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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一個小時火車車程）。抵達哈美恩時，也是馬上在街頭訪問觀光客、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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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真實性與文化商品化議題長久以來環環相扣。眼觀當代歷史城市因為觀光規劃失
策而導致「系列性複製」、「迪士尼化」的失真現象比比皆是，令人再度反思觀光
規劃的方式跟意義。究竟觀光真實性的形變、構築與文化商品化之交互關係為
何? 綜觀當前相關的真實性學術論究呼籲，後續研究在繼有的三種真實性類型論
(客觀、建構和存在真實性)架構上，應該採用更加綜合方式及多元視角去研究旅遊
主體、客體間的相互關係以利解決區域觀光發展中發生的實際問題。因此，本研
究將從官方觀光規劃者、當地表演者和觀光客三類主體者層次出發，以真實性類
型論切題，引介兼具遺產觀光和童話觀光元素的德國哈美恩城為本，檢視該歷史
城市在一系列文化商品化展演之中真實性的形變與意涵。就研究方法而言，由於
本研究著重從城市之整體社會情境、不同主體者及旅遊客體的互動，來檢視真實
性成因脈絡。故筆者依循過往真實性之社會研究方式，以質性研究為準。為求實
證的完整度，筆者採用個案研究求證邏輯模式，分為前導階段之文件蒐集、第一
階段之直接觀察法與訪談法、第二階段之電子郵件與 facebook 內容分析法，配合
三階段不同目的執行以確保本個案多重來源蒐集。筆者以德國童話大道歷史城鎮
哈美恩為例，期能向國內說明文藝觀光產品開發模式以及城市如何在相仿文藝觀
光產品的競爭下建立起自身獨特、真實性。本研究結果確實呼應真實化新見解，
時間演化、主客體互動的冷、熱式觀光真實化研究可以是解決歷史城市系列複製
等實際問題的方法之一。此外，研究更梳理出觀光真實化理論架構 (定位、圍繞主
題、創新與紀錄)，以作為歷史城市在理解、監管觀光真實化表現、功能和意義時
考量條件之一。

關鍵詞: 觀光真實化、真實化生命周期、集體記憶、文學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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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henticity and cultural commoditization has long been intertwined.
Contemporary unwise tourism planning of historic cities has led to "serial
re-production" or " Disneyization". This "Authenticity-loss" phenomenon make people
rethink the method as well as meaning of tourism planning. A question is raised. What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formation of authenticity and cultural commoditization?
The latest academic researches related to authenticity issue have urged that follow-up
studies, based on three authenticity paradigms (objective, constructive and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should adopt a more integrated and diverse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ors and toured-object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happen in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selects three types of
actors (the official tourism planners, local performers and tourists) to check the
deformation and implication of authenticity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ommoditization
of a historic city. The German historic city Hameln with heritage tourism and literary
tourism would be introduced as the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in qualitative
method because the researcher aims to decode the deformation of authenticity in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The case study is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as documents
collection, direc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e-mail analysis and facebook content
analysis. With three phrases, different strategies with purposes would be implemented to
ensure the collection of multiple sources. The member city of fairy tale route-Hameln is
introduced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literary tourism planning model and its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among the similar tourism group. This research explain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hot and cold authentication with characters of time-emergent and actors-interacted
could be a solution to the serial reproduction of tourist historic city.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framework of authentication as a preference for cities to
understand and oversee the process of authentication.

Keyword: tourism authentication, the life cycle of authentication, collective memory,
literary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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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歷史城市迪士尼化
「城市群與區域間互為競爭，卻都依循相仿的機制進行以觀光、文化為
主的再複製與推廣，它們本身創造『獨特』的能力據說已經消失……紛紛
朝 向 學 者 David Harvey 1989 年 所 陳 述 的 文 化 系 列 複 製 現 象 (serial
reproduction) 發展……。」
(Richards & Wilson, 2006, p. 1210)
知名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 於 1989 年，即預示全球城市景觀風貌將逐漸趨於
同質化現象。眼觀近二十年來，全球各城市主政單位紛紛化身為管理導向的服務
單位，不斷以大量生產、複製與擴張的形式推廣觀光產業，致使各城市中充斥大
量偽歷史文物、偽歷史景觀建築抑或系列重複的文化藝術節慶，把城市一致化狀
態推演至極致。雖然觀光基礎設施如旅館、餐廳、交通等標準化現象的最初立意
是要滿足遊客需求，另外鑑於觀光無形性和異質性的特色，文化商品化也有其必
要。可是，這並不代表目的地之任何觀光資源都必須被強加上 「拼湊式」 或 「系
列性」標準化流程。另一方面，擔任供給面的觀光規劃者又總是缺乏當地文化自
覺及明確長遠的使命目標。他們往往試圖以產品導向的概念滿足觀光客的消費需
求，剔除當地歷史文化的內部價值使之降級為可有可無的裝飾品，如此幫兇行為
最終將使城市逐漸喪失人類歷史信息的原初性、真實性與獨特性。
後期學者以「迪士尼化」(disneyization) 指稱這種過於同質化、過度商業化而
失真的狀態。環境美學家 Berleant (1997) 批判迪士尼世界以大量綺麗夢想式的消
費活動填充城市個體本質，使文化和歷史淪喪為娛樂素材和消費商品的窘境。城
市應該是置身於不斷累積之歷史文明的動態過程，是揉合時間與空間的藝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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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體現市民生活和體驗的泉源 (陳李波，2009)。然而實際上，無所不在的「迪士
尼化」卻慢慢侵蝕城市文化價值，終結其真實與獨特。這對歷史城市不啻是最大
侮辱。有鑑於此，研究歷史城市在觀光發展中如何避免迪士尼化失真現象成為近
代重要議題之一。
1.2

研究動機

真實性探究
欲了解歷史城市在觀光發展之下，如何維護文物遺產的獨特價值及其當地社
群的利益、活力與驕傲，就不得不關切真實性議題。真實性無論在歷史城市的保
存維護或觀光展演層面，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實際上，國際文化遺產維護組
織視之為一項關鍵的普世觀念 (傅朝卿，2007)；在觀光發展中，它是觀光體驗與
動機的核心議題，直接影響觀光客滿意度與消費支出 (Chhabra, Healy, & Sills,
2003)；在城市發展中，它更代表地方認同感 (Ivanovic, 2008)。
然而翻閱真實性釋義的學術典籍，卻不難發現此字在歷史上始終處於渾沌的
狀態。直自 1994 年《奈良真實性文件》(Nara Document of Authenticity) 的揭示才
使之明朗化。真實性逐漸脫離原始材料的論述，導入文化涵構的理念；整合水平
向之東、西方甚至是全球地方文化觀點的差異；也突破垂直向的遺產類型範圍與
管理規模。當真實性被引渡至觀光領域，在當代開放的學術氛圍中學者們持續深
化觀光真實性理論，將之劃分為旅遊客體的真實和旅遊體驗的真實，呈現出「客
觀」(objective) 、「建構」 (constructive) 、「存在」 (existential) 真實性三類型論
光譜 (Wang, 1999)。其中，客觀真實性和存在真實性在光譜中分別代表兩個極端，
前者預設遊客追尋的是旅遊客體的完全真實，在此情境中真實性可以用絕對標準
衡量；後者則強調由遊客個性化去判斷自我真實 (authentic self)，所以旅遊客體並
不重要。而居中的建構真實性概念表示真實性是旅遊主客體互動下的產物，遊客
藉由旅遊客體的媒介傳達、呼應個人主體的知識背景來落實其體驗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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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這些類型論孰優孰劣難以評論，因為各自在不同觀光情境都有其應
用性 (董培海，2011)。即使 Reisinger 與 Steiner (2006)批判客觀、建構真實性應用
的局限性，並且力主當代學者應該採納 Heidegger 存在主義概念來鑽研觀光真實性，
還是有學者堅持多元角度的審視方法才有助於真實性輪廓的描繪 (Belhassen &
Caton, 2006)，因為主體者的認知差異會產生不同意涵的真實性感知 (Cohen, 1988)。
Belhassen 與 Caton 更認為 「如真實性這樣『棘手』(slippery) 的概念，作為觸發
點可以使各學派從不同角度聚集商議、互為影響，更能有效建構該領域的新認知
(2006, p.854)。」這意謂著綜合旅遊客體及主體個別、彼此交互關係來討論真實性
才是值得深入的研究途徑 (Rickly-Boyd, 2012)。此外，部分學者進一步強調真實性
的「主體者」不應該侷限於觀光規劃者、觀光客的視角去詮釋觀光現象，其他觀
光關係人如當地表演者也應該被納入考量 (Zhu, 2012)，因為即使身處同一觀光情
境，主體者認知視角的差異仍究會激發出不同真實性訴求。有鑑於真實性複雜本
質啟發了多層次研究發展，筆者認為從不同主體者視角出發來檢視觀光實境中，
旅遊客體與其體驗的交融與激盪是有其必要的。
雖然在觀光社會科學領域的多元氛圍鼓舞下，真實性論述增長快速，有助於
澄清某些概念上的混亂，但多數仍只是理想類型和分類工具 (王寧，2007，頁 19)。
事實上和理論論述的文獻數量相較，真實性的實證案例相對不多見，特別是歷史
城市個案。其次，雖然近期真實性研究逐漸將焦點從客體位移到主體之上，不過
很可惜的是，採用當地社群作為觀光主體者去詮釋真實性議題仍然是極少數個案。
而筆者認為這也是本研究的利基，原因更如下述。
學者 Timothy (2011) 強調目的地觀光資源如文化遺產的使用不受限於遊客，
還服務許多非以觀光需求的使用者，如學校和地方社群，而這些相關群體之重要
性應該被特別關注。其一，歷史遺跡畢竟是死的、靜的，需要濃厚的傳統文化活
動和依附其上的人們去展演才能使遺跡活絡起來。其二，遊客都不過是短暫停留
的過客，居民才是在城市內部長期生活的主角人群。而城市在時空上的維續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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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都仰賴這些主角。因此，筆者認為解決迪士尼化現象不能目狹以二維面向 (觀光
規劃者-遊客) 去檢閱、或以傳統觀光管理方式由上至下、甚至高壓方式去主導。
近幾年來，觀光規劃研究模型紛紛主張一種更民主的方式來管理觀光目的地，特
別是鼓勵相關利益人參與的整合性管理模式，其整體目標呼籲應該將其他使用者
的需求和感知納入考量譬如保護文化遺產、維持地方真實、教育大眾、建立自豪
感等非經濟目標項目，其實都與經濟目標同等重要、有時甚至更重要 (McKercher &
du Cros , 2010) 。
總之，當代歷史城市迪士尼化的氾濫現象引發筆者好奇心，刺激吾人思考為
何同樣採取文化商品化，某些城市不過是舊瓶新酒套用繼有的觀光規劃模式，結
果不但沒能提升經濟發展，還加速當地文化傳統的流失速度。反觀某些城市卻能
在文化商品化和真實性維護中採取平衡措施，落實地方經濟發展、文化傳統的復
興。文化商品化和真實性議題長久以來環環相扣，究竟文化商品化的執行與真實
性形變、建構的交互關係為何? 在進一步檢閱相關真實性學術理論後，本人發現
鮮少有歷史城市的實證，而包含當地社群的角度來審視歷史城市真實性之構築過
程的案例更是少見。於是筆者產生研究動機，擇取歷史城市來實證現有的真實性
類型論。同時又綜合官方觀光規劃者、當地觀光表演者和觀光客三維度，來檢視
真實性三種類型論如何在歷史城市-哈美恩的觀光發展歷程中產生形變、建構、交
互的現象。
1.3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從官方觀光規劃者、當地觀光表演者和觀光客三類關係
人層次探究歷史城市中三類型真實性之構築現象。事實上，真實性議題在過去激
起不少備受學術界爭辯的疑問火花，如當遺產景點被凍結在特定時代，在極盡保
護、完全排除文化進化過程，以確保它初始狀態時，這是否才是真實性? 又一個
歷經文化商品化的景點是否就失去其真實性，淪於學者 MacCannell (1973)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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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真實性，抑或是如學者 Getz (1994) 主張某人的虛假體驗卻是另一人的真實體
驗? 遊客是否真能在觀光體驗空間中追尋到自我存在的真實性呢? 當歷史城市成
為一個知名觀光景點，是否就注定失真、步入迪士尼化呢? 究竟文化商品化的特
性和發展基準為何，要如何才不會干擾遊客和當地社群的真實性感知? 真實性又
如何在觀光發展中獲得建構和維持?
筆者把上述疑問打散納入文獻探討之中，劃分三類觀光關係人作為三種主體者，
以探求主客體的互動關係之於真實性的影響情況。由於不同主體者的認知視角會
產生不一致的真實性價值訴求，真實性研究也因此分化出更多複雜的相關議題 (董
培海，2011)。該學者解釋同樣以促進城市發展和提高觀光經濟效益為訴求的官方
規劃者及當地社群，他們對真實性的關注就有顯著差異。前者往往面臨資源開發
及維護、觀光產品設計和真實性建構的兩難；而後者則是面臨社區參與、文化價
值傳承與變遷和真實性維持的挑戰。而最常扮演觀光真實性研究中的主體者-觀光
客依舊關心的是旅遊體驗的品質，譬如如何藉由旅遊客體的凝視或自身主體的投
入獲取真實性感知，進而增加體驗品質。
筆者進一步系統化三類主體者的真實性視角與旅遊客體的交互關係。參考國內
外諸多真實性文獻之後，筆者決定以每類主體者為單位，將上述相關議題專屬化
為可適性再利用 (adaptive re-use) 和文化商品化 (tourism commoditization) 、客體
真實性 (object authenticity) 和存在真實性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展演真實化
(performative authenticity)。最後再以德國哈美恩城市作為命題來驗證這五個真實性
子議題，剖析真實性如何在歷史城市觀光發展歷程中獲得建構和維持，使城市免
於迪士尼化失真的現象。
因此，綜上所述，本研究套用德國哈美恩案例，提出以下三項問題意識:
(1) 哈美恩的文化遺產真實性在觀光發展中產生形變、重構的歷程。(可適性再利
用、文化商品化)
(2) 觀光客和當地觀光表演者在哈美恩觀光場域中如何獲取自我滿足的真實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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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客體真實性、存在真實性)
(3) 文化價值的變遷與傳承在哈美恩文化商品化策略中如何達到落實。(展演真實
化)

研究動機與背景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可適性使用

客體真實性

文化商品化

存在真實性

展示真實化

個案研究法

文件蒐集

直接觀察法

Email & Facebook

訪談法

內容分析法

結果與建議
圖 1-1 論文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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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個案介紹

哈美恩
哈美恩（Hameln）擁有約六萬人口，是威悉河丘陵地的經濟、文化與
觀光中心。該市座落北德威悉河沿岸，過去因佔地利之便促成城市經濟富
足。而繁榮的經濟使哈美恩富有商人在當地建設富麗堂皇的樓房，以彰顯
自身的富有。如此情況造就哈美恩成為威悉河文藝復興時期建築風格的一
顆明珠。此外，哈美恩當地傳說＜哈美恩引鼠人故事＞，經格林兄弟《德
意志傳說》一書引述之後千古傳誦，哈美恩因此享譽各地。而此故事是這
麼流傳的……在 1284 年，德國哈美恩飽受鼠患之苦。一日，村裡來了一
位身穿五顏六色布外套、自稱是引鼠人的外地人。村民向他許諾，若能除
去鼠患，必有重酬。於是他奏起笛子，鼠群聞聲隨行，被誘至威悉河淹死。
然而事成後，村民卻背信拒絕給予報酬，吹笛人憤憤離去。6 月 26 日那天，
正當村民在教堂聚集之際，引鼠人又回來，這次他穿著獵裝、頭戴奇特的
紅帽且面露猙獰。當他吹起笛子時，孩子們紛紛聞聲隨行，之後他領著孩
子消失在山裡。只有兩個掉隊的孩子倖免回來，但一個是瞎子無法指出孩
子們蹤影，另一個是啞巴不能講述事情經過……自此之後，孩子們的下落
始終眾說紛紜，流傳至今。
(Rattenfängerstadt, 2011, p. 4) (整理自哈美恩官方觀光手冊)
哈美恩是座特色鮮明的歷史城市。它以德式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建築群與引鼠
人格林童話知名，每年吸引約三百八十萬遊客蒞臨，連深愛童話的美國巨星麥可
傑克森在 1992 年全球巡迴中都欽點該市為演唱會場地、該市在 2006 年也榮獲最
受中國遊客歡迎的旅遊城市獎項，顯示哈美恩作為觀光歷史城鎮具備可觀吸引力。
然而筆者選擇哈美恩作為研究場域更歸因於，該鎮的遺產觀光和文藝觀光元素有
助於激盪出更多真實性與觀光發展的議題。
7

