉由環境感知體驗主題及體驗內容
外，更安排許多體驗活動讓遊客藉由參與體驗活動留下深刻印象：如由展示建築
實體物件的展示廳，藉由動線規劃引導遊客至城堡大廳、歷代國王寢室、凱薩琳
皇后辦公廳、王室禮拜堂，穿越裝飾華麗的瓦洛王朝歷史人物居所及歷史文物區
再度回到大廳後，再連結到古典雕塑繪畫藝廊及當代藝術展示區，以為數眾多的
展區流暢地串起法國 15 世紀至今的歷史變遷，呼應 Pine & Gillmore（1999）認為
多景點布局有助於強化主題並改變人們對現實感受的看法。
城堡內部透過適當的裝潢與整修，以歷史研究為基礎，讓房間呈現以往皇室
居住時的樣貌，亦呼應 Mckercher & du Cros（2010）所提使文化遺產提供的體驗
應與遊客相互連結，並使展示資產的方式呼應遊客既有知識、參考框架以使文化
遺產與遊客具有相關性並做為對其瓦洛王朝歷史想像的參考或印證。另外，在城
堡的大門入口處有穿著中世紀服裝的馬伕，觀光客可以付費搭乘馬車遊覽布洛瓦
市鎮，一路上駕駛者也會介紹當地特色；某些古董及藝術作品被再製作為不同尺
寸，供遊客欣賞與動手翻閱，或是等比例打造王座，讓男女老幼皆可近距離體驗
法國藝術之美、甚至一嘗當國王王后的榮耀；遊客可以自由地參觀城堡內的開放
空間，也能透過預約，由導覽人員帶領參觀平時不向大眾開放的空間（如具防禦
功能的碉樓）等等，緊扣歷史主題的多元體驗活動讓遊客有獨一無二的參觀感受
（如圖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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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布洛瓦城堡中的體驗活動
開放參觀的王室禮拜堂

筆者體驗等比例打造的王座

可動手翻閱的藝術品

馬車遊覽布洛瓦市鎮體驗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若管理者提供的體驗能夠同時包含四 E 面向--娛樂、教育、逃離現實和審美-並形成｢甜蜜點｣，則依 Pine & Gilmore（1999）所指，遊客將能由體驗中獲得最大
滿足感。就筆者觀察，布洛瓦城堡所提供的娛樂面向體驗雖有如馬車遊歷布洛瓦
市鎮及擬造王座等活動，但帶給遊客娛樂或歡笑的部分仍然偏少。布洛瓦城堡的
教育體驗則相當豐富，遊客可以從建築、展示及大量的解說告示中獲得法國 15、
16 世紀至近代的歷史變革，從中獲得新知或映證以往所學，呼應學者（Bonn et al.,
2007）指出文化遺產景點將自身角色從單純展示歷史軌跡轉為提供教育的場所。
逃離現實體驗面向通常指涉虛擬實境的氛圍，布洛瓦城堡藉由建築等整體環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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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法國 15、16 世紀風貌，成功讓遊客有暫時脫離現代生活、暫緩腳步的感覺。布
洛瓦城堡亦藉由藝術品與骨董藏品的展出，結合精心修復的歷史建築、內部裝潢
以及現代藝術博物館的設置，讓布洛瓦城堡成為展現文藝復興時期風格與藝術特
色的巨型展場。由此可見，雖娛樂面向較弱，但布洛瓦城堡仍考量色彩、設計、
燈光、聲音、內部構造、情感連結等細節，創造合致｢甜蜜點｣的整體體驗環境。
布洛瓦城堡為求讓體驗合乎遊客期待與想像，並使遊客的需求隨時得到回應，
布洛瓦城堡中有許多專業人士或經受訓的志工隨時提供遊客協助，除了櫃台服務
人員樂於提供相關資訊、定時人員導覽解說外，如大廳、藝廊也都有服務人員能
向遊客解說展區特色或教導遊客如何操作多媒體設備，亦即布洛瓦城堡注重與遊
客的互動，參與其中的相關人員如 Weiermair（2004）所言成了舞台上的演出者，
鼓勵遊客參與體驗、使遊客滿意。在旅程結束之時，呼應 Urry（2002/2007）及 Pine
& Gillmore（1999）之觀點，觀光旅遊是一種蒐集符號的過程，且觀光客對於任何
作為符號的事物皆感興趣，若體驗提供者可以給予人們選擇｢紀念品｣的機會，將
有機會使遊客將體驗的記憶長存心中，布洛瓦城堡亦設治紀念品專區，販賣城堡
模型、城堡內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品複製品、明信片、馬克杯等等，讓遊客有機會
透過紀念品延續在布洛瓦城堡的回憶，甚至透過紀念品的分享吸引潛在的顧客一
遊布洛瓦城堡。

二、狂人國主題公園
狂人國主題公園致力於打造舒適的環境與愉悅的氛圍，從踏入狂人國主題公
園起始，服務櫃檯的迎接人員身著羅馬式長袍面帶微笑的迎接遊客、為遊客打理
入園事宜，體現 Pine & Gillmore（1999）所指使環境溶入格調及劇場氛圍，讓遊客
在一開始就接收到體驗主題的訊息，並對後續的體驗活動充滿期待。接著就是遊
客自行決定行程，根據園方提供的時間表安排參觀演出及休憩時間，遊客的自主
決定性高，讓遊客有機會建立獨特、個人化的連繫。走在各處舉目望去皆是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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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自然風貌的的泥地步道、精心修剪的樹叢、花園與高大的樹木與草原相互輝
映，不時也可聞到花香與植物的氣味，隨時皆可聽見由隱藏在樹叢間的播音器所
播放的輕盈音樂，正如學者（Bonn et al., 2007）所提及，藉由視覺、聽覺、嗅覺等
面向的營造向遊客釋放歡樂的氛圍。園區內有許多以法文標示的指示牌，在每一
個表演場地附近皆有可供休憩的露天座位、洗手間、販賣速食的飲食部，讓遊客
在觀看表演的等待時段能充分休息，輕鬆體驗園區內的各式活動。
在確立體驗主題以及打造體驗四 E 面向的部分，狂人國合致學者謝其淼（1995）
所提出的概念：主題公園應事先設定主題，並沿著這個主題塑造所有的環境、遊
戲、活動、設施及氣氛，並加以整合營運。由狂人國整體營造的氣氛可看出其經
營的確依循特定主題，例如：官方網站的首頁以影片呈現，影片中剪輯各項表演、
花園漫步區以及特色住宿等介紹，簡潔有力的影像與慷慨激昂的配樂引發觀看者
興趣同時，也帶出中世紀法國旺岱省歷史進展的體驗主題。且如同 McKercher & du
Cros（2010）的理論探討，愉快的體驗能使觀光客久留，並增加觀光客在更深層次
消費資產的可能性，因此狂人國努力使體驗令人印象深刻，也盡力創造 Pine &
Gillmore（1999）所提出結合娛樂、教育、逃離現實與美感並存的體驗｢甜蜜點｣（如
圖 4-2-3）
：娛樂面向是狂人國主題公園的強項，有別於一般主題公園充滿如雲霄飛
車等騎乘設施，狂人國以精心設計的表演為主，且盡力在每場表演中創造完整體
驗，如羅馬競技場表演中，遊客坐在能呼應以往對羅馬歷史既定想像的圓形競技
場，場中砂地圍繞著火炬，獅子與老虎發出陣陣怒吼，穿著古裝扮演元老院貴族
和平民的演員坐在特殊席融入觀眾，互相起鬨炒熱氣氛，邀請觀眾一起為支持的
戰士喝采，加上壯麗的音樂和戰士們精彩的打鬥表演，不僅創造滿足視覺、聽覺
與想像的體驗，也提升觀眾的參與與互動，令體驗的娛樂面向更加豐富。教育面
向的部分則較符合普遍大眾的既定印象，例如彰顯由羅馬競技場的演出彰顯羅馬
時期歷史、由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演出顯示古代的傳奇與神話，但園區內除了自
然生態區有解說牌提供遊客關於農場內動物的資訊，在表演的部分雖然擁有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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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本身喚起遊客樂於學習的契機，園區本身卻鮮少有如解說牌、影片、專人回答
歷史相關問題或其他可進一步提供專業歷史知識的途徑，僅能視遊客需求在紀念
品店購買相關知識的書籍等等。逃離現實則是狂人國的另一強項，如學者（Bonn et
al., 2007）所指，因其明確定義為主題公園，園區內的所有表演皆與二次大戰前的
歷史有關，園區內的建物也以二戰前各種不同歷史風格呈現，加上歡樂的音樂與
舒適的環境，創造出虛擬實境與探險的氛圍，有助於遊客由現實生活忙碌步調中
暫時抽身。審美面向則在於狂人國同時結合人工建物與自然環境，在園區內有廣
大的自然生態區與特色明顯的建物，表演本身也往往結合高科技（如：聲光效果、
機器特效）與傳統技藝（如訓練鳥獸、傳統舞蹈與音樂的演出）
，不論是沉浸現代
科技、喜愛自然或欣賞傳統技藝與工藝等追求不同美感面向的遊客類型，都有機
會自狂人國中尋得所好。
圖 4-2-3：狂人國主題公園的體驗活動特色
入口服務櫃台彰顯歷史體驗主題

扮演元老的演員鼓勵觀眾參與喝采

自然環境、馴禽、演員與特效的結合

自然生態區中生物資訊解說牌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狂人國主題公園也盡力確立員工依循體驗主題扮演適當角色以及協助體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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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分，讓遊客有賓至如歸之感。園區內員工分為兩類，一為穿著狂人國主題公
園紅色制服者，在表演場所內或外圍地區巡走，即時提供觀光客所需的協助與資
訊，甚至有專門拍照的工作人員為遊客選定美景拍照，遊客可自由選擇是否付費
購買相片做為紀念品；另一類員工則穿著古裝，引導遊客進入表演場地、身穿古
代服裝拍照或是在表演開始前擔任串場與遊客互動等等，讓遊客在等待表演開始
的空閒時間也能感受到歷史主題的氛圍。狂人國主題公園作為以娛樂體驗為主的
場所，其提供的紀念品選項也相當豐富（如圖 4-2-4）
，除前述可自由選擇是否購買
工作人員為遊客所攝照片外，在狂人國主題公園內每一個主題區都附設紀念品商
店，且每間商店內商品都有所差異以呼應主題區內特色，且不僅有書籍、文具等
常見商品外，還有印上狂人國字樣的各式服飾、城堡及騎士模型、相關影音 DVD、
扮裝道具、各式零食等等多元選擇。
圖 4-2-4：狂人國主題公園內員工與紀念品
穿著紅色制服為遊客拍照的工作人員

琳瑯滿目的紀念品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三、跨個案比較
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於皆致力於打造舒適環境與愉悅氛圍此一面向，
相同之處在於兩個案中時時可見到清潔人員維護場地整潔，期盼給於遊客整潔、
衛生等印象，使遊客願意在個案景點停駐較長時間。除此之外，兩個案也注重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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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營造，如學者（Bonn et al., 2007）所提及，藉由體驗環境中色彩、設計、燈光、
聲音、內部構造、情感連結等細節的考究，創造出舒適自在的氛圍，甚或是神秘
感引發遊客探究的渴望，進而產生進一步認識文化遺產之興趣。差異之處則有如
先天條件之不同，布洛瓦城堡佔地較小且多為人工建物，提供體驗之場地環境相
對較單調，就筆者在布洛瓦城堡內訪談及觀察發現，一般遊客在布洛瓦內停留的
時間大約是 4 小時以內，以一個早上或一個下午為單位，若是以旅遊團形式參觀
則停留時間更短，可能僅 1 小時。狂人國主題公園則因佔地廣大，得以結合周遭
樹林、草園等自然資源，相對能提供的體驗環境較為豐富，遊客所停留的時間通
常以一日為單位；此外，布洛瓦城堡曾為瓦洛皇室居住與公務重地，其詮釋以 15、
16 為主題，其提供之體驗活動亦依循此一斷代史為主軸發展，整體氛圍雖仍屬愉
悅，但仍帶有較大程度的莊嚴與肅穆之感，就筆者觀察，布洛瓦城堡環境清幽，
除了大廳王座複製品與多媒體操作區、中庭空地氣氛較為輕鬆活潑外，其他展示
空間皆相當靜謐，遊客會自動降低音量，若有孩童喧鬧會被立即制止或由長輩帶
離現場，因此雖然布洛瓦城堡推出許多為學童所創造之體驗活動，但對於學齡前
幼童而言，體驗環境仍有一定障礙；狂人國因其主題公園的特色，整體環境相當
歡樂，不論大人小孩都能樂在其中，且考量遊客多以家庭為單位，園區中有許多
為幼童或行動不便者所專設之措施，營造狂人國對所有年齡層遊客皆友善之環境。
但就國際遊客、不懂法語者而言，布洛瓦城堡為降低國際遊客參與體驗活動的障
礙，以官方網站說明為始至布洛瓦城堡現場所提供之提驗活動皆以英法雙語模式
進行，受訪者表示此一措舉有效降低體驗障礙：｢當然，懂法文你會比較容易了解
跟參與這裡的活動…但布洛瓦城堡裡幾乎到處都有英文標示，所以沒什麼阻礙」
（B14）
，相較狂人國以法語為主、對不諳法語者而言參與體驗活動仍有障礙：｢我
感覺得出來演出和其他體驗活動有許多的法國文化象徵，但是因為沒有英語標示
或相關解釋，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對不對」（P9），筆者亦在欣賞羅馬競技場演出時
因未能理解而無法及時與其他遊客一同與演員互動，或因未能跟上演員說話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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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理解其笑話精髓，深感語言能力不足同時亦覺可惜所得到體驗相對淺薄。
在確立體驗主題以及合致 Pine & Gillmore（1999）所提包含娛樂、教育、逃離
現實和審美等四領域之體驗活動之面向，兩個案皆採取法國歷史為體驗主題且致
力打造包含四種體驗領域的｢甜蜜點｣，相較之下布洛瓦城堡所提供的教育面向十
分突出，如受訪者被問及認為布洛瓦城堡哪一面向體驗最出色時，11 位受訪者中
有 10 位指出教育面向。狂人國則是娛樂面向最為出色，但此一體驗定位本質的不
同也為兩個案帶來不同的遊客觀感，如同 Liu（2005）所指，現代的遊客對於文化
遺產也抱著對於主題公園的期待，亦即希望體驗的環境是可控制、標準化且衛生，
除此之外，遊客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娛樂性，而非僅是枯燥的教育內容灌輸（Ivanovic,
2008）
，因此帶有娛樂性與興奮感的體驗對於遊客而言將比單純的有形商品更為重
要，且依然能在帶給遊客娛樂感受同時刺激遊客學習的興趣，如狂人國受訪者所
言：｢我覺得娛樂和教育面向兼具，因為在這裡你可以以娛樂孩子們的方式進行歷
史教育，比單純讀書有趣多了」（P5），若由此觀點出發，可以看出相較之下狂人
國所提供的體驗活動豐富多元，體驗活動供給面之演員、劇本、技術、技藝及特
效科技等專業程度高，且依季節及時間等變化不斷推陳出新，不僅提高遊客重複
前來的機會，也使自身體驗活動被其他類似景點複製而降低吸引力的機會減少，
如受訪者所述：｢這次是和射箭營隊的朋友一起來的，我們都覺得一天根本不夠看
完所有表演…我當然會再回來！我下次想和我家人一起來｣（P12）
，其體驗豐富程
度不僅能令遊客留下美好回憶，甚至不惜耗費長途車程：｢的確，三小時的車程不
算短，但孩子們都玩得很開心，所以我們還是來了，即使等等我們還要開三小時
的車回去，仍舊很值得」（P7）；而布洛瓦城堡所提供的體驗較缺乏娛樂性，且其
提供之體驗如藝術品之複製使遊客得以觸摸及操作、馬車遊覽市鎮等體驗活動的
複製門檻及創意程度相對較低，被其他類似景點複製體驗活動或甚至擁有類似體
驗之機率較高，這也可能是造成布洛瓦城堡再訪率較低，或是再訪時距較長的原
因之一，如受訪者所述：｢對我來說，如果布洛瓦城堡裡可以多一點有趣的體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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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更好，我想這會讓布洛瓦城堡更吸引人」
（B3）
、｢我可能還會再回來…但應該
是比較久之後，因為我猜布洛瓦城堡在近期內不會有太大的不同，但過一段時間
再回來應該看看會很有趣｣（B14）。
在確定員工依循主題協助體驗形塑的部分，兩個案皆體現 Weiermair（2004）
所指，觀光相關產業的工作人員就像舞台上的演出者，應恰如其分的扮演符合體
驗活動協助者角色，不僅要娛樂遊客、還要積極鼓勵遊客參與其中。兩個案在第
一線與遊客接觸的工作人員皆受過良好訓練，擁有當地文化遺產及相關體驗活動
的專業知識，且總是面帶微笑鼓勵遊客參與體驗活動，例如布洛瓦城堡入口的諮
詢櫃台令遊客感到備受歡迎，如筆者以英文詢問票價及開放時間事宜時，櫃台人
員總是面帶微笑，且其他受訪者亦有與筆者相同之觀感：｢布洛瓦城堡的櫃台人員
態度都很友善，我覺得挺好的，讓我一開始就有種『今天的旅程會很舒服』的感
覺」（B3），而在馬車體驗活動中，穿著古裝的馬伕會一面駕駛一面介紹城堡外觀
特色以及與周圍布洛瓦市鎮的特色、在現代藝術展區的工作人員會招呼遊客以更
近的距離欣賞作品、在雕塑展示區的工作人員則會定時進行介紹，並鼓勵附近遊
客聚集聆聽，且在布洛瓦城堡內的工作人員多為當地居民或志工；在狂人國中的
工作人員則區分為兩類，一為穿著古裝者，一為穿著狂人國主題公園紅色制服者。
穿著古裝之工作人員會以肢體動作等演出引導遊客前往表演場地或付費古裝出租
拍照等體驗活動、引導參觀仿古商家（如揉製販賣麵包商家、鐵鋪）之作業、或
是將紀念品背在身上販售給遊客等等，指引遊客以更大程度參與園區內提供的體
驗活動，穿著狂人國紅色制服之工作人員則在體驗場地附近巡走，一方面指引遊
客就坐以欣賞表演、注意周遭境整潔並隨時解答遊客疑問，讓遊客印象深刻：｢如
果你需要任何東西或任何協助，都會有人來幫你，我覺得狂人國裡的服務人員對
於遊客來說非常重要」（P4）。兩個案亦都提供紀念品供遊客選購，差別在於狂人
國中的紀念品選項合乎歷史、冒險等體驗主題且品項繁多，布洛瓦城堡所提供之
紀念品則和羅瓦河流域中其他城堡類似，如明信片、文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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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以表 4-2 歸納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在詮釋方式之異同。
表 4-2：跨個案比較－體驗形塑之異同
布洛瓦城堡
（一）
相
打造舒適環 同
境與氛圍。 相
異

狂人國主題公園

1.注重環境的整潔、衛生與整體景觀
2.創造愉悅氛圍，鼓勵遊客積極參與體驗活動
1.以英法雙語進行體驗活
動，降低遊客陌生度
2.整體氛圍較莊嚴肅穆，
對學齡前幼童及行動不
便者較吃力

1.注重體驗細節，如利用音樂創造
輕快氛圍
2.整體氛圍較活潑歡樂，老少咸宜
3.結合人工建物與周圍自然景觀，
體驗環境較為多樣化

3.以人工建物為主要體驗
環境，較為單調
（二）
相
確立體驗主 同
題與體驗四 相
E 領域使其 異
相互兼容。

1. 以法國歷史為體驗主題
2. 盡力創造合致體驗四 E 領域之｢甜蜜點」

（三）
相
確定員工依 同
循主題協助
體驗塑造
相
異

1. 與遊客接觸之工作人員皆經過訓練，擁有文化遺產及體驗之
相關專業知識
2. 在提供體驗場地等定點派駐工作人員

1.四 E 領域中教育面向最
強，娛樂面向稍弱
2.體驗活動相對傳統，有
易於被複製之危機
3.體驗活動相較之下較
少，遊客停留時間較短

1.四 E 領域中娛樂面向最強
2.挾園區佔地廣大之優勢，體驗活
動與場地皆豐富，較難以被複製
3.體驗活動多元，遊客普遍停留時
間以一日為單位，停留時間較長

1.工作人員多為當地居民 1.以服飾區分工作人員腳色，強化
或志工，可以提供與景點 體驗主題以及易於遊客辨認
周遭環境相關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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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真實性
一、布洛瓦城堡
布洛瓦城堡歷經 15、16 世紀皇室居所的黃金年代，17、18 世紀的逐漸衰敗甚
至是法國大革命的破壞，直至 19 世紀 1840 年才被界定為國家歷史紀念場址並進
行 Félix Duban 主掌、Jules de la Morandière 接續近 40 餘年的修復與重建，重現布
洛瓦城堡涵蓋古典主義、哥德和文藝復興建築特色的 16 世紀風采；再由建築師
Alphonse Goubert 及 Michel Ranjard 接手修復二次大戰炸彈攻擊時所造成的損壞；
1990 年代開始則由建築師 Pierre Lebouteux 及 Patrick Ponsot 進行如屋頂、地板、
門廊等細部裝飾等翻新，在長達百餘年的修復工程之下，布洛瓦城堡從頹杞的遺
址逐漸重現 16 世紀的輝煌樣貌。建築師 Félix Duban，依循著布洛瓦堡的遺跡、留
存的圖文檔案、相關的雕塑以及繪畫作為依據進行建築外觀的修復工程，並盡力
使各個風格的建築特色彼此呼應，圍繞中央庭園創造和諧典雅的景觀；內部裝潢
族盡可能在保留現存遺跡的情況下依循史料、原有材料重現以達｢修舊如舊」的原
則，使城堡內外都接近其餘 16 世紀全盛時期的樣貌13。
布洛瓦城堡於強調真實性部分相當具有優勢，因其城堡建築本身即可體現
Wang（1999）所稱之客觀主義真實性，即學者董培海（2011）解釋，旅遊者追求
客體意義上的真實，期盼所接觸之物件或所欣賞之文化遺產是經專家、學者認定
為真實且具豐富歷史、考古或人文藝術上之意涵。城堡建築的外觀具有的多樣建
築特色如古典主義、哥德、火焰哥德、文藝復興時期等形式，不僅是瓦洛王朝歷
史文化的彰顯，也可以做為藝術、建築工程、工藝與古蹟修復技術等專業領域的
參考素材，且布洛瓦城堡呈現｢修舊如舊｣的原則，修繕城堡建時盡可能使用同樣
的材料及樣式，例如透過研究得知皇室起居空間的裝飾圖騰、色彩並加以修復等
等，並藉由規畫路線，讓展示城堡原始建築物件（如因修繕緣故拆卸保存的滴水
13