第一，哈美恩在文化遺產維護、可適性再利用和觀光發展衡量之間，所採取的
折衷策略深具代表性。本著德國屬於聯邦憲政制度，所以各邦和聯邦分別擁有各
自和互相交集的權限。在文化事務方面按照邦文化高權 (Kulturhoheit der Länder)，
各邦和自治單位掌握文化遺產保存與管理的實權。該法立意讓各邦制定因時制宜
的文化政策，藉此保留文化多樣性。因此在彈性的文化體制下，哈美恩突破高標
準文物遺產規範的窠臼，主張維護歷史遺產同時，應顧及建物可適性再利用以達
到生活品質的平衡和經濟永續可行性。據筆者訪談瞭解，哈美恩在 1969 年作為德
國首批模範城市施行遺產古蹟翻新，如建築正面牌坊修葺、舊房舍活化 (有限度開
闢展示窗、部分房舍改建為旅館與商店)、老房舍屋頂搭建太陽能板、設立行人徒
步區、百貨公司落成、旅遊中心總部成立等等 (哈美恩官方網站，2012)。後續效
應不僅引領其他城市跟進，更招攬各地觀光客前往，催化哈美恩觀光發展。遺產
維護領域專家 Alberts 與 Brinda (2005) 認可哈美恩擺脫資產規範窠臼，將社會、經
濟和交通議題納入思維的可適性策略。換言之，雖然哈美恩犧牲遺產部份真實性，
但某種程度而言，仍被專家視為相當成功的歷史城市案例。不過學者們純粹以遺
產活化角度敘述哈美恩的觀光發展模式，卻未深究文化遺產真實性在哈美恩社會
實境中，如何因應各種旅遊因子刺激，進一步產生形變、重構和持續的狀態。因
此本研究欲立足此基礎點延伸探討哈美恩的真實性和觀光發展議題。
第二，哈美恩的文藝觀光發展模式頗具獨特性。十九世紀之前，哈美恩引鼠人
傳說還僅是鄉野奇談，後經格林兄弟編纂成為家喻戶曉的格林童話。事隔多年後
的 1975 年 4 月 11 日，德國黑森州州長赫伯特德博士發起童話大道組織，以使命
宣言「紀念格林兄弟、行銷童話故鄉」串連約 65 座大小城鎮。該組織以格林兄弟
生平記載為基準，授予童話大道城鎮真實性。諸多城鎮如許旦瑙鎮 (Steinau an der
Straße) 改建格林兄弟故居為博物館展示其遺跡與手稿、馬堡 (Marburg) 以馬堡大
學為起點新闢格林兄弟求學之旅路線。可惜並非所有童話城鎮皆與格林兄弟生平
有直接連結，有些城鎮不過據說是故事發源地；況且童話本是民間傳說，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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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中逐漸喪失初始性。哈美恩在面臨此尷尬情境，尚能掌握文藝觀光發展特性
去評估、篩選、轉化具體觀光物件來刺激遊客產生真實性感知，並使這種真實性
在時間演變下得到確定，最後躍身為童話大道中最知名的小鎮之一。因此，筆者
認為真實性議題在哈美恩文藝觀光發展中，從無到有的詮釋、突顯、證明與控制
等一連串文化商品化歷程值得省思。
此外，若說文藝觀光真實性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 (Squire, 1994)，遊客一方面
透過建構場景喚醒他們的想像力，一方面又在自我想像的過渡地帶中追尋存在價
值。這樣現象激起許多學者的興趣，紛紛援引文藝觀光個案來剖析建構真實性和
存在真實性 (Buchmann, Moore, & Fisher, 2010; Fawcett & Cormack, 2001; Herbert,
2001; Squire, 1994)。在本個案中，哈美恩童話觀光特性使真實性研究獲得別於一
般文藝觀光的張力，因為童話是以兒童導向的簡易文學體裁。然而孩童在閱讀過
程中，並非侷限在自身和書本交流的模式，還牽涉第三方參與，那就是父母的陪
讀。床邊閱讀的親子行為有助於更深層、真實情感的建立，這種超越作家和作品
範疇的特殊情感是遊客參觀文藝觀光目的地動機之一 (Herbert, 2001)，同時更涉入
存在真實性中的人際真實性議題 (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而家庭觀光無疑是人
際真實性的表徵之一 (Wang, 1999)。雖然當前陸續有學者分別投入文藝觀光真實
性、家庭觀光客旅遊行為等研究，其中卻尚無專家解釋家庭觀光客的人際真實性
感知如何在文藝觀光中達到發酵的現象。另外根據筆者分析哈美恩觀光網站和實
地觀察的結果，家庭觀光客確實是該鎮在文藝觀光發展中主要定位客群之一。所
以筆者相信，哈美恩作為研究場域將有利於真實性議題達到更全面的闡釋力。
最後，真實性、文化商品化和文化系列複製等議題緊緊相扣，更是當代歷史
城市如何在觀光發展以及文化內涵與精神保留間維持平衡的主要關切。哈美恩引
鼠人傳說不只是城市觀光賣點，也是哈美恩、德國人甚至是多數兒童的共同記憶。
發生於 1284 年的引鼠人傳說在不同年代歷經了階段性起伏的文化展演變遷，不論
是最初的文化慶典，或是到後來 1955 年轉變為以觀光效益為訴求的引鼠人戲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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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當地社群都以不同方式去結合城市有形、無形文化遺產傳承當地精神。雖然
當前已延續約 60 年的「前台化」引鼠人戲劇表演或許會引來商業化、舞台化的真
實等爭議，但據說哈美恩部分當地社群卻是不分老少、攜家帶小投入這項文化展
演，如一位受訪者所言「33 年了……起初我扮演市議員一角，有時候是市長的角
色。我的孩子也參與演出，甚至現在我的孫子都投入演出。」筆者認為這是當地
社群一種特殊的情感加載促成文化傳承，呼應目前學界最新的真實性理論-展演真
實化，非常特別。因此更加重筆者以哈美恩作為研究個案的決定。
綜述四點可明白，哈美恩除了兼具觀光歷史城鎮的盛名下，它在遺產可適性再
利用策略、文藝觀光發展歷程、童話文學特質和當地社群情感皆具備特殊性，而
且與本研究宗旨契合。故此，哈美恩為本研究個案命題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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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回顧

2.1

由官方觀光規劃者角度審視

當前許多歷史城市皆以觀光作為經濟發展的契機，「可適性再利用」據說是多
數觀光歷史城市採取的策略。對於人造遺產之和諧使用和再使用，乃是一個保持
其文化價值永續性的重要問題 (ICOMOS, 1993)。若因為人們的無知冷漠導致文化
遺產荒廢、毀壞而無法傳承給後世，此種風險違悖了文化遺產法規的初念。不過，
若是提煉遺產文化價值，使之作為社區或觀光潛力所用，人們也應該預測遺產的
再利用是否造成其文化價值與真實性的流失? 換言之，人們要格外注意可適用使
用的辦法與步驟。而不是隨意制定價格後，遺產就可以當成商品出售。學者 Pine &
Gilmore (2003) 強調在體驗經濟時代，好的體驗必須先設定主題。然而，主題設定
僅是第一步驟，因為文化遺產的本質和觀光景點的落實之間尚有差異，需要透過
第二步驟的篩選及轉化，使遺產轉化成可消費的產品，其觀光潛力才得以實現
(McKercher & du Cros, 2010)。此外，在落實遺產文化商品化後，尚須關注如何維
護一定品質與真實性。學者 Nuryanti (1996) 強調官方部門作為關鍵角色不僅對觀
光教育有責，更應該管制相關觀光企業、以創業家精神主導規劃。故此，本研究
首先以官方部門角度討論可適性再使用和文化商品化的議題。
2.1.1 可適性再利用
城市是一處有人類以此為家，集城市容貌、形態、功能、真實性、完整性、地
方感、精神和無形價值為一身的地理空間 (Rodwell, 2010)。歷史城市擁有千變萬
化文化遺產及特殊氛圍，人們欲保留也應保留。但鑑於維護過程需要長期經費支
助，觀光不啻是籌措經費的最佳途徑。雖說觀光不是唯一途徑，但在近年全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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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風暴導致政府補助緊縮的狀況下，觀光仍被視為可達到維護文化、發展經濟雙
贏的永續辦法。如此概念也被眾多城市規劃者接受，特別是歐洲城市往往希望藉
由得當的觀光規劃來達到龐大遺產建築維護的永續。
在城市發展範疇下，無論採取遺產純維護或文化商品化的策略，真實性都扮演
關鍵角色。若是過分要求遺產原真性，而忽略遺產的本質可適性再利用，將不受
當地人和遊客的青睞，那其永續保存的可能性將大幅下降；但若過份複製、擴張
遺產的規模，那遺產真實性及價值也會貶值，不受當地人和遊客的重視。在這兩
者之間，真實性尺度拿捏需要更多關係人如文化部門、觀光部門、當地居民和遊
客的參與協議。學者 Maitland (2006) 在歷史古城劍橋的研究中點名協議的重要性，
不只是與多方相關機構團體協商，更與時代 (過去與現在) 協商，意即當一項觀光
政策制定時，須考慮政策不應該純粹由市場利益驅動，以及政策所帶來的改變是
否和居民的過去、現代日常生活相符一致的。另外，城市遺產維護政策不再單獨
著眼個別建築物和遺址結構的物質修復，反而視為都市管理發展過程的一項關鍵
(Pendlebury, Short, & While, 2009)，需要採取更高層次的社區總體營造觀點
(McKercher & du Cros, 2010) ，也應該隨著社會文化改變而演化 (Assi, 2000)。因
此，一種兼顧史實性與現代性的新興維護策略 「可適性再利用」應運而生 (文芸、
傅朝卿，2011)，也廣受全球歷史城市採用。
由於城市發展層面的參與管理人範圍過於廣泛，而本研究著重城市觀光規劃，
所以筆者將範圍縮小為官方部門的觀光規劃者及文化遺產管理人來討論可適性再
利用如何在歷史和真實性之間開啟新舊對話方式。其實，官方部門首要矛盾落點
於觀光規劃者及文化遺產管理人對同一資源的競爭性使用時有衝突 (Jamieson,
1994)，尤其雙方往往以相互平行、互不了解的猜疑態度去敵視對方。如此摩擦出
自於雙方各持己見，一方面，文化遺產管理人認為文化遺產是未經商品化或原始
的遺產，因其內在文化價值被重視；另一方面，觀光規劃者卻認為文化商品是出
於觀光消費目的而轉化的商品，因其外在經濟價值而被制定。因此，兩部門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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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於文化遺產被轉化為文化觀光商品的步驟以及被觀光客過度消費的過程之中，
尤其當遺產的內部價值如真實性被消弭、 貶值為可任意大量複製的經濟價值之時。
McKercher 與 du Cros (2010) 建議觀光和文化遺產部門至少應該建立工作關係，了
解彼此如何看待、評價和再利用文化遺產狀況下，才能找到平衡遺產的內在意義
及外在使用價值的界限，增加遺產可適性再利用的效度。
在全球化的觀光商業活動運作下，文化遺產管理者更應該擺脫偏見，主動去協
議、規劃，而非冷漠以待。他們應該扮演著遺產商品化過程中真實性尺度的把關
者之一，才能使文化遺產、甚至歷史城市不流於迪士尼化。首先，因為文化遺產
管理者能確保遺產一手訊息的真實性。觀光客抵達目的地之前，已接受觀光產業
五花八門訊息如類型、品質和特性，造成他們對於該地的造訪預期。這種單向市
場控制的主觀預期會導致兩種缺失，一是資訊不平衡使遊客抵達目的地後預期落
空；二是觀光產業中各類不同利益關係人可能為求銷售最大化，強加錯誤旅遊意
象於觀光目的地之上，掩蓋當地原有文化特色。所以文化遺產管理者作為一線訊
息守門員直接和觀光客交流，有助於降低遊客預期衝擊、潛在的破壞行為以及提
升真實感。
其次，文化遺產管理者應該監督文化商品化過程，依循國際組織之真實性基本
原則鼓勵政府和民間共同協議、維護遺產的真實性，而不是一昧陷入修復的迷思
(傅朝卿，2007)。學者 Ivanovic (2008) 也強調並非任一項遺產都適合轉化為觀光資
源，McKercher 與 du Cros (2010) 呼應遺產可適性再利用絕非單以觀光規劃者套用
正面形容詞，就可定調其外在經濟價值。相反地，必須依據正確方式檢視遺產毀
壞及破損程度、當地社群對於遺產的態度和感知、是否剝奪其他使用者權利等等，
這些議題都仰賴文化遺產管理者與觀光規劃者共同評估。
總之，文化遺產管理人對遺產內在價值相對具備深厚了解，可以互補觀光部門
在文化自覺與理解的缺乏。與觀光部門協議作出更合理的可適性再利用，文化遺
產管理人責無旁貸。從官方部門內部先行協議，再邀請當地多方社群參與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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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過去、現在和未來，根據當地、社會和文化，分工合作地去執行可適性再利
用。整合性遺產管理 (integrated heritage management) 可謂近年來國際間強調的合
作模式 (榮芳杰、 傅朝卿，2008)。在徵詢當地利益關係人的提議及認同的前提之
下，文化遺產管理人對遺產內在文化價值要確保遺產可以修舊如舊，保留文化意
涵，成為當地社群的驕傲。觀光規劃者對遺產外在經濟本質要創意活化遺產，突
顯遺產主題特色贏得觀光客青睞，以便獲得維護資金來源。
法國亞爾城 (Arles)、德國埃森城 (Essen) 分別列名為 1981 年、2001 年
UNESCO 世界遺產名錄、也是遺產城市可適性再利用的典範。法國亞爾城的羅馬
競技場1特意在已風化的石階觀賞台上架設鋼板加固，使觀眾可以坐在歷史遺跡上
觀賞古羅馬競技賽事的再現，進而與歷史古蹟產生深刻共鳴；另觀德國魯爾工業
區中部推動埃姆瑟園區專案的城市振興計畫，其中將奧柏森豪 (Oberhausen) 歐洲
最大煤氣槽保留並轉換成展覽中心，另將擁有 20 棟建築的煤礦場埃森關稅同盟礦
區改為會議、娛樂及工業設計中心，其中一間廢棄鍋爐房更轉變為當地最受歡迎
的餐廳。除了把舊建築併入新架構，該計畫甚至巧妙融合昔日的媒礦場廢棄工具
去點綴，形塑舊有的場域精神 (Landry, 2008)，深受當地社群與遊客認可。
學者 Orbasli (2000) 總結要旨，說明當地社群對文化遺產的認同是維護的主要
前提，可是維護的根本需要資金挹注。觀光確實可以扮演維護計畫的資金實現者，
然而歷史城市切記在觀光扮演遺產維護的支持、觀光成為遺產維護的原因兩者之
間維繫一種微妙平衡。這意謂，遺產維護的可適性再利用不必然就要採取文化商
品化，文化遺產也不全等於觀光商品。應當在多方位的協議下，探勘文化遺產的
屬性、真實性、活動和吸引力及當地使用者連結於文化遺產的權利與認同 (Ivanovic,
2008)，才能達到可適性再利用的最佳化。否則，缺乏當地人支持的文化遺產更容
易傾注為觀光市場服務，造成內在文化價值貶值，只剩外在經濟價值在有限的觀
1「在

2012 年夏天重溫亞爾城羅馬完全角鬥士！七八月每周二和四，在古露天劇場享受欣賞令人震撼的角鬥士對決。」摘

譯亞爾城(Arles)官方觀光網站。http://www.arlestourisme.com/index.php?id=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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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生命周期中不斷被剝削。
2.1.2 文化商品化
真實性和商品化議題互為關聯。事實上，真實性在學術研究各階段的詮釋差異
也影響文化商品化的焦點及操作。早期投入真實性研究的學者群之中以美國知名
旅遊人類學家 Greenwood 大力抨擊文化商品化的論述最具代表。學者 Greenwood
(1977) 批判，西班牙 Fuenterrabia 的 Alarde 儀式本來是為了慶祝擊退法國人入侵
後所舉辦的儀式，但後來卻因應觀光需求，淪落為金錢而表演、一日兩次型態的
大眾儀式，學者遂認定這種文化商品化的歌舞表演將終結真實性。
然而在中期階段，建構真實性學派卻認為真實性、文化及傳統處於不斷變遷的
規律之中、而非凝滯形態，所以商品化終結真實性一說實為荒謬。Cohen (1988) 說
明當地文化儀式在商品化後，歷經一段時間會漸成真實性，且伴隨觀光資金、各
界關注的支持和反饋，能使當地文化獲得更有效的保障。後期學者 Meethan (2001)
也附議觀光經濟中的商品化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商品化過程並非全然產生副作
用，尤其觀光已經成為全球商品化過程的表徵之一，相對是較為彈性、不強硬的
產業。觀光產業被視為工作機會、額外經濟收益的製造機 (Hughes, 2002)，當中文
化觀光更被定位為城市再生催化劑的良性觀光形式，使城市所有文化元素得以活
絡延續 (Richards & Bonink, 1995)。因此，當觀光確定是現代社會中商品化的延伸
時，世人過去對於文化商品化負面印象應該予以重新思考。
文化遺產的商品化、標準化與修改也能代表一種增值。在增加遊客體驗價值同
時亦使供給面經營者能提高體驗價格、鼓勵輕鬆消費、降低遊客非惡意破壞行為
等……。以需求面審視，在全球資訊洪流中，多數現代人認為老舊事物已不值一
談。然而，某些人又出於懷舊心態想尋找值得懷念的老舊事物，來逃避匆忙生活
和尋求自我慰藉。在忽視歷史和尋找歷史的情感矛盾中，透過高明的文化商品化
途徑，不僅滿足觀光客群體的懷舊需求、合理創新活化遺產吸引那些忽視歷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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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又能推廣當代人尊重愛惜文化歷史。
在後現代文化商品化過程中，真實性反映出大幅度轉變。因為後現代遊客多挾
帶娛樂心態及主觀感覺去追尋目的地真實性，此種真實性絕不是當地實際景象的
呈現，反而是一種建立在個人本身知識和參考框架的社會架構 (McKercher & du
Cros, 2010, p.42)。遊客追尋的體驗是一種無形氛圍，此種氛圍和文化遺產真實性
密切相關，卻又不完全屬於有形物質維護層面，也不單是由遺產與場址中人事物
所醞釀出的真實性精神；若從文化商品化角度審視，這種氛圍連結現實與想像，
是遊客追求過去、懷舊氛圍的平台。時代的變遷造成現實和想像之間的分野逐漸
難以辨識，遊客不再執著劃清這兩個時空的界線，因為遊客認定當一個虛構世界
賦予一地意義時，隨之而來的意義與情感都是真實的 (Herbert, 2001)，文藝觀光即
最佳例證。
劉以德 (2011) 舉證法國聖雷米梵谷之旅，在缺乏真跡畫作下，官方觀光規劃
依舊能活化既有文化遺產，設計梵谷遊覽路線、立牌解說梵谷畫作呈現相對應的
風光景物 (如柏樹和小屋) 與搭配應景音樂，讓遊客感受畫家靈感泉源與模擬作家
當年作畫心境進而從中獲取真實情感。在 Fawcett 與 Cormack (2001) 探討加拿大
愛德華王子島之文藝觀光真實性的研究中，解釋遺產監護人 (site guardian) 不把真
實性界定為「事實」(real) 或 「不可重造」(unreproducible)，反而根據他們印象中
作家 Montgomery 的形象與其作品來建構當地景點的真實。此外，學者還提出當地
不同真實性類型詮釋有助於該目的地文藝觀光發展以及塑造當地獨特性，此觀點
有利筆者反思哈美恩文藝觀光真實性構築議題。
須注意的是，一棵老樹、一間畫家曾佇足的小屋、一間百年建築不見得與真實
和獨特劃上等號，更不一定構成景點。不過，一群性質相似的古老文化遺產聚集
卻極有其潛力構成特殊歷史街區，凝聚最大化真實性氛圍 (Ivanovic, 2008)。景點
聚集極大化，以特殊主題串連相似或互補的景點群形成線狀觀光行程是當今主要
行銷手法，其中以歷史連結鏈 (historical contact chain) 銜接遊客對當地的情感更
16

是觀光顯學。奧地利維也納官方觀光部門專注此種策略，開發出茜茜公主皇家之
旅，並且著重詮釋和重現技巧來創造、精化故事。學者 Kelley (2009) 在維也納案
例中引述法國學者 Nora Pierre「記憶場所」 (Lieu de memoire) 來分析該城市觀光
規劃手法。Nora Pierre 點明「一個『記憶的場所』可以是任何重要的東西，不論它
是物質或非物質的，都因為人們的意願或時代洗禮，而變成一個群體的記憶遺產
中標誌性的元素。」(1984-92，引述自 Kelley, 2009) 「記憶場所」並非局限於地方，
更能以人物表現串連。它所聚集的社會記憶是一種非自覺卻堅定的預期心理。因
此，官方規劃者必須認清及掌握這種主導遊客真實性感知的社會記憶，才能巧妙
且合理轉化觀光資源。
維也納自從 1990 年起全力行銷記憶場所，改變以往制式的導覽方式，不再以
政治意識宣揚昔日帝國威勢、國王政蹟，反而全方位行銷皇家史，引入許多王室
角色及側寫王室人物與現代人的相似或相異處等來建立與遊客的連結感，使遙遠
歷史成為眾人回憶。紐約時報曾評論維也納美泉宮 (Schönbrunn Palace) 觀光熱潮
不決定在其建築之美，卻是那些曾經居住在內的女性 (茜茜公主) 形塑成記憶場所
吸引一百五十萬遊客前來。這種人物記憶場所形象化歷史、場址氛圍，營造出目
的地之真實性。然而具體地，官方觀光部門在重現與詮釋人物事蹟該如何拿捏才
能有效勾動遊客想像，使硬梆梆史實進化成有情感的共同回憶，更甚者，激發遊
客的真實感。
就此，Kelley 表示觀光客對事件或物質遺產模糊詮釋會感到不耐，所以觀光規
劃者通常必須以精簡無批評但凸顯個性化的口吻來陳述人物，並且藉由不容置疑
的英雄式敘述來連結過去與現在，如此才能在近代懷舊氛圍的影響下促進遊客造
訪動機和刺激他們遊訪時的想像力。此外，強調歷史重要人物的一般性以降低歷
史的距離與艱澀感也是訣竅之一，才能正確建立和顧客的相關性。呼應 McKercher
與 du Cros (2010) 所說，要促進觀光客消費的遺產準就是故事須簡單、主題要獨
特。而學者也概要出一系列類似的文化商品化策略，如為遺產編織神話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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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他性、表現過去和現在的直接聯繫、使其有勝利感、使其成為奇觀或幻境、
使其有趣輕鬆等步驟。而這也說明在多方協議後篩選遺產清單、進行一連串包裝、
串聯和定調的文化商品化之後，往往需要更專業的詮釋和再現策略來突顯真實性
和獨特性，完善文化商品化的過程。
當然，文化商品化與標準化還是不時引發以觀光消費為目的的文化展示辯論
(Palmer, 1999)。觀光資訊簡化可能產生兩種代價，首先是部分文化內涵流失，這
是專家學者主要詬病之一。直觀問題的核心在於文化商品化該由誰去授權、詮釋 ?
一般而言，不是由外來經營者壟斷及無限度開發，就是由不了解當地民情的公營
外派機構經營，致使遺產定位不符合當地居民認同，尤其這一系列問題若未事先
和遺產保管人與擁有者協議，那麼因為漏損 (leakage) 或定位失策而起的糾紛將會
不斷發生，遺產真實性也因此被剝削、貶值。由此可見，缺乏當地認同是主因之
一。真實性可協議、流動的特性不只呈現在觀光客個人價值判斷，也反映在整個
社區演變上，古老傳統可以因為當代因素如觀光，而再次被建構成為社區或國家
的歷史 (Macleod, 2006)，而博物館、文物中心的商品化是真實性妥協的典型，文
化商品化不過是為了發展本地文化價值觀的一連串抵制和接受的過程 (Halewood
& Hannam, 2001)，但它必須根植於社區文化與傳統上慢慢茁壯，且商品化過程必
須是以謹慎敏感態度去進行，才能維持屬於該地文化的認同感與獨特性。
另一種代價是體驗深度的喪失。觀光體驗的淺碟化造成遊客在全球各城市觀光
消費的一致，表徵出城市迪士尼化危機。尤其許多城市皆如法炮製沿用觀光規劃
機制，在暑期高峰都舉辦類似的藝術、音樂盛會、邀請同樣的知名國際藝人跑場，
卻完全忽略突顯城市本身特色與活力。Richards (2001) 提出當地生動文化元素如
美食、語言或民族性，在體驗經濟時代中逐漸受到文化觀光規劃者的重視。西班
牙巴塞隆納提供訪客在傳統市場 La Boqueria Market 購物、學習烹飪當地食材，最
後訪客再品嘗親手製作的當地料理西班牙海鮮飯與美酒 (Richards, 2007)。這種衍
生於當地的創意構想、運用當地特有資源如食材與烹飪、在當地獨特文化遺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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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向觀光客傳達了不可取代的創意體驗和因參與而活化的真實感受。很明顯
地，在體驗經濟時代嶄新的觀光情境下，觀光客的被動凝視進階為主動參與的體
驗。真實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情境牽動，醞釀出新穎的視角與解釋，譬如遊客
自我的真實感知 (Wang, 1999) 或是遊客和當地社群互動產生的真實 (王寧，2007)。
在如此情況之下，觀光歷史城市更必須適時適地調整與真實性議題相扣的文化商
品化歷程，才能展現非系列複製、高明的觀光發展策略。
一座歷史城市的文化遺產維護、可適性再利用、文化商品化的拉鋸戰總是交雜
不同利益關係人的權利暨權力，當中真實性更是問題核心。所以，本研究引介歷
史城市哈美恩聚焦真實性議題。哈美恩自西元 1969 年起，由地方政府大刀闊斧維
護、活化當地文化遺產，同時也陸續依照格林童話文本形塑哈美恩引鼠人與小老
鼠的觀光符號。在一連串文化商品化措施，譬如建築正面牌坊修葺、有限度開闢
展示窗、部分房舍改建為旅館與商店、設立行人徒步區標誌小老鼠路標、改良引
鼠人戲劇表演等等之下，官方規劃者如何凸顯真實性與獨特性? 此外，真實性另
一方面又如何因應社會情境以及其他兩類觀光主體者的互動下，產生形變、重構
和控制 ?

2.2

由遊客角度審視

隨著真實性議題於 40 年前滲透到觀光領域，1970 年代觀光領域也同時從現代
化觀光理論研究緩步到後現代觀光理論範疇，在這相互錯動而形成落差的時代光
譜，真實性從光譜一側流洩至另一側，因其本身的渾沌特性更震盪起一波波的學
術浪花 (Belhassen & Caton, 2006; Boorstin, 1961; Cohen, 1979; Reisinger & Steiner,
2006; Wang, 1999)。在現代化觀光範疇中，各理論流派皆秉持權威性、獨斷性和強
辯並不保留任何妥協空間的特性，更甚的是，毫無分別地將社會視為一整體 (Uriely,
1997)。相反地，在強調多元與高靈活度的後現代觀光範疇，觀光客因其迥異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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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歷與文化背景逐漸被劃分成多重類型，且伴隨體驗經濟時代的來臨，遊客不
同的文化背景和參與式的體驗也造成真實性定義的重整。因此後期的學者紛紛著
以不同角度闡釋真實性，其中學者 Wang (1999) 梳理各學者研究一文是觀光真實
性學術之派典。他歸納出以客體為準 (object-centered) 的客觀真實性、建構真實性，
和以自我體驗、感知為準 (self-searching) 的存在真實性等三類型論，來解釋遊客
在目的地如何追尋符合自身的真實情感。
2.2.1 客體真實性
客觀真實性源自於博物館學概念，著重以物品為主的看法。博物館研究人員特
別強調物品原初性的鑑定，要求必須以前現代 (pre-modern)、以手工製作、天然材
質以及非市售目的作為真實性基本原則 (Cohen, 1988)。這群嚴謹的專家學者隨後
被轉化成 MacCannell (1976)「觀光客本質即追求真實性」(quest for authenticity) 理
論中狹隘的「觀光客」原型。MacCannell 將嚴厲、武斷的真實性衡量標準泛化到
觀光客上，認為所有人皆遭受自身所處的環境異化，進而企圖在它者 (otherness)
尋找真實性。然而一旦人們進行尋找時，就會陷入舞臺真實性的陷阱，因為觀光
客的真實性感受並不符合客觀真實性標準。
MacCannell 客觀真實性理論雖然開啟觀光真實性學術大門，卻也激起許多學術
爭辯。Cohen (1979) 率先提出「不同類型的人需要不同模式的觀光客經驗」以觀
光客經驗五模式類型佐證，假設並非所有現代人同等承受常規的異化隔離，眾人
更非抱持同等強度的動機去尋求專以客體為主的真實性。MacCannell 的理論承襲
現代化觀光學術的特性，過於權威、獨斷、視社會為一個整體，不過此種意識形
態「已經不足以解釋當代 (後現代) 觀光型態」(Urry & Cooper, 1991, p. 51)。在後
現代觀光範疇中，學者逐漸以實體觀光情境來捕捉真實性的特質。可幸的是，處
在相對多元與彈性的研究風氣下，學者的觀點不再是互相攻訐，反而呈現融合與
衍生。在互為妥協的框架下表徵的是「和…共同」，而不是「非你則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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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zin, 1991)。學者 Belhassen 和 Caton (2006) 肯定這群後繼學者對於真實性研究
的貢獻，認為真實性作為觸發點可以使各學派從不同角度聚集商議、互為影響，
更能有效建構該領域的新認知，以學者 Wang 退一步放大框架檢視各家所言來討論
真實性為例，可以發現配合時代動態更能清楚描繪真實性脈絡。
建構真實性又稱漸成真實性 (emergent Authenticity)，意指真實性是隨著各時
代的社會情境漸成、而非停滯不動。Cohen 提出「任何文化產品在歷經一段時間發
酵，最終將獲得即便是專家都會認同的真實性 (1988, p.379)。」 真實性隨著時間
推移而改變 (Salamone, 1997)，在不同情境文本下交織合理的現實感。這是因為此
類真實性在長期社會意識建構下，造就由觀光客為主體針對觀光目的地景物投射
個人的信念、期待、偏好、既有印象或文化 (Bruner, 1991; Silver, 1993; Wang, 1999)。
學者 Bruner 點明觀光客花數十萬元千里迢迢到非洲觀光，不是想看貧童飢困的真
實景像，而是渴望欣賞當地原住民傳統表演。在本類型中雖然觀光客仍然傾向追
求真實性，但不再嚴格要求旅遊客體的真實性。相反地，他們追求真實性的象徵，
這些都取決於遊客個人觀點與詮釋 (Wang, 1999) 、意識形態 (Silver, 1993)。因此
觀光規劃者要參考旅客文化距離和喜好，主動轉化觀光潛力物件為可消費的觀光
商品，以滿足他們預期的真實性。
觀光客性別、居住地和年齡等文化距離都會影響遊客衡量標準及對於不同類
型真實性的渴望 (Waitt, 2000)。尤其本個案屬於文藝觀光，作為文化觀光此種特殊
興趣觀光 (special interest tourism) 類型之一，它囊括更為龐雜的旅遊客體、經驗
和不同強度的動機。因此，所涉及的真實性類型以及觀光客對真實性的渴望程度
不似自然觀光或主題樂園觀光單一。事實上，其關鍵依舊需要審視文化觀光客類
型進而探討他們對於真實性的需求強度。雖然文化觀光客常被定義為高水準、高
自覺的類群，可能令人誤解為 MacCannell (1976) 所稱的秉持嚴格標準看待真實性
的學者型遊客，但這不代表文化觀光客就一定追求客觀真實性。
隨著教育普及與通訊發達促成文化觀光扁平化，幾乎所有觀光客對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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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一定認知，對異國文化也充滿興趣，但卻不可假設每位觀光客在文化觀光體
驗如停留時間、活動類型、旅遊客體的真實都有等值強度。學者 McKercher 與 du
Cros 的文化觀光類型模式說明「目標明確文化觀光客」會比其他遊客更認真地深
入了解觀光目的地；而遊覽型觀光客雖然也蒞臨文化觀光景點，尋求的卻是以娛
樂為主的膚淺、便利體驗。前後類型的觀光客也抱持不同標準去衡量觀光目的地
真實性。劉以德 (2011) 以法國 Pont-Aven 文藝觀光，解釋某些文化觀光客更傾向
追尋社會建構或存在真實性的現象。由此可見，社會結構流動的特性使真實性的
標準方式變更為按照每位遊客想要獲得的體驗深度來決定 (Squire, 1994)。官方部
門可以考慮統合不同類型如客觀、建構和存在真實性來滿足不同遊客需求，因為
三種真實性皆有其應用性 (董培海，2011)。
不少研究企圖勾勒觀光客對於目的地旅遊客體如紀念品的喜好框架與真實標
準。基本上，旅遊客體之美學及裝飾要能有效吸睛，但同等重要的是客體更要能
代表遊客所體驗的目的地及其文化 (Hume, 2009)。簡言之，旅遊客體如紀念品不
僅是遊客觀光體驗的證明，也是觀光目的地文化的縮影，凡是具備文化象徵的民
族商品和手工藝品都能影響觀光客的真實性感知。Timothy (2011) 主張紀念品集合
色彩、設計、視覺吸引力呈現當地特有美學價值都是客體真實的參考標準。其次
這種價值必須具備獨特性，因為遊客追求它者的動機往往具現在他們對目的地罕
見工藝品、文物和獨特體驗的要求之上。此外，學者也認定旅遊客體的呈現須切
合當地遺產資源完整度 (Gonzalo, 2011; Ivanovic, 2008)，Ivanovic 就強調現有或新
產品的開發務必和當地社會文化完整度切合，例如資訊傳達的準確度、由當地人
擔任導覽更能降低文化負面衝擊，對遊客也能傳遞更深切的客體真實。尤其若這
些客體至今仍為當地人所使用如荷蘭木鞋、日本寺廟、邵族傳統舞蹈等，旅客將
更相信這些旅遊客體的真實 (Timothy, 2011)。有趣的是，某些遊客更認定商標契
約如 「XX 製造」 或手工藝術家簽名所連結的真實性 (Halewood & Hannam, 2001)，
或者由更高官方機構授權的真實性 (Bruner, 1994)。 Bruner 舉例 1990 年代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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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alem 小鎮回復、模擬 1830 年林肯出生時期的小鎮風光來推廣名人觀光。因
為實地的歷史場景擬真 (historical verisimilitude) 是為觀光客所接受的真實性，且
在伊利諾州合法授權下，New Salem 成為唯一由州政府授權的「貨真價實」林肯小
鎮。
此外，傳遞旅遊客體意涵的媒介也會影響其定位。遺產解說學之父 Tilden (1977)
認為遺產場址與客體的傳遞應當被視為一種藝術。透過原真物件的使用、第一手
體驗和解說媒體來彰顯旅遊客體 (在文化區域間) 的意義和關係以增進觀者的情
感連結 (從理解、興趣昇華到責任感)，而非單純傳達事實訊息而已。其實，成功
遺產解說，首要提供遊客理解如此特別歷史事件為何發生在此地，而不是其他地
點。在提供一定理解之後，才能讓遊客對此不可取代的遺產地產生欣賞，最後更
升等為維護的責任感。
然而在標榜體驗經濟的觀光娛樂領域之中，體驗的提供、管理和控制等意識
逐漸升高，例如遊客在主題樂園環境的一舉一動完全是經過精心設計。隨著主題
樂園前置體驗的銷售推演到極致，迫使傳統的觀光景點和博物館不得不提供更娛
樂化的器材，引進大量同質的互動式解說工具，期與高娛樂化的主題樂園一較高
下贏得觀光客注意。在此並非說明高科技解說媒介不洽當，只是運用方式需進一
步斟酌，否則將因過度娛樂化而喧賓奪主，抹煞了城市特有的文化氛圍以及解說
藝術的意義。Orbasli (2000) 表示多媒體類型的解說有助於吸引大家的關注；但它
也可能過分簡化歷史和城市經驗、致使遊客的活動受限於嚴格控管之中而喪失自
我追尋的空間。其實過度使用高科技媒介也會帶來過度娛樂化、同質化種種問題，
包含因喪失自我追尋機會而降低真實感的體驗。
Richards (2011) 主張以人為主，連結情感的創意觀光是共創真實性的方式之
一。王寧 (2007) 也補充觀光客和當地社群的雙向互動有利於真實性的共構，例如
由當地人解說、帶領遊客參觀景點或紀念品工坊。遊客尤其享受觀察作品的生產
過程，同步提出疑問與當地表演者互動，形成實際實地的交流過程。這也代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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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展演不再侷限於觀光客凝視，更過渡到精神層面—如何去獲取及理解更深層的
意義。而這些意義不只取決旅遊客體的客觀真實，更取決於參與者的主觀感受
(Nuryanti, 1996)，說明觀光客對於真實性具備另一種感知，那就是下一節欲討論的
議題-存在真實性。
2.2.2 存在真實姓
當現代性學者如 Boorstin (1961) 與 MacCannell (1973) 介意客體絕對真實；後
現代學者們卻不認為「非真」是嚴重的問題，因為他們發現這群同樣身處後現代
的觀光客其實不計較景點中旅遊客體的真實程度，要求的是自身的感知體驗。這
群後現代觀光客對於一般旅遊客體的失真抱持平常心，瞭解客體的本真不一定存
在，那不過是一連串的遊客互動與重新解讀的腳本，而他們總能在各式各樣的觀
光空間中追求個人體驗、玩出樂趣 (Urry, 2007)。
簡義來說，這種觀光空間就是學者 Turner 在 1973 年所提及的中介迷離空間
(liminal zone)，展現出觀光的時空同步特質(spatio-temporal) (引述自 Wang, 1999 ,
p.361)。遊客能在「當前當地」的中介迷離中擺脫一切社會規範束縛、取得本質解
放。簡言之，遊客可以在觀光活動如喝酒、變裝取得放肆的感官樂趣，更從中探
索到替代性的自我。學者 Kim 與 Jamal (2007) 率先銜接中介迷離空間和存在真實
之概念，他們也援用 Wang 的理論說明德州文藝復興古裝嘉年華如何建構中介迷離，
使遊客從日常社會情境框架中解放譬如化身中古騎士、以化名代稱，而這種解放
將重新建構一種人際世界和體驗，觀光客將在這所屬的嶄新世界中取得自我的真
實感知。
根據 Wang 最初對存在真實性的具體解釋，遊客在建構與體驗的中介迷離空間
分屬兩種狀態。第一種的「個體內的真實性」(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 無關旅遊
客體的真實，而是因為遊客脫離社會階級約束，建立一個放鬆愉悅的身體感知以
及自我形塑的非日常空間。當遊客沉浸在這些感官活動中，他們自主地抒發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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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欲望都被視為重獲真實自我的舉動 (Kim & Jamal, 2007)。不只古裝嘉年華，
音樂或舞蹈節慶等案例都被標註為存在真實性最好驗證。英國搖滾音樂節慶紀錄
片【搖滾世代】(Glastonbury) 中一位樂迷訪談者表白:「來做我自己，因為我的工
作太平凡了(mundane)，很不真實。」呼應沈玟均 (2010) 國外流行音樂節參與者
之真實性研究，觀光客利用刺激感官的娛樂活動追求心靈慰藉和自我真實性，萃
取為自我生命形塑和認同感。
近年來相關的真實性研究舉出自我、感官、活動 (sensual activity of self) 是存
在真實性的重點元素。觀光客不完全追究旅遊客體的本真，情願借助體驗尋找真
實的自我。學者 Mommaas 等人研究就強調在近年來，觀光客凝視客體的興趣明顯
下降，反而更期待其他如聽、聞、嚐、摸等主體本身五感體驗 (引述自 Richards, 2001,
p.67)，他們更因為眼觀、耳聞、口嚐、手作乃至於身體整體律動而加強本體的感
知，忘卻周圍現實進入自我的真實世界。Daniel 在古巴倫巴舞節研究中描述「觀光
客深受友好關係、社交體系、音樂和舞蹈律動吸引......他們等不及被邀舞，就自發
地加入進來。」(引述自 Wang,1999, p.359)。Wang 補充解釋若倫巴舞僅作為旅遊客
體所用 (凝視)，那只是落點在 MacCannel 的客觀真實性標準，但若把它轉化為觀
光客主體參與的體驗，那就足以構築一種真實性的替代 (quest for alternative)，因
其創意和作為情緒導瀉的特質而產生存在真實性。
當然，情緒倒瀉不一定只在脫軌、放縱、動感形式的中介迷離空間呈現如古裝
嘉年華或音樂節慶，它更可以在能激發出某種特殊情感、想像力的空間中譬如電
影與文藝觀光中發酵。遊客在進行文藝觀光前就先行對作者或其作品建立濃厚興
趣，以及對劇情情境中的人、事、地、時物刻劃深刻印象。在拜訪目的地時，遊
客重疊眼前觀光景點和腦中文學或電影印象，交織現實與虛擬世界的個人想像空
間，進而產出不同程度的體驗和真實感。
Herbert (2001) 解析文藝觀光客的四種類型，第一種是文藝觀光客對崇拜作家
的生活有高度關切，因而被吸引到作家曾駐足的地方，希望從踏入作家故居、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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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其使用過的器皿和閱讀作品草稿……等等，去實現和喜愛作家之超時空真實性
接觸，或是精神上同遊。第二種，遊客參訪動機仍以作家為主，但與其作品沒有
直接關係，反而是作家生命中某些轉捩點發生之地，如畫家梵谷舉槍自盡的奧維
小鎮 (Auvers-sur-Oise)。 第三種文藝觀光客崇拜的不單是作家，能引發他們喜愛
和同理的更是書中角色，他們積極在真實時空中尋找虛構的主角和場景，甚至模
擬該角色的路程如魔戒之路 (Buchmann, et al., 2010)，來滿足自身喜愛、想像和認
同的真實性。最後是超越作家和作品的一種更深層情感吸引遊客前往目的地，例
如許多觀光客因兒時床邊童話故事的回憶而產生旅遊德國童話大道的動機。無論
是崇拜感、同理心或兒時回憶等都因文學或電影觀光的媒介，讓遊客在目的地中
虛構場景和現實景物的交錯想像空間，鑲嵌了自身文化意義、價值觀以及真實性。
回歸大主題，第二類的人際真實性 (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 建立於遊客與其
社群內、和同行親友間，甚至是與當地人之間的情感、文化交流及互動。換句話
說，遊客不僅僅在 「他者」文化間，更在 「他們本身之間」尋求真實性 (Wang ,
1999)。Wang 解釋當中分類，首先為遊客社群 (touristic communitas)，是由學者
Turner 於 1973 年從朝聖之旅研究提出的概念，遊客社群代表一種自發性、脫離社
會結構的人際關係，在這個和諧社群中體現平等、接納、打鬧互動和長遠友誼的
現象。由於本研究以童話觀光為腳本，更關注遊客與同行親友、當地社群交流所
產生的真實性，故針對此部分不增補敘。
在人際真實性領域，家族連結 (family tie) 據說是其中儀式性的典範。當 Urry
認為幾乎所有觀光客凝視都導向非凡的旅遊客體時，家庭觀光客的關注卻投射在
另一種非凡卻又平凡的親密社交世界 (Haldrup & Larsen, 2003)。家庭觀光是家庭
成員的共聚空間。擺脫各自社會義務和階級，他們同心且愉快地透過觀光活動如
登山、划船或拍家庭照共築家庭互愛與凝聚關係，反映出他們希望透過如此空間
增強「我們在一起」的真實凝聚感 (Larsen, Urry, & Axhausen, 2007)。除了引用學
者 Berger 的主張，說明家庭是現代人唯一可以體會真實自我的私人空間，沒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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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觀光能比家庭觀光更能體現存在真實性；Wang (1999, p.364)更擷取法國盧梭
「母親和孩子的關係最為真實」 的說法來背書家族連結的真實性。Squire (1994)
研究英國童書作家波特小姐故居地 Hill Top Farm 之案例中，也提及遊客在當地童
話觀光空間中可以重拾小時候聽母親讀過或看過彼得兔童書的「兒時回憶」
，點出
家庭訪客的童話觀光體驗激化因家庭連結而生的真實性感知之可能性。不過 Squire
當時的研究仍側重建構真實性的議題。經由訪談內容，學者得出文藝觀光真實性
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認為 Hill Top Farm 的文化傳遞和轉化歷程是當地觀光產業
的關鍵，能促使遊客在旅遊體驗中獲取更多文化內涵的感知，真實性也是其中之
一。
除了家庭關係的親密互動，觀光客和當地社群交流也可以催化主體者的真實
感知。學者王寧 (2007) 補充這種互動真實性 (interactive authenticity) 源自遊客和
當地社群互動、交流及接觸。雖然它不具備家庭關係的自然真實，但也不參雜過
度商業化那樣赤裸裸的利潤關係。在真實性的體驗過程中，觀光客一反被動角色，
主動參與當地社群的文化及生活，和東道主一起互動共構雙向真實性。其實上述
概念也呼應當前觀光學界特別重視的生產和消費同步 (co-production) 的情境，它
不只協助遊客產生更深層的真實性感知 (Aoyama, 2009)，也有助城市擺脫系列複
製的下場 (Richards & Wilson, 2006)，進而提高真實性在歷史城市觀光發展史中延
續的可能性。
疊合體驗經濟時代、後現代觀光主義和文化觀光潮流，不難發現娛樂和學習
是貫穿這三個面向的中心軸，點明當代遊客觀光寓教於樂 (edutainment) 的基本訴
求。遊客不純粹滿足於簡單娛樂，更傾向投入自我發展過程中，企圖在體驗消費
中得到更高附加價值，那就是自身的轉化 (Pine & Gilmore, 2003)。而「消費」在
後現代世代的涵義也象徵著個性化的生活方式，人們期待從消費中定位自己的價
值並獲得成長。套入觀光構面來說，遊客訴求在以特殊興趣為本質的文化觀光中
進行有創意、技術性消費，而非只是大眾化活動如被動凝視、享用美食等非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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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這意謂觀光目的地必須提供特殊理由說服遊客，為何必須只能在當地從事
特定創意活動。
很明顯，第一個理由它是高度鑲嵌著當地特有文化意涵的觀光活動。第二個是
它綜合當地所有觀光關係人的努力共構創意、彈性、互動的觀光體驗，遊客可以
改變往昔的客主關係成為共同生產者，和當地人發生直接、真實的接觸。Aoyama
(2009) 塞爾維亞佛朗明哥舞蹈觀光研究，說明在多元主體者如地方政府、文創產
業、當地社群和國際觀光客的互動下，塞爾維亞不只贏得獨特性也展現真實性。
因為觀光客為了更深入技術性消費過程，不只增加停留時間和重遊次數，甚至積
極地走訪居民生活傳統，去追求真實的佛朗明哥舞蹈技巧。而政府和文創產業如
舞蹈學校開發了正式 (以遊客為主) 或非正式 (社區為主) 的佛朗明哥舞蹈節慶、
練習等空間，邀請遊客去和居民真情互動以及共築互動真實性感知，如 Richards
與 Wilson (2006) 定論當生產及消費空間的界線模糊了，真實性也就越發浮現。
從本節可得知，當前存在真實性的研究讓觀光客動機、體驗和真實性的鑑別視
角逐漸開闊。在本研究中哈美恩發展出客觀、建構和存在三種觀光真實性類型，
譬如維護、活化有形歷史遺產 (17 世紀半械型房屋)，善用無形文化遺產 (哈美恩
引鼠人戲劇) 一方面激發觀光客想像力、一方面又凝聚當地社群認同。尤其童話觀
光腳本更強化了遊客存在真實性的體驗。在童趣無窮的哈美恩城，成年遊客是否
也能重拾童年回憶，並且產生因這種深層情感發酵的真實性? 家庭觀光中的父母
在當地購買童書，同步閱讀給小孩聽的行為，是否能凝聚因家庭連結的真實性? 而
因親密情感而揮發的存在真實性，是否會提升遊客的體驗品質和重遊意願? 筆者
同時也關注究竟觀光客在哈美恩觀光場域中如何藉由旅遊客體的凝視、自身主體
的投入獲取各自滿足的真實性感知?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歷史城市的真實性維護與觀光發展絕對不能全然是需求面
導向，而罔顧其他元素，否則將輕易落入迪士尼化模式。觀光歷史城市也應該將
當地社群真實性感知與訴求納入考量。因為除了社群地方感是觀光真實性範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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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更因為社群是歷史城市價值延續的保證。
2.3