資料來源: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歷史/The restorations since 19th century，擷取日期:2014/11/01
http://www.chateaudeblois.fr/?The-Restorations-since-the-19th&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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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屋頂外圍之雕像、牆面之裝飾等等）的空間成為觀光客的參觀起點，藉由實
體展示、圖片及告示牌說明修復過程，並運用空間規劃與投影設備用以協助觀看
者比對物件在建築中之位置（如圖 4-3-1）
，強化觀光客的真實性感知、提供相關領
域研究者較為專業的知識地同時也營造舒適的遊覽環境。
圖 4-3-1：城堡原始建築物件展示及告示牌說明
城堡屋簷滴水獸原件

告示牌說明文藝復興螺旋梯之修復

文藝復興風格螺旋梯模型

利用投影指出物件與建築相對位置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除此之外，如 Jill & Hill（2002）指出，客體真實性與文化的有形元素如歷史
景點、藝術品有關，布洛瓦城堡除了建築本身，尚有內部如經修復的天花板與牆
壁彩飾、大量的家具（如床鋪、桌椅、古董鋼琴、雕飾繁複的火爐）
、器皿、皇室
藝術收藏以及皇室日常生活使用器具，以及如傳說中凱薩琳太后存放機密物件及
毒藥的櫥櫃展示（如圖 4-3-2）等等，經管理者的安排與規劃，安插在遊客遊覽動
線之內，讓遊客不僅體會建築的歷史之美，也能欣賞藝術作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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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布洛瓦城堡內部及藝術品
繪有皇室圖樣的大廳天花板

飾有路易十二代表圖樣的玻璃窗

凱薩琳太后辦公廳之櫥櫃

藝術品收藏展示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在豐富的藏品以及歷史建物圍繞之下，靜謐的環境讓遊客的步調也緩慢下來，
盡情沉浸在布洛瓦城堡所創造的氛圍之中，除前述客觀主義真實性以外，遊客也
可能因其知識背景及主觀認知之差異而對真實性感知有不同見解，如城堡內部分
建物清楚標示因保存及維護因素，以相似材料塑造之建物取代原有物件，或根據
考究以模擬之方式｢創造」空間擺設物件及複製品。誠如 Urry（1995）所言，現代
的遊客有能力分辨文化遺產為真實或是人造加工，縱使布洛瓦城堡內有部分建築
體或物件並非 15、16 世紀的原件，但仍因其整體氛圍及其他原件部分的圍繞下而
構成一整體的真實性，再依遊客主觀認定而有可能展現客觀主義真實性、建構主
義真實及存在主義真實性，甚或三者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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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狂人國主題公園
1977 年 Phillippe de Villiers 和 Jean Saint Bris 在萊瑟佩瑟市鎮（Les Epesses
village）發現一處城堡的遺跡，該城堡約於 15 世紀由當地領主 François II du Puy du
Fou 指派建築師 Le Primatice 重新翻修老舊建物，並以紅磚及花崗岩重建成義大利
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但修繕工程遲未完工，並於 1659 年出售與私人持有。該城
堡於法國大革命時期被共和黨員（les républicains）燒毀 ，但於 1974 年仍被列為
歷史場址，直至 1977 年才由旺岱市議會（le conseil général de la Vendée）將其買
下並投注國家資金修繕，並依 Georges-Henri Rivière 提倡的博物館計畫宗旨使其成
為歷史文物的藏所，但未對外開放，且旺岱市議會亦決定將其內藏品於 2006 年遷
址他處保存。2011 年狂人國主題公園團隊取得城堡所有權，進行修繕及改建後於
2014 年正式向大眾開放，成為狂人國主題公園展示的一部分。
狂人國最初的起源來自文藝復興時期城堡遺跡（如圖 4-3-3）的發現與圍繞遺
跡編織出大型表演，為使遊客於白天也能有遊憩之處而創造狂人國主題公園，並
以法國旺岱地區歷史為主題，以豐富的表演演繹地區歷史的流變。
圖 4-3-3：1900 年狂人國城堡遺跡

（資料來源：1900 年明信片，私人收藏14）

14

資料來源: 1900 年明信片，私人收藏，狂人國主題公園論壇網友 Mathieu Admin 提供。
擷取日期:2014/10/05
http://www.puyfolonaute.com/forum/le-chateau-renaissance-au-cours-des-siecles-t249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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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人 國 主 題 公 園 在 tripadvisor 網 站 上 分 類 標 註 為 娛 樂 / 主 題 公 園
（Amusement/Theme Parks，如圖 4-3-4），可知其重視的並非遺跡詮釋與再造，而
是利用遺跡的存在做為後續創造大型表演與主題公園的基礎與特色，亦即其所強
調的並非建築體上的客觀主義真實性，而是地方歷史記憶的延續、地方居民參與
和節慶氣氛等無形遺產的呈現。
圖 4-3-4：tripadvisor 網站中狂人國旅遊類型（type）定義—娛樂/主題公園

（資料來源：TripAdvisor 網站15）
呼應 Ivanovic（2008）之見解，狂人國身為主題公園，具有宣傳法國歷史文化
及當地特色等目的性且透過人為建造而出的文化景點代表，其帶來可觀遊客造訪
量的成功因素值得做為文化景點學習的重要對象，在近代一開始被納入真實性議
題討論之中。狂人國主題公園發展自歷史主題，同時帶有冒險、懷舊及幻想，以
法國歷史為主軸結合多樣主題於一體，於乾淨且受控制的環境下提供刺激的體驗、
表演，或是購物中心、餐廳等服務設施，有機會帶給遊客空間曲解的感受。舞台
化真實性、存在主義真實性成了狂人國主題公園發展真實性的主要選擇，其主題
設施屬於非日常空間且帶有虛構色彩，因狂人國城堡 2011 年始納入狂人國主題公
園組織之下，一直到 2014 年夏季才開放遊客參觀，亦即 2014 年夏季以前缺乏可
供展出或令遊客得以接觸之具有客體真實性的實品，但狂人國仍以不同方式創造

15

資料來源:tripadvisor 網站，Le Puy du Fou 搜尋結果，擷取日期:2014/11/12
http://www.tripadvisor.com/Attraction_Review-g1096448-d1234321-Reviews-Le_Puy_du_Fou-Les_Epe
sses_Vendee_Pays_de_la_Loi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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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真品感覺的物件或高度迫真的臨場感，如藉由創造中世紀樣貌花園與村落供
觀光客漫步遊覽，在村落中亦有許多身著古裝的店員販賣如皮革製品、毛皮製品
或是手工編織藝品等充滿中世紀風格的商品、有穿著古裝的鐵匠、雕刻家、麵包
師傅現場製作產品，園區內亦規畫傳統農舍區，並豢養家禽如雞鴨等等，讓遊客
得以一窺旺岱地區從前的鄉村樣貌；狂人國同時也利用其它們媒材如播音器材當
遊客經過即會透過感應系統撥放當地歷史故事或以告示牌告知遊客他們身處於
1900 年代城鎮區，即以文字加深遊客之印象（如圖 4-3-5），創造出符合遊客對中
世紀生活想像的懷舊氛圍，提高對於真實性的感知，此作法呼應謝其淼（1995）
所述當文化遺產缺乏可供展出或令遊客得以接觸之具有客體真實性的實品時可採
取之演繹手法：重現環境、提供可感知的展示資訊、複製真品以供更多遊客欣賞、
多媒體影像播放等等。
圖 4-3-5：狂人國以重現旺岱地區生活樣貌的建物提高真實性
以古法製作麵包的店舖

豢養家禽的傳統農舍

播放歷史故事的播音器材

寫明 1900 年代市鎮區的告示牌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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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國主題公園透過硬體設施的仿古建設、體驗活動設計、工作人員的配合
鼓勵遊客參與體驗活動以及規畫親子同樂的區域（如圖 4-3-6）
，讓遊客在狂人國中
得以留下與家人或朋友同樂的愉悅記憶，而認定在狂人國內的感知為真實，此作
法如同學者 Wang（1999）所述，對於遊客們來說具有體驗上的真實性、在主觀感
知上認為真實，即便觀光客知道身處的環境是被｢創造｣出來的、仿舊的複製品，
但仍將之與快樂、美好的回憶連結，成為主觀上、經驗中的真實，因此可知狂人
國主題公園盡力營造的乃為受個人主觀感知、情感影響較深之存在主義真實性。
圖 4-3-6：狂人國主題公園以空間規畫加強遊客愉悅的記憶
演員邀請遊客加入表演

親子同樂的噴泉區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三、跨個案比較
若依奈良真實性會議之論點，認為所有的文化遺產皆應考量其特殊文化背景
及資源，甚至是文化遺產的形式、設計、材料、使用功能、展現之精神（Nara Document，
轉引自 Ivanovic, 2008）等等，則兩個案可說皆於考量己身所處環境、文化遺產特
性、所得資源、創造資源及遊客類型後決定所呈現真實性面向：布洛瓦城堡在真
實性面向相當具有優勢，因其建築體本身、皇室之收藏品及藝術品、甚至是因修
復工程所造成之建築原件替換、修復過程解釋、修復之參照模型圖等等，都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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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其真實存在且皇室實際在此地停留之歷史軌跡。布洛瓦城堡善用此部分資
源，藉由規畫讓遊客的遊覽起點即為擺放建築原件的展覽空間，配合燈光、告示
牌說明及投影效果豐富展出內容，讓呈現真實性的方式多了趣味性。再加上建築
原件及修復工程的展示也彰顯布洛瓦城堡乃是由法國政府、專家、學者合力研究、
保存及維護才得以呈現今日於遊客眼前的樣貌，此類強調經過考古、歷史學者及
相關領域學者｢驗證」過的文化遺產可得資源優勢，可推測布洛瓦城堡所強調的真
實性呈現面向為客觀主義真實性，如受訪者被問及｢是否認為現在所看到的文化遺
產保留其原始樣貌」時，受訪者回答傾向對於｢建築」或｢物件」有所表示：｢雖然
（布洛瓦城堡）經過修繕，有些部分是現代添加的，但看得出應該是依照原本的
樣貌，所以仍然有真實性」（B15）、｢一開始進來的展覽室，裡面擺了一些原始的
雕刻阿文物甚麼的，我覺得滿有真實性的」（B3）；狂人國主題公園乃因容納參與
表演 Cinéscénie 遊客日間活動而來，且狂人國城堡在 2014 年夏季以前都未開放給
遊客參觀，僅作為狂人國主題公園的代表、彰顯其歷史精神的象徵，因而其在客
觀主義真實性方面較無優勢。但狂人國主題公園仍審視其特殊文化背景及可得資
源，除了表演主體皆為歷史事件或遊客耳熟能詳的傳說、神話等等，在園區內也
以大量仿古建築、商店及自然景觀組合而成法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區域，讓遊客欣
賞表演或遊憩的同時都能感受到歷史氛圍。Urry（1995）曾指出遊客有能力分辨遺
產為真實或人造加工，狂人國個案顯示遊客的確能夠分辨是否為人造加工，但並
不因此認為其所接觸或其所體驗的事物為虛假，而是仍依其主觀感受定義真實性，
且其指涉對象包含狂人國城堡遺跡、表演內容、仿古建築等較多元面向，如受訪
者表示：｢我知道裡面的建築大概都是現代人工造就的，但對我來說還是滿真實的，
和我想像中以前的生活很像，妳可以看到人們穿著古代的衣服走來走去，還有以
前的毛皮交易等等」（P12）、｢他們表演的那些活動可能有保留原始的精神，或至
少他們假定（pretend）是這裡的傳統，像維京人表演就是由以前維京人入侵的史
實來的，所以應該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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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案皆營造文化遺產，使其具有客觀主義真實性、建構主義真實性或存在
主義真實性其一，以使文化遺產如 McKercher & du Cros（2010）所言在遊客心中
具有獨特真實性與品質。有趣的是，遊客往往因從前所得背景知識、同遊伙伴、
遊覽文化遺產時間情境或是主觀情感認知的不同，面對相同文化遺產卻會有不同
的真實性面向感知：布洛瓦城堡強調其客觀主義真實性，但從訪談中可以得知遊
客對於其遊覽過程的感想不僅認定所見之物為經專家學者所認證過之真實，也同
時會出現奇幻、甚至激發想像力等感受：｢對我來說布洛瓦城堡同時給我奇幻和懷
舊的感覺，它讓我想起童話故事中公主的城堡，了解這裡的歷史故事後覺得童話
變成了真實，有種特殊的氛圍」（B8），也有受訪者表示布洛瓦城堡呼應過去既得
知識而使其有真實感：｢這裡讓我感受到歷史，像刺殺吉茲公爵士以前歷史課學過
的著名事件，有很多文獻可以證明是發生在這裡，城堡裡面也有膝關的圖畫，讓
我相信刺殺事件真的曾在這裡發生」
（B12）
，由此可見，布洛瓦城堡雖以客觀主義
真實性為其強調面向，但仍然讓遊客產生合乎如 Wang（1999）所整理之存在主義
真實性（重視個人主觀感受，如奇幻、歡樂等感受）
、建構主義真實性（投射個人
背景知識、信念等個人詮釋）現象。狂人國主題公園因有形文化遺產城堡未開放，
令遊客缺乏接觸的機會而無客觀主義真實性，但遊客仍能從狂人國建造的仿古城
鎮、穿著古裝之演員、表演欣賞而獲得真實性的體會，甚至與親友同遊而對狂人
國存在鮮明的印象，造就強調個人主觀認知的存在主義真實性的存在，受訪者普
遍表示雖無法進一步參觀狂人國城堡此一文化遺產，但仍因留下愉快的經驗而不
致因缺乏客觀主義真實性造成狂人國缺乏吸引力：｢我和媽媽一起來狂人國慶祝媽
媽的生日，雖然沒辦法進入城堡參觀有點可惜，但我們還是度過了非常棒的一天，
我很喜歡這裡整體（whole package）」
（P10）
、｢我小時候就曾來過狂人國，買了代
表幸運的瓶中信項鍊，我到現在還留著它，它代表狂人國，而狂人國代表我童年
的美好回憶，即使我都 20 歲了這裡對我還是相當具有吸引力」（P4）。
依據謝其淼（1995）所提出之概念，豐富演繹真實性的方式可以為重現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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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感知的展示資訊、多媒體影像播放、增加遊客參與機會、展現當地藝術、
文化、歷史、生活風格，豐富遊客所感知的真實性來源。布洛瓦城堡挾皇室生活
軌跡之優勢，以建築體本身與豐富的藏品重現 15、16 世紀瓦洛王朝的輝煌年代，
且除特設城堡建築原件展示區外，也配合投影及聲光特效等多媒體影像播放，讓
遊客因影音、圖像的刺激而對展示物件的印象更為鮮明。惟布洛瓦城堡須注意的
是，擁有修復完善的建築及豐富的藏品雖是布洛瓦城堡的一大優勢，但仍應積極
開發其他強化遊客真實性感知的作法，因實品展示並輔以簡易投影及聲光效果、
相關說明告示牌此一作法較容易被複製，亦即其他一樣修繕完善且亦擁有豐富皇
室生活用品、藝術藏品的相似文化遺產（如羅瓦河流域相當著名之雪農梭城堡
Château de Chenonceau、香波城堡 Château de Chambord 等等）只要擁有足夠空間
與經費等資源，在提高遊客真實性感知方面亦可創造出與布洛瓦城堡相同的做法，
如此一來容易使遊客較難對布洛瓦城堡提高真實性感知做法留下鮮明記憶，如受
訪者所言：
「我覺得（布洛瓦城堡）和其他城堡是大同小異，沒像香波堡這麼壯觀，
雕刻阿、文物阿也不是特別精緻…就一般般吧」（B3）。
狂人國主題公園豐富真實性的作法則傾向符合 Halewood & Hannam（2001）
及 Moscardo（2000）所提出之觀點：相較於追求實際或真實，遊客們或許更希望
得到愉悅、娛樂性質或可供回憶的假日體驗，因此狂人國不僅提供各式各樣的表
演，也與當地特色結合如傳統音樂演奏與馴禽技巧的呈現，期望使遊客對狂人國
及旺岱地區的文化與歷史印象更加深刻，也特別注重演員、服務人員、工作人員
與遊客間的互動以增加遊客參與機會，在園區內也有設計多種休憩空間，如自然
生態區、花園、農場、兒童公園、噴泉遊憩區以及滿足各項需求的設施如餐廳、
點心區等等，讓遊客在等待表演的空閒時間仍可不斷的因周圍環境的營造而有機
會與一同前往的親友互動，並藉由愉悅的體驗與感受留下真實的回憶，因此狂人
國強化真實性的做法相較之下與遊客主觀情感緊密連結，不會輕易被複製，如受
訪者所言：
「我們沒有買任何紀念品…為了慶祝媽媽的生日，所以我帶媽媽來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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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今天的回憶大概就是我們最好的紀念品了」（P10）。以下由表 4-3 歸納布洛瓦
城堡與狂人國提高遊客真實性感知的做法之異同。

表 4-3：跨個案比較－提高遊客真實性感知的作法之異同
布洛瓦城堡
（一）
依文化遺產
特性及遊客
類型決定呈

狂人國主題公園

相
同

1. 兩個案皆依照環境、文化遺產特性、擁有資源決定適合己
身之真實性面向

相
異

1. 以布洛瓦城堡建築以
及藏品本身作為真實

現真實性面
向。

性展演特色
為真實性展演特色
2. 遊客類型多元，個人、 2. 遊客類型主要為家庭、親友同
家庭兼具，通常以學
遊，通常以獲得愉悅體驗、歡
習、體驗歷史為目的

（二）
使文化遺產
具有真實
性。

1. 以園區內仿古建築、表演、體
驗活動及其他親子同樂設施作

樂回憶為目的

相
同

1. 透過營造環境，使兩個案文化遺產至少擁有客觀主義真
實、建構主義真實、存在主義真實性之其一

相
異

1. 強調客觀主義真實性 1. 強調存在主義真實性
2. 有客觀主義真實、建構 2. 較無客觀主義真實性，但有存
主義真實、存在主義真
在主義真實性與建構主義真實
實性並存現象
性並存現象

（三）
相
豐富演繹真 同
實性的方
式。
相
異

1. 採取多元方式演繹真實性，如:重現環境、提供可感知的展
示資訊、多媒體影像播放、增加遊客參與機會、展現當地
藝術等等
1. 著重實物展示
2. 演繹方式較易被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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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重遊客參與
2. 演繹方式與遊客主觀情感緊密
連結

第四節 商品化與行銷

一、布洛瓦城堡
布洛瓦堡歷經法國大革命及戰爭的破壞，直至 19 世紀 1840 年才被界定為國
家歷史紀念場址並進行歷時長久的修復，直至今日仍在進行細部的修建及調整，
透過建築的修繕與開放，使布洛瓦城堡成為一個可以讓遊客參觀、遊覽甚至是消
費的客體，呼應 Ivanovic（2008）所指：要將文化遺產開發為便於觀光客消費的事
物，通常須將資產進行某種程度的修改、商品化和標準化，揭露文化遺產的歷史
價值與真實性意義，如此能使抽象的體驗變的具體化，並打造獨特的地方感。布
洛瓦城堡積極進行 Hushes（1998）理論提及的｢降低陌生度｣，以帶給遊客體驗確
定性提高、能將以往的經驗與布洛瓦城堡環境相互呼應，並對所消費的產品產生
信心，如導覽人員的介紹和英語解說牌讓更多國際旅客可以理解文化遺產，並產
生認同藉此產生更多消費可能性。又依據 Mckercher & du Cros（2010）所指，應
考量文化遺產特色與固有元素後將之進行某程度的修改，揭露文化遺產的歷史價
值與文化意義，確立文化觀光商品的三個層次：核心層次、有形層次、附加層次；
布洛瓦城堡做為可被遊客消費之文化觀光商品，其核心層次在於滿足遊客對歷史
的緬懷與對過往知識的追尋，並以此為其市場定位；以布洛瓦堡建築體本身及其
所提供之體驗活動做為有形層次，提供遊客所消費的實際對象，布洛瓦城堡的形
象和其所珍藏的藝術品也轉化為可消費的商品，例如印製布洛瓦城堡外觀的明信
片、筆記本、馬克杯、原子筆、文件夾，或是畫作、雕塑的複製品，通常此類物
件價格較低，可以提高觀光客購買作為紀念品的意願，其它也有價格較高的手工
藝品或是內容詳盡的多國語言介紹書籍等多樣化商品；最後以其與布洛瓦市鎮的
結合做為附加層次，鼓勵遊客一覽市鎮中歷史與現代化的巧妙融合，亦在城堡中
設置洗手間、餐廳、咖啡廳、寄物處等設施，讓遊客能夠舒適地進行遊覽。
將布洛瓦城堡本身進行便於遊客消費的商品化後，布洛瓦城堡亦整合周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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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與其他文化觀光商品，如學者（Ivanovic, 2008；McKercher & du Cros, 2010）所
言進行商品組合，使不同文化觀光商品做為整體，共同加強遊客的體驗。布洛瓦
城堡的做法為組合具有類似特性的景點（如圖 4-1-1）
，如整合布洛瓦城堡對面的「魔
術師的房子」
（La Maison de la Magie Robert-Houdin）
，以優惠的價格販售門票組合，
鼓勵遊客同時參觀布洛瓦城堡與魔術師的房子，門票組合亦包含夜間的城堡聲光
秀，遊客可自由選擇城堡門票、夜間聲光秀與魔術師的房子三者之優惠票價組合；
布洛瓦市鎮亦內有許多指示牌、立柱或地面裝飾提供遊客市鎮內可遊覽之處如教
堂、市政廳等訊息，鼓勵遊客遊覽布洛瓦市鎮其他景點，以延長遊客在布洛瓦市
鎮停留的時間。除了布洛瓦市鎮內的文化觀光商品，布洛瓦城堡也與其他市鎮的
文化觀光商品進行連結，例如與其他羅瓦河流域城堡一同加入鄰近市鎮旅行社的
套裝行程，如遊客可在杜爾（Tours）此地之遊客中心購買旅行社的套裝行程，在
半天或一整天的時程中由專人開車接送，除遊覽布洛瓦城堡，也可以優惠的門票
價格一併遊覽其他著名城堡如香波堡、雪農梭堡、昂布瓦茲堡（Château d'Amboise）
以及私人經營的雨瑟城堡（Château d'Ussé）、雪維尼城堡（Château de Cheverny）
等等。布洛瓦城堡亦配合地方政府的政策，如配合政府提倡之｢自行車遊羅瓦河｣
（La Loire à Vélo）活動進行基礎建設，在布洛瓦市鎮內廣設路線指示牌引導遊客
參觀布洛瓦市鎮的特色，豐富遊客遊覽方式及體驗的同時也鼓勵遊客全面遊覽目
的地，不僅幫助觀光客建立對目的地意識，也有助於促進經濟效益的廣泛分布。
圖 4-4-1：布洛瓦城堡與其他文化觀光商品之組合
布洛瓦城堡售票處提供的門票組合

魔術師的房子

97

布洛瓦路面上的指示裝置

自行車遊羅瓦河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及網路資料16）
行銷部分，布洛瓦城堡和布洛瓦市鎮緊密結合，充分體現 McKercher & du Cros
（2010）之建議，統合鄰近觀光資源成為一種區域性的觀光商品，有助於提高文
化遺產的可及性，除了便捷的交通規劃（自布洛瓦火車站走路約 15 分鐘即可抵達
布洛瓦城堡）
，布洛瓦市鎮內隨處可見指向布洛瓦城堡的路牌，許多市鎮內的餐廳、
民宿業者也會在營運場地會放置布洛瓦城堡的簡介，而布洛瓦城堡內也會放置如
布洛瓦詩韻節（Des Lyres d'É té - Ville de Blois）等當地活動資訊的簡介資料（如圖
4-1-2），廣布相關資訊以鼓勵遊客多加參與、並於布洛瓦市鎮停留更久的時間。
圖 4-4-2：羅瓦河音樂節及市鎮內相關書面手冊簡介
布洛瓦詩韻節現場

布洛瓦市鎮及鄰近地區活動手冊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16

Rando vélo 網站，擷取日期 2014/11/07:
http://www.randovelo.fr/offres/la-vallee-de-la-loire-et-ses-grands-chateaux-a-v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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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瓦城堡目前亦加入網路行銷領域（如圖 4-1-3）
，例如與知名網站 tripadvisor
合作，亦獲得該網站 2014 年的優等證書，且名列布洛瓦地區 18 個鄰近景點中的
第一名；此外，布洛瓦城堡也加入 Facebook 網站，與其他 15 座城堡如香波堡、雪
維尼堡共同創立 Blois | Chambord 專頁，定期更新動態提供 Facebook 網站用戶關於
羅瓦河流域及城堡群的最新消息、活動以及城堡內外、周遭景緻等照片，也開放
留言功能讓網站用戶能夠留言、評論，提高城堡資訊的可見度或吸引潛在遊客；
除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以外，亦以上述 Facebook 專頁相同名稱 Blois | Chambord
創立羅瓦河流域城堡群旅遊觀光網站17，提供更詳盡的旅遊資訊如 16 座城堡的介
紹以及其官方網站之連結與連絡方式、羅瓦河流域的活動（如健行、獨木舟、越
野車騎乘等活動）
、流域內的旅館及建議遊覽路線、亦針對個人及團體等不同遊客
人數規劃相應的套裝行程，明列日期、價格等資訊供遊客參考，除吸引遊客前往
布洛瓦城堡遊歷，也激發遊客久留羅瓦河流域的興趣。
圖 4-4-3：布洛瓦城堡之相關社群網路
Tripadvisor 頁面

Facebook 專頁（Blois | Chambord）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18）

17

Site officiel de l'office de tourisme de Blois – Chambord，擷取日期 2014/11/20
http://www.bloischambord.com/
18
左圖：tripadvisor 網站，關鍵字 Blois chateau，擷取日期 2014/11/20：
http://www.tripadvisor.fr/Attraction_Review-g187119-d247336-Reviews-Chateau_Royal_de_Blois-Blois
_Loire_Valley_Centre.html
右圖：Facebook 網站，關鍵字 Blois，擷取日期 2014/11/20：
https://www.facebook.com/OTBloisChambord/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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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狂人國主題公園
狂人國城堡直至 1977 年始獲當地政府重視並進行相關修復，做為當地重要文
物與藝術品的收藏場址，但未對外開放，直至 2011 年狂人國主題公園組織取得狂
人國堡的所有權、對其進行進一步修繕與標準化、商品化以成為遊客能夠消費的
客體後，始於 2014 年夏季開放遊客入內參觀。其對於狂人國城堡之修繕亦呼應
Ivanovic（2008）指出須將文化遺產進行某種程度的修改、商品化和標準化已令文
化遺產能便於遊客消費及使用。唯狂人國主題公園於筆者 2013 年 7 月前往觀察與
研究時尚未開放遊客入內參觀，因此觀察重點雖置於狂人國主題公園園區內，但
狂人國城堡做為狂人國主題公園發展之基礎與精神象徵，其核心層次在於當地旺
岱地區的歷史、文化及生活風情的彰顯仍屬明確，將歷史文化元素納入狂人國主
題公園的規劃發展、建設以及演出當中，並以帶給遊客愉悅且難忘的體驗及回憶
做為其市場定位，如同 Mckercher & du Cros（2010）所指，將文化遺產轉化為文
化觀光商品時應賦予其揭露文化遺產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的核心層次。其次，身
為主題公園，其文化觀光商品的有形層次即在於遊客能夠實際消費、體驗的活動，
如園區內仿古建築的遊覽與參觀、仿古商店的演繹古時旺岱地區人民穿著、生活
樣貌、並以呼應遊客背景知識的歷史故事及傳說規劃園區內的一切演出等等，以
遊客熟悉的知識框架做為發展基礎，呼應 Hushes（1998）之｢降低陌生度｣理論，
令遊客易於接受眼前事物，享受旅程。最後以周遭自然美景的結合做為附加層次，
令遊客欣賞演出的同時也能飽覽美景、放鬆身心，雖狂人國主題公園地處偏遠，
仍因其明確的交通指引路線、提供預約之接駁車服務（從昂傑 Angers 火車站接送
遊客，並依個人或團體等不同類型提供不同的接駁服務）
，且為求遊客於園區內的
遊覽舒適且便利，園區內廣設洗手間、餐廳、咖啡廳、寄物處，由官方網站可知
亦有輪椅及嬰兒車租借、寵物代管等服務（如圖 4-4-4）
，周遭亦設置停車場、露營
區，讓擁有不同需求的遊客都能夠安心且輕鬆地享受狂人國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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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狂人國主題公園官方網站之附加服務說明

（資料來源：狂人國官方網站19）
狂人國主題公園之地理位置較為偏僻，周圍並無地鐵及公車等大眾運輸系統，
遊客通常須開車或藉由預約自昂傑車站搭乘接駁車約一小時才能到達，且周圍保
留較多自然原貌，經人工開發之景點較少，因此較無法進行文化觀光商品組合，
僅能以園區本身所提供之體驗強化遊客的停留的意願，園區內亦有不同時代風格
的特色飯店與餐廳，在夏季周末夜晚有 Cinéscénie 演出、平日夜晚則有水舞燈光秀，
冬季亦有特別的夜間活動及演出，演期望能使觀光客停留的時間最大化。
有鑑於最受歡迎的景點不見得最具備文化上的重要性，而是最有給與遊客期
待並引起遊客興趣、甚至是傳遞訊息給國際遊客的能力此一現象，可知透過正確
的行銷方式讓文化遺產具有特殊魅力，是吸引遊客前來消費文化觀光商品重要途
徑。因狂人國主題公園交通較為不便、周遭亦較無其他景點，且狂人國主題公園
的發展基礎狂人國城堡亦非羅瓦河流域中相對具有文化及歷史重要性的遺跡，因
此狂人國主題公園十分注重行銷部分（如圖 4-4-5）
，如 Robertson & Wardrop（2004）
所言以行銷使目的地有明確的辨識度，並說服遊客目的地是一個必看的景點、有
獨特的產品可供消費以達到經濟效益：狂人國積極使用網路資源，如官方網站依
季節及活動的變換定時更新，且遊客可以透過官方網站的聯絡信箱表達需求且詢
問問題，通常一個工作天即可得到回覆；除官方網站外，狂人國主題公園也有獨
19

狂人國官方網站/Guide Pratique/les services，擷取日期：2014/11/20：
http://www.puydufou.com/fr/guide-pratique/les-services?season=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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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非官方論壇 Puyfolonaute20，讓會員自由討論各種議題，甚至包含在狂人國主
題公園內的工作機會等等。狂人國也積極經營 tripadvisor 網站，細心回覆每位遊客
的留言，感謝給予正面評價的遊客並針對給予負評的遊客提出補償措施或承諾改
善服務，營造出狂人國重視每位遊客意見的形象。狂人國亦和 Booking.com 國際訂
房網路系統、飯店業者、萊瑟珮瑟市鎮的旅遊中心合作推出套裝行程，讓更多觀
光客注意到狂人國相關資訊。狂人國在社群網站上的用心尤其出色，如 Facebook
網站經營每日更新的粉絲專頁，設置專區讓遊客可以互相交換意見、給予狂人國
建議外，狂人國也跨足其他網路平台如 Twitter、Google+、Youtube、Pinterest、Blog
等等。
圖 4-4-5：狂人國主題公園之網路行銷管道
狂人國非官方論壇 Puyfolonaute

於 tripadvisor 網站回應遊客評價

Facebook 專頁

官方網站遊客留言區及其他社群網站

（資料來源：Facebook、Puyfolonaute、tripadvisor、狂人國官方網站）

20

Puyfolonaute 論壇網址，擷取日期 2014/11/21：http://www.puyfolonau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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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網路行銷資源的運用，狂人國亦運用其他行銷管道，如：狂人國在人潮眾
多處如巴黎地鐵站設立大型廣告看板，創造曝光機會，並與鄰近城鎮發展合作關
係，例如觀光客可在昂熱市的觀光中心以優惠折扣購買狂人國門票，或者選擇萊
瑟佩瑟市鎮觀光中心提供的包含住宿、門票的套裝行程。狂人國的行銷手法呼應
謝其淼（1995）提議之行銷方式，即依據季節、配合設施等豐富宣傳計劃，並運
用網路廣告、報紙廣告、旅遊說明手冊及宣傳單、路邊招牌看板、人潮聚集地的
（如車站、地鐵站）的廣告等等以向廣域商圈集客。

三、跨個案比較
在修改文化遺產使其成為可消費的觀光商品此一部分，兩個案皆依 Hushes
（1998）理論提及的｢降低陌生度｣對於文化遺產本身進行修改，如布洛瓦城堡與
狂人國城堡實體的建設與修繕，使建築體之安全程度與負荷能力足以做為遊客遊
覽的空間，並且以易懂的方式、或是靜態展示、默劇影片等超越語言隔閡的方式
揭露文化遺產的歷史意涵及其文化、藝術方面等特色，令遊客易於消費文化遺產。
除此之外，兩個案皆呼應 Mckercher & du Cros（2010）所指，於考量自身文化遺
產特色與固有元素後進行某程度的修改，確立文化觀光商品的核心層次、有形層
次與附加層次。兩個案相異的地方在於布洛瓦城堡以法國歷史、瓦洛王朝時期歷
史作為核心層次，並以獲得專業知識、教育性質作為重點；狂人國則雖同樣以法
國歷史與旺岱地區歷史作為核心層次，但更加著重在提供遊客歡樂、愉悅的體驗
與回憶。有形層次部分，布洛瓦城堡將城堡建築體本身做為文化觀光商品，供遊
客在建築體內觀看、遊覽，輔以文物、藝術品及相關體驗等等，亦有以布洛瓦城
堡形象和藝術品轉化而成之可消費的商品等等；狂人國則是在 2014 年夏季前僅將
具有考古、歷史學上客體主義真實性的狂人國城堡作為夏季節慶 Cinéscénie 的背景
舞台及狂人國主題公園體現法國與旺岱地區歷史文化的精神象徵，因此遊客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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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的文化觀光商品在筆者親自前往觀察期間仍是以狂人國主題公園本身所提供
的體驗與演出為主。至於附加層次部分，布洛瓦城堡提供寄物處、洗手間、餐廳、
咖啡廳使遊客旅途更加舒適的設施，並以其與布洛瓦市鎮的結合做為附加層次，
鼓勵遊客一覽市鎮中歷史與現代化的巧妙融合；狂人國主題公園之附加層次則因
與周遭美景結合而提供遊客親近自然的機會，並規劃明確交通指引路線、提供預
約之接駁車服務，且為求遊客於園區內的遊覽舒適且便利，園區內廣設洗手間、
餐廳、咖啡廳、寄物處，亦有輪椅及嬰兒車租借、寵物代管等服務。由受訪者對
於布洛瓦城堡設施與服務之回饋：｢我覺得停車場很近、費用也合理，有餐廳跟紀
念品店，對於滿足我的需求來說布洛瓦城堡做的相當好」（B12）以及對於狂人國
之回饋：
「我覺得很滿意，表演很棒，累了也可以買東西吃，到處都有休息的地方，
我還學到了一些和此地有關的知識，我覺得很棒」（P13）可知兩個案商品化程度
都足使遊客感到舒適及滿意，即令文化遺產商品化程度包含 Likcorish & Jenkins
（1997）所指出之要素：完善服務、舒適環境、公共建設和食宿的結合，並滿足
遊客想要進行消費特定產品（如休閒、文化、文化遺產、冒險等等）的動機。
整合鄰近與相關資源創造更多觀光供給部分，布洛瓦城堡整合布洛瓦市鎮內
的資源與其他文化觀光商品，如「魔術師的房子」，以優惠的價格販售門票組合，
鼓勵遊客同時參觀，遊客可自由選擇城堡門票、夜間聲光秀與魔術師的房子三者
之優惠票價組合；布洛瓦城堡內提供遊客市鎮內可遊覽之處如教堂、市政廳等訊
息，鼓勵遊客遊覽以延長遊客在布洛瓦市鎮停留的時間。除此之外，布洛瓦城堡
也與其他羅瓦河流域城堡一同加入鄰近市鎮旅行社的套裝行程，並配合地方政府
的政策，如配合政府提倡之｢自行車遊羅瓦河｣活動進行基礎建設，此類力求遊客
體驗之豐富的商品組合做法，如同 Ivanovic（2008）及 McKercher & du Cros（2010）
指出，透過商品組合更能加強遊客的體驗、透過群聚效應成為一級景點或是突顯
歷史重要性及真實性。問及「是否安排其他鄰近景點參觀」時，9 位受訪者皆回覆
已參觀／將參觀其他羅瓦河流域內城堡，且其中 4 位提及曾在布洛瓦市鎮內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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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將許多景點結合起來是否可以提升您前來旅遊的欲望」時 5 位受訪者皆肯
定答覆，由此情形看來，布洛瓦城堡推廣市鎮內其他景點以及加入羅瓦河流域內
套裝行程的確如張淑英（2014）所稱有助於遊客得到｢見廣識多｣、｢質量均衡｣的
收獲，且因套裝行程的完善吸引遊客前來。狂人國主題公園因處地靜僻，周遭並
無其他景點可供作為產品組合，雖加入鄰近市鎮的旅行社套裝行程中，但仍未因
此讓遊客對鄰近景點的興趣提高，如同樣問及「是否安排其他鄰近景點參觀」時，
6 位受訪者皆說無，問及「是否認為與周遭環境結合為完善的觀光區」時受訪者指
出指出：
「我覺得沒有…園區裡面應有盡有沒錯，吃飯、住宿都不是問題，只是相
對昂貴，但你沒得選擇，因為出了園區幾乎甚麼都沒有」（P8），由此可知狂人國
主題公園較難以合致 Ivanovic（2008）及 McKercher & du Cros（2010）提出應加
強商品組合此一論點。
利用行銷資源開拓市場部分，Weiermair（2004）曾提出應檢視目前行銷手段
與行銷夥伴的合作關係是否能令遊客期待並引起遊客興趣、甚至是傳遞訊息給國
際遊客，開拓市場中不同客群，且行銷應為文化遺產量身打造，且與行銷夥伴（如：
航空公司、飯店系統、汽車租賃公司、旅行社等等）密切合作；除此之外，亦須
與遊客建立溝通之管道以傳布相關資訊給遊客及潛在遊客並了解其需求。布洛瓦
城堡在運用行銷資源上手法相對傳統，如印製文宣、海報等，但僅在鄰近市鎮發
放，雖與鄰近市鎮之遊客中心、旅行社、旅館業者等行銷夥伴有良好之合作關係，
但行銷效力相對有限。布洛瓦城堡亦積極連結網站資源以助行銷，如創立官方網
站以及加入社群網站如 Facebook 創立專頁等等，惟雖有參與社群網站，但於經營
上傾向單方面提供資訊，而較無予以回應、或社群網站會員互動。問及「如何得
知布洛瓦城堡訊息並安排行程」時，11 位受訪者中有 8 位皆回答自網路蒐集資料，
並有 3 位明確提到｢會參考他人之遊記」及｢會參考 tripadvisor 之其他遊客評價」，
由此情形看來，現代遊客相當重視網站資訊以及社群網站上其他遊客之評價，因
此布洛瓦城堡應更加重視其社群網站之經營。至於狂人國主題公園之行銷作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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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當合乎 Weiermair（2004）所提及應加強傳遞訊息給國際遊客、開拓市場中不
同客群、引起遊客興趣並建立與遊客溝通管道等作法，因為地理環境之限制較無
法與其他景點結合，狂人國傾注資源投入行銷以引起遊客前來遊覽之興趣，合致
謝其淼（1995）豐富宣傳計劃之建議，狂人國積極運用網路廣告、報紙廣告、旅
遊說明手冊、宣傳單、路邊招牌看板及車站內牆廣告等等以提升狂人國相關資訊
之可見度，除此之外，狂人國亦積極經營網路資源，除官方網站外，還有專屬的
非官方論壇可供會員交流狂人國相關歷史、演出、旅遊、工作機會、紀念品收藏
等資訊，並跨足不同社群網站平台諸如 Facebook、Twitter、Google+、Youtube、
Pinterest、Blog、Instagram 等等，其於 Facebook 約有 55 萬個讚、Twitter 約有 18
萬名追蹤者、在 Google+之專頁則有約 139 萬之瀏覽次數21，且於 Facebook 及
tripadvisor 此兩大平台上積極與會員、遊客及潛在遊客互動，且回覆時間快速，如
筆者在 Facebook 於 2014 年 10 月 14 日 17:21 時詢問狂人國城堡相關事宜，於 2014
年 10 月 15 日 16:50 時即收到回覆，由此可知狂人國相當注重行銷資源之運用，
尤其是網路力量的無遠弗屆。以下由表 4-4 歸納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於商品化及行
銷方面作法之異同。