由當地社群角度審視

Wang 的真實性研究點明該議題視角不再以專家客觀眼光為尊，而轉移以遊客
主觀感知為準。從客觀、建構到存在真實性，越來越多以後者作延升的研究顯示
焦點由客體移轉到主體。然而，這些研究仍然多從需求面之觀光客主體去詮釋真
實性，而忽略當地社群的視角。直至近十年來，學術界逐漸意識到真實性定義的
局限僵持 (Rickly-Boyd, 2012)，以及供給面觀光關係人對真實性的影響威力
(Cohen & Cohen, 2012)。Steiner 與 Reisinger (2006) 點明學術界應該關注存在真實
性議題中當地社群跟遊客權力拉鋸的現象、Zhu (2012) 認為 Wang 針對觀光真實性
所設置客-主體二分法過於單調，應該深入檢視真實性之客體和主體互動關係，諸
如此類學術脈絡突破使供給面情境中的真實性功能、意義以及三類真實性類型和
其他觀光關係人互動紐帶等議題浮上檯面。
毫無疑問，作為歷史城市主體人的當地社群在真實性涵構與發展都擔任關鍵
人。故此，筆者在本節中整合目前相對少有的相關研究，說明當地社群真實性知
覺之於歷史城市觀光發展的重要性，特別是當地觀光表演者如何在展演真實化過
程中獲得真實性知覺與建構地方認同。
2.3.1 展演真實化
四十年前，真實性議題被挪用到觀光領域討論，當時 Boorstin、MacCannell
作為首批抨擊觀光失真的學者，指責觀光目的地催生偽事件、前台場景等文化商
品化徵象。自此，供給面的主體社區彷彿被印上「不過是一連串虛假的前台表演」
商品條碼。在客觀真實主義者眼中，一沾上商品化，該地就毫無真實性可言，不
只遊客被視為因膚淺無知而只能棄真就假 (Boorstin, 1961)，觀光目的地更儼然化
身為精心真實性陷阱使遊客無所遁逃 (MacCannell, 1973)。然而後續研究衍生出多
重真實性解讀，反應出客體真實和主體體驗的複雜程度，對觀光目的地的前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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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商品化等負面說法稍作平反。Cohen (1988) 在建構真實性辯證中即強調商
品化是文化變遷的必然過程，失真事物在時間演變中可轉為真實，前台場景也不
完全是虛假的文化抹煞。此外，因為體驗經濟時代揭示了生產和消費的界線模糊
化，遊客也跳脫只能被服務的角色，躍升為生產合作者 (Richards, 2011)。可見遊
客並非天真傻子，當地社群也不全然是失真場景中觀光財閥的傀儡，雙方逐漸自
覺地參與觀光展演、共築真實性的互動經驗 (王寧，2007) 。
進一步聚焦文化變遷過程中的真實性議題，Cohen 與 Cohen (2012) 強調這種
社會結構變遷促使文化意涵重構的歷程是謂真實化過程 (authentication) 。筆者認
為真實化議題值得審視，因為真實化過程比真實性定義更有跡可循。多位學者也
呼籲當前研究不該繼續在孰真孰假定義上鑽牛角尖。反而應該投身於新焦點如真
實性的功能、意義及三類真實性彼此關聯，究竟誰是執行者或受益者、在何時、
為何需要真實性 (Xie, 2010) ? 真實化的意義何在及如何表現 (趙紅梅、董培海，
2012)? Cole (2007) 突破真實性定義研究格局，質疑觀光真實化過程對其邊緣社群
的應用與影響；而台灣學者趙芝良、徐霈馨與周碩雄 (2010) 也以司馬庫斯原住民
觀光案例，強調觀光的組成不完全取決於遊客，更涉及當地社群如何調節遊客和
觀光資源的關係並且從中實踐自我存在真實性，諸如此類呼籲將研究轉焦到供給
面之上。而在此串疑問中，本研究更著重當地社群的真實性感知如何因應社會變
遷、觀光展演獲得積累? 又如何對當地文化傳承達到相當的助益 ?
「真實化」是一個使目的地客體、場景和事件的真實得到確認的社會過程。
它與展演性 (performativity) 概念極其相關。學者 Tambiah (1981) 表示在特定、具
象徵性的表達方式 (語言、儀式性活動或權力關係等等) 展演的同時，該展演除了
假設事物的真實性，更創造事物的真實感。相關研究也陸續備註這種展演性賦予
真實的功效體現在重複、具體、個人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儀式化行動。 「展演真實
化」一詞因此新鑄。Cohen 與 Cohen (2012)把展演真實化歸納冷式真實化 (cool
authentication)、熱式真實化 (hot authentication) 兩類來討論觀光目的地和真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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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譬如誰被授權去執行目的地真實化? 真實性如何在旅遊客體和主體間互動
中達到確認?
冷式真實化， 「作為語言形式展演 (perfomative speech act)，通常是單一、明
確、正式的官方驗證，其中被真實化的對象、地點、事件、習俗或人物經由語言
宣佈其原創性或真實性 (Cohen & Cohen, 2012, p.5 )。」在國際、國家組織一連串
評鑑後，最終以語言文字授權目的地真實性是當中典型。這種科學知識、專家評
鑑為底的真實化僅仰賴個人魅力、機構信譽或社會宗教地位單一來源的授權行為
相對容易執行且發展普遍。然而因為排除居民與遊客的參與，如此真實化不必然
能達成大眾共識。
換句話說，由官方或外來授權者單面決定的冷式真實化有可能因為不容當地
社群接納而遭受顛覆，或者是產生更嚴重的後果如目的地凝滯化。遭受「冷凍化」
的對象被集中、隔離、去語境化和陳列以供大眾參觀。同樣地，當地社群的權利
也遭受凍結，受迫市場制約必須無時無刻身著傳統服飾與表演傳統習俗、舊有的
公用空間萎縮或者受限遺產維護法規而無法掌握個人房產或城市的發展變化。這
種單一、靜態真實化搭配低俗文化商品化政策將快速消弭當地社群的本土情感認
同。而他們對觀光產生敵意、疲憊負面情緒造就的外遷現象等將致使歷史城市石
化。這也說明為何觀光規劃及真實化歷程必須考量包含當地社群的多方觀光關係
人的訴求。唯有居民高度認同的參與，觀光歷史城市才能隨著人、時、地的展演
中延續，而不是一座千遍一律的主題樂園。
熱式真實化，「建構式展演過程 (constitutive performative process)，代表一種
內在、反覆、非正式的創造與確定對象、場址和事件真實性的展演過程 (Cohen &
Cohen, 2012, p.7)。」它強調的就是大眾的個人情感加載例如信念、承諾和投入，
由觀光客群、當地社群或彼此互動的展演產生、積累、強化真實性。這種熱式真
實化呼應 2.2.2 節所述的存在真實性。在展演真實化中，遊客群體本身或遊客和當
地人的接觸可共構客方的真實性知覺。而當地人和遊客的友誼接觸、向他們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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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習俗，彼此的尊重感也將油然而生 (Timothy, 2011)。
另一方面，當地社群共同或獨自學習、篩選、展現文化傳統等過程也會落實
東道主的真實性感知。即使文化傳統表演為了滿足觀光需求而有所調整，觀光還
是能為當地認同之延續帶來一種新意義 (Cohen, 1988)，重點是文化內涵和精神是
否能透過練習與演出而被保留 (江昱仁、黃景吟、謝文凱，2005)。李素馨、侯錦
雄、郭彰仁、林珮怡 (2012) 強調在觀光發展和文化價值傳承的議題之上，瞭解當
地表演者的真實性認知和表演態度有其研究價值。李素馨等人 (2012) 量化研究顯
示台灣屏東原住民文化歌舞真實性知覺對表演態度有正面影響。其實為了提升觀
光效益、舞蹈韻味和表演者學習意願，排灣族歌舞編排早以被改良、創新。然而
學者發覺受測者排灣族兒童還是普遍認為文化歌舞可以表現出傳統真實生活。當
中有觀光演出經驗的兒童比起沒有參與觀光演出的兒童，更能感受歌舞的情感凝
聚力且能切身體會該歌舞是出自當地。該研究結果顯示真實性感知會正向影響表
演態度，當地表演者的真實性感知越強烈，對表演態度就越積極。不過，上述研
究主要整合外國學者 Revilla 與 Dodd 以及台灣學者張兆菱的單一客體真實性知覺
類型因素，譬如「符號精神」、「情感凝聚」、「傳統型式」、「在地性」來驗證表演
者的真實性感知。而且受測者屬於更被動的學習者，對當地整體文化涉入度不如
成年表演者深入。因此該研究對於主體者的參與程度、內心狀態、社會情境等因
素以及真實化的過程並未能作出深入調查。
相反地，Zhu (2012) 從質性分析方式深入理解當地成年表演者的內心情境和
展演真實化的過程。學者 Zhu 以中國麗江納西族表演者視角出發詮釋真實性，證
明當地表演者在文化傳統篩選、表演過程、和個人對傳統記憶的提取等儀式化可
以重塑個人對文化的真實和認同感。
「當地文化表演者針對傳統所展演方式闡述了
他理解何為真實……不單單經由他的內心，更透過他那儀式化的行動體現……這
已經不是一份求生工作，而是體現自己認同的形式 (2012, pp.1508-1509)。」從上
述兩個民俗觀光為背景的研究，可以發現當地主體者在學習與表演的儀式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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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會產生特殊的內在情感，不論是情感凝聚、真實知覺，共同回憶或地方認同等
等都有助於當地文化內涵與精神在不斷變遷的規律中得到延續。而吾人認為此概
念套用在歷史城市的框架下同等重要。
眼觀當下，迪士尼化失真的現象可歸咎官方規劃者獨斷、疏於與當地社群聯
繫，草率地拼湊出另一股消費導向、均質無意義的營利概念取代城市的歷史價值
和共同回憶。城市記憶的消失就是城市差異化的消失 (郭紅解、鄒偉農，2011)，
其中的文化內涵和精神也隨之消弭。由於城市本身不會記憶，況且城內文化遺產
的有形總合並不等於城市歷史記憶的全部 (張松，2007)，所以這要依賴當地社群
與其互動經驗來總述，而所有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與時代精神將再次被城市景觀符
號化，反覆依託在市民自身的時空維度如回憶、經驗和期待中持續存在 (陳李波，
2009)。簡言之，作為城市主體者的當地社群通過情感加載 (記憶)、特殊節慶或文
化活動等展演儀式過程，不只從中建構自身真實性感知與地方認同，甚至更熱式
真實化了城市。
不過城市記憶儲存在當地社群這動態記憶體之上，有時卻可能因為現代化、
忙碌的日常生活、資金和居民知識素養有限的狀況下未能得到有效運作，這時往
往又需要官方規劃者的激發。但這不代表官方可以權威式主掌地方精神，否則將
重覆脫序狀況。官方規劃者應該主動以邀約、教育方式引導居民反饋，共同標的
一個合適且清晰的城市精神如魁北克宣言第四款聲明，
「當地社群和當地規劃者必
須具備共識維護地方精神 (ICOMOS, 2008, p. 3)。」雙方應該自覺地建立城市記憶
基石，而非任由觀光均質洪流淹沒歷史城市。
獲選 2008 年歐洲文化之都頭銜的利物浦 (Liverpool) 是官民互助的正面案例。
利物浦是擁有豐富文化遺產的城市，但考量城市文化素養與文化產業的不足，在
統籌文化之都發展計畫時，官方特地制定六年階段性計畫。首重第一年「2003 學
習年」培育城市文化氛圍，邀請地方學者梳理整合城市文化遺產，以座談、工作
坊、電視轉播形式激發讓市民對城市文化傳統溫故知新，培養文化資本。緊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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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信念年」凝聚居民認同，籌辦一系列的文化工程把城市不同信仰的人們團
結起來，凝聚社會資本。第三年「2005 海洋年」點明城市精神特色，儀式化海洋
文化活動如金戒祭海神的傳統儀式，將人們駛向對城市文化尋根歷程。利物浦前
三年的縝密計畫以文化導向使命，關注市民教育與反饋的激發，再錨定居民的城
市記憶體來聚合 2008 利物浦文化之都精神。
可以確定的是，當地社群的城市記憶被勾動的過程中，除了真實性，他們的
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城市認同也正逐漸獲得累積。從觀光發展角度來說，這意
謂居民相對具備應付觀光衝擊的能力以及可能擁有更高意願、認同和知識去宣揚
自身文化。因此當地社群將有能力和意識去和觀光規劃者協議、篩選、主導高明
的文化商品化，並連同文化遺產管理者共同去監督、維護甚至活化遺產的真實性
(McKercher & du Cros, 2010)。
知名的哈美恩引鼠人傳說不只是該城市的觀光賣點，更是當地社群的共同記
憶。發生於 1284 年的引鼠人傳說在不同年代歷經了階段性的文化展演變遷。 從
1884 年哈美恩城開始引鼠人慶祝活動、1930 年 7 月 13 日有教師 Magda Fischer 帶
領學生作出戲劇形式的表演、1956 年引鼠人戲劇更被改良創新為露天劇場的表演
形式，其中所有角色皆由當地社群不論老少自願擔綱、重現 1284 年引鼠人與哈美
恩市民的傳說。從 1956 年起延續至今的引鼠人露天戲劇表演，每逢夏季 5 月到 9
月的周日中午定時演出，該戲劇其實以提升觀光經濟效益為主要訴求。然而，通
過當地社群的參與、學習與表演的儀式化過程中，如此文化商品化歷程是否就某
種層面而言，也協助保留哈美恩無形的文化內涵與精神? 而當地表演者在這種情
感加載的展演真實化過程中，又是如何建構自身真實性知覺與地方認同，並且熱
式真實化了哈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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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理論架構