21

數據來源：狂人國官方網站首頁之社群網站連結，擷取數據日期：2014/11/25
http://www.puydufou.com/fr?season=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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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跨個案比較－商品化與行銷之異同
布洛瓦城堡
（一）
修改文化遺
產使其成為
可消費的觀
光商品。

狂人國主題公園

相
同

1. 修繕建築體本身以供遊客遊覽
2. 進行觀光商品的核心層次、有形層次及附加層次的建造

相
異

1. 以布洛瓦城堡本身為觀
光商品化的對象
2. 核心層次為提供遊客專
業歷史知識教育

1. 以狂人國主題公園內體驗及演
出為觀光商品化對象，狂人國
城堡直至 2014 年始成為觀光
商品化對象
2. 核心層次為提供遊客歡樂的體
驗與回憶

（二）
整合鄰近與
相關資源創
造更多觀光
供給。

相
同

1. 與鄰近城市遊客旅遊中心及旅行社合作，作為套裝行程景點
之一以吸引更多遊客前來

相
異

1. 結合布洛瓦市鎮內其他
景點
2. 加入政府推廣整合遊覽
路線之自行車遊羅瓦河
流域景點

（三）

相

1. 積極運用網路資源，建立官方網站，讓國際遊客也能輕易取

利用行銷資 同
源開拓市
場。
相
異

1. 因地處偏僻，未與其他市鎮內
景點結合
2. 園區內設施及服務能滿足遊客
需求，但並未與周遭環境整合
成觀光區

得相關資料
2.
1. 雖有參與經營社群網
站，但較無與會員互動
2. 僅在鄰近市鎮布置行銷
廣告如手冊、文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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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積極經營社群網路，注重會員
意見並予以回饋與互動
2. 傾注資源投入行銷，於人潮眾
多處進行廣告布置

第五節 品牌與意象

一、布洛瓦城堡
和羅瓦河流域許多擁有廣大腹地、與森林或草原毗鄰、遠離鄉鎮的城堡群不
同的是，布洛瓦城堡在 15、16 世紀時是王室的生活居住空間，居民亦圍繞城堡建
立居所、商家，成為居民日常活動範圍的中心點，至今雖已無人居住在布洛瓦城
堡中，但其作為市鎮中心的重要性依然不變，和周遭白牆黑瓦紅磚的民房相互輝
映，不僅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更使｢布洛瓦城堡｣品牌化，成為特色景點。布洛
瓦城堡醒目的建築體目前已成為布洛瓦市不可或缺的標誌及當地文化機構的一環，
呼應 Urry（2002/2007）所提及之建築環境與城市的氣氛若能保持連貫性，某地即
有機會發展成觀光凝視目標的概念，現今的布洛瓦城堡與布洛瓦市整體緊密相扣，
歷史的軌跡與現代科技巧妙融合，成為別具氛圍的溫馨之地。位於居民生活中心
的布洛瓦城堡，透過品牌化提倡其歷史重要性，且因其地理便利性、室內空間的
寬闊程度，讓遊客便於參觀、遊覽，也作為許多藝文活動的舉辦場所，讓當地居
民樂於親近布洛瓦城堡，亦即不僅作為遊客消費的對象，也依然能被當地居民進
行功能性使用。如 Ivanovic（2008）曾提及應賦予文化遺產及其所在地可被感知的
顯著特性作為發展地方品牌的重點，布洛瓦城堡所彰顯的顯著特性即是「活的文
化遺產」
，不僅能夠訴說過去的歷史，在現代也依然能被使用，同時照顧遊客以及
居民之需求。學者（Ashton, 2014；Ivanovic, 2008）指出透過強調與其他目的地的
差異性、品牌化的文化遺產令能有機會被定位在更高的層級進而創造成功的文化
觀光，布洛瓦城堡擁有多項肯定其品質之證明（如圖 4-5-1）
，例如因羅瓦河流域於
西元 2000 年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名列世界遺產名錄之中，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以｢羅瓦河谷擁有最美麗、最傑出的文化景觀，沿岸分布着大量的
歷史名鎮和村莊、雄偉的建築古蹟（城堡），以及幾個世紀以來人類開墾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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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人類和自然環境（主要是羅瓦河）相互作用、和諧發展的结果」22來稱頌羅瓦
河流域之美，以此界定羅瓦河流域人文景觀的獨特地位，布洛瓦城堡作為列名於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指｢雄偉的建築古蹟」之一，即有了肯定其歷史、文化意義、
｢值得一看」的獨特價值作為其品牌化的優勢 。除此之外，布洛瓦城堡亦被
tripadvisor 網站評選、標記為具有 2014 年優等證書的傑出景點，86%23的評論者給
予正面評價，以最高五顆星作為評等，738 則留言中有 636 則給予布洛瓦城堡四顆
星以上的評價。由布洛瓦官方網站觀察，布洛瓦城堡於 1840 年代法國評定國家歷
史古蹟場址時即名列首批名單（LISTE DES MONUMENTS POUR LESQUELS DES
SECOURS ONT É TÉ DEMANDÉ S）之中，由此可見其於法國政府對其之重視以及
其於法國歷史、文化上之重要性；另外，布洛瓦城堡布洛瓦整體市鎮亦早於 1986
年即獲得｢藝術與歷史城市」
（Villes d'Art et d'Histoire）之美名，此為法國文化與溝
通部門（l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為提倡及保存法國古蹟
並鼓勵民眾瞭解而制定之政策，被提名之城市或地區將會獲得經濟及技術上的支
援、補助。

圖 4-5-1：布洛瓦城堡擁有之品質證明
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清單

22

榮獲 tripadvisor 2014 年優等證書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擷取日期 2014/11/26：
http://whc.unesco.org/zh/list/933#top
23
資料來源：tripadvisor 網站，擷取日期 2014/11/27：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187119-d247336-Reviews-Chateau_Royal_de_BloisBlois_Loire_Valley_Cent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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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代名列首批法國國定歷史古蹟

藝術與歷史城市標記

（資料來源：網站資料24）
有了「國家認證」的品牌後，接著探討布洛瓦城堡所展現的意象，如 Gunn
（1997）
指出目的地意象經過長時間發展的整體集合，人們將從報紙、廣播、電視新聞、
紀錄片、期刊、戲劇、小說、非小說書籍、甚至是地理或歷史課中獲得的資訊，
與布洛瓦城堡相關、最為出名的故事當屬大仲馬（Alexandre Dumas,1802-1870） 以
瑪歌皇后（La Reine Margot,1553-1615）的回憶錄為藍本創作的歷史小說《瑪歌皇
后》
，其中瑪歌的母親凱特琳梅迪奇太后在布洛瓦城堡藏了各種劇毒，因此認識此
一故事背景的遊客們前往城堡參觀必定試圖尋找太后「毒藥壁櫥」
；此外，1999 年
由盧貝松（Luc Besson）導演的電影聖女貞德（Jeanne d'Arc）也因呼應史實曾在布
洛瓦城堡中實地拍攝，塑造出布洛瓦城堡神秘、具有歷史關鍵性的一面，也因而
提高城堡之知名度並吸引影迷前往朝聖，呼應 Urry（2002/2007）指出人們會因電
影、電視、文學、雜誌等資訊而對一地有所期盼而關注之，惟布洛瓦城堡為維持
一貫的懷舊歷史氛圍，在城堡中並未特別強調何處是電影場景、或是在凱薩琳太
后辦公廳中特別指出壁櫥機關等等。

24

左上圖及右上圖請見附註 22 及附註 23，右下及左下圖資料來源為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擷取日
期 2014/11/27：http://www.chateaudeblois.fr/?Un-monument-historique-et-un-musee&lan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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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狂人國主題公園
如 Ashton（2014）建議，文化遺產之品牌化可以當地獨特的名稱、象徵作為
起點開始發展，並輔以視覺上或字面上獨特名稱或商標強化辨認程度，狂人國主
題公園以鮮明的紅、黑、白、黃等色彩以及｢狂人國」
（Puy du Fou）
、｢主題公園－
狂人國」
（Le Grand Parc）字樣為主題公園之商標，商標旁通常有身著古裝之演員，
做出邀請之手勢歡迎遊客前來參觀，每年依表演之變化而推出不同之形象廣告（如
2014 因應狂人國城堡開放參觀而以『城堡復興』La Renaissance du Château）
，旨在
營造充滿冒險、歡樂、驚奇氛圍以及保證體驗獨一無二的形象，如圖 4-5-2 所示：
圖 4-5-2：狂人國商標及品牌形象廣告
狂人國商標

2013 年商標及形象廣告

2014 年商標及形象廣告

2014 年地鐵站內形象廣告

（資料來源：狂人國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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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 Hankinson（2004）所探討，創造目的地品牌意象的作法除了編列預算於
廣告宣傳目的地外，還可以透過維持公共關係、與媒體和教育系統緊密連結等達
到提升意象的目的，於本文第四節商品化與行銷部分已指出狂人國主題公園確實
傾注資源於行銷管道上，力求狂人國主題公園的形象鮮明且動人，足以吸引遊客
前往參加，此外，狂人國主題公園亦積極參與娛樂／主題公園評比等相關獎項以
證實其優異的品質，其獲獎紀錄25如圖 4-5-3 所示：2011 年於加拿大蒙特婁（Montréal）
之國際煙火競賽（Internationale des Feux Loto Quebec）中獲獎、2012 年由美國 Thea
Classic Award 選為全球最佳主題公園、2013 年由義大利 Parksmania Awards 冠上最
佳歐洲主題公園之頭銜、 2014 年從全世界 700 座主題公園中脫穎而出獲得由美國
｢國際娛樂公園與景點組織」（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musement Parks and
Attractions）所頒發之掌聲獎（Applause Award）
，證明其作為娛樂／主題公園中的
佼佼者，具備良好的表演品質、創新程度以及許多具有原創性的演出及體驗活動26、
於 2014 年同時也獲得 tripadvisor 評選為具有 2014 年優等證書的傑出景點，94 %27
的評論者給予正面評價，以最高五顆星作為評等，2831 則留言中有 2663 則給予布
洛瓦城堡四顆星以上的評價，足見狂人國主題公園對於遊客觀感的重視，以及其
積極彰顯其獨特品質、作為法國最佳主題公園的品牌形象。

25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擷取日期 2014/11/25：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y_du_Fou
26
資料來源：狂人國部落格，擷取日期 2014/11/25：
http://www.puydufou.com/histoires-de-ouf/le-puy-du-fou-gagne-le-nouvel-award-mondial-aux-etats-unis.
html#more-6117
27
資料來源：tripadvisor 網站，擷取日期 2014/11/27：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1096448-d1234321-Reviews-Le_Puy_du_Fou-Les_E
pesses_Vendee_Pays_de_la_Loi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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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狂人國主題公園獲獎紀錄
榮獲 tripadvisor 2014 年優等證書

2014 年狂人國榮獲美國掌聲獎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28）

狂人國主題公園於 2012 年榮獲最佳主題公園獎時也獲得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網路新聞的報導（如圖 4-5-4）
，且於報導中以｢最好的休閒公園」
（meilleur
parc de loisirs）稱之。
圖 4-5-4：法國費加洛報紙網路新聞關於狂人國主題公園報導

（圖片來源：法國費加洛報網站29）

28

左圖資料來源如附註 27，右圖資料來源如附註 26，擷取日期皆為 2014/11/25
資料來源：Le Puy du Fou, meilleur parc de loisirs. 2012/03/17. Le Figaro.fr. Retrieved 2014/10/14 from
http://www.lefigaro.fr/flash-eco/2012/03/17/97002-20120317FILWWW00318-le-puy-du-fou-meilleur-pa
rc-de-loisir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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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國大量運用行銷資源如報章雜誌等媒體、社群網站之經營等方式，與會
員及遊客交流互動以外，還會運用 YouTube 專屬頻道30進行形象影片拍攝，除了以
園區內表演節錄片段配上雄偉音樂作為廣告外，也有演出內容幕後花絮呈現演員
排練過程、特效布景組裝、背景音樂錄製過程等等，2014 年更推出專家學者解說、
帶領觀眾一同了解狂人國城堡的修繕過程的影片，亦帶出狂人國城堡的歷史文化
意涵，讓觀眾彷彿化身為狂人國主題公園內的工作人員，得以一窺主題公園內的
運作系統而更有認同感，此種作法呼應學者（Gunn，1997；Hankinson，2004；Urry，
2002/2007）提議應運用報紙、新聞、雜誌等媒體吸引遊客對於文化遺產或景點的
觀光凝視，使狂人國主題公園之品牌形象鮮明，不僅傳散歡樂、刺激等氛圍意象，
向接收訊息者保證其在狂人國的體驗將是舒適、擁有品質保證，更透露出在狂人
國主題公園的假期將會是獨一無二的回憶。

三、跨個案比較
如 Ashton（2014）所指，文化遺產可透過凝聚獨特的目的地意識如：保護歷
史與文化遺產、呈現過往歷史與現代的互動以及結合實際提供的體驗與設施如：
舒適的遊覽環境、特殊地景遊覽、當地居民友善的態度、獨特的生活方式與氛圍
等方式凸顯品牌意象及產品特質，布洛瓦城堡及狂人國主題公園皆利用現有資源
塑造獨特的產品形象及品牌，並積極獲取外在資源、創造資源如皆獲得旅遊網站
tripadvisor 2014 年優等證書以肯定己身作為文化遺產或主題公園是「值得一看」且
「令人滿意」的優質景點。相異之處在於，布洛瓦城堡作為羅瓦河流域中擁有獨
特歷史軌跡的皇家城堡，自中世紀以來即與周遭市鎮融為一體，至今依然是布洛
瓦市鎮的中心，在布洛瓦市鎮中隨處可見指向城堡的路標，許多活動與集會也會
借用布洛瓦城堡的室內空間進行，呈現過往歷史與現代的互動，也顯示布洛瓦城
堡｢活的文化遺產」此一特色、至今依然能被居民進行功能性使用；同時布洛瓦城
30

狂人國 YouTube 頻道，擷取日期 2014/11/30：https://www.youtube.com/user/puyduf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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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屬於羅瓦河流於城堡群之一，表徵人類和自然環境和諧發展的结果，是為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認定之世界遺產，因此讓布洛瓦城堡與其他羅瓦河流域城堡皆獲得
國際媒體、遊客之注目；除國際上有其地位，在法國歷史與文化上也是不容忽視
的景點，在 1840 年代法國評定國家歷史古蹟場址時即名列首批名單、1986 年獲得
｢藝術與歷史城市」名號，由此可見其於法國政府對其之重視。狂人國主題公園之
精神象徵狂人國城堡因為未有皇室在此駐足，亦非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地，因此雖
亦屬於羅瓦河流域城堡群，但並未名列於國家指定之歷史古蹟場址名單中，卻也
因此相較於其他國家歷史文化遺產擁有更彈性的修改空間，如 2011 年起狂人國主
題公園即獲得狂人國城堡之所有權，並進行內部整修成為主題公園中一環，內有
許多燈光藝術裝置、著古裝之蠟像，也作為演員的展演空間，自 2014 年夏季起遊
客不僅能｢觀看」城堡，更能實地進入城堡遊覽，創造出獨一無二的體驗之外，也
加強了狂人國主題公園的歷史形象，並依其優異的表演內容及整體環境，自 2011
年起屢獲國際主題公園或相關組織之獎項證明。
一地的品牌意象若能夠彰顯獨特性並呼應遊客的情感認知，就有機會型塑具
競爭力的特殊景點（Bonn et al., 2007；Leisen, 2001）
，亦即應令品牌意象彰顯管理
者的理念與承諾，以此使文化遺產自其他景點中脫穎而出，兩個案在此部分之品
牌意象皆承諾遊客將會獲得平日難以獲致的體驗，如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首頁31所
介紹：｢布洛瓦城堡提供羅瓦河流域藝術與歷史的真實全景呈現，是為來訪羅瓦河
流域者的最佳引導者｣（Royal Chateau of Blois offers a true panoramic survey of art
and history of the chateaux of the Loire Valley and sets a good introduction to their
visit），指出自身做為羅瓦河流域的縮影，將讓遊客能以小窺大，一睹羅瓦河流域
藝術、建築、歷史之美，且布洛瓦城堡在網路上（如 YouTube、Facebook、部落格）
之形象與實際上遊客所能見到、體驗到之環境差異甚小，如受訪者指出：｢在這裡
我可以證實我以前學過的知識、還有我曾看過的、聽過的和布洛瓦城堡相關的資
31

資料來源：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首頁，擷取日期 2014/11/30：
http://www.chateaudeblois.fr/?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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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就在我的眼前，讓我更容易學習、記住、欣賞｣（B8）
，表示布洛瓦城堡實際
上與其向外彰顯之形象一致，甚至超乎遊客期待而使其滿意：｢到布洛瓦城堡才發
現這裡這麼安靜舒服，也充滿懷舊感，和我們平常的生活、和巴黎的步調有很大
反差，巴黎人太多了沒辦法好好安靜待在一個地方｣（B5）。狂人國主題公園因行
銷管道多元，狂人國主題公園大量使用圖像、影片、激昂的背景音樂等元素在短
時間內獲得觀看者注意，不論是靜態的書面廣告或大型看板、動態的影片都會標
示出獲獎記錄，向遊客顯示等都呈現狂人國不僅是充滿活潑、刺激氛圍的假日首
選，更是獲得良好體驗、具有獎項品質保證之處，證實獲得官方認證或獎項有機
會令文化遺產更加獨特，如受訪者表示：｢我知道狂人國在 2012 年得到獎項，讓
我覺得這裡是很棒的…畢竟在法國得獎的主題公園實在不是很多，而且還是來自
國外的認證，讓我覺得一定要來狂人國看看」
（P1）
，如同學者（Etchner & Ritchie,
1991；Sirgy & Su, 2000；Stabler, 1988）指出目的地形象與遊客的期望若能相符，
就能提升遊客對於目的地的好感。兩個案所彰顯理念相異之處在於布洛瓦城堡是
經過法國｢官方認證」，作為法國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文化、藝術的代
表，管理者盡力使其透過修復呈現瓦洛王朝時期的輝煌樣貌，讓遊客得以在重新
模擬過的環境、真實建物及文物、文物複製品環繞下體驗王室的生活環境、並透
過環境學習相關知識，讓遊客不致空手而返；狂人國主題公園亦以史實為主軸、
傳說及神話故事為輔助，揉和在整體環境布景、建物、表演、演員表現、紀念品
中等等，創造出提供遊客歡樂、刺激、充滿冒險感且獨特的體驗環境作為品牌以
及差異化其他景點的顯著特色，有助於遊客投入體驗之中且對其消費之事物感到
滿意。
若能透過細節的完備吸引媒體關注，將使品牌意象具有市場競爭性，如適當
的名稱與商標設計、當地特有的文化觀光產品、友善的氛圍，兩個案在此部分皆
如前所述，以行銷手法包裝文化遺產使其品牌化，並如 Ashton（2014）所提議為
文化遺產或是文化遺產景點設計商標以使之更加鮮明、在觀光市場上具有差異性
116

並使遊客易於辨認，如布洛瓦城堡在 Facebook 專頁即用藍色背景、粉色色塊及鮮
明的白色 B 字母飾以王冠圖樣作為商標，彰顯出羅瓦河水、法國皇室的意象，狂
人國主題公園則用法文大寫其名稱 PUY DU FOU 配上一抹鮮紅線條作為商標，
簡潔有力地使自身名稱烙印在觀看者印象中；設計出商標後應透過行銷手法廣為
宣傳，惟布洛瓦城堡雖已有商標，但僅限於官方網站或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中出
現，在筆者於法國羅瓦河流域觀察時未發現相關文宣或廣告能夠凸顯其標誌，即
商標實際運用程度相當限縮，較為可惜。狂人國主題公園則如第四節探討運用許
多行銷管道提高品牌辨認度，尤其是在巴黎地鐵站、景點等處廣設廣告增加曝光
率，也較有機會引起觀看者興趣、進而達到吸引潛在遊客的目的。在品牌意象鮮
明之部分，布洛瓦城堡如學者（Morgan et al., 2002:12）所指，主要以羅瓦河流域
為 15、16 世紀法國歷史的縮影，以及布洛瓦市鎮的生活文化與當地氛圍作為一個
整體，營造出過往輝煌與現今寧靜舒適的和諧意象吸引遊客及媒體的注意力；狂
人國主題公園則是透過表演內容的推陳出新、狂人國城堡等真實文物的修繕開放、
角逐主題公園等相關獎項之方式吸引媒體注意力，兩個案相較之下，狂人國主題
公園在近十年內的相關網路新聞較多，因其在時間、演出內容及體驗活動不斷的
變化之下仍能維持一貫的品質連年獲獎，布洛瓦城堡則是較無太多變化，可能與
其為國家文化遺產因而在變動上較受限制有關，但由於變化不大，能夠吸引遊客
再訪的機率較小，或是需較長時距才會再次造訪。以下由表 4-5 歸納兩個案於塑造
品牌與意象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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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跨個案比較－塑造品牌與意象之異同
布洛瓦城堡

狂人國主題公園

（一）
確立品牌意
象及產品特
質。

相
同

1. 擁有多項肯定品質之認證
2. 皆獲 tripadvisor 2014 年優等證書

相
異

1. 肯定品質之認證來自聯
合國及法國政府
2. 創造出歷史與現代生活
並進的和諧形象

（二）

相

1. 品牌意象皆承諾遊客將獲得平日難以獲致之體驗

使品牌與意
象彰顯管理
者的理念與
承諾。

同
相
異

1. 承載法國中世紀至文藝 1. 作為屢獲獎項的主題公
復興時期歷史、文化、藝
園，提供遊客歡樂且獨特的
術的代表
體驗環境

（三）
使品牌意象
鮮明以吸引
相關媒體關
注。

相
同

1. 設計商標提高市場辨識度
2. 運用行銷手法突出品牌吸引注意力

相
異

1. 雖有商標但僅限於出現
在官方網站及社群網站
中，未出現於實體文宣
2. 以營造整體城市意象吸
引媒體注意

1. 肯定品質之認證來自相關
組織如國際娛樂公園與景
點組織
2. 與現實生活截然不同的體
驗環境

1. 令商標出現於實體文宣中
令曝光率增加以提高品牌
辨識度
2. 以角逐相關獎項吸引媒體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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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創意與創新
一、布洛瓦城堡
學者（Pine & Gilmore, 1999；Richards & Wilson, 2006）指出，添入｢創意」與
｢創新」元素，才能使文化遺產在全球化與各處象徵符號的湧現與相互競爭中脫穎
而出，而布洛瓦城堡也以創意添於文化產品中，並將遊客習以為常的設備或事件
加入創意，打造出 Rhodes（1960）所提出之創意產品作為獨特亮點，例如文化遺
產內的語音導覽器材，通常會播放講述物件或空間的年代、當時的重大歷史事件
的錄音，資訊雖精簡扼要，但仍稍嫌枯燥乏味；但在布洛瓦堡提供的語音導覽器
材的獨特之處在於遊客會聽到由演員說故事、仿若參與歷史現場的一員，如在刺
殺吉茲公爵的房間內就可聽到扮演亨利國王和吉茲公爵的憤怒對話和劍擊聲，使
遊客仿若置身歷史現場，而不只是呆板陳述。另外，在其他城堡中，通常展示品
都是禁止觸摸，甚至禁止使用以閃光燈拍照以保護展示品，布洛瓦城堡反其道而
行，利用可操作或觸摸的複製品提高遊客進一步認識原物的興趣，例如在布洛瓦
城堡的大廳中設置了一個王座，不論大人小孩都可以坐上去體驗當國王的滋味；
布洛瓦城堡亦時時推出邀請遊客或居民參與的活動，如 2012 年曾舉辦過｢文藝復
興饗宴」（Feasts of the Renaissance）32，遊客可參觀當時廚藝器具與食譜，還有機
會品嘗由布洛瓦城堡餐廳主廚特製之餐點，即藉由提供遊客與目的地互動或是一
同參與創造過程的機會，以遊客的實際參與提高其對於真實性的感知與滿足感。
布洛瓦城堡也如 Richard & Wilson（2006）所觀察，將其空間使用添入創意元
素（如圖 4-6-1）
，藉由空間的整理與活化讓整體建築使用更有效率，例如將部分空
間打造成不同的小型博物館，如路易十二翼牆之空間自 1869 年起即規劃為藝術博
物館（The Fine Art Museum），內含三百多件作品、繪畫、雕像等等，展示 16 至
19 世紀的法國／歐洲藝術，展示作品來自城堡原始館藏、法國政府提供之物件、
32

資料來源：About 網站，擷取日期：2014/12/05
http://gofrance.about.com/od/loirevalley/ss/Chateau-of-Blois-in-the-Loire-Valley_4.htm#step-h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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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外界收購之古董等等，使展示內容豐富多元；法蘭索瓦一世翼牆區內則滿是文
藝復興時期家具的 19 世紀復刻品、自羅浮宮購入的古董藏品等等，法蘭索瓦一世
區的地面層大廳平日置放多媒體設施讓遊客藉由操作了解城堡相關訊息、亦為置
放複製王座之區域，若舉辦活動則可立即變為會議空間或研討會會場，加斯東奧
爾良翼牆（Aile Gaston d’Orleans）區則另有空間可供定期更換展覽品，讓遊客及
居民每次造訪都有新事物可供遊覽，或進一步藉由展覽的變化吸引遊客或居民前
來；城堡翼牆所環繞出的中庭廣場則是活潑的舞台，導覽人員在此解說、聲光秀
在此進行，據官方網站顯示，布洛瓦城堡不定時推出各項活動或表演，例如身著
古裝的歌手演唱文藝復興時期的歌曲、演員進行劍術表演、邀請作家朗述作品等
等，不僅是遊客觀賞城堡建築特色的最佳地點，更是居民與遊客駐足欣賞表演或
休憩的舒適空間，成為 Richards & Wilson（2006）所指與一般環境具有明顯區分的
｢創意飛地｣。

圖 4-6-1：布洛瓦城堡之創意空間
路易十二翼牆區的藝術博物館

法蘭索瓦一世翼牆區文物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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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索瓦一世翼牆地面層大廳活動

導覽人員於中庭廣場解說

（資料來源：右上及左上圖：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33；左下：布洛瓦城堡 Facebook34；
右下：筆者自攝）
布洛瓦城堡也藉由當地社群的參與與創意網絡的聚集，創造布洛瓦城堡及市
鎮整體的獨特氛圍使其成為無形且無可取代的創意資源，豐富目的地能夠使用的
觀光資源，如學者（Amin & Thrift, 2002）所言，透過提升地方感與創意網絡的結
合，如筆者於 2013 年 7 月至布洛瓦城堡觀察時，導覽人員告知許多在布洛瓦城堡
工作者為當地居民，如經訓練後即可成為導覽志工或收費導覽員；除了外地的藝
術家與表演者，布洛瓦城堡也時常邀請當地藝術家、作家在中庭廣場發表其作品，
讓布洛瓦城堡與當地居民生活之緊密連結成度更上一層樓，成為獨特且具有經濟
重要性的創意活動，遊客亦能透過參與及學習讓體驗印象更加深刻。學者（Amin &
Thrift, 2002）亦指出遊客與創意觀光提供者連繫管道之重要性，如創意觀光提供者
可以藉由打造社群網路，跨越國際的距離開發國際遊客客群，更能藉由網路的無
遠弗屆，在遊客離去後仍能隨時取得目的地的資訊，維持連繫同時也不斷強化景
點之意象，如 Youtube 上一位名為 Chidra prod 之用戶運用歌手 Pharrell Williams 歌
曲“Happy”為背景音樂拍攝布洛瓦市鎮風情，改編成 ”Happy we are from Blois”35，

33

資料來源：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擷取日期 2014/12/03
http://www.chateaudeblois.fr/?-Museum-&lang=en
34
布洛瓦城堡 Facebook，擷取日期：2014/12/02
https://www.facebook.com/Chateau.Royal.Blois/photos/a.425439324256982.1073741830.102948926506
025/528539733946940/?type=1&theater
35
資料來源：Youtube，Happy We are from Blois，擷取日期 2014/12/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8CSmE6Z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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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6-2）影片中出現許多市民在布洛瓦城堡周遭及市鎮內活動的片段，不僅
讓已造訪過布洛瓦市鎮的遊客回味無窮，也有機會藉由影片中布洛瓦整體所展現
的活潑、歡樂意象吸引潛在的遊客，由此不僅證實在現今社會中網路社群等溝通
橋樑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對於文化遺產吸引力的傳散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圖 4-6-2：Youtube 影片”Happy we are from Blois”中出現的布洛瓦城堡片段

（資料來源：Youtube 網站36）
Richards（2011）指出應依循當地特色打造創意奇觀，Urry（2002/2007）亦指
出觀光業向來注重奇觀場面，事件、活動、節慶是最為奇觀之例，布洛瓦城堡除
了上述藝文活動外，運用歷史學家 Alain Decaux 所撰寫之劇本進行聲光秀（son &
lumière）的演出（如圖 4-6-3）
，因夏季日落時間較晚，聲光秀在夜間約十點進行，
配合夜幕低垂時刻，也因結束時間較晚促使遊客需過夜、延長停留於布洛瓦之時
間。透過聲光、投影、音效、煙霧等效果，講述貞德在布洛瓦城堡接受出征前的
祝福、凱薩琳太后及其子先後為王、因宗教政權等利益衝突導致吉茲公爵遭刺殺
等故事，以夏日聲光秀作為時間與空間的濃縮，也提供創意和觀光最直接的連結、
亦呼應學者（Robertson & Wardrop, 2004）建議節慶或活動應與地方獨特的歷史文
化有所連結；且為使國際觀光客易於理解，每周有特定時段以英語進行演出。
36

資料來源：同附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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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3：布洛瓦城堡聲光秀
凱薩琳梅迪奇太后投影

遊客聚集於城堡中庭欣賞聲光秀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二、狂人國主題公園
狂人國主題公園在其文化觀光商品中添入創意元素，呼應 Richards（2011）之
論述，與體驗經濟結合，將創意展現於用心經營表演亮點（如圖 4-6-4）上，例如
在維京人海盜秀（Les Vikings）中，海盜船從湖面升起令觀眾嘖嘖稱奇；蘭斯攻城
秀（Le Secret de la Lance）中士兵點燃的火炬熱氣讓觀眾感到熱血沸騰；猛禽秀（Le
Bal des Oiseaux Fantômes）結束時上百隻奇特鳥類翱翔空中，與周遭自然景象、演
員共同形成壯麗奇景；園區內設置的雕像一感應到遊客走近就會開始講述故事；
在等待入場或表演開始前，也會有工作人員或演員與觀眾互動，例如拿水槍偷偷
攻擊遊客再若無其事的哼歌，詼諧搞笑的動作讓觀眾不因等待而無聊；黎賽留的
火槍手（Mousquetaire de Richelieu）演出場地位於室內，透過空間與燈光的設計，
舞台上不僅有可移動、相互組合的布景、還有噴泉及水柱，佛朗明哥舞者的舞蹈
激起陣陣水花，與馬匹、演員交融出迷離的奇幻景致；利用表演次數的重複以及
時間表的提供，遊客可以依循自己的喜好規畫欣賞演出的時間，園區內也有許多
徒步區、花園、甚至是小型動物園讓讓遊客在表演間的空檔可以舒適的休憩或與
夥伴互動，亦有小型的公園附設溜滑梯、盪鞦韆等遊樂器材讓家長與兒童同歡，
給予遊客自由的選擇空間、鼓勵遊客積極參與的同時也提高遊客對於狂人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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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的真實性認知，由此也可得知狂人國主題公園體現學者（Ivanovic, 2008；
Richard & Wilson, 2007；Turok, 2009）所述，利用創意或所謂無形文化資源創造本
身文化產品的獨特性，成為主題公園的成功因子。
圖 4-6-4：狂人國主題公園之創意演出
維京人海盜秀

蘭斯攻城秀

猛禽秀

黎賽留的火槍手

（資料來源：右上：筆者自攝；其他：狂人國主題公園官方網站37）
狂人國主題公園亦呼應 Richards（2011）提出應依循當地特色打造創意奇觀（如
圖 4-6-5），狂人國主題公園的創建來源乃因 Phillippe de Villiers 和 Jean Saint Bris
兩人決定以城堡為背景，譜寫一齣名為 Cinéscénie 的表演，自 1978 年首演至今，
內容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身為旺岱地區保皇黨的 Maupillier 家族與法國共和黨戰
爭的故事，將旺岱地區當地史實、文化特色融入表演之中，其獨特之處在於演出
者大部分是鄰近居民，由狂人國組織提供訓練與排演課程後進行演出，以城堡遺
跡為背景的大型表演結合舞蹈、特技、馬術、聲光特效、煙火、水舞等元素，僅
在每年六月至九月的周末晚間演出，不僅增強了地方居民的認同與自豪，其精彩
及創意更是讓遊客遠道而來，欣賞表演的門票與園區內住房往往在表演前數月即
37

資料來源：狂人國主題公園官方網站，擷取日期 2014/12/05
http://www.puydufou.com/fr/les-spectacles?season=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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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售罄，其成功程度可見一斑；表演地點位於圍繞著城堡遺跡興建的廣大露天舞
臺，動員數千名演員、數百匹馬，每場會施放大約 400 枚煙火，且因演出者對於
自身能夠參與感到驕傲、甚至在未來成為狂人國主題公園內正式員工，演出者及
當地居民的高度認同感成為表演的一大特色，時至今日參與 Cinéscénie 表演的組織
成員、演員、志工已高達三千人，且觀眾在 2001 年時已達到累積 700 萬人次38；
Cinéscénie 目前為每年夏季周末演出，為讓遊客能久留於園區內，亦在平日夜間推
出水舞聲光秀 Les Orgue de Feu，提供無法配合周末時間或無法取得 Cinéscénie 門
票的遊客另一種選擇。在 2014 冬季夜間則配合聖誕節慶推出另一齣表演 Le
Mystère de Noël，以羅馬人及埃及人相互征戰的故事為主軸，配合異國風情的舞蹈
與交響樂團的現場演出，讓遊客能夠體驗高品質的演出，亦即一年四季遊客在夜
間都有大規模的演出可欣賞、吸引遊客久留，並延續夏季的主要節慶，讓淡旺季
差異最小化。
圖 4-6-5：狂人國主題公園之創意奇觀－大型節慶與活動
以狂人國城堡為背景之 Cinéscénie 表演

Les Orgue de Feu

Le Mystère de Noël

Le Mystère de Noël 之交響樂團

（資料來源：狂人國主題公園官方網站）
38

資料來源：狂人國主題公園官方網站，擷取日期 2014/12/04
http://www.puydufou.com/fr/mon-puy-du-fou/lhistoire-du-puy-du-f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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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狂人國主題公園自 1989 年開園起，幾乎年年都有一項新的硬體建設、或
推出新的表演，不斷在演出和提供的體驗活動中添入創意的成果顯現在遊客的高
滿意度、高再訪率以及遊客不同年齡層的廣布之中，呼應 UNESCO（2006）的創
意觀光定義，亦即認為創意觀光是一種從事和真實性經驗相關的旅遊，參與有關
藝術、遺產或是當地特色的學習，並且提供和當地居民的連結，進而共同創造某
種生活文化。狂人國主題公園的營運方式以及充滿創意的意象成功不僅吸引媒體
的注意，更開啟了向國際發展的機會，如法國報紙 Le Monde 於 2014 年 8 月 15 日
的網路新聞報導狂人國的領導人物 Phillippe de Villiers 與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會晤情形（如圖 4-6-7），報導中描述普丁盛讚狂人國主題公園的營運成
功，並將與狂人國主題公園組織合作，比照狂人國主題公園的營運模式在俄國莫
斯科及克里米亞（Crimée）等地建設名為｢沙皇之城」
（Tsargrad／La ville des Tsar）
的俄國歷史主題公園，預計在 2017 年開張。由此報導可見狂人國主題公園之創意
與成就獲得肯定，也將有機會將自身吸引力遠播至向國際舞台發展。
圖 4-6-7：Le Monde 網路新聞報導 De Villiers 與俄國總統普丁會晤情形

（資料來源：Le Monde.fr 網路新聞39）
39

資料來源：Le Monde.fr 網路新聞，擷取日期 2014/12/05
http://bigbrowser.blog.lemonde.fr/2014/08/15/de-villiers-rencontre-poutine-pour-discuter-dun-puy-du-fou
-en-cri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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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個案比較

Taylor（1988）曾引述 Rhodes（1960）所提出之創意產品（creative product）
概念，指出創意產品能增加觀光吸引力提供遊客與目的地互動或是一同參與創造
過程的機會，藉由遊客的實際參與提高其對於真實性的感知與滿足感，布洛瓦城
堡及狂人國主題公園皆致力於將自身文化觀光商品添入創意以吸引遊客消費，或
更進一步激發遊客主動參與的興趣，如布洛瓦城堡之語音導覽器材內容異於其他
流域內城堡所提供的直述式講解方式，而是採用由演員說故事、輔以背景音效的
方式令聆聽者成為參與歷史現場的一員；另外也鼓勵遊客觸摸部分展示品提高遊
客進一步認識原物的興趣；亦採用｢創造資源」的方式如仿製王座鼓勵遊客體驗；
亦時時推出與過往歷史結合的活動如 2012 年曾舉辦過｢文藝復興饗宴」
，豐富遊客
的感官體驗，讓遊客成為 Richards & Wilson（2006）所指之創意觀光的｢共同創造
者」
，即藉由提供遊客與目的地互動或是一同參與創造過程的機會，以遊客的實際
參與提高其對於真實性的感知與滿足感。狂人國主題公園則是以結合空間、聲光、
特效、演員、動物等方式進行演出，刺激觀眾的多重感官而對表演印象深刻，也
加入其他工作人員的串場或引導，甚至邀請遊客做為演出嘉賓，讓遊客有機會主
動參與、即使在等待演出開始期間也不至於感到無聊。相異方面則在於，狂人國
主題公園園區內每年機會都會有新的表演或是新的硬體建設，增添創意以外也藉
由高頻率的創新吸引遊客再訪、使遊客相信狂人國主題公園與其他文化景點或其
他主題公園有所差異、永遠都有新奇事物可供體驗或消費；反觀布洛瓦城堡雖然
同樣擁有創意活動，但羅瓦河流域城堡中亦有相近或類似的活動，亦即目前尚未
擁有｢僅能在布洛瓦城堡體驗」的獨特活動，且因布洛瓦城堡內的體驗或活動更新
頻率較慢，因此較難讓遊客短時間內即再次造訪。
學者（Richards & Wilson, 2006）認為藉由創意使用當地資源、連結當地社群
能夠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氛圍以增加吸引力，而兩個案也確實鼓勵當地社群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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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塑創意網絡以創造獨特氛圍，使其成為無形且無可取代的創意資源以補足實體
資源的缺乏，如布洛瓦城堡的導覽人員多為當地居民，經過訓練使其更加了解布
洛瓦城堡之歷史與文化意涵後得以向遊客說明、指出獨特之處；而狂人國主題公
園因其夏季節慶 Cinéscénie 自 1978 年首演迄今，參與演員大多為當地居民，由狂
人國主題公園提供訓練後上場，無形間拉近居民間的距離、也促使參與居民對狂
人國主題公園或節慶本身更有認同感。差異之處則在於，布洛瓦城堡注重與當地
社群，並將布洛瓦市鎮整體作為一項共同經營的組合，積極發展市鎮內的創意網
絡使布洛瓦城堡與市鎮結合成一吸引人探訪的景點，並彰顯於外如 Youtube 的相關
影片之中，惟其聯繫、發展之當地社群網絡年齡層較侷限於成人，較少讓學童或
青少年有加入志工、自幼即和布洛瓦城堡一同成長的機會。狂人國主題公園則因
表演所需無論男女老幼皆歡迎參與，讓居民因認同而加深聯繫的可能性提升，如
其中一位受訪者提及：｢我小時候擔任過 Cinéscénie 的表演者，對我來說，Cinéscénie
凝聚了附近居民的感情，所以我現在也在這裡工作，我真的很喜歡狂人國」
（P2），
甚至也會因認同連帶為狂人國帶來更多遊客，如另一位受訪者提及：｢我是狂人國
的志工，住在附近也來過非常多次了，這次帶我朋友一起來，因為無論如何也想
讓他親眼看看 Cinéscénie…我們白天先在園區裏頭逛，等待晚上的表演」；除了深
耕當地，狂人國主題公園也積極向外發展以求打響狂人國主題公園之名聲，如狂
人國主題公園負責人 Phillippe de Villiers 即與俄國總統普丁會面並商討關於挪用狂
人國主題公園經營模式以在俄國建立以沙皇統治時期為主軸的歷史主題公園，此
一向外拓展的方式不僅開通國際交流合作以及擴大跨國創意網絡的契機，亦不失
為一獨特的行銷方式。
根據學者（Richards, 2011；Richards & Wilson, 2006；Robertson & Wardrop, 2004）
之見解，文化遺產景點應依循當地特色，打造創意奇觀和創意空間，並時時檢視
修正以開發不同的市場客群、貼近遊客需求以創造獨特性，在此部分布洛瓦城堡
跟狂人國主題公園皆合乎學者之建議，為其固有空間添入創意元素，讓空間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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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使用的可能性，甚至能讓遊客身處於其中時暫時抽離現實生活並盡情體驗創意
空間內的氛圍及體驗，並選擇節慶演出做為創意奇觀：布洛瓦城堡的創意空間即
展現在其城堡建築空間的使用上，藉由空間的整理與活化讓整體建築使用更有效
率，例如將部分空間打造成不同的小型博物館，或是同一空間可有多種使用功能，
如大廳平日置放多媒體設施及其他靜態展品，若舉辦活動則可立即變為會議空間
或研討會會場，中庭廣場則是活潑的舞台，導覽人員在此解說、聲光秀在此進行，
多功能的使用方式呼應 Richards & Wilson（2006）所指與一般環境具有明顯區分的
｢創意飛地｣。狂人國主題公園園區內的每一個場地皆有其特殊用途，如規劃為特
定表演場地或是休憩區等等，但園區以整體角度觀察仍可稱為創意空間，如同時
結合人工建物與自然美景、讓遊客與其他生物（如園區農場中的馬匹、獵鷹）得
以近距離接觸、讓遊客有機會與同伴共同留下歡樂親密的回憶，而且遊客也可以
在園區內依自己喜好欣賞表演或休憩，亦即在狂人國主題公園內，遊客有機會與
園區所提供之環境互動而激發出遊客個人層面的成長及體驗。
創意奇觀部分則是兩個案的主要差異所在，如布洛瓦城堡選擇以聲光秀做為
獨特賣點，運用燈光、音樂、煙霧等特效，結合歷史學家所撰寫之劇本提供遊客
兼具歷史教育意涵、視覺及聽覺藝術美學與娛樂效果的奇幻饗宴。唯需注意的是，
運用投影在知名建築牆面上的聲光秀已被許多文化遺產所採用，如羅瓦河流域內
其他城堡（如香波堡）或是其他城市文化遺產（如巴黎聖母院）皆在夏季推出聲
光秀，因此布洛瓦城堡的聲光秀在遊客心中之獨特性可能因此而被削弱、或是被
分散注意力，如問及聲光秀與布洛瓦城堡間吸引力關連時，受訪者答道：｢我認為
布洛瓦城堡的燈光秀還不足以吸引我到願意為了聲光秀而留下過夜的程度...香
波堡聲光秀對我的吸引力比較大｣（B9）、｢我知道這裡（布洛瓦城堡）有聲光秀，
但我不打算留下來看，我們的交通工具只有火車，我們今晚是住在 Tours，這裡的
聲光秀還不足以讓我單純為了聲光秀再回來（布洛瓦城堡）｣（B7）。相較之下，
狂人國主題公園雖同樣運用夏日節慶表演 Cinéscénie 做為其獨特之處，但因其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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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的盛大（如每場舞台演員約有 1200 人40）
、講述故事的強烈在地性（旺岱地區
Maupillier 家族故事）
、當地居民參與（參與演出者 80%為當地居民41）等特色而讓
遊客印象深刻，如受訪者提及：｢我覺得 Cinéscénie 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參與的表
演者、藝術家幾乎都是志工，不收錢的，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Cinéscénie 已經
成了旺岱（地區）的特色｣（P1）。除夏季 Cinéscénie 慶典之外，為了最小化淡旺
季的差異，狂人國主題公園為讓遊客能久留於園區內，亦在平日夜間推出水舞聲
光秀 Les Orgue de Feu，2014 冬季夜間則配合聖誕節慶推出另一齣表演 Le Mystère
de Noël，配合異國風情的舞蹈與交響樂團的現場演出，讓遊客能夠體驗高品質的
演出，亦即一年四季遊客在夜間都有大規模的演出可欣賞、吸引遊客久留及再訪，
或在尚未欣賞過夜間節慶演出的遊客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而計劃將狂人國主題公
園納入未來旅程規畫，如受訪者表示：｢我會為了 Cinéscénie 再回來，因為這是有
許多人參與、有許多特效的演出...你可以看到過去的時期在你眼前活過來，真的很
盛大｣（P4）、｢我還沒看過 Cinéscénie，但我真的很想看，這絕對是狂人國最大的
吸引力了，但因為太受歡迎了，很難買票，我下次一定會提早訂票｣（P5）。狂人
國主題公園也因一年四季都有大規模演出活動而帶動了當地的經濟、創造約 3500
個直接或間接的本土工作崗位42，呼應學者（Pine & Gilmore, 1999；Richards &
Wilson, 2006）指出以創意作為創造嶄新文化形式的過程，能夠協助創新文化產品，
也能夠帶動文化經濟的繁榮，並作為增進目的地獨特性的方式。以下以表 4-6 說明
兩個案於創意與創新此面向之異同。