本理論架構圖從三種主體者，依序為官方觀光規劃者、遊客、當地表演者的視
角來檢閱真實性類型論以及探求主、客體的互動關係之於真實性的影響。在爬梳
董培海 (2011) 旅遊真實性問題研究層面 (圖 2-1) 及國內外相關學術文獻之後，
筆者為各主體者在對應的真實性研究範疇中篩選出專屬子項目，分別是可適性再
利用及文化商品化、客體真實性及存在真實性、展演真實化 (圖 2-2)。其次筆者
選擇德國哈美恩城鎮作為一個整體性命題調查、驗證這五項真實性子項目。由於
至今尚未有研究整合觀光規劃者、遊客和當地人等三類觀光關係人角度，解釋歷
史城市的真實性形變、建構和持續的學術論究，所以筆者在研究中將分節次參考
各家文獻。
4.2 節參考 McKercher 與 du Cros (2010) 的文化遺產維護和商品化原則之論述，
補充 Fawcett 與 Cormack (2001) 文學觀光真實性建構的實證案例解釋官方規劃者
如何凸顯遺產的真實性與獨特性? 4.3 節根據 Wang (1999) 真實性三類型論和該學
者在 2007 年補充的互動真實性理論，著以 Squire (1994) 文學觀光實證理解並補充，
觀光客在哈美恩觀光場域中如何藉助客體凝視與主體投入獲取各自滿足的真實性
感知? 4.4 節最終整合引用 Cohen & Cohen (2012) 的論證以及 Zhu (2012) 展演真實
化實證來探究哈美恩引鼠人戲劇的當地表演者如何在參與、學習與表演的儀式化
過程中，保留哈美恩無形的文化內涵如真實性與地方認同? 並且熱式真實化了哈
美恩。總之，本研究將從官方觀光規劃者、當地表演者和觀光客三類關係人層次
探究歷史城市中三類型真實性之構築現象，剖析真實性如何在歷史城市觀光發展
歷程中獲得建構和維持，使城市免於迪士尼化失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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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整合以官方觀光規畫者之視角為主

主體層面:

旅遊者

專家學者

政府部門

旅遊開發者

當地社群
主客體
互動關係

客體層面:

旅遊體驗

資源開發與保護

旅遊產品設計

文化傳承與變遷

圖 2-1 董培海(2011)旅遊真實性問題研究層面 (筆者整理)

真實性

官方觀光

當地

遊客

規劃者

表演者

可適性

文化

客體

存在

展演

再使用

商品化

真實性

真實性

真實化

圖 2-2 真實性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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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問題落點在「歷史城市-哈美恩文化商品化展演中真實性的形變與意涵」。
筆者選擇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之首要步驟就是在蒐集資料前，先
爬梳文獻、建立理論，唯有如此才能認清問題本質 (Yin, 2001)，本研究理論已奠
基在圖 2-2。筆者在本章將進一步說明研究方法，為何設計出包含三種分析單元的
單一個案形式來聚焦真實性議題。
3.1

真實性性質與質性研究運用

眾觀古希臘時期到現代社會多元學科領域，尚未有一門學科能為真實性做出
最終、精確的普世定義。其實這歸咎於真實性的非絕對性特質，使之隨著時間及
所處的文化、語境去變化，造成判斷和檢視標準的不同 (文芸、傅朝卿，2011)。
簡言之，真實性鑲嵌在不同時代的社會現象下，因人群互動方式的差異會產生多
元意涵。學者 Jukka Jokileto 和 David Lowenthal 以古希臘字源學解釋真實性
(authentic) 源自於權威性一字 (authorative)。除了「原來的、非複製的」，它在古
代也具有「權威性」意涵，因信任賦予權力、進而尊重和服從。學者以中古世紀
民眾對教會因信任和賦權，進而對當局所作的聖經詮釋與告知採取完全信任的循
環現象為例證 (引述自文芸、傅朝卿，2011, pp.24-26)。然而後期歷經宗教改革與
啟蒙時代，人們駁斥了依附權威之下的真實性觀念，將真實性看法改變為對歷史
見證的認同，強調以物件創造過程為評斷標準。而十八、十九世紀時代博物館物
件鑑定體系據說是當時真實性判斷的表徵。
演進至當代，真實性被引渡到觀光學界。在近四十年來，學術界持續鑽研在
不同觀光情境下，政府、遊客、當地社群等觀光關係人互動狀態之於真實意涵的
建構。目前觀光研究已產生客觀真實性、建構真實性、存在真實性、後現代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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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脈絡。當中除了客觀真實性學者主張真實性可以按照固定標準進行驗證
(MacCannell, 1973)，後期諸位學者們卻都認為專家權威式判斷已經不適用，因為
真實性是隨著時間演變 (Cohen, 1988)、根據當時情境的 (Salamone, 1997)、可協議
(Cohen, 1988; Halewood & Hannam, 2001)、意識形態的 (Silver, 1993)、流動的
(Squire, 1994)、自我存在的 (Wang, 1999)、鑲嵌在回憶中的 (Zhu, 2012)。在不同
文化語境下，主體者的認知差異會產生不同意涵的真實性 (McKercher & du Cros,
2010) 。可見在觀光範疇，真實性演化為「被認知的真實性」(perceived authenticity)
(Wang, 1999)，受到個人主觀意識及社會整體性牽動。
而上述特性使該議題恰巧落入質性研究範疇。一如學者陳向明 (2002) 表示，
質性研究就是對個人生活及社會組織的日常運作進行研究。又個人思想行為和社
會組織運作、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是不可分割，研究者應該進入豐富、複雜和流
動的自然情境中進行考察，採用多元蒐集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同時通
過與研究對象深入訪談與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
回顧觀光領域的真實性研究多數都採用質性研究。僅近期少許研究者採用量
化模式，他們研究目的是證實普遍情況，多聚焦在真實性之於遊客滿意度的影響
(Chhabra, Healy, & Sills, 2003)、真實性之於遊客海灘觀光決策過程的影響 (Sedmak
& Mihalič, 2008) 或是博物館客觀真實性評斷因子的變化 (Chhabra, 2008)。然而，
本研究更關心真實性在整體社會與個體互動下的成因脈絡，理解真實性意義的建
構，而非證實真實性。所以本研究傾向質性研究，目的是從複雜現象中抽絲剝繭、
提出新理解。因此衡量真實性特質、過往真實性案例和個人研究議題，本人認為
質性研究取向是較適合的途徑。
3.2

觀光真實性和個案研究的運用

本研究問題「真實性在歷史城市觀光發展下如何產生形變、構築」歸類為探索
性形式。質性研究當中屬歷史研究法、實驗法和個案研究法三類方法著重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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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和「為什麼」的問題性質 (Yin, 2001)。但是歷史研究法著力處理無效的過去、
實驗法強調是研究者可以直接且準確操弄實驗樣本的時候所採用的方法。而本研
究篩選的命題和分析單元分別是哈美恩城市、觀光三類主體者如規劃者、遊客和
當地社群，考量的是當時現象和自然情境，並非拘泥歷史現象，況且哈美恩作為
一個開放型城市空間，遊客和當地人屬於非能操作的對象。又個案研究包含直接
觀察法、有系統訪談及處理多重證據來源 (文件、人造物和參與觀察) 的流程，能
夠協助筆者駐紮實地的應變能力，客觀地觀察研究對象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
這些環境對他們思想行為的影響；另外通過和研究對象的直接接觸，研究者在進
行對研究對象行為思想的主觀理解和判斷同時，又能運用個案研究的求證邏輯模
式，來檢視不同資料如何在三角檢定方式下收斂並達到相同結論，以落實研究信
度。因此，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法。
況且目前觀光真實性理論陸續被擴展，已不似二、三十年前抽象。當時的真
實性研究往往採用民族誌模式，多由社會學家或人種誌學家執行，而且多數真實
性類型論敘述不過是理想類型和分類工具 (王寧，2007，頁 19)，研究者單一證據、
主觀的詮釋往往造成研究信度相對薄弱。然而，後續隨著觀光研究成熟化，真實
性議題的實證也逐漸得到積累並邁向嚴謹化。箇中原因部分歸功於個案研究方法
的形成，學者們把它作為工具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此外，Yin (2003) 表示當理論逐
漸成熟的狀態下，選取單一個案去複現很普遍。筆者也發現在觀光真實性研究中
已有許多典型 (Belhassen, Caton, & Stewart, 2008; Buchmann, et al., 2010; Halewood
& Hannam, 2001; Wang, 2007)。 Yin (2003) 更進一步細述這種單一個案適用的條件
涵蓋 (1) 對現有理論進行批評與檢驗 (2) 有代表性或典型的事件 (3) 不常見、獨
特的現象 (4) 啟示性事件，之前科學無法探究的現象 (5) 研究縱向個案。而本研
究採用單一個案的原因包含條件一與二。
本研究設計想針對 Zhu (2012) 展演真實化理論進行測試和擴充 (條件一)。學
者 Zhu 在中國麗江觀光研究中以當地表演者角度詮釋真實性，說明表演者憑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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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回憶和觀光活動展演過程中產生展演真實化、激化個人文化認同，而這種文化
認同和參與過程有助於當地避開過度商業化模式。欲作為理論測試和擴充的單一
個案，前提必須是它本身就符合原有理論的命題和條件 (Yin, 2001)。同樣是知名
觀光歷史城市、同樣有根植在地文化的表演儀式，同樣有當地表演者投入，哈美
恩都滿足 Zhu 理論的條件。唯一不同是麗江推廣民族觀光，哈美恩推廣文藝觀光，
這種城市觀光性質的差異就成為理論擴充的利基。除了將展演真實化理論套用在
另一個觀光歷史城市情境上來進行驗證和擴充，筆者更期待能從中反思研究問題
的本質，真實性如何在觀光歷史城市中發酵。其次，本單一個案擇取哈美恩作為
命題範圍是因為它擁有代表性 (條件二)，詳見 1.4 節。
3.3

資料蒐集

本研究圍繞真實性議題，擇取哈美恩歷史城市作為命題。然而一方面受限於
開放式研究環境、語言障礙和經費不足限制等；另一方面，本研究包含三種子單
元的設計，形式複雜。所以筆者將研究過程分為前導階段之文件蒐集、第一階段
之直接觀察法與訪談法、第二階段之電子郵件內容分析法，配合三階段不同目的
執行以確保本個案多重證據來源的蒐集。
3.3.1 前導階段 文件蒐集
文件蒐集泛指事件紀錄及報導的蒐集。藉此途徑，研究者得以先行理解在廣
泛時間軸中整體事件發生的細節及場景。不過文件資料不是個案研究創造的結果，
更不是研究者唯一仰賴的工具。反之，它的功用在於協助研究者觀照、補強其他
蒐集來源的交互參照，提升研究者對事件全方位客觀理解，以利下一步分析推敲。
本研究在前導階段以文獻搜集為主，範圍包含官方旅遊網站、地方史文件、電子
新聞報導三類。
首先，筆者瀏覽官方旅遊行銷文本如哈美恩官方網站、童話大道組織網站、
童話大道組織電子出版品，爬梳哈美恩觀光活動項目與發起歷程，以便建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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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場域的基礎理解。哈美恩官方觀光網、市府檔案網皆提供詳盡的經濟、教育
文化和觀光資訊項目，民眾甚至可以免費參閱、下載地方政府的施政報告、觀光
決策白皮書 (如 2007 年至 2017 年旅遊業與零售業基礎建設發展方針) 等官方電子
文件紀錄，有利筆者探求哈美恩童話觀光經營策略及引鼠人傳說文化商品化操作
面向。
其次是哈美恩地方史資料。有鑑於引鼠人傳說是當地童話觀光的核心商品，
故釐清此傳說的脈絡成因有其必要。筆者將地方史料劃分為綜觀與狹觀兩等層次。
一是運用德國歷史、格林童話和格林童話註解等文本，剖析引鼠人故事在大時代
下的意涵轉變；二是聚焦哈美恩地方史籍，檢閱傳說在各年代發生轉變之後，哈
美恩內部社會的反應狀況。簡言之，筆者欲從傳說、故事、觀光核心商品一系列
社會演變中，釐清當前真實性形造之影響因素，以作為日後田野調查的依據。
最後是哈美恩相關電子新聞報導。原本筆者欲從德國全國性報紙擷取資料。
但德國出版業發達，各類報刊依照地區性和跨地區性來分配報導比重，而哈美恩
行政區域不過是下薩克遜州地方鄉鎮等級，全國性大報如《法蘭克福彙報》、《時
代》週報、時事政治性週刊《明鏡》對該鎮少有著墨。所以筆者重新在德國報社
分類網站中一系列地方性報紙篩選出 Hannoversche Allgemeine Zeitung (漢諾威匯
報)、DEWEZET (Deister & Weser Zeitung 威悉河地方報) 作為哈美恩新聞資料庫來
源，特別是 DEWEZET 總部在哈美恩成立，堪稱哈美恩地方報，有利訊息搜集。
而研究關鍵字檢索包含 Hameln Pied Piper、Hameln tourism。希望可以通過媒體反
現當代社會價值觀，協助筆者側面了解哈美恩引鼠人傳說相關的社會展演以及更
具體、更即時的城市發展現況，彌補官方資料的主觀性和地方史集片段性的缺點。
在前導階段，筆者把重點放置在建立對研究場域的基礎理解，不期待以文本
定論哈美恩當前狀況。因為文獻資訊通常無法避免片面、過時的限制，況且真實
性無法自動產生意義，仍須經由人類個體對於當下情境的體驗、轉述和解碼才能
作為確實的文本深描。因此，下階段的設計重點就是研究者直接和研究場域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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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進行互動和對話，揭示城市客觀面貌以及觀光規劃者、遊客和當地社群的主
觀價值體系。
3.3.2 第一階段 直接觀察法與訪談法
筆者在 2011 年 8 月 1 日到 8 月 21 日期間，根據先備知識引導，走訪哈美恩小
鎮八次。參與觀光活動項目如哈美恩引鼠人傳統戲劇、音樂劇、大鐘表演、引鼠
人導覽、購買紀念品，同時也觀察哈美恩城鎮街景樣貌、遺產房舍的活化方式、
遊客觀光反應行為等輔以拍照和筆記供日後編碼詮釋。在八次走訪中的首次，筆
者是以觀光客身分參與哈美恩觀光展演。後續七次走訪中，就回歸研究者身分開
始操作具備問題意識的實地訪查。除了使用直接觀察法，筆者更進一步運用訪談
法和遊客、觀光規劃者與當地表演者三主體和客體產生直接互動，了解各主體對
哈美恩真實性的判斷、體驗和感受。基本上，筆者將研究問題意識拆解為 (1) 文
化遺產真實性如何通過篩選、轉化和凸顯等文化商品化步驟以促進觀光發展，還
有當中真實性形變、重構的歷程 (2) 觀光客和當地觀光表演者在觀光場域中如何
獲取自我滿足的真實性感知 (3) 文化遺產價值變遷與傳承在文化商品化策略中如
何達到落實，哈美恩是否邁向迪士尼化。
然而受限經費、時間和三類分析單元之緣故，筆者只好根據問題意識要點，安
排以遊客、觀光規劃者、當地表演者的訪談順序、比重來分配實地訪談時間。因
為真實性在觀光體驗中有強調「時空同步」的概念 (Wang, 1999)，遊客在「當時
當地」的觀光體驗中可以達到自我本質解放的最大化，所以本階段首重遊客訪談
的取得。相反地，其他兩類主體者比較沒有時效性限制。由於時間和經費的考量，
筆者斟酌將在第二階段中以電子郵件方法補充官方觀光規劃者和當地表演者的訪
談。就訪談採樣方式，遊客是以方便採樣為主，觀光規劃者和當地社群則是目的
性採樣，詳情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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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
本個案選擇哈美恩作為一個整體性命題調查，宗旨在於了解歷史城市的真實性
形變與意涵。因此不限定單一類型觀光客 (文學、家庭、遺產) 的採樣，其他變數
如性別、年齡、職業和收入也不在本研究考量範圍。相反地，筆者認為彈性的方
便採樣更有利端詳各類觀光客的真實性感知如何在哈美恩場域中得到運作，多元
化遊客體驗的深描也有助於三種真實性類型 (客觀、建構、存在) 全方位解析。因
此筆者採取在哈美恩開放的城市空間遊走，進行方便採樣模式。
採訪當下，筆者會預先以英文告知個人研究身分與目的，詢問遊客目前的觀光
活動階段(以會說英文或中文的遊客為主)，並徵詢其回答和同意錄音之意願，遂以
半結構式問卷進行訪問。半結構訪談式問卷融合引導性和開放式的優點，大為提
升訪談過程流暢度和資料蒐集的豐富度，有利筆者在時間緊迫和地域限制下蒐集
足夠訪談資料。特別是由於個案研究訪談涉及完全不同的情境，研究者必須配合
受訪者的時間與方便 (Yin, 2001)，所以筆者會斟酌當下訪談情境，將問答形式作
適當的調整比如隨機抽問問卷題項，而非要求遊客逐一回答。不過相對地，筆者
也會增加訪談對象數量以滿足資料蒐集的飽和度。經後續整理，筆者簡單以國籍
與一般、團體和家庭之類型來分類觀光客 (表 3-1)，總共有 42 組遊客的訪談內容
為有效資料，分別是德國 22 組、日本 7 組、中國 8 組、台灣 2 組，另外英國、澳
洲和比利時各 1 組。由於本研究涉及哈美恩童話觀光人際真實性與家庭觀光客參
與之議題，故特別標出家庭觀光客組數。
本半結構式問卷 (表 3-2) 奠基在 Mckercher 與 du Cros (2010) 的文化商品化
和真實性建構理論之上 (見 2.1.2)，預期探求哈美恩真實性形變、構築與文化商品
化之交互關係，理解遊客是否能夠從中獲得相對應的優化體驗和真實性感知，並
且檢視文化商品化過程是否造成哈美恩城市氛圍過度商業化。本研究設計第一部
分為文化商品化運作的半結構式問答。例如:「請問您覺得哈美恩有善用引鼠人故
事嗎?請說說哈美恩如何再現引鼠人故事?」
；其次則是真實性感知的問答，
「請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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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哈美恩是否有過度商業化現象嗎? 為什麼?」、「請問您覺得哈美恩或哈美恩引
鼠人給您的感覺真實嗎?」 當受訪者對真實性定義發出提問時，考量真實性流動、
多元的特質，筆者會避免使用任何既定標準來解釋，而是盡量改變方式提問，譬
如「您覺得這些木造械型屋如何?」
、「哈美恩的景點和活動能滿足您的想像嗎?」、
「您覺得哈美恩確實是故事發生地嗎?」。在整個採訪過程，筆者完全尊重受訪者
個人感受與經驗的陳述，不只積極聆聽、關注受訪者動作，更予以書面和拍照紀
錄他們的重要回應和情緒反應。
表 3-1 哈美恩觀光訪談資料匯整