40

資料來源：rfi 華語網站，擷取日期 2014/12/07
http://www.chinese.rfi.fr/%E9%AD%85%E5%8A%9B%E6%B3%95%E5%85%B0%E8%A5%BF/2012
0618-%E7%8B%82%E4%BA%BA%E5%9B%BD%E5%85%AC%E5%9B%AD
41
資料來源：Géliot, C. (2013/06/14). Le Puy du fou, une réussite à la française. Le Monde.fr .
Retrieved2014/12/07from
http://www.lefigaro.fr/culture/2013/06/14/03004-20130614ARTFIG00578-le-puy-du-fou-une-reussite-a-l
a-francaise.php
42
資料來源：同附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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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跨個案比較－塑造品牌與意象之異同
布洛瓦城堡
（一）
加強與遊客
的互動或使
其參與創
造。

狂人國主題公園

相
同

1. 將文化觀光商品添入創意元素吸引遊客消費
2. 創造創意活動讓遊客有機會主動參與創造

相
異

1. 更新創意活動之頻率較
1. 更新創意活動之頻率較高，
低，且目前尚未擁有｢僅
較易吸引遊客再訪
能在布洛瓦城堡體驗」的
獨特活動

（二）
相
加強當地社 同

1. 鼓勵當地居民參與創造文化觀光商品之過程，強化與在地
的連結

群的參與程 相
度與創意網 異
絡的聚集。

1. 目前仍較著重與當地社
2. 積極向外拓展創意網絡，如
群及創意網絡之連結，未
與俄國合作設立其他歷史主
積極向外拓展
題公園

（三）
打造創意奇
觀和創意空
間，促進創
意觀光。

相
同

1. 運用可得資源添入創意創造創意空間與創意奇觀
2. 延展創意觀光之時效性，縮小觀光淡旺季的差異

相
異

1. 以聲光秀作為創意奇
1. 除可得資源外亦積極創造資
觀，較易落入系列化複製
源如興建建物及創造新演
之情況
出，較不易被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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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與反思
本文由第一章緒論簡介研究背景及動機為起始，確立本研究宗旨乃在探討充
滿文化和歷史意義的文化遺產，如何針對本身背景條件進行開發與再利用，並以
此建構吸引力、兼顧保存文化遺產、宣傳地方特色並促進觀光；研究目的則在於
檢視具備相異條件的文化遺產如何塑造自身的｢比較性優勢」以及「競爭性優勢」，
進一步結合兩項優勢創造文化遺產獨一無二的吸引力，並選定法國羅瓦河流域之
布洛瓦城堡以及狂人國主題公園作為研究對象。第二章則以 OECD（2009）之文
化、觀光、吸引力模型為起始，結合眾多學者所提出的相似概念，進而整理出本
文特有之理論架構，即假設增進文化遺產於文化觀光上之吸引力之方式，可藉由
詮釋、體驗、提升真實性以形塑比較性優勢，並藉由商品化與行銷、品牌與意象、
創意與創新以形塑競爭性優勢，若能兼顧比較性優勢及競爭性優勢六項構面，即
有機會為文化遺產增加吸引力。透過第三章研究方法釐清本文採用多重個案研究
法、資料蒐集方式、多元資料來源以及研究貢獻與限制，為第四章研究發現提供
有力且可信的基礎。第四章藉由跨個案比較與分析，檢視法國羅瓦河流域中具備
相異條件的文化遺產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之現行開發方式，探討其相同
及相異處，映證本文所採用之理論架構（見表 2-1：強化文化遺產吸引力之開發方
式簡表）與訪談觀光客所得資料並歸納而成本文研究發現。延續行文脈絡，在本
章除重申研究發現，也將更進一步歸納出適合特定文化遺產類型、強化其吸引力
及競爭力的開發方式，以及再次檢視本文理論架構作為往後研究者或文化遺產強
化競爭力的參考可行性，並補充筆者個人建議，期望本研究不僅能做為回饋學者
理論之研究案例，同時也具備外部效益，可以推及其他具有類似背景條件的文化
遺產，作為其擬定強化吸引力及競爭力之開發方式時之援引參考，並於文末提出
未來可能的研究建議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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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貢獻：實務層面
本文所採用之理論架構乃依循 OECD（2009）之文化、觀光、吸引力與競爭
力模型為起始，結合眾多學者之文化遺產吸引力提升之建議模型整理而成，首先
為妥善運用可得資源之比較性優勢開發方式，探究三個構面分別為進行現有文化
遺產的歷史意義及背景故事詮釋、圍繞文化遺產推出相關體驗活動、強化文化遺
產的真實性；接著是從無到有地創造資源、進行有效率的資源使用之競爭性優勢
開發方式，探究另三個構面分別為針對文化遺產進行商品化與行銷、透過包裝打
造文化遺產之品牌及意象、為文化遺產的使用添入創意及創新元素，結合比較性
優勢及競爭性優勢共六項相互連結之構面檢視文化遺產目前吸引力建構與開發方
式如何為其增添吸引力、在觀光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此小節說明於實務層面之研
究貢獻，由文化遺產開發理論所得出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之方式，即建構比較性
優勢與競爭性優勢著手，在六項構面詮釋、體驗型塑、真實性、商品化與行銷、
品牌與意象、創意與創新之下再進一步各自細分出三項要點（如表 2-1 文化遺產吸
引力建構之開發方式簡表）進行個案重申研究發現後，為相似文化遺產提出未來
可依循的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開發方式之實務層面建議，以下分項作結：

一、比較性優勢開發方式
（一） 詮釋
在詮釋部分分為三個面向探討，分別為：
1、 為文化遺產量身打造其獨特的故事敘述：
由研究發現可知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所擁有的｢先天要素」（Porter，
1990）有所差異，兩個案皆選擇法國歷史為詮釋主題，並以法國本地遊客所熟知、
國際遊客亦可能認識的歷史觀點切入；兩者的差異在於布洛瓦城堡藉由詮釋體現
教育性、但挑戰在於詮釋之重點與羅瓦河流域其他城堡雷同，因此建議可更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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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在布洛瓦市鎮本身之歷史變遷以增加詮釋的獨特性。狂人國主題公園之詮釋具
有全面且大規模展示之特色，有助於延長遊客停留的時間；但挑戰則在於詮釋易
流於單純之娛樂，因此建議可再多加強狂人國城堡此文化遺產之歷史、文化背景
介紹。由此可知，若文化遺產所具備之先天要素較豐富，如布洛瓦城堡擁有法國
皇室實際曾居住之歷史，即建議可在文化與歷史專家之協助下，透過歷史回顧進
行資料的蒐集與佐證，並為文化遺產量身打造獨特的故事敘述；若先天要素較為
缺乏，如狂人國主題公園，則可由遊客角度出發，考量遊客可能會感興趣、較為
淺顯易懂之故事敘述，以引起遊客了解詮釋意涵之興趣。
2、 使詮釋方式對於不同類型的遊客都能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兩個案皆為不同遊客設計不同詮釋方式。相異之處在於，布洛瓦城堡之詮釋著
重工作人員與遊客之互動、特別為學童設計的導覽、工作坊與問卷、老少咸宜的
多媒體互動器材等等，可以提供學生及遊客關於藝術、歷史與文化的豐富知識，
惟因詮釋仍因著重教育面相而稍嫌乏味，建議可再提升詮釋方式的趣味性。狂人
國由於詮釋方式活潑，能夠引起絕大部分遊客的學習興趣，如受訪者表示因狂人
國主題公園的表演詮釋讓其更加了解旺岱地區歷史與文化。但其挑戰在於語言，
建議狂人國工作人員加強主動服務國際遊客，將使遊客更易接收詮釋內容。因此，
不論是何種類型、或是先天要素多寡有所差異的文化遺產，皆建議藉由觀察遊客
的年齡、知識背景、對於文化遺產的了解程度，設計不同的詮釋方式，提供遊客
自主學習的機會，使詮釋方式對於不同類型的遊客都能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3、 提供多元的詮釋方式：
兩個案皆運用多元手法進行詮釋。相異之處在於，布洛瓦城堡著重詮釋手法提
高遊客對文化遺產的認知與認同，惟布洛瓦城堡目前使用方式較易被其他相似文
化遺產複製，因此建議研擬出布洛瓦城堡當地特有的詮釋方式，以與其他相似文
化景點區隔。狂人國主題公園將｢未開放遊客參觀」也當成詮釋的方式以進行群眾
管理、進而保護較脆弱的部分遺產；惟其詮釋方式仍多以表演及娛樂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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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易模糊詮釋文化與歷史此部分之焦點，建議能深化詮釋方式與文化遺產之關聯
性。在此部分則建議文化遺產依自身特性，提供多元的詮釋方式，結合文化遺產
本身展示、文字告示解說、演員、專業導覽人員的參與、多媒體展演設備的協助
以及網際網路的便利性，讓詮釋方式活潑且具吸引力，或是藉由詮釋的方式引導
遊客，以達到保護脆弱文化遺產之目的。
以下以表 5-1 歸納對於文化遺產詮釋部分之特色與建議。
表 5-1：對於文化遺產詮釋部分之特色與建議
文化遺產特色

詮釋基礎要素豐富

缺乏詮釋基礎要素

為文化遺產量身
打造其獨特的故

透過歷史回顧進行資料的蒐
由遊客角度出發，考量遊客
集與佐證，打造獨特且能彰顯 可能會感興趣、較為淺顯易

事敘述

重要性的故事敘述

使詮釋方式對於
不同類型的遊客
都能達到寓教於
樂目的

藉由觀察遊客的年齡、知識背景、對於文化遺產的了解程
度，設計不同的詮釋方式，使詮釋方式對於不同類型的遊客
都能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且須兼顧教育性與娛樂性

提供多元的詮釋
方式

依自身特性，提供多元的詮釋方式，讓詮釋方式活潑且深化
與文化遺產之關聯性，或是藉由詮釋的方式引導遊客，以達
到保護脆弱文化遺產之目的

懂之故事敘述

（二） 體驗
在體驗部分以三個面向探討兩個案之異同，分別為：
1、 打造舒適的環境與氛圍：
布洛瓦城堡與狂人國主題公園於皆致力打造舒適環境與愉悅氛圍，使遊客願意
在個案地停駐。差異之處則在布洛瓦城堡之體驗活動皆以英法雙語模式進行可吸
引較多國際遊客，但布洛瓦城堡佔地較小且多為人工建物，提供體驗之場地環境
相對較單調、體驗活動仍帶有較大程度的莊嚴肅穆感。狂人國主題公園佔地廣大，
相對能提供的體驗環境較為豐富，並營造狂人國對所有年齡層遊客皆友善之環境，
為仍如前所述，狂人國以法語為主、對不諳法語者而言參與體驗活動仍有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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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大部分體驗活動仍是以單純觀看為主、額外體驗須付費參與，建議可以增加鼓
勵遊客主動參與或動手實作之免費體驗。在此建議文化遺產所打造之體驗環境應
考量遊客參與之能力，降低遊客參與障礙以打造舒適環境與氛圍鼓勵遊客參與體
驗活動，並擴大提供體驗之環境，以及在不影響整體氛圍之情況下降低體驗之嚴
肅性。
2、 檢視體驗活動模式四 E 領域，即娛樂、教育、逃離現實和審美：
兩個案在確立體驗主題以及提供體驗面向皆致力打造包含四種體驗領域的｢甜
蜜點」。差異在於布洛瓦城堡所提供的教育面向十分突出，但較缺乏娛樂性面向，
且其提供之體驗活動被其他類似景點複製之機率較高，這也可能是造成布洛瓦城
堡再訪率較低的原因之一。狂人國則是娛樂面向最為出色，所提供的體驗活動豐
富多元、專業程度高，且依季節及時間等變化不斷推陳出新，不僅提高遊客重複
前來的機會，也使自身體驗活動被其他類似景點複製而降低吸引力的機會減少，
惟其提供體驗過於偏重於娛樂面向。對特重教育面向之文化遺產，如布洛瓦城堡，
建議在不影響教育面向整體氛圍塑造及教育意涵下，為其體驗內容增加娛樂性面
向，對於偏重娛樂性體驗之文化遺產，如狂人國，則建議能為體驗增添教育面向，
將有助於開拓與學術或教育單位合作之可能性，並避免模糊彰顯文化遺產重要性
之焦點。
3、令員工依循主題扮演適當角色配合協助體驗活動，並提供紀念品供遊客選擇：
兩個案皆令工作人員扮演符合體驗協助者角色，即第一線與遊客接觸的工作人
員皆受過良好訓練，擁有當地文化遺產及相關體驗活動的專業知識並鼓勵遊客參
與體驗活動。差異主要在於紀念品部分，布洛瓦城堡所提供之紀念品則和羅瓦河
流域中其他城堡類似；狂人國中的紀念品選項合乎體驗主題且品項繁多，惟紀念
商品店過多且許多商品雷同。因此，於工作人員部分建議文化遺產應給予與遊客
第一線接觸的工作人員良好訓練，以協助遊客進行體驗；紀念商品之部分則建議
設計文化遺產特有之商品，並控制商品店空間，轉而打造其他體驗活動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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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豐富遊客所能參與之體驗活動。
以下以表 5-2 歸納對於文化遺產體驗體驗型塑之特色與建議。
表 5-2：對於文化遺產體驗型塑之特色與建議
文化遺產特色

體驗型塑偏重教育面向

體驗型塑偏重娛樂面向

打造舒適的環境與
氛圍

建議可以增加鼓勵遊客主動參與或動手實作之免費體驗；
體驗環境應考量遊客參與之能力，降低遊客參與障礙以打
造舒適環境與氛圍，並擴大提供體驗之環境，在不影響整
體氛圍之情況下降低體驗之嚴肅性。

檢視體驗活動模式

在不影響教育面向整體氛圍

為體驗增添教育面向，避免

四 E 領域

塑造及教育意涵下，為其體
驗內容增加娛樂性面向

模糊彰顯文化遺產重要性
之焦點

令員工依循主題配

文化遺產應給予與遊客第一線接觸的工作人員良好訓練，

合協助體驗活動，
並提供紀念品選擇

以協助遊客進行體驗；設計特有紀念品並控制商品店空
間，轉而打造其他體驗活動之空間，以豐富遊客所能參與
之體驗活動

（三） 真實性
在真實性部分以三個面向探討個案之異同，分別為：
1、考量文化遺產不同面向特色後，決定呈現予遊客的真實性面向：
兩個案皆考量其特殊文化背景及資源以定其真實性特色，相異處在於布洛瓦城
堡在客觀主義真實性面向相當具有優勢，且強調經過考古、歷史學者及相關領域
學者｢驗證」過的真實性，但應力求與其他城堡區分；狂人國主題公園之狂人國城
堡在 2014 年夏季以前都未開放給遊客參觀，僅作為狂人國主題公園的代表、彰顯
其歷史精神的象徵，雖在客觀主義真實性方面面對挑戰，但於狂人國訪談遊客發
現，遊客的確能夠分辨是否為人造加工，但並不因此認為其所接觸或其所體驗的
事物為虛假，而是仍依其主觀感受定義真實性，且其指涉對象包含狂人國城堡遺
跡、表演內容、仿古建築等較多元面向，因此可推測狂人國較著重存在主義真實
性。對於文化遺產之真實性面向呈現部份，建議可呈現文化遺產所在市鎮整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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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真實性及文化特色，而不僅著眼於皇室或貴族歷史，以為真實性增添內涵並
進一步與其他相似文化遺產區隔。
2、使文化遺產至少具有客觀主義真實性、建構主義真實性與存在主義真實性其中
一種真實性，或使其同時於同一環境下存在：
兩個案皆營造文化遺產使其在遊客心中具有獨特真實性與品質。差異在於布洛
瓦城堡強調客觀主義真實性，但從訪談中可以得知遊客對於其遊覽過程的感想，
也同時會出現奇幻、甚至激發想像力等感受，由此可見，布洛瓦城堡仍然讓遊客
感知存在主義真實性、建構主義真實性等現象。狂人國主題公園因有形文化遺產
城堡未開放，令遊客缺乏接觸的機會而較無客觀主義真實性，但遊客仍能從狂人
國建造的仿古城鎮、穿著古裝之演員、表演欣賞而獲得真實性的體會，甚至與親
友同遊而對狂人國存在鮮明的印象，造就強調個人主觀認知的存在主義真實性的
存在。在此建議以具備客觀主義真實性之文化遺產，如布洛瓦城堡，可規劃部分
區域讓遊客能更加明顯感知存在主義真實性、建構主義真實性；至於缺乏客觀主
義真實性之文化遺產，如狂人國，則應於強調本身文化遺產特色之餘，以環境或
體驗活動豐富遊客所能感知的其他真實性面向。
3、 以多元演繹真實性的方式豐富遊客所感知的真實性來源：
兩個案皆利用多元的演繹方式豐富遊客所感知的真實性來源。布洛瓦城堡挾皇
室生活軌跡之優勢，以建築體本身與豐富的藏品讓遊客對客觀主義真實性的印象
更為鮮明，惟布洛瓦城堡須注意的是，仍應積極開發其他強化遊客真實性感知的
作法，因實品展示此一作法與羅瓦河流域其他城堡相似。狂人國主題公園豐富真
實性的作法則是提供遊客愉悅、娛樂或可供回憶的假日體驗以提高真實性感知，
因此狂人國不僅提供各式各樣的表演、演繹當地特色，也特別注重工作人員與遊
客間的互動以增加遊客參與機會，在園區內設計多種休憩空間，讓遊客可不斷藉
由愉悅的體驗與感受留下真實的回憶，因此狂人國強化真實性的做法相較之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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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主觀情感緊密連結，不會輕易被複製，因此建議延續現存強化存在主義真實
性做法即可。亦即擁有客觀主義真實性之文化遺產不應被客體物件所局限，仍應
進一步開發其他強化真實性感知之作法以與其他相似文化遺產區隔，而原本即缺
乏客觀主義真實性之文化遺產則可強調其他面向之真實性，如注重主觀、愉悅感
受的存在主義真實性等等，以彌補客觀主義真實性的不足處。
以下以表 5-3 歸納對於文化遺產真實性之特色與建議。
表 5-3：對於文化遺產真實性之特色與建議
文化遺產特色

具備客觀主義真實性

較缺乏客觀主義真實性

決定呈現予遊客真
實性面向

對於文化遺產之真實性面向呈現部份，建議可呈現文化遺
產所在市鎮整體之歷史真實性及文化特色，為真實性增添
內涵並進一步與其他相似文化遺產區隔

使文化遺產至少具
有三類真實性其中
一種

規劃部分區域讓遊客能更
加明顯感知存在主義真實
性、建構主義真實性

以多元演繹真實性
的方式豐富遊客所
感知的真實性來源

不應被客體物件所侷限，仍 可強調其他面向之真實性，如
應進一步開發其他強化真 注重主觀、愉悅感受的存在主
實性感知之作法以與其他 義真實性等等，以彌補客觀主
相似文化遺產區隔

應於強調本身文化遺產特色
之餘，以環境或體驗活動豐富
遊客所能感知的其他真實性
面向

義真實性的不足處。

二、競爭性優勢開發方式
（一） 商品化與行銷
在商品化與行銷部分以三個面向探討個案之異同，分別為：
1、確立文化觀光商品的三個層次：核心層次、有形層次、附加層次
兩個案皆依 Hushes（1998）理論提及的｢降低陌生度｣對於文化遺產本身進行
修改，令遊客易於消費文化遺產。兩個案於核心層次、有形層次、附加層次內容
部分有所相異，但由受訪者之意見回饋可知兩個案商品化程度都足使遊客感到舒
適及滿意。惟如比較性優勢部分所探討，布洛瓦城堡目前之文化觀光商品仍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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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城堡過於類似，建議加強發展布洛瓦市鎮在地化的文化觀光商品做為豐富布洛
瓦城堡文化觀光商品特色之助力；狂人國主題公園因其經營模式為主題樂園，則
要注意盡力避免過度商業化而造成遊客消費之阻礙及消費焦點模糊，亦即建議文
化遺產在可供商品化之前提下，除確立文化觀光商品之核心層次、有形層次、附
加層次以外，也應當注意文化觀光商品的獨特性，並避免過度商品化而模糊文化
遺產原本想表彰的意涵。
2、整合鄰近資源，與同一區域中相似的文化遺產觀光商品合作，成為產品組合，
例如開發套裝行程或是開闢觀光區，提供遊客多樣化的選擇。
布洛瓦城堡整合布洛瓦市鎮內的資源與其他文化觀光商品，除與其他羅瓦河流
域城堡一同加入鄰近市鎮旅行社的套裝行程，也配合地方政府的觀光政策，透過
商品組合加強遊客的體驗、並藉由群聚效應成為一級景點或突顯歷史重要性及真
實性，在此建議推出以布洛瓦城堡與市鎮本身為主之套裝行程，更加聚焦在｢布洛
瓦」此一景點上而使遊客印象深刻。相較之下，狂人國主題公園因處地靜僻，周
遭並無其他景點可供作為產品組合，雖加入鄰近市鎮的旅行社套裝行程中，但仍
未因此讓遊客對鄰近景點的興趣提高。因此建議文化遺產應加強與當地或鄰近市
鎮文化觀光商品結合，或一同發展套裝行程、若可得資源豐富、財務能力充足，
亦可協助鄰近市鎮發展文化觀光商品，以帶動區域整體經濟發展。
3、檢視目前行銷手段與行銷夥伴的合作關係是否能令遊客期待並引起遊客興趣、
甚至是傳遞訊息給國際遊客，開拓市場中不同客群。
布洛瓦城堡在運用行銷資源上手法相對傳統，因此行銷效力相對有限，由此
情形看來，布洛瓦城堡應思考行銷手法之創新與多元性，擴大行銷覆蓋率，以及
更加重視其社群網站之經營以便回應遊客建議或吸引潛在客群。狂人國主題公園
之行銷作法則是豐富宣傳計劃，積極運用網路廣告、報紙廣告、旅遊說明手冊、
宣傳單、路邊招牌看板及車站內牆廣告、網路平台等，由此可知狂人國相當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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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資源之運用，惟狂人國主題公園於行銷部分仍偏重於歐美國家，若能考量國
際遊客如亞洲客群之需求及行銷能見度，如架設中文或其他亞州語言版本之官網
及社群網路平台以拓展行銷覆蓋率。在此則建議文化遺產應當注重、時時檢視現
行之行銷方式，特別是網路平台的經營與互動，不僅有助於提升文化遺產的能見
度，且亦能透過行銷手法控制遊客數量、遊客品質，以及進一步開拓市場。
以下由表 5-4 歸納對於文化遺產商品化與行銷之特色與建議。
表 5-4：對於文化遺產商品化與行銷之特色與建議
文化遺產特色

可供進行商品化與行銷的文化遺產

確立文化觀光商品的 修改文化遺產以確立文化觀光商品之核心層次、有形層
三個層次
次、附加層次時，也應當注意文化觀光商品的獨特性，並
避免過度商品化而模糊文化遺產表彰的意涵
整合鄰近資源，創造 加強與當地或鄰近市鎮文化觀光商品結合，或發展套裝行
產品組合
程、若資源充足，亦可協助鄰近市鎮發展文化觀光商品，
以帶動區域整體經濟發展
檢視目前行銷手段與 文化遺產應當注重、時時檢視現行之行銷方式，特別是網
行銷夥伴的合作關係 路平台的經營與互動，以助提升文化遺產的能見度、控制
遊客數量、遊客品質，以及進一步開拓市場

（二） 品牌與意象
在品牌與意象部分以三個面向探討個案之異同，分別為：
1、 決定目的地意識，確立品牌與意象想傳遞給遊客的訊息類型：
兩個案皆透過凝聚獨特的目的地意識以及結合實際提供的體驗與設施等方式
凸顯品牌意象及產品特質，並積極創造資源。相異之處在於布洛瓦城堡與現今市
鎮和諧共存之｢活的文化遺產」此一特色，且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之世界遺
產，亦得法國政府之重視。狂人國主題公園之精神象徵狂人國城堡並未名列於國
家指定之歷史古蹟場址名單中，但也因此相較於其他國家歷史文化遺產擁有更彈
性的修改空間，有機會強化狂人國主題公園的歷史形象，並依其優異的表演內容
及整體環境，自 2011 年起屢獲國際主題公園或相關組織之獎項證明。由此部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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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過去較無國家、政府等｢官方」認證、核可而給予特殊文化歷史地位的文化
遺產，如狂人國，仍可因參與相關獎項競選彰顯其優異程度，亦可督促自身時時
維持優良品質，並藉此傳達訊息吸引遊客；而已獲官方認可之文化遺產，如布洛
瓦城堡，則建議挾此優勢多加發展與文化遺產所在地之結合，如以整體市鎮生活
風情結合城堡做為品牌特色，藉此打造獨特品牌意象。
2、 使品牌與意象，彰顯管理者的理念與承諾：
兩個案在此部分之品牌意象皆承諾遊客將獲得平日難以獲致的體驗，使品牌意
象彰顯獨特性並呼應遊客的情感認知。布洛瓦城堡官方網站首頁指出自身做為羅
瓦河流域的縮影，且布洛瓦城堡在網路上之形象與實際上遊客所能見到、體驗到
之環境差異甚小，表示實際上與其向外彰顯之形象一致，甚至超乎遊客期待而使
其滿意，唯須注意的是由網路蒐集資料顯示布洛瓦城堡之品牌意象長期以來較為
相同且無新意。狂人國主題公園因行銷管道多元，能在短時間內獲得觀看者注意，
且強調獲獎記錄，向遊客顯示狂人國是充滿活潑、刺激氛圍的假日首選，更是提
供良好體驗、具有獎項品質保證之處，藉以提升遊客對於目的地的好感。狂人國
主題公園創造出提供遊客歡樂、刺激、充滿冒險感且獨特的體驗環境作為品牌意
象以及差異化其他景點的顯著特色，有助於遊客投入體驗且對其消費之事物感到
滿意。此部分建議文化遺產可透過前述行銷手法，進一步向本地或國際遊客彰顯
品牌獨特性，並透過發掘自身獨特性以塑造鮮明意象，且應與時並進，時時注意
己身所彰顯之理念與意涵是否具備新意，以吸引遊客一再前來。
3、 使品牌意象具有市場競爭性，透過細節的完備吸引媒體關注：
兩個案皆為文化遺產或景點設計商標以使之更加鮮明、在觀光市場上具有差異
性並使遊客易於辨認以吸引媒體關注，並使品牌意象具有市場競爭性；惟布洛瓦
城堡雖已有商標，但僅限於官方網站或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中出現。狂人國主題
公園除商標鮮明外，還運用許多行銷管道提高品牌辨認度，目前透過表演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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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陳出新、狂人國城堡等真實文物的修繕開放、角逐主題公園等相關獎項之方式
吸引媒體注意力。於此部分則建議文化遺產若資源許可，可比照狂人國主題公園
之模式，除設計品牌商標使遊客一目了然外，可拓展應用商標領域並傳散於文化
遺產所在地、鄰近市鎮、甚至是遊客、人群主要聚集地如首都之遊客服務中心或
地鐵站等等，並於品牌意象塑造上添入所在地區特色，營造出過往輝煌與現今寧
靜舒適的和諧意象吸引遊客及媒體的注意力。
以下由表 5-5 歸納對於文化遺產品牌與意象之特色與建議。
表 5-5：對於文化遺產品牌與意象之特色與建議
文化遺產特色

經國家認證之文化遺產

未經國家認證之文化遺產

決定目的地意識，確 建議挾此優勢多加發展與 可藉參與相關獎項競選彰顯
立品牌與意象想傳遞 文化遺產所在地之結合，藉 其優異程度，亦可督促自身
給遊客的訊息類型
此打造獨特意象
時時維持優良品質，並藉此
傳達訊息吸引遊客
使品牌與意象，彰顯 可透過前述行銷手法，進一步向本地或國際遊客彰顯品牌
管理者的理念與承諾 獨特性，且應與時並進，時時注意己身所彰顯之理念與意
涵是否具備新意，以吸引遊客一再前來
使品牌意象具有市場 若資源許可，除設計品牌商標使遊客一目了然外，可拓展
競爭性，透過細節的 應用商標領域並傳散於文化遺產所在地、鄰近市鎮及人群
完備吸引媒體關注
主要聚集地，並於品牌意象塑造上添入所在地區或鄰近地
區特色
（三） 創意與創新
在創意與創新部分以三個面向探討個案之異同，分別為：
1、 提供遊客與目的地互動或是一同參與創造過程的機會以提高其對於真實性的
感知與滿足感。
兩個案皆致力於將自身文化觀光商品添入創意以吸引遊客，如布洛瓦城堡之語
音導覽器材、鼓勵遊客觸摸部分展示品、推出與過往歷史結合的活動豐富遊客的
感官體驗並輔以｢創造資源」等為一般觀光產品添入創意的方式，讓遊客有機會成
為創意觀光的｢共同創造者」。狂人國主題公園則是以結合空間、聲光、特效、演
員、動物等方式進行演出，刺激觀眾的多重感官，甚至邀請遊客做為演出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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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遊客有機會主動參與，且每年幾乎都會有新的表演或是新的硬體建設，增添創
意以外也藉由高頻率的創新吸引遊客再訪。此部分建議文化遺產可依據自身特色
為文化商品增添創意，且此創意文化商品為此文化遺產所特有，藉由提高獨特性
增加吸引力，且若能增添鼓勵遊客親自動手實作或激發遊客創造力、促進遊客與
同遊者互動之創意活動，如鼓勵遊客在園區內露營過夜，而不僅以｢觀看」的角度
參與，並使體驗或活動更新維持一定頻率以提高遊客再訪率。
2、 藉由當地社群的參與與創意網絡的聚集創造獨特氛圍使其成為無形且無可取
代的創意資源，豐富目的地能夠使用的觀光資源。
兩個案鼓勵當地社群積極參與，型塑創意網絡創造獨特氛圍，以補足實體資源
的缺乏，如布洛瓦城堡鼓勵當地居民參與，如擔任城堡導覽人員，而狂人國主題
公園因其夏季節慶 Cinéscénie 之參與演員亦多為當地居民，無形間拉近居民間的距
離、也調高居民之認同感。差異之處則在於，布洛瓦城堡注重與當地社群，並將
布洛瓦市鎮整體作為一項共同經營的組合，積極發展市鎮內的創意網絡，惟其聯
繫、發展之當地社群網絡年齡層較侷限於成人；狂人國主題公園則因表演所需無
論男女老幼皆歡迎參與，讓居民因認同而加深聯繫的可能性提升，且除了深耕當
地，也積極向外發展以求打響狂人國主題公園之名聲，此一向外拓展的方式開通
國際交流合作，亦不失為一獨特的行銷方式。在此部分建議文化遺產可拓展社群
參與的年齡層，以此加強創意網絡之力量；若在遺產所在地已然建立創意網絡，
未來則可考慮將此創意網絡持續擴展至鄰近地區、甚至是其他國家，以使創意網
絡能夠持續發展茁壯並持續添入新意及創意。
3、 依循當地特色，打造創意奇觀和創意空間，並時時檢視修正以開發不同的市
場客群、貼近遊客需求以創造獨特性。
兩個案皆依循當地特色，打造創意奇觀和創意空間以創造獨特性。布洛瓦城堡
的創意空間即展現在其城堡建築空間的使用上，具備多功能的使用方式。狂人國
主題公園園區以整體角度觀察亦可稱為創意空間，如同時結合人工建物與自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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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讓遊客有機會與同伴共同留下歡樂親密的回憶而激發出遊客個人層面的成長
及體驗。創意奇觀部分是兩個案主要差異所在，布洛瓦城堡選擇以聲光秀做為賣
點，唯因運用聲光秀已被許多文化遺產所採用，因而面臨與其他文化遺產競爭之
挑戰；狂人國主題公園之夏日節慶表演 Cinéscénie 因其表演規模盛大、內容具在地
性、居民參與度高等特色而獨特，且狂人國主題公園目前一年四季夜間都有大規
模的演出，並帶動當地經濟、創造工作崗位，帶動當地文化經濟的繁榮，並增進
目的地獨特性。此部分則建議文化遺產應定期檢視現有之創意空間及創意奇觀之
應用，並適時推陳出新以維持獨特性，且創意奇觀首重「人」之參與，在在地參
與度高的情形下，建議也可開放參與機會予其他地區甚或招募國際志工，讓更多
創意能夠相互激盪，加以持續創新。
以下由表 5-6 歸納個案於創新與創意之特色與建議。
表 5-6：對於文化遺產創意與創新之特色與建議
文化遺產特色