哈美恩觀光訪談資料匯整 (42 組遊客，個人訪談，2011.08.01-08.21，文中將以編
號顯示)
德國

日本

中國

G1

一般觀光客

G13

一般觀光客

J1

家庭觀光客

C1

家庭觀光客

G2

家庭觀光客

G14

一般觀光客

J2

家庭觀光客

C2

一般觀光客

G3

一般觀光客

G15

一般觀光客

J3

家庭觀光客

C3

一般觀光客

G4

一般觀光客

G16

一般觀光客

J4

一般觀光客

C4

一般觀光客

G5

家庭觀光客

G17

團體觀光客

J5

團體觀光客

C5

一般觀光客

G6

一般觀光客

G18

一般觀光客

J6

一般觀光客

C6

一般觀光客

G7

團體觀光客

G19

一般觀光客

J7

一般觀光客

C7

團體觀光客

G8

一般觀光客

G20

家庭觀光客

台灣

C8

一般觀光客

G9

一般觀光客

G21

一般觀光客

T1

家庭觀光客

其他

G10

一般觀光客

G22

一般觀光客

T2

一般觀光客

E1

英國家庭觀光客

G11

一般觀光客

A1

澳洲一般觀光客

G12

一般觀光客

B1

比利時家庭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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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觀光客問卷設計

觀光客問卷設計
訪談問題設計簡表
預設問題與理論

提問方式

一.哈美恩文化遺產如何在篩選、轉化和 請問您覺得哈美恩有善用引鼠人故事嗎?哈
凸顯等文化商品化步驟中促進觀光發 美恩如何再現引鼠人故事?哈美恩引鼠人故
展?

事和文化遺產有互相結合嗎?文化遺產的活

1.講述故事

化使用有滿足您旅遊需求嗎?哈美恩是否提

2.使資產生動化

供足夠的觀光活動項目呢?請問您對哈美恩

3.使體驗具有可參與性

的觀光體驗有任何障礙嗎? 哈美恩獨特嗎?

4.使體驗對觀光客有相關性

請舉例? (或者和其他童話大道城市有什麼

5.突出品質和真實性

不同?)

引用自 McKercher 與 du Cros ( 2010)
二. 真實性在文化商品化歷程中提取和 請問您覺得哈美恩是否有過度商業化現象
嗎?為什麼?
維持，哈美恩是否邁向迪士尼化?
哈美恩的觀光商業化可以幫遊客
1.克服文化距離問題(語言)
1.克服文化距離問題 (語言)
2.更容易享受體驗
2.更容易享受體驗
3.促進更多體驗消費
3.促進更多體驗消費
4.在有限時間內更能好好欣賞哈美恩
4.在有限時間內更能好好欣賞哈美恩
引用自 McKercher 與 du Cros (2010)
三. 不同真實性類型如何滿足不同遊客 哈美恩給您的感覺真實嗎? 您覺得這些木
造械型屋如何?哈美恩的景點和活動能滿足
的需求?
您的想像嗎?您覺得哈美恩確實是故事發生
引用自 Wang (1999)
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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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規劃者
在前導階段，筆者即鎖定童話大道組織辦事處主任、哈美恩觀光規劃者作為關
鍵人物採樣 (表 3-3)。因為這兩者皆扮演與哈美恩文藝觀光推展有直接關係的核心
機構，可以協助筆者深入當地觀光產業脈動、歷史成因和發展手段。筆者透過兩
機構的官網郵件，分別與上述關鍵受訪者預約訪談，很幸運獲得正面回應和訪談
日期。由於免除地域和時間限制，筆者在此採用更彈性的開放式提問，目的在於
理解童話觀光生成與運作以及官方真實性授權方式。
表 3-3 官方規劃者問卷設計

官方規劃者問卷設計 (2 組官方觀光規劃者，個人訪談，2011.08.19 與 08.23，文中
將以姓氏顯示)
姓氏

職稱

採 訪 採 訪 時 預設問題
日期

訪談內容

數

Buchholz-

童話大道組 2011/

1hr12

童話觀光生 童 話 大 道 組 織 成 立 目

Blödow

織辦事處主 8/23

min

成與運作

任

的、經過?如何選定童話
城市?童話城市的真實性

真實化過程
建構?各童話城鎮開發童
話觀光產品的簡略狀況?
組織與各城鎮如何合 作
建構景點真實性?
Boyer

哈美恩觀光 2011/

1hr19

哈美恩文化 哈美恩觀光發展歷程、城

規劃者、哈 8/19

min

商品化運作 市演變經過、引鼠人故事

美恩引鼠人

真實化過程 和半械型木屋的 文化 商

代言人

品化、哈美恩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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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表演者
就當 地表 演者 的訪 談 ，筆 者將 依據 哈美 恩 2008 年紀錄片 【 Rattenfänger
Freilichtspiel】中當地表演者的採訪片段和 DEWEZET (威悉河地方報) 報導來理解
當地社群對哈美恩的真實性感知和觀光發展的感想。在實地採樣時期，筆者曾經
在周三音樂劇和周日傳統戲劇表演之後，試圖和當地表演者互動。但由於實地訪
談時間有限、語言障礙、空間過於吵雜等因素，筆者在此部分僅蒐集到少數樣本
且大多只是非正式交談。不過在非正式交談中，筆者也盡量表明研究者身分，取
得當地表演者的信任和電子郵件連絡方式，期以作為後續研究的訪談契機。
3.3.3 第二階段 電子郵件內容分析法
因為受限於預算及時間緣故，研究者無法在哈美恩長期蹲點研究。但為了彌補
田野調查時間的不足，筆者另外採取電子郵件方式作為觀光規劃者及當地表演者
訪談內容的補充。電子郵件訪談有助於克服許多實地訪談面臨的干擾因素，給予
被研究者充分時間思考、回憶，並與研究者進行有條理、清晰的文字互動。最主
要是該方法可以彌補研究者無法再回到研究場域的遺憾。
筆者在實地訪察時即與規劃者、表演者互動留下電子郵件聯繫，特別是規劃者
暨表演者身分的 Boyer 先生。筆者在回國後，曾數次將研究問題和相關疑問通過
電子郵件傳達給 Boyer，都順利得到關鍵回答及更多參考資訊。Yin (2001)表示這
類型訪談者已跳脫單純的回答者身分，扮演起訊息提供者。他們可以建議確實的
證據來源，並且協助研究者接觸這些證據來源。Boyer 擔任哈美恩引鼠人代言人已
逾 16 年，是哈美恩導覽、戲劇表演和官方宣傳影片的關鍵人，與當地表演者有良
好聯繫，因此適合作為本研究的訊息提供者。而筆者將透過紀錄片內容
【Rattenfänger Freilichtspiel】和 Boyer 提供的資料作交互參照，篩選、聯繫關鍵表
演者以擴充對當地表演者的訪談內容。
另外，透過 Boyer 的介紹，哈美恩引鼠人 Facebook 介面也將成為筆者蒐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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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一。拜高科技所賜，當代觀光展演不單單在觀光目的地實際場域呈現，更可
以透過影像錄製和文字編碼中再度於網路虛擬空間中呈現。Facebook 作為當代最
知名的社會媒介之一，是有力的行銷工具。引鼠人 Facebook 介面是輔助哈美恩官
網的另一個平台，有助於筆者蒐集官方規劃者歷年來的節慶活動以及部分遊客的
反饋。
不過為了避免過度依賴關鍵訊息提供者，筆者也會根據其他證據來源如初級資
料 (遊客、當地表演者的訪談內容、實地觀察)、次級資料 (網站、照片、書面文
件、觀光手冊等)再次驗證訊息提供者的解釋。
3.4

信度與效度

個案研究分析是進行個案研究最困難的階段 (Yin, 2001, p. 210)，因為別於統計
分析，個案研究分析少有固定公式。總體而言，分析方式多是根據研究者嚴密思
考風格，綜合呈現充分的證據及謹慎考慮其他的解釋。不過為了提升分析品質、
研究信效度，Yin 還是提出最好的準備首重建立一個一般性分析策略，意即「要分
析什麼? 為什麼要分析?」以便降低分析時潛在的困難。因此本章節之開宗，就明
定本個案研究理論圖與三項聚焦的問題意識，反映出文獻回顧結果、當前新觀點
和研究問題。這項倚賴理論的一般性分析策略有助研究者集中注意力，把直接相
關的初次級資料，按照時間先後次序 (哈美恩引鼠人傳說時間軸)、不同系列 (三
類真實性)、分類矩陣 (三類觀光主體者) 進行排列，並建立個案研究資料庫供第
三者查閱確立信度。
在主要分析技術，筆者首選個案研究四種分析技術之一-時間序列。追蹤哈美
恩 1284 年至 2013 年時間軸中所發生之文化、傳統與真實性流變，而不侷限於對
特定情境橫斷面或靜態評鑑，這恰巧符合真實性流動的特性。具體來說，研究以
編年表方式呈現真實性因果關係。又因為按時序分析，原因和其結果的基本次序
不可能倒轉，故增加了內容分析法的簡易和邏輯。在分析中，筆者又將引鼠人傳
說的編年表細項與真實性既有理論作解釋比較，剖析在此段時間中真實性如何與
48

為何構築及形變之問題。
另外，搭配第二種個案研究分析技術-建立解釋。對於探索性個案研究，類似
程序通常都被視為一個產生假說的過程一部分，其目標在於發展進一步的研究想
法。本研究試圖訂出一組關於「真實性在哈美恩-歷史城市觀光發展下如何產生形
變與構築」現象的因果連結。根據當前學者論述「真實性是一個社會積累的過程、
各利益關係人交互影響」之假說進一步發展研究想法。本研究以敘事體形式解釋，
包含譯碼官方觀光規劃者、遊客和當地觀光表演者的訪談內容，以及部份採用類
量化個案研究描述，著重 42 組觀光客類型與數量對比之解釋。為了確保解釋的精
確，研究者在分析過程交互對比 2.4 節所提及學者之理論意義的命題。
總之，以三類觀光主體者訪談內容的敘事分析，配合多種證據來源 (開放式訪
談、官方檔案紀錄、哈美恩文件出版品和直接觀察) 發展一連串證據鏈線索，收斂
所提出的問題、所蒐集的資料和所導出的結論間的詳細連結以提升信效度。最後
不同於統計式概化，本個案研究將依循第二章所發展的真實性理論架構，作為哈
美恩個案實徵結果的模板，目標著重第二層分析式概化的推論，並且再次回顧當
前真實性相關文獻逐以專家學者真實性個案，複現支持最終的分析式概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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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研究分析與結果
回顧過去 1950 年代以來全球歷史城市發展，許多文化之都、歷史城市紛紛建
立標誌性建築、大型活動、主題化和遺產活化模式 (Richards & Wilson, 2006)，試
圖刺激觀光發展。可是在一系列文化商品化執行過程，多數官方規劃者卻都忽略
真實性的重要，更遑論去理解複雜的真實性類型論、注意其他觀光主體者的真實
性視角與訴求。最終往往淪落為學者口中的「系列複製」下場，城市的初始性、
真實性、獨特性盡失。因此，本研究想以同時期發展觀光的歷史城市哈美恩為案
例，探討文化商品化展演中真實性形變與意涵。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度訪談中，哈
美恩官方觀光規劃者 Boyer 先生明確地表示該城市對於真實性議題的關注「真實
性是非常重要的元素，(童話大道) 你可以親眼見證格林兄弟出生或成長的地
方，……你也可以拜訪一個童話的起源城市就像哈美恩。她不是好萊塢，不是迪
士尼。這些老房子是真的很古老..在這裡屹立數百年，它們被好好尊重與維護，都
是真實的。當你看迪士尼卡通或者聽一部歌劇，那只是一種藝術。但在這裡，我
們確實在這真實的區域中生活。」
4.1

哈美恩引鼠人傳說之真實性

4.1.1 當童話成真時
1975 年 4 月 11 日德國黑森州州長赫伯特德博士發起童話大道組織，以使命宣
言「紀念格林兄弟、行銷童話故鄉」串連約 65 座大小城鎮之時，哈美恩也成為會
員之一。除了提高聯合行銷效率，哈美恩也借助官方組織權威的驗證、宣傳該城
市真實性如童話大道行銷辦公室新聞稿即顯示「這不是童話，而是童話成真的轉
捩點。」 ( Buchholz-Blödow，電子通信，2011/08/09)。然而並非所有童話城鎮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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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格林兄弟生平有直接連結，有些城鎮不過據說是故事發源地。訪談時，德國童
話大道行銷辦公室主任 Buchholz-Blödow 女士表示童話大道會員城市由官方鑑定、
規劃為主。但某些非會員的童話城鎮若能提出適當引述，仍然可以自由運用白雪
公主、灰姑娘城鎮等童話名稱行銷該地觀光。換言之，即使單一官方授權行為也
不保證能讓那些「據說」是發源地的城市名副其實，需要更多主體者與客體的互
動才能激化出更深層的真實性 (Cohen & Cohen, 2012)。
很幸運的是，格林兄弟在編纂童話之時按照當地傳說模式 (localized sagas) 保
留引鼠人故事場景，就此哈美恩與引鼠人故事劃上等號享譽全球。如 Boyer 說道
「英語和德語為母語的人士一提及哈美恩就會聯想到引鼠人，談到引鼠人就會說
到哈美恩。」不會再有第二個地方自稱是引鼠人的故鄉，這種無法複製的客觀真
實性造就哈美恩的獨特感。哈美恩在觀光手冊中運用例如童話大道組織、格林兄
弟德意志傳說 (格林童話) 等多方官方授權落實客觀真實性的意義，標記哈美恩就
是引鼠人傳說的發生地。
「格林童話是大家小時候聽過的……都知道童話就是童話，是不存在的。可是
現在突然有個地方跟你說是故事的發生地，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但本身很願意
來看一看。」(C3) 不過從上述訪談可知，即使獲得合理來源的真實化授權，這座
童話城市在構築觀光真實性仍然面臨諸多難題，因為「童話是童話，不存在的。」
本是民間傳說的哈美恩在時代斷層中逐漸喪失初始性。哈美恩 130 位孩童失蹤的
真相絕非引鼠人帶走老鼠解救城市、更非誘拐小孩達到復仇目的。那麼觀光規劃
者在哈美恩文化商品化進程中如何萃取與提煉真實性? 又觀光客想凝視與體驗的
究竟是何種真實性?當地居民在哈美恩真實化過程中又扮演什麼樣中介角色?
事實上，許多真實性研究學者表明文化、傳統、真實性本身並非一成不變
(Belhassen & Caton, 2006)，而是隨著時間演化和內外部因素交互影響產生連續變化。
文化和傳統更不會在無援情境下自動發展，必須是經歷人為操作才能被看見與體
驗，也因此所產生的文化實體或儀式才有機會凝聚認同，並回應想像中的真實 (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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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良等，2010)，因自身對傳統記憶的提取而產生的真實感 (Zhu, 2012)。不論是傳
說或童話，引鼠人的文本確實都是哈美恩專屬的文化傳統「來自於一種稱為口耳
相傳的久遠傳統之中，一種傳承於世代間的故事方式。」 (Iba & Johnson, 2006, p. 11)
在時代演變中，哈美恩引鼠人文本也因整體社會情境與個體互動下成形，而真實
性也隨之形變。
4.1.2 哈美恩傳說起源
哈美恩引鼠人傳說擁有數種版本，直到格林兄弟的「德意志傳說」才使之定
調為童話版本。根據文件資料和官方檔案顯示，哈美恩小鎮於 1284 年 130 位孩童
失蹤案件屬實，一如哈美恩於 1384 年出現最早的短短文字記錄，「我們的孩子離
開已有一百年之久。」(Harty, 1994)。
一直以來有學者陸續驗證那些孩童失蹤的傳說並且產生不同論調。早期某些
學者臆測是自然傷亡如瘟疫造成孩童人數遽減，而傳說中將小孩誘拐走的形象就
是死神。但系譜學者 Eastman (1998) 宣稱該形象是拓荒者招募人(Lokator)。他輔
引語言學者 Jürgen Udolph 的研究作為佐證之一，Jürgen Udolph 曾經發覺哈美恩當
地人姓氏與 Transylvania (波蘭北部) 當地人的姓氏有極高相似度。此外，Eastman
更發現在波蘭國家電話冊可以尋得如 Hamel、Hamler 和 Hamelnikow 與哈美恩地名
(Hameln)契合的姓氏。學者引據這兩個區域鄰近的古代地理名稱與哈美恩傳說交叉
比對證明，這起失蹤內幕其實就是哈美恩年輕人去東部拓荒移居的事實。而該版
本定論被廣泛認可，目前哈美恩官方觀光手冊也採信這個拓荒理論。有趣的是，
觀光手冊更補述當時哈美恩市民經常被稱為「城市的孩子」
，因此才有「我們的『孩
子』離開」的文字紀錄 (Rattenfängerstadt, 2011, p. 5)。
後來 1376 年歐洲鼠災猖獗，引鼠人專職順勢而生。不過當時引鼠人善用某
種草藥麻醉劑誘捕老鼠，在地民眾擔心他們會惡意針對孩童使用麻醉劑，因此對
引鼠人產生戒心。而這類引鼠人具體形象及老鼠的出現原本以德國南方、瑞士週
52