可增添創意及創新之文化遺產

提高遊客對於真實性 可依據自身特色設計特有文化創意商品、增添鼓勵遊客參
的感知與滿足感
與互動之創意活動，並使體驗或活動更新維持一定頻率以
提高遊客再訪率
藉由當地社群的參與 可拓展社群參與的年齡層，強化創意網絡之力量；若在遺
與創意網絡的聚集創 產所在地已然建立創意網絡，未來則可考慮將此創意網絡
造資源
持續擴展至其他地區，以使創意網絡能夠持續發展茁壯、
持續添入新意及創意
依循當地特色，打造 文化遺產應定期檢視現有之創意空間及創意奇觀之應
創意奇觀和創意空間 用，並在維持地方特色之前提下適時推陳出新以維持獨特
性，且於在地參與度高的情形下，也可開放參與機會予其
他地區甚或招募國際志工，讓更多創意能夠相互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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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理論層面
立基於文化遺產觀光蓬勃發展（Bonn et al., 2007；Boyd , 2002）的現況，本著
探索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因素的動機，本研究以學者（Kotler, Haider & Rein, 1993）
所提出之景點優勢探究為索引，沿著 Porter（1990）提出先天要素及後天要素於文
化遺產上的使用、Crouch & Ritchie（1999，引自 OECD, 2009）指出目的地吸引力
的關鍵要素之脈絡，選定 OECD（2009）探討文化、觀光、吸引力與競爭力之關
聯為理論初始探討模型，進一步結合 Mckercher & du Cros（2010）提出之成功觀
光產品所共有特徵及開發文化觀光景點策略、Ivanovic（2008）探討文化景點吸引
力時所出的 4A 評價基準等相關理論，整理出具備相異條件的文化遺產如何運用既
有資源的開發塑造自身的｢比較性優勢」，以及運用管理及創意成就自身「競爭性
優勢」
，並進一步結合兩項優勢建構文化遺產獨一無二的吸引力與競爭力，藉由跨
個案比較與分析發現文化遺產因相異條件及限制，建構吸引力的方式也會有所差
異，以下就研究發現與結果反思本研究所採用之理論模型。
首先，回應本文主要採用之理論模型 OECD（2009）報告書於探討文化，觀
光，吸引力及競爭力模型時指出，真正讓目的地具有競爭力、足以吸引遊客和投
資的重點是將先天要素轉化成創造型資產以及資源調度之能力，亦即為己身創造
競爭性優勢之論點，於本文研究中發現在全球化及網路普及的現代社會，若能確
實掌握競爭性優勢，先天條件或可得資源較缺乏的文化遺產也有機會能在觀光市
場上與擁有豐富資源的文化遺產競爭、甚至表現更為傑出，如狂人國城堡雖非法
國王室之停駐地、在法國歷史上亦未具舉足輕重的地位，卻因狂人國主題公園之
後天建設、塑造活動、包裝行銷及增添創意而打響知名度，且依訪談遊客結果發
現遊客滿意度高、停留時間長、亦期待未來能夠再訪，反觀布洛瓦城堡雖在歷史
與文化上具備重要性，但較容易被其他更具特色或規模之城堡、文化遺產掩蓋其
光芒，由遊客訪談也發現雖遊客大多傾向給於正面評價，卻對於再訪、邀請親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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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一同遊覽之興致不高，因此可知 OECD（2009）報告書於探討文化，觀光，
吸引力及競爭力時所提出之論點，即創造競爭性優勢為文化遺產不可忽視之重要
建構吸引力方式，在本研究中得到相同論證。意即不論是有形文化遺產或無形文
化遺產，縱使擁有優異的先天條件，如做為特定歷史、藝術、文化等面向之表徵，
若缺乏後天藉由人力為其進行詮釋、型塑體驗、強化真實性、商品化與行銷、品
牌與意象、創意與創新，文化遺產終究也僅是無生命的硬體建設或是面臨佚散的
無形傳統技藝或藝術。
從研究發現即結果中也指出其他相似模型如 Porter（1990）提出先天要素及後
天要素於文化遺產上的使用、Crouch & Ritchie（1999，引自 OECD, 2009）指出目
的地吸引力的關鍵要素、Dwyer & Kim（2003）將競爭力指向可得資源、創造資源
等理論架構皆對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有其重要性，而 Mckercher & du Cros（2010）
提出之成功觀光產品所共有特徵及開發文化觀光景點策略、Mckercher, Ho & du
Cros（2004）探討文化景點受歡迎的特性、Ivanovic（2008）探討文化景點吸引力
時所出的 4A 評價基準等相關理論則為前述提出文化遺產先天要素與後天要素差
異及使用的理論模型增添了細部的建構方式，如分別提到詮釋、體驗、真實性、
商品化與行銷等構面，但尚未指出創新、創意要素與文化遺產或文化觀光的結合，
仍需待後續研究更進一步運用與操作相似理論。
接著即是比較性優勢及競爭性中所提及之詮釋、體驗、真實性、商品化與行
銷、品牌與意象、創意與創新之理論檢視：
（一）、詮釋：
兩個案皆選擇法國歷史為詮釋主題，呼應 Mckercher & du Cros（2010）認為
詮釋要從人類的使用與經驗觀點切入，並如學者（Floyd, 2002:45, Moscardo &
Ballantyne, 2008）建議，運用多元手法進行詮釋。兩者的差異在於布洛瓦城堡藉由
詮釋體現 Timothy（2011）指出詮釋所具備的教育性且呼應 Floyd（2002）所指，
有機會與學術或教育機構訂立雙方互利的合作關係，此為布洛瓦城堡之優勢；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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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國主題公園之詮釋則呼應 Ivanovic（2008）認為全面且大規模的展示與詮釋有助
於延長遊客停留的時間、並如 Timothy（2011）所指，詮釋能協助管理者進行群眾
管理、進而保護較脆弱的部分遺產。而由本文研究發現可推論上述所運用之詮釋
部分理論有其實用性，且自 Tilden（1957/2006）開啟研究詮釋方式以來詮釋相關
理論越加豐富，建議未來研究相關領域這可再細緻區分不同類型文化遺產所因應
之詮釋方式，並加以比較以了解其差異。
（二）、體驗形塑：
兩個案於皆致力於學者（Bonn et al., 2007）所言打造舒適環境與愉悅氛圍、並
皆體現 Weiermair（2004）所指，令工作人員扮演符合體驗協助者角色、提供紀念
品讓遊客印象深刻，並著重於 Pine & Gillmore（1999）所提包含娛樂、教育、逃離
現實和審美等四領域之體驗活動結合而成「甜蜜點」之塑造，而從研究結果中發
現其中的娛樂面向相當重要，如 Liu（2005）所指，現今遊客對文化遺產也抱著對
於主題公園的期待，並希望得到更多的娛樂性，而非僅是枯燥的教育內容灌輸
（Ivanovic, 2008）
，因此可推論現今文化遺產提供的體驗活動中，帶有娛樂性與興
奮感的體驗對於遊客而言將比單純的有形商品更為重要，且依然能在帶給遊客娛
樂感受同時刺激遊客學習的興趣，亦即體驗中的娛樂面向也可能帶來教育面向的
效果。
（三）、真實性：
兩個案皆合乎奈良真實性文件（Nara Document，轉引自 Ivanovic, 2008）之論
述，即考量其特殊文化背景及資源以定其真實性特色，並合致謝其淼（1995）所
提出之概念，即利用多元的演繹方式豐富遊客所感知的真實性來源，使文化遺產
如 McKercher & du Cros（2010）所言在遊客心中具有獨特真實性與品質。在此主
要回應 Wang（1999）所整理之客觀主義真實性、存在主義真實性、建構主義真實
性等現象之差異，並同意學者指出主要由遊客「主觀認知」所形塑之存在主義真
實性越趨重要，如 Urry（1995）曾指出遊客有能力分辨遺產為真實或人造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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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狂人國個案發現遊客雖了解園區為人造加工，亦不因此影響遊客對於在狂人
國內體會到的歡樂時光以及隨之形塑的美好回憶，即呼應 Halewood & Hannam
（2001）及 Moscardo（2000）所提出之觀點：提供遊客愉悅、娛樂或可供回憶的
假日體驗有助於提高真實性感知。
（四）、商品化與行銷：
兩個案皆如 Mckercher & du Cros（2010）所指，確立文化觀光商品的核心層
次、有形層次與附加層次，且使文化遺產商品化程度包含 Likcorish & Jenkins（1997）
所指出之要素：完善服務、舒適環境、公共建設和食宿的結合，滿足遊客想要進
行消費特定產品的動機。布洛瓦城堡呼應 Ivanovic（2008）及 McKercher & du Cros
（2010）觀點，即透過商品組合更能加強遊客的體驗、透過群聚效應成為一級景
點或是突顯歷史重要性及真實性。狂人國則是相當合乎 Weiermair（2004）所提及
應加強傳遞訊息給國際遊客、開拓市場中不同客群、引起遊客興趣並建立與遊客
溝通管道等作法，並合致謝其淼（1995）豐富宣傳計劃之建議，積極運用網路廣
告、報紙廣告、旅遊說明手冊、宣傳單、路邊招牌看板及車站內牆廣告、網路平
台等行銷方式。由個案探討可發現一有趣現象，即因狂人國主題公園大量運用行
銷方式吸引遊客注意，並運用商品化使遊客之旅程感到舒適新奇，因而在問及再
訪可能性時所得到之正面答覆較布洛瓦城堡為高，因而在此做出與 Ivanovic（2008）
及 McKercher & du Cros（2010）略為不同之觀點，相較與許多較不具吸引力景點
之集合，經過完善商品化及行銷之單一景點可能仍更具吸引力，惟此假設仍需要
更多相關研究方具可信度。
（五）、品牌與意象：
兩個案皆如 Ashton（2014）所指，透過凝聚獨特的目的地意識以及結合實際
提供的體驗與設施等方式凸顯品牌意象及產品特質，並呼應學者（Bonn et al., 2007；
Leisen, 2001）所指，使品牌意象彰顯獨特性並呼應遊客的情感認知。兩個案之研
究發現亦呼應學者（Etchner & Ritchie, 1991；Sirgy & Su, 2000；Stabler, 1988）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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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目的地形象與遊客的期望若能相符，就能提升遊客對於目的地的好感。而 Ashton
（2014）建議為文化遺產或景點設計商標以使之更加鮮明、在觀光市場上具有差
異性並使遊客易於辨認以吸引媒體關注，並使品牌意象具有市場競爭性之論點也
可於個案發現中尋得論證，如狂人國主題公園之商標被廣泛運用於行銷管道中，
因而樹立鮮明品牌意象。
（六）、創意與創新：
Taylor（1988）曾引述 Rhodes（1960）所提出之創意產品概念，指出創意產品
能增加觀光吸引力，此一論述於個案發現中亦得論證。兩個案分別運用創意增添
使文化遺產更加具備吸引力，如布洛瓦城堡合致 Richards & Wilson（2006）所指，
讓遊客有機會成為創意觀光的｢共同創造者」以及藉由城堡空間多功能的使用方式
打造 Richards & Wilson（2006）所指與一般環境具有明顯區分的｢創意飛地｣；狂人
國合致學者（Richards & Wilson, 2006）指出應藉由創意使用當地資源、連結當地
社群能夠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氛圍以增加吸引力，且如學者（Richards, 2011；Richards
& Wilson, 2006；Robertson & Wardrop, 2004）之見解，因使文化遺產景點依循當地
特有夏日節慶表演，打造創意奇觀和創意空間，造就狂人國主題公園與狂人國城
堡本身獨特性，並如學者（Pine & Gilmore, 1999；Richards & Wilson, 2006）指出
以創意協助創新文化產品、並帶動旺岱地區當地文化經濟的繁榮，因此創意與創
新應作為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之重要因子。
綜上所論，因 OECD（2009）報告書所提之文化、觀光、吸引力之模型仍過
於簡略，如比較性優勢部分僅提出文化遺產須將既有資產進一步轉化為創造資產，
卻未明確列舉轉化之方式或應注意之建構重點，在競爭性優勢部分也僅簡列可透
過管理、治理、行銷、品牌等方式，但未詳細說明其中之關聯。因此本研究之貢
獻不僅在於由個案發現證實 OECD（2009）報告書所提出文化，觀光，吸引力關
聯之模型有其價值，更進一步加以整理自諸位學者理論而歸納之建構文化遺產吸
引力之開發方式（見表 2-1），說明比較性優勢及競爭性優勢可採用的六項建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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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尤其是學者（Richards & Wilson, 2006；Richards, 2011）所論述之文化觀光與
創意之連結，同時也應運用於文化遺產觀光領域，以使表彰「過去」的文化遺產
能夠因應「現代」甚至是「未來」的觀光潮流、變化以及挑戰，而不至於因跟不
上時代變遷而遭到淘汰或削弱其於文化上之重要性。且於本研究中再次檢視六項
文化遺產吸引力建構方式中諸位學者所提出之理論，進行與個案之實際比對達到
理論與實務結合之效用，並釐清六項建構吸引力之構面互不衝突、可相互重疊使
用的特性，如藉由體驗與詮釋共同強化遊客之真實性感知；甚至加強其中一項構
面亦可獲得其他構面之效益，如妥善運用商品化行銷可帶來品牌與意象塑造的附
加效益等等，而使本文之研究發現與結果有其可信及可用之價值，亦具備外部效
益，可做為未來文化遺產建構自身吸引力之相關研究之參考，亦期待未來研究進
一步加以論證、豐富本文理論架構。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一、研究方法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在於時間及成本之考量，無法在個案所在地進行長時間的觀察，
僅能就停留期間所獲得之資料進行研究撰寫，亦即雖有一手資料如訪談遊客所得
紀錄、親自拍攝之照片等等，仍仰賴大量的二手資料作為補強，如文宣、相關文
獻理論回顧以及網路新聞、官方網站、社群網站等資訊，雖仍有其限制，但亦因
資料多元且依循三角驗證法，不失效度與信度而使研究發現及成果有一定學術品
質與水準。其次，因語言之限制僅能與能使用英語或中文交談之訪談對象，且僅
限於遊客等需求面，因未能與個案管理階層等供給面訪談，因而探討面相僅止於
筆者所能獲取之公開資料，細部經營層面、財務層面及技術層面皆難以觸及，因
此本研究所提供對個案之建議仍待未來研究進一步驗證實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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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文所採用之理論架構乃依循 OECD（2009）及眾多學者之文化遺產
吸引力提升之建議模型整理而來，尚未有眾多直接綜合探討相異類型文化遺產的
討論，亦未有足夠實際案例可供驗證，因此仍須結合其他合適成熟的文獻及個案
探討作為補充。惟檢視目前之研究發現，確能與運用之理論架構相互呼應，選擇
參考的文獻亦能作為本研究之佐證，若未來能藉由其他個案研究加以運用論證，
將能提高本研究理論架構之可用性及可行性。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選取法國羅瓦河流域之布洛瓦城堡及狂人國主題樂園為當地文化遺產
進行可得資源修改與積極創造資源，進一步增進比較性優勢與競爭性優勢以強化
吸引力之代表個案，並以需求面如當地居民及遊客為主要探討面向，檢視需求面
對於文化遺產經過詮釋、提供體驗、強化真實性以及商品化與行銷、品牌與意象
塑造、添入創意與創新後所呈現的樣貌，亦即本研究最大貢獻乃在整理出文化遺
產強化吸引力之方式可依循以上六項構面著手，並各自細分出三項要點作為整體
理論框架，不僅提供以需求面角度觀察之資訊提供文化遺產管理者參考，並給予
現行強化吸引力方式贊同或修改建議。未來也期望能有更多相關案例探討以檢視
本研究所提出之六項強化文化遺產吸引力構面、甚或加以補充豐富理論架構，讓
更多相異類型或擁有相異背景條件之文化遺產可以參考。且因本研究仍如上述有
時間、成本等限制，僅能以需求面角度觀察，因此對於未來從事相關研究的建議
即為可從供給面著手，如進一步訪談管理者、或蒐集如官方經營報告書等資訊，
作為六項構面可行與否之論證，或採用量化研究途徑蒐集更為大量的需求面意見，
彙整為更細緻的建議，增加研究成果的客觀性，相信都能為保存、保護充滿歷史、
藝術、文化及社會意義的文化遺產盡一份心力，並且加以活化使用文化遺產，吸
引世人瞭解文化遺產之美同時也使其能夠永續發展。

152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文芸、傅朝卿（2011）
。重思文化遺產的真實性概念-從過去到現在的理解。建築學
報， (76_S)，23-46。
張淑英（2014）。 西班牙文化觀光與區域發展。2014 歐洲聯盟文化政策研討會論
文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葉乃嘉（2008）。研究方法的第一本書。五南。
董培海（2011）
。旅游中 “真实性”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旅游研究，3(3)， 62-70。
榮芳杰（2008）
。文化遺產管理之常道：一個管理動態變化的維護觀點。國立成功
大學建築學系學位論文。
韓培爾（2009）。社會科學博士碩士論文研究寫作 Q&A。風雲論壇。
謝其淼（1995）。主題遊樂園。詹氏書局。
Kerlinger, N. F., & Lee, B. H.（2002）研究方法（黃營杉等審譯）
。華泰文化。
（原著
出版年：2000）。
Maxwell, J. A.（2001）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的方法（高熏芳等審譯）。心
理。（原著出版年：1996）。
McKercher, B. & Cros, H. D.（2010） 文化觀光：觀光與文化遺產管理（劉以德審
譯）。臺北市：桂魯。（原著出版年：2002）。
Pine, B. J. & Gilmore, J. H.（2008）體驗經濟時代。（夏業良、魯煒審譯）。經濟新
潮社。（原著出版年：1999）。
Tilden, F.（2006）
。 解說我們的襲產。
（許世璋審譯）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原著出版年：1957）。
Urry, J.（2007）。觀光客的凝視（第六版）。（葉浩審譯）。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原
著出版年：2002）。
153

西文文獻
Amin, A., & Thrift, N. (2002). Cities: reimagining the urban. Polity Press.
Ashton, A. S. (2014). Tourist destination brand image development—an analysis based
on stakeholders’ perception: A case study from Southl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1356766713518061.
Ashworth, G.J. (1994). Marketing of Places: What Are We Doing? In G. Ave & F.
Corsico, eds., Marketing Urban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dizioni Torino
Incontra, Turin.
Baxter, P., & Jack, S. (2008). Qualitative case study methodology: Stud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novice researchers.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3(4), 544-559.
Bobot, L. (2012). Negotiating authenticity: Cathar heritage tourism.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7(2), 163-177
Boyd, S. (2002). Cultural and heritage tourism in Canada: opportunities, principles and
challenges.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3(3), 211-233.
Bonn, M. A., Joseph-Mathews, S. M., Dai, M., Hayes, S., & Cave, J. (2007).
Heritage/cultural attraction atmospherics: Creating the right environment for the
heritage/cultural visitor.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45(3), 345-354.
Buhalis, D. (2000). Marketing the competitive destination of the future. Tourism
Management, 21, 97-116.
Cracolici, F., Nijkamp, P., & Cuffaro, M. (2006).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of Italian
Tourist Destinations.
De Vaus, D. (2001). Research design in social research. Sage.
Dong, S., Xu, S., & Wu, G. (2006). Earth Science Digital Museum (ESDM):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museums. Computers & geosciences, 32(6), 793-802.
Dwyer, L., & Kim, C. (2003).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determinants and indicators.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6(5), 369-414.
Echtner, C.M. and Ritchie, J.R.B. (1991).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destination
image, Tourism Studies, 2(2), 2-12.
154

Fernández, J. I. P., de la Calle Vaquero, M., & González, M. V. (2013). Turismo cultural.
Floyd, M. (2002). More than just a field trip... Making relevant curricular connections
through museum experiences. Art Education, 39-45.
García, J. A., Gómez, M., & Molina, A. (2012). A destination-branding model: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akeholders. Tourism Management, 33(3), 646-661.
Gartner, WC. (1996). Tourism Development: Principles, Processes, and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Godfrey, K. and Clark, J. (2000).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Handbook: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Planning and Marketing. Cassell.
Gras, M. K. (2009). Deter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tination brand image and
its components with intention to visi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Wilmington).
Gunn, C. A. (1997). Vacationscape: Developing tourist areas. Taylor & Francis.
Hankinson, G. (2001). Location branding: A study of the branding practices of 12
English cities. The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9(2), 127-142.
Hankinson, G. (2004). The brand images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a study of the saliency
of organic images. 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 13(1), 6-14.
Hjalager, A. M. (2002). Repairing innovation defectiveness in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23(5), 465-474.
Hughes, H. (1998).Theatre in London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with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19 (5), 445–452
Ivanovic, M. (2009). Cultural Tourism. USA: Juta and Company Limited.
Jamal, T., Hill, S., & Dann, G. M. S. (2002). The home and the world:(Post) touristic
spaces of (in) authenticity?. The tourist as a metaphor of the social world, 77-107.
Kotler, P., Haider, D.H.& Rein I. (1993). Marketing Places::Attracting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Tourism to Cities, States and Nations.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Kotler, P. & Turner, R. E. (1989). Marketing Management : analysis, planning, and
control. Scarborough, Ontario: Prentice-Hall.
155

Lai, C. L. (2004). Art exhibitions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In M. Sheller, & Urry, J.
(Eds.), Tourism mobilities: Places to play, places in play (pp. 90-102). London:
Routledge.
Leisen, B. (2001). Image segmentation: the case of a tourism destination.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15(1), 49-66.
Lickorish, L.J. & Jenkins, C.L.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Liu, J. C. (2005). Tourism and the value of culture in regions.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39(1), 1-9.
McKercher, B., Ho, P. S., & du Cros, H. (2004). Attributes of popular cultural
attractions in Hong Kong.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1(2), 393-407.
Moscardo, G.(1996). Mindful visitor: Heritage and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3(2), 376-397.
Moscardo, G., & Ballantyne, R. (2008). Interpretation and attractions. Managing visitor
attractions: New directions, 237-252.
Morgan, N., Pritchard, A., & Pride, R. (2002). Destination branding: creating the
unique destination proposition. Butterworth-Heinemann Ltd.
Nagy, K. (2012). Heritage Tourism, Thematic Rout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nov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Practice (TMP), 8(01), 46-53.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2009).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tourism. Paris, France: OECD
Patterson, D., & Bitgood, S. (1988). Some evolving principles of visitor behavior.
Visitor Studies: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1, 41-50.
Pearce, D. G., & Butler, R. W. (1993). Tourism research: critiques and challenges.
Routledge.
Picton, O. J. (2010). Usage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nd heritage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an analysis of Sharjah heritage area.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5(1),
69-84.

156

Pine, B. J., & Gilmore, J. H. (1999). The experience economy: work is theatre & every
business a stage. Harvard Business Press.
Porter, M.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oulsson, S. H., & Kale, S. H. (2004). The experience economy and commercial
experiences. The Marketing Review, 4(3), 267-277.
Prentice, R. (1993). Tourism and Heritage Attractions. London: Routledge.
Prideaux, B. (2003). Creating visitor attractions in peripheral areas. Managing Visitor
Attractions: New Directions, 58-72.
Ray, P. H., & Anderson, S. R. (2000). The cultural creatives: How 50 million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Richards, G. (2000). Tourism and the world of culture and heritage.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25(1), 9-17.
Richards, G., & Wilson, J. (2006). Developing creativity in tourist experiences: A
solution to the serial reproduction of culture?. Tourism management, 27(6),
1209-1223.
Richards, G. (2011). Creativity and tourism: The state of the ar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8(4), 1225-1253.
Robertson, M & Wardrop, K (2004). Events and the destination dynamic: Edinburgh
festivals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ategic marketing. In I. Yeoman, M. Robertson, J.
Ali-Knight, U. McMahon-Beattie and S. Drummond (Eds). Festival and Events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arts and culture perspective. pp115-129. Oxford:
Elsevier Butterworth- Heinemann.
Sirgy, M. J., & Su, C. (2000). Destination image, self-congruity, and travel behavior:
Toward an integrative model.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38(4), 340-352.
Smith. M. (2003). Issues in Cultural Tourism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Stabler, M. J. (1988). The image of destination region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spects. Marketing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133-161.
Timothy, D. J., & Boyd, S. W. (2006). Heritage tourism in the 21st century: Valued
traditions and new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1(1), 1-16.
157

Timothy, D. J. (2011).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Towner, J. (1996).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recreation and tourism in the western
world: 1540-1940. John Wiley & Sons Ltd.
Wang, N. (1999).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6(2), 349-370.
Weiermair, K., & Mathies, C. (2002). Use and misuse of yiel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ourism: A lesson from the airline industry. Air Transport and Tourism, St. Gallen,
143-163.
Weiermair, K. (2004, June). Product improvement or innovation: what is the key to
success in tourism. In Innovations in tourism UNWTO conference.
Yin, R. K. (Ed.). (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Vol.5). Sage.

網路資料
張子超. (2000/12). 立意取樣.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最後瀏覽日期 2014/09/2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283/
Géliot, C. (2013/06/14). Le Puy du fou, une réussite à la française. Le Monde.fr .
Retrieved2014/12/07from
http://www.lefigaro.fr/culture/2013/06/14/03004-20130614ARTFIG00578-le-puy-du-fo
u-une-reussite-a-la-francaise.php
Le Puy du Fou, meilleur parc de loisirs(2012/03/17). Le Figaro.fr. Retrieved 2014/10/14
from
http://www.lefigaro.fr/flash-eco/2012/03/17/97002-20120317FILWWW00318-le-puy-d
u-fou-meilleur-parc-de-loisirs.php
Nikolsky, A. (2014/08/15). De Villiers rencontre Poutine pour discuter d’un Puy du Fou
en Crimée. Le Monde.fr . Retrieved2014/12/05from
http://bigbrowser.blog.lemonde.fr/2014/08/15/de-villiers-rencontre-poutine-pour-discute
r-dun-puy-du-fou-en-crimee/

158

Official web site of the castle of Blois
http://www.chateaudeblois.fr/?lang=en
Official web site of Puy du Fou
http://www.puydufou.com/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