邊為主，並非來自哈美恩，但以磨坊為主的哈美恩後來也患鼠災，此老鼠版本的
傳說因而流傳至此。在 1559 年和 1565 年之間 Froben Christoph von Zimmern 的版
本才記錄哈美恩老鼠的出現，同一時期作家 Richard Rowland Verstegan 結合老鼠
和哈美恩孩童失蹤事件，交織成哈美恩引鼠人的故事，Verstegan 更創造 Pide[sic]
Piper 一詞成為引鼠人的專稱。
「當時 130 位孩童(哈美恩市民)的移民是事實，鼠災肆虐和引鼠人滅鼠
的方法也都是現實，但兩個歷史事件在故事流傳的過程中結合在一起。」
(Rattenfängerstadt, 2011, p. 5)
4.1.3 地方傳說成為世界童話
哈美恩位於哈美恩河與威悉河交匯處，1452 年該城因地利之便加入漢薩同盟，
工商業得到全面發展，促成城市經濟富足。16、17 世紀，繁榮的經濟使哈美恩富
商在當地建設富麗堂皇的樓房以彰顯自身的富有。哈美恩目前珍貴的文物遺產皆
來自此時期，譬如建於 1589 年的萊斯特樓、1607 年為市長登姆特建造的樓房以及
建於 1602 年知名的引鼠人樓房，因為樓房側面雕刻著當時引鼠人把孩童帶走的銘
刻故得此名稱。1572 年時哈美恩市長甚至把引鼠人故事銘刻在教堂窗上，不過題
附的文字已經無法辨識了 (Iba & Johnson, 2006)。從上述兩件史實，可以窺得哈美
恩當地人也逐漸認同此引鼠人誘拐孩童的版本作為當地傳說，並且透過城市景觀
符號化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與時代精神 (陳李波，2009)。
十八、十九世紀，後續德國作家陸續對引鼠人傳說作少數細節更動，例如 1803
年德國大文豪歌德也曾根據哈美恩引鼠人傳說，寫成詩詞改編成歌曲。由此可見，
當時該傳說已是知名題材。受到十九世紀日耳曼浪漫民族運動 (狂飆運動) 的影響，
民俗傳說 (The Volksgeist) 被視為凝聚國家統一的重要元素。德國狂飆運動先驅者
赫爾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 曾說「讓他們陳述所有好與壞，
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學、我們的語言：他們是我們的，他們就是我們 (引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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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enetsky ,1992 , p.56)。」格林兄弟當時也受到赫爾德激勵，從 1806 年開始走訪
德國鄉鎮蒐集民俗資料、編纂為德意志傳說。知名的哈美恩引鼠人傳說也不例外，
頓時升等為德意志民族的凝聚工具。在當時十九世紀愛國情操下，哈美恩傳說流
傳整個日耳曼民族。
彷彿感染大時代的民族主義騷動，哈美恩當地也大力支持、慶祝該傳說。自
1884 年哈美恩開始舉辦引鼠人 600 周年慶祝，後期更有引鼠人角色扮演和正式戲
劇。例如 1930 年教師 Magda Fischer 帶領五位學生在哈美恩教堂廣場表演，倡導
當地社群共襄盛舉一同慶祝該傳說，有助凝聚當地認同意識。這時候哈美恩的文
化傳統仍然屬於前現代、當地和非市售目的的狀態，符合 MacCannell 所述的客觀
真實性 (Cohen, 1988)。不過此階段性文化儀式，後來因為 1939 至 1945 年間二次
世界大戰爆發而停止，直到十年後的 1955 年才又恢復引鼠人戲劇表演。
哈美恩與引鼠人的文本在歷史變遷中，通過世代口述、作家文筆和集體記憶的
展演落實了不同意涵的真實性。不同於招募者吸引哈美恩市民移居東部、引鼠人
滅鼠的事實，充滿魔幻的哈美恩引鼠人故事早已在數世紀以前，因為眾人互動和
展演下逐漸成就了真實性，而與那些時代呼應的文化實體與儀式 (文體作品、建築、
當地人慶祝) 也成為哈美恩城市的客觀真實，官方規劃者順勢萃取這些引鼠人傳說
紀錄作為客觀真實性 (圖 4-1)。「這些老房子是真的很古老..在這裡屹立數百
年……都是真實的。當你看迪士尼卡通或者聽一部歌劇，那只是一種藝術。但在
這裡，我們確實在這真實的區域中生活。」 (Boyer) 哈美恩觀光網站展示包含歌
德、英國詩人羅伯特·勃朗寧等歷代作家以引鼠人傳說為題的作品。Boyer 更進一
步表示哈美恩引鼠人博物館2中陳列了引鼠人傳說演進各種紀錄，甚至包括現存最
古老 1430 年官方文字紀錄。
2可惜當時博物館閉館整修直至

2012 年 3 月才重新開幕，筆者無法就地參訪或採集資料。不過筆者

購買了博物館出版品《哈美恩引鼠人》( 原文:《Der Rättenfanger von Hameln》 )，書中對引鼠人傳
說歷經不同年代的文化展演變遷和內部社會反應有諸多著墨，足以作為有效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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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哈美恩引鼠人傳說演變過程
哈美恩引鼠人傳說在數世紀中演變，因眾人互動和社會展演下逐漸成就了真實
性。
4.2

由官方觀光規劃者角度審視

4.2.1 可適性再使用
「所以不只是引鼠人傳說還有這個城市，我們試圖一腳站穩歷史、一腳邁向未
來，而這真的也很難。」
(Boyer)
西元 1237 年就出現城市雛形的哈美恩，在同世紀後期更因為市民成功地從領
主手中爭取到特許狀而升格獨立城市。在後續三世紀，原本以磨坊為主的哈美恩
又因為地理位置優勢達到發展高峰。首先，城牆堅固的哈美恩成為 Gulph 王國的
西方防禦大門，獲得「北方的直布羅陀」(Gibraltar of North) 美稱。其次，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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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452 到 1572 年加入德國北部城市商業暨政治聯盟「漢撒同盟」，貿易興盛。
基於充足的安全保障與商業利益兩項優勢，哈美恩 16 世紀及 17 世紀前期的繁
榮富裕造就了一顆富含威溪河文藝復興風格的明珠城市。富有的商人們紛紛在城
內建立起富麗堂皇的樓房。這些林立的樓房部分是在繼有的中世紀半械形木屋上
點綴新時代風格；部分區域又完全是新建的石面樓房，以威溪河文藝復興風格為
主。例如 Baustrasse 及 Kleinestrasse 的木造建築就是因為祝融之禍，而在 16、17
世紀改建為石面建築。有趣的是，如 4.1 節所述，哈美恩市民同時期更把引鼠人傳
說文本融入新時代風格之中，城市景觀符號化所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與時代精神。
此種傳統與精神也是真實性。簡言之，真實性的實質與指標不再侷限於建築原
始結構，還有和建築結構相聯繫的非物質價值，一種兼具遺產和場址的真實精神
(McKercher & du Cros, 2010)。一如學者 Walter Benjamin 指出，每項文化遺產與場
址的痕跡 (Trace) 和氛圍 (Aura) 皆傳遞精神性訊息。痕跡代表建物歷史，是歲月
痕跡與時間烙印。氛圍代表不只是歷史遺產的原來氛圍、更呈現當前氛圍。繼而
以時代精神 ( Zeitgeist) 的樣貌表徵遺產整體精神性，反應出特殊時期或重要時代
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及風格 (引述自 Petzet, 2004, p. 29 )。
值得慶幸的是，時至今日的哈美恩，舊城區石面樓房依然密集，而且多數只有
細微的改變 (Mende & Boyer, 2009)。從 17 到 20 世紀的時代紛擾，甚至兩次世界
大戰對這座德國小城建築並沒有造成太大損失。不過，反觀哈美恩城牆就沒這麼
幸運。在 1618 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爆發之際，哈美恩頓時面臨貿易萎縮與城市淪陷
的雙重危機。雖然 Gulph 公爵成功擊退敵軍，且在戰後積極擴充哈美恩城牆和堡
壘，但是後續不斷的區域性戰爭仍然扼殺哈美恩城市發展。當 1808 年拿破崙法國
大軍攻下哈美恩城市，拿破崙更下令拆除哈美恩所有城牆以降低該城的軍事防備，
使之僅遺留兩座看守塔和片段牆面廢墟。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城牆的拆除卻為現
代的哈美恩帶來更多發揮空間。二戰後的景氣復甦結合哈美恩地理位置優勢，再
度促成商機、人潮甚至車潮的湧入。然而缺乏節制的湧入與開發，使沒有城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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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哈美恩舊城文化遺產陷入另一場危機。
二戰之後，許多歐洲城市規劃者試圖振興經濟與重建市中心，他們多數運用經
濟及交通掛帥的思維去經營城市。在德國，城市規劃者首開行人徒步區的先例以
作為城市復興的重要策略之一，從 1966 年約 60 個徒步區，到 1980 年中期竟快速
增長至 800 個 (鄭幸真、施植明，2002)。據學者針對德國徒步區研究分析，1960
年代後期德國以加強市中心吸引力和經濟競爭力為首要目的，響應市中心購物環
境營造策略。但在此期間，官方規劃者卻過度倚賴經濟計畫和交通部門意見，漠
視市民權益，造成後續市區地價上漲、住家外移、住商混合區域淪落為商業區等
一連串問題致使市民抗議不斷。直到 1975 年的都市保存和環保意識興起才開啟城
市規劃的新面向，而文化遺產保存的概念也逐漸融入行人徒步區的設置藍圖。
聚焦德國哈美恩，當地官方規劃者從 1967 年起也陸續振興市中心面貌，企圖
建立更多商業性、現代化的新建築來取代老舊樓房。因此當時官方快速夷平
Stubenstrasse 整條街區樓房，改建為大型購物中心，鄰近的 Kleinestrasse 也被列入
下波拆建名單，將被改建為停車場大樓。然而在此同時，哈美恩地方老牌媒體
DEWEZET 結合市民力量積極投入這場歷史遺跡維護的抗議活動 (DEWEZET,
2000)，力挽狂瀾地改變官方一昧「拆除」、「改建」的立場。最後所幸官方規劃者
逐步認同市民的權利，於 1976 年指派在地建築師 Herrmann Pracht 進行 Kleinestrasse
街區老建築的維護任務。哈美恩出版品《Hameln ABC》在當地歷史遺產介紹文本
中，總結出是這場 Kleinestrasse 革命為哈美恩舊城區帶來了新方針「哈美恩城市復
興的政策不再是破壞和更換，如何修復和保護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Mende &
Boyer, 2009, p. 32)。「從七十年代中期起，聯邦政府、資產擁有人、文化組織及市
民各方達成歷史資產維護的基本共識，強調保存歷史城市景觀、復興市中心文化
和經濟價值並且改善居民住宿條件三個目標。自此，哈美恩公部門和私部門之間
的合作投入約兩億五千萬歐元資金…進行約二十五年的維護活動。」(哈美恩官方
網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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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以往純粹由市場利益趨動的爭議性官方政策，哈美恩文化遺產維護的真實
性議題一方面逐漸融入多方相關團體協商，從哈美恩 2007-2017 官方決策白皮書可
看出「市民及相關利益團體的參與，使哈美恩參與型文化得以建立與持續，特別
反應在 Weserpromenade、Werder、公園空間、徒步區等建議措施層面之上，並且
形成一種方針。主要方法包含通過公開的信息會議，讓市民和專題規劃者、監測
委員會交流經驗。…而這種協議式及參與型的討論文化將在進一步規劃議程中延
續。」 (Hameln, 2007, p. 10)
另一方面，更與時代協商。古蹟整修要接受過去改變的事實，而不是恢復到最
原始的創建風貌，反之應該兼容多元時期的風格 (傅朝卿，2008，頁 5)，當中可辨
識性也是真實性的基本原則。從兩項標的建築中可以發現在文化遺產的修復，哈
美恩採用與過去協商的策略。曾經受二戰砲火波及的聖尼可拉斯教堂尖塔經過
1959 年陸續修護後，仍保留原有的十字形架構、哥德式風格的教堂設計。而修補
處則運用不同顏色的石塊新添物去標誌新舊不同的年代，讓觀者仍然可以分辨當
中牆面小型、不規則的中世紀石造技法。其次漁人磨坊建築 (Pfortmuhle) 是 19 世
紀工業時代風格的高聳建築，具備水力發電的磨坊功能。在 1912 年竣工啟動，運
作了 70 年頭直到 1985 年。其間 1967 年也面臨拆除改建現代化大樓的危機，所幸
當地人努力使建案延緩到 1987 年，最後保持磨坊原型活化為當代城市圖書館。讓
15、17 和 19 世紀歷史建築並存哈美恩舊城區。
在文化遺產的活化方面，哈美恩採用與未來協商的策略。參照多元協商，使最
經典的樓房受到高規格的維護；而相對普通的老房舍能夠合理活化，超脫單純維
護的意義，進一步為社會交際功能、經濟發展所用。哈美恩突破高標準維護窠臼，
進行遺產正面牌坊的修葺、有限度開闢大片展示窗面、內部空間可適性再利用作
為當地人生活和工作空間，例如 DEWEZE 1987-88 年遷入 Post gebaude 作為辦公
大樓、城牆遺跡及看守塔改建成當地坡璃藝術中心、17 世紀的監獄活化為四星級
旅館等等。當中最知名案例是 Kurie Jerusalem，該維護計畫在 1970 年代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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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a Nostra」3獎項。這棟興建於 1500 年哥德式半械型木屋建築原屬 Fargel 家
族穀倉。在 20 世紀曾荒廢多年，直到後來歷史遺跡維護活動才使之修復與活化為
孩童育樂中心 (哈美恩市府檔案網站，2012)。這座建築的整體原始木造結構完全
被保留，僅有額外以磚塊和在側翼補增空間活化為兒童與青少年的娛樂教育中
心。
學者 Alberts 與 Brinda (2005) 認可哈美恩在城市與交通計畫的大框架下，折衷
文化資產維護與城市經濟發展的策略。在 25 年計劃期間，哈美恩陸續完成網絡式
徒步區設置，除了加強市中心吸引力和經濟競爭力，在當地社群的參與下，藍圖
開始強調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地方真實的維持。可見在 1970 年中期，哈美恩規劃藍
圖也開始逐漸條列以人為主、保存城市原有紋理和徒步區內混合土地使用分區的
使命 (鄭幸真、施植明，2002)。 「現在的歷史城市中心免於汽車交通破壞，成為
一個各機能完善 (self-contained) 的區域，也是歷史建築和文化樂趣的綠洲地。」
(哈美恩官方網站，2013)。這也是為何官方觀光規劃者 Boyer 先生能夠強調哈美恩
歷史建築的真實以及哈美恩市民依舊在居住的事實。這座歷史城市交融原有氛圍
和當前氛圍，在某種程度上，延續哈美恩威悉河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形成所謂
真實的場域精神 (Landry, 2008)，深受當地社群和遊客的認可。「這些老房子、建
築和文化，(哈美恩) 他們仍然保持這些的生動化……而我們沿著威悉河散步，看
到磨坊石頭舊址都是好久以前的東西，很吸引我們。…他們有很多古老遺跡像房
子、磨坊都和歷史相嵌。」(A1)
由此可見，一群性質相似的歷史建築群可以凝聚最大的真實性氛圍 (Ivanovic,
2008)。不過，某些觀光客千里迢迢造訪哈美恩不完全想凝視實際景象 (Bruner,
1991)。換言之，他們並非想看到 「真實的老鼠」 抑或「具備客觀真實的旅遊客

3

Europa Nostra（拉丁語:我們的歐洲）係泛歐洲文化遺產維護組織，象徵快速長成的護遺公民運動。該組織是歐洲聯

盟、國際教科文組織等 NGO 合作夥伴。主要目標是提升公眾意識理解文化遺產價值，使之在公共政策中有優先考量。具體
目標是促進歐洲層面城鄉規劃、建築、文物保護等領域的高標準質量，倡導城市與鄉村，建築和自然環境平衡和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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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一如台灣遊客 (T1) 表示「如果是上面有一些捕鼠人的 logo 或 mark 會覺得
比較有趣，不然其它就是只有單純是建築，我們又不是研究建築的。」相反地，
遊客可能早已根據既有印象與期待，遠道而來只想浪漫凝視哈美恩童話。日本家
庭觀光客 (J3) 說道「這個故事在日本很有名，她 (太太) 念過這個故事所以想來
哈美恩看看。」另一位中國遊客 (C3) 更直接點明「還是想來哈美恩。若只是 (格
林兄弟) 生平介紹、如何寫出這些故事，這些資料網路上都可以看到，因為旅行的
話也是有旅行成本的。」這也意謂官方觀光規劃者也必須斟酌觀光客主體的信念、
期待、既有印象 (Bruner, 1991; Silver, 1993; Wang, 1999)，適當轉化觀光潛力客體
為文化觀光商品，但是當中真實性元素的提煉還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是影響觀
光客動機和體驗的重點之一。
4.2.2 文化商品化
「引鼠人的故事始終是一個謎。但今日引鼠人把遊客吸引到這裡來，不是為
了把他們帶到山上。相反地，他的魔笛將帶領遊客遊遍哈美恩城市大街小巷，
體驗那雙重魅力。」
(Mende & Boyer, 2009, p. 6)
遊客想體驗的氛圍不完全和有形遺產相關，也不單是從遺產或場景醞釀的
真實性精神，那更是一種連結現實和想像的浪漫凝視 (Fawcett & Cormack, 2001)。
哈美恩運用引鼠人連同老鼠角色作為歷史連結鍊 (Kelley, 2009)，拉近遊客想像
和現實、過去和現代的距離。德國觀光客 (G3) 說到「我認為運用童話來行銷城
市很好，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它，所以你可以重溫你的童年。」
為了營造童話城鎮意象，哈美恩充分運用引鼠人故事圍繞市中心徒步區，
以輕鬆有趣的呈現方式並提供多種活動給遊客體驗，例如引鼠人導覽、教堂的
引鼠人機械鐘表演 (一日三次)、教堂廣場前免費的引鼠人傳統劇與音樂劇 (每
周一次) 及小老鼠路線等等。此外官方觀光規劃者在重要交通結點如火車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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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牌擺設生動活潑的引鼠人或老鼠的街頭家具 (圖 4-2) 或是紀錄引鼠人傳
說前代或當代的藝術擺飾，具現觀光符號讓觀光客盡情蒐集，滿足他們的浪漫
凝視 (Urry, 2007)。「你跟著小老鼠形象 (路線) 可以到達其它景點如婚禮之家，
比中國更生動。把歷史文化這些東西變得很活潑很形象。城裡消防局還有商
店……門口有老鼠頭像…消防局是老鼠穿著消防衣，然後商店是老鼠裝在購物
袋裡面，我覺得很形象。」(C4 )

圖 4-2 哈美恩街頭家具 (攝自筆者)

由此可見，官方觀光規劃者不把真實性界定為事實或不可重造 (Fawcett &
Cormack, 2001)，反而可能因應個人信念、官方委任和企業利益等因素構築出不同
類型真實性的詮釋。而筆者發現，哈美恩觀光規劃者在城市單位下的文學觀光場
域，也根據這些因素進行不同層次的詮釋手法和真實性證實方式。哈美恩官方觀
光組織 2008 年新聞稿宣傳著「當你抵達哈美恩，引鼠人的音樂與詩歌將迎接你的
到來。更妙的是，引鼠人將為你導覽城市：你會聽到哈美恩傳說和故事，及見識
與引鼠人傳說相關的歷史建物還有威悉河文藝復興風格的老樓房。」
在第一層次中，規劃者展現城市客觀真實和文學觀光意象的融合，強調一種
城市與市民使傳說活化的信念。一如哈美恩與引鼠人故事已經因為世代展演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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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景觀符號化而畫上等號。在行銷觀光之際，規劃者特意在官方觀光手冊第二頁
印製 1592 年最早描繪引鼠人故事的版畫 (圖 4-3) 和 1812 年格林兄弟德意志傳說
文本「1284 年，一個陌生人來到哈美恩……」證實哈美恩作為童話起源地的原初
性、不可複製的事實。此外，規劃者更推出參觀引鼠人大樓與其一旁「禁止樂舞
小徑」等城市景觀符號策略「見識與引鼠人傳說相關的歷史建物」來加強客體真
實和文學意象的融合 (圖 4-4)。在現今的「禁止樂舞小徑」
，哈美恩市民仍然遵守
傳統禁忌，即使引鼠人導覽也不可破例在此演奏音樂或跳舞。其實當哈美恩被詮
釋為引鼠人的故鄉，哈美恩與其市民的存在就是規劃者認知的客觀真實性。在官
方觀光宣傳片中陳述著「哈美恩是童話大陸中的小鎮，而小鎮中的建築被世世代
代所見證…它是一座歷史城市，一個生動家園…在哈美恩，這古老傳說生生不息，
任何聽說過這傳說的人也將永遠記住她。」規劃者交織哈美恩、市民、引鼠人傳
說的城市信念彰顯出無法複製且獨特的真實感，並且主動地排除商業化和虛構的
元素 (Fawcett & Cormack, 2001)

圖 4-3 哈美恩官方觀光手冊內頁(攝自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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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引鼠人大樓與禁止樂舞小徑 (攝自《哈美恩引鼠人》一書)

第二層次是主打與國際接軌的童話定位，宣揚國家及城市觀光。自 1975 年加
入童話大道行銷組織起，哈美恩就配合組織整合行銷海外。由於 70 年代，德國旅
遊市場仍然以南部與萊茵河區域為主。因此，德國旅遊局全力支持童話大道路線
的新開發。一方面企圖行銷黑森州、威悉河流域鮮為人知的風情城鎮；一方面開
發南北縱向的差異化觀光路線以吸引遊客體驗德國童話之美。在國際層面，童話
大道行銷組織的觀光地圖設計，簡化引鼠人、老鼠和威悉河作為哈美恩的觀光符
號，中文版觀光手冊甚至出現「聽魔笛遊老鼠城」標語，一種精簡、魔幻的童話
意象油然而生，和國際遊客所熟悉的「格林童話」認知框架契合。不過該組織只
負責行銷任務，實際觀光場域的建構仍掌握在個別城市。而哈美恩 1997 年成立觀
光規劃中心、建構許多引鼠人觀光符號等跡象也顯示其城市行銷的積極。哈美恩
遊客中心播映四國語言觀光宣傳影片，其片頭及片尾都巧妙運用故事手法傳遞童
話意象。此外，還提供多種活動例如引鼠人傳統戲劇和音樂劇 RATS 迎接遊客、
打扮成引鼠人樣貌的導覽將帶領遊客欣賞城市傳說和故事、老鼠櫥窗家具，刺激
遊客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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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次是強化引鼠人及老鼠主題提升觀光經濟效益。威悉河文藝復興風景
與引鼠人傳說促使觀光成為哈美恩一大經濟來源。雖然根據市府統計，該市經濟
以中小型產業為主，結構相對多元平衡。當中首要的 BHW building society 擁有超
過兩千位員工，居次的是擁有超過一千位員工的地方醫院。不過觀光產業也不遑
多讓，約有 1300 位人員從事直接與非直接的觀光相關工作，每年服務三百八十萬
觀光客人次。所以引鼠人主題化的周邊商品對於當地產業，甚至是觀光客的需求
都有其必要。在此，主題化分成旅遊客體和旅遊體驗兩種方式。其一，哈美恩遊
客中心緊扣主題，帶頭開發多種老鼠玩偶、雨傘、咖啡和瓷杯等紀念品，舊城內
民間紀念品店也販賣著類似紀念品，或和玻璃業者合作販售老鼠玻璃製品。其二，
有趣的是舊建築活化後也呼應主題化體驗，如引鼠人大樓改建為餐廳提供「老鼠
尾巴」特餐、玻璃工坊指導遊客吹做出專屬的玻璃小老鼠、當地麵包工坊作出老
鼠手工麵包等。除了讓遊客在眾多紀念品中選擇自身喜愛、具現當地文化的觀光
符號，也希望運用創意加強遊客凝視以外的五感體驗，激發他們的想像真實。中
國遊客 (C6) 即表示從街上的紀念品讓她能感受到哈美恩是故事發源地。
不只是官方規劃者努力構築出不同類型真實性，哈美恩引鼠人童話定位其實
也仰賴眾多觀光供給者例如餐飲業、旅館業、娛樂與交通基礎設施以及當地社群
支持與共構。從哈美恩標誌能一窺當地的認同感，傳統標誌 (圖 4-5) 將哈美恩描
繪成一座磨坊城市，鑲嵌著哈美恩統治者的家族旗幟。在 1997 年以後，哈美恩則
開始援用引鼠人與老鼠為圖樣 (圖 4-6)，統一使用在城市傳單、信箋和貿易展覽
等確保視覺認同的統一 (Spieß, 2008, p. 23)。基本上，文化商品化就是當地文化價
值觀一連串抵制和接受的過程 (Halewood & Hannam, 2001)。同樣以提升觀光經濟
和城市發展為訴求的當地社群會願意接受，文化商品化過程之中真實性某種程度
的形變。不過，社區的參與和文化價值傳承仍舊是他們的底線與挑戰。因此，當
地社群的真實性維護和官方規劃者的真實性建構還是一道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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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哈美恩傳統標誌 (攝自筆者)

圖 4-6 哈美恩新標誌 (取自哈美恩
官方觀光網站)

就此，哈美恩的策略是觀光和文化部門合作，哈美恩觀光規劃者、文化資產管
理者與當地出版業 CW Niemeyer 合作出版哈美恩系列叢書，一方面使用文化標準
化降低遊客陌生感，同時確保遺產第一手訊息的真實性。遊客在旅遊中心、紀念
品店或書局能輕易購得各種深度書籍類型，皆由當地出版業 CW Niemeyer 把關品
質。另一方面，一如威悉河文藝復興建築群的可適性使用不完全作為觀光所用，
有些依舊維持當地人住家和生活空間。哈美恩官方規劃者也策劃免費觀光手冊附
地圖、小老鼠路線、門牌解說和引鼠人導覽來減少遊客潛在破壞行為及分散遊客
承載量。當然這也需要文化商品化設計使資產與故事、建築與文化可以融合，因
為遊客渡假時，就是想擺脫日常社會規範從娛樂中學習。三組中國遊客 (C6、C3、
C4) 特別讚賞小老鼠路線設計生動活化，
「我是跟著地磚走了好久…」(C6) 特免費
地圖也有助於優化旅遊時間和降低陌生感，甚至「一部分介紹建築特徵尤其分析
一下。…多數時候我們可能會被建築奇特的外型或鮮艷色彩所吸引，但不是很明
白為什麼會是這樣，或者它是屬於哪個流派特點，反正列出來很能夠幫助我們去
理解。」(C3) 「地上老鼠路線可以到達每個景點，縮短你找景點的時間…設備設
計是跟整個文化歷史有融合的，對，就融合再一起了。不像中國完全隔離，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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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景點，現代化設施是現代化設施。」(C4) 以童話氛圍和歷史遺產交織而成的完
整區域景觀具現引鼠人傳說和老樓房的雙重魅力，使哈美恩成為深具觀光潛力的
歷史城市。
不過，在為觀光消費目的而操作的文化商品化過程，還是可能因為資訊標準
化產生了體驗淺碟化和真實性流失的兩種問題 (McKercher & du Cros, 2010)，致使
城市流失獨特與真實。根據這一點提問，引鼠人代言人同時身兼導覽一職的 Boyer
表示每次體驗是不一樣的「它不只是看一場電影或導覽那樣消費引鼠人而已。我
們還提供各式各樣活動整合遊客在哈美恩的體驗。首先是引鼠人導覽，他鼓舞大
家和他交談並扮演角色來支援這個旅程……他們必須玩遊戲，做些任務並學習如
何在旅程中扮演一隻老鼠。」
在筆者受邀跟隨 Boyer 先生的團體導覽之下，觀察到 Boyer 先生不同於訪談時
的正式穿著，化身為五彩衣裝的引鼠人。一出場時只聞笛聲卻不見其人，突然引
鼠人就從某個出口蹦出來打招呼，讓當時的團體觀光客一整個驚奇。在導覽過程，
引鼠人仍然一邁吹奏著笛聲，引領著彷彿化身為小老鼠的遊客走過大街小巷 (圖
4-7)。這群德國團體觀光之一 (G7) 「我認為真的很好，他是一位很好的導遊，穿
得五彩和那笛子......(若是) 穿著正常的導遊就不怎麼樣了。」的稱讚言論反應出他
在導覽體驗上得到滿足，同時他又表示哈美恩引鼠人故事很有趣，更重要的是「她
(哈美恩) 很古老而且故事背後有很大的歷史 (a big history behind the story)。」

圖 4-7 引鼠人導覽 (攝自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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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引鼠人引領著遊客穿越哈美恩大街小巷的導覽期間，Boyer 先生除
了解釋數間特殊的半械型屋、引鼠人相關銘刻紀錄以外，在故事陳述方面他更強
調當地社群歷代以來針對這個傳說所建構的文化展演儀式，
「第一次引鼠人來到哈
美恩教堂廣場是 727 年前的 6 月 24 日，帶走了 130 位孩童這部分的故事是真的，
老鼠那部份只是童話。而第二次也是真的，引鼠人又來到了哈美恩教堂廣場。就
在 1930 年，在這裡有一大圈老鼠和小孩圍著她跳舞，她的名字就是 Magda Fischer。」
(Boyer 導覽片段，video file，2011/06/25) 高度鑲嵌著當地特有文化意涵的觀光活
動、結合觀光主體者努力共構的觀光體驗，可以使遊客產生更直接的真實感知
(Richards, 2011; Timothy, 2011;王寧，2007)。
4.2.3

小結: 觀光真實化的定位

隨著時間演化與內外部因素交互影響，哈美恩的文化、傳統與真實性仍置身
於一動態過程。從第一、二節的分析，可以理解真實化不單是官方單一的冷式真
實化，尚需要其他觀光主體者互動才能激化深層的真實性 (Cohen & Cohen, 2012)。
此外，官方規劃者也因應不同考量凸顯不同真實性類型 (Fawcett & Cormack, 2001)。
由此可知，觀光規劃通常仍由官方觀光規劃者啟始 (Nuryanti, 1996)，而觀光真實
化也是，一種傾向由上到下的冷式真實化。但是關鍵是在執行過程中，規劃者必
須審視觀光真實化的定位是否能讓當地人接受、觀光客欣賞 (圖 4-8)，如此才能
引起熱式真實化的反饋，落實當地真實。一如歷史城市的樓房，該走向現代化還
是維持原貌? 歷史城市的商品化，該定調歷史名城、引鼠人故鄉或是鼠城? 哈美恩
過去三十年來的定位逐漸融入當地社群的聲音，活化老樓房、保留居民的生活空
間、呈現歷史城市底蘊。在觀光宣傳片中，雖然引鼠人是官方和市民所協議的觀
光主題，但哈美恩也被定位成「一座歷史城市，一個生動家園」的真實，排除商
業化和虛構元素，更排除「觀光成為遺產維護的唯一原因」概念為居民認同 (Orbasli,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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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討論的是，童話大道北部區域 (下薩克遜州) 同時又重疊著「威溪河文藝
復興」
、 「半械形屋」主題路線以供遊客嶄新觀光視野。學者 Hemme (2005)就此
提出兩個質疑，一是德國繁雜的觀光大道與其跨區域官方規劃者的外來干涉，反
而弱化地方觀光經濟。以鐵鬍子醫生傳說知名的漢明登 (Hann Munden) 為例，觀
光規劃者曾經嘗試承應上級 (州級單位) 指示以「文藝復興」標語行銷，結果卻造
成文學觀光客大量流失，當地觀光供應者後續也表示無法投入額外精力行銷文藝
復興主題。二是蔓延 600 公里長的童話大道如何避免淪落系列複製的庸俗大道 ?
這 65 座性質類似的大小城鎮又該如何凸顯自身獨特性?
直觀哈美恩位居「童話大道」北部，與「半械型木屋大道」和「威悉河文藝
復興大道」主題重疊。而它在有限資源中結集當地社群，全力定位引鼠人故事作
為觀光核心商品與真實化重點，那麼參訪的遊客類群又是如何看待哈美恩觀光供
給的真實性與獨特性?

圖 4-8 觀光真實化的定位
觀光規劃通常仍由官方規劃者起始，但真實化不單是官方獨斷的冷式真實化，
尚需要其他觀光主體者互動才能激化深層真實性，因此必須審視觀光真實化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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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否能讓當地人接受、觀光客欣賞。
由遊客角度審視

4.3

4.3.1 客體真實性
學者 Squire (1994)曾提及文學觀光其實是一種文化形式循環 (circuit of cultural
forms)，先由供給面編碼、再由不同遊客群體解碼、協議真實性及更多文化和社會
價值解讀。從上節分析可知，哈美恩觀光規劃者提供三類與引鼠人主題緊扣的真
實性，當中歷史建築、傳統戲劇、觀光活動及周邊商品都成為遊客凝視及互動之
對象。而針對德國和亞洲遊客類別分析，筆者發現第一，相較於台灣、日本遊客 (9
組)皆因童話緣故造訪哈美恩，德國遊客的動機反顯多元。6 組傾向歷史與建築、
11 組為引鼠人童話、1 組探訪親人、4 組德國遊客提及威悉河單車行，而且部分遊
客動機屬於混合型，既想看建築又想看童話符號。第二，德國觀光客多以歷史概
念形容哈美恩，同時提起 Fachwerk、Weser Renaissance 等關鍵字形容哈美恩，從
中也有更多文化解讀。而亞洲遊客較少談及歷史 (history)，反而多以故事 (story)
形容哈美恩。
德國遊客
「當他們 (遊客) 看到這些房子，將會說從沒看過這麼老的房子，他們會讚嘆
它的真實。」(Boyer) 之於官方萃取的客觀真實，多數遊客都表示該城市及建築很
古老，認為威悉河文藝復興風格的半械型木屋建築很典型，在哈美恩更是密集地
呈現出真實性氛圍「我很喜歡城市氛圍，不是因為引鼠人故事，而是因為這城市
古老面貌。」(G13)「哈美恩很古老又有很多老房子還有故事，他們(當地人)現今
還住在裡面。」(G3) 基本上，遊客對城市氛圍和遺產真實性維護秉持正面評價。
無論是否為故事而來，德國遊客其實都非常清楚引鼠人傳說，明白它屬於哈
美恩。
「我沒有看戲劇，但我知道這個故事。因為在德國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這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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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父母告訴我這個故事，我又告訴我的孩子， 這是一種傳統。」 (G22)
Allensbach (2003)調查顯示民間童話 (folktale) 牢牢鑲嵌在德國人心中，83%德國
人認為孩童依舊需要童話。而童話作為一種真實旅程和景觀體驗的文化來源，讓
德國人可以更容易感受 (Hemme, 2005)，並且產生 Squire 所謂的更多文化及社會
價值解讀。當筆者問及童話真實性，德國遊客都說童話部分是真、部分是假，雖
然不清楚哪部份是真實卻不影響他們的童話情感體驗。這種情感使引鼠人傳說融
入哈美恩歷史、也融入德國歷史文化體系之中，世代口述傳統在集體記憶中發酵，
累積更多文化和歷史價值的解讀，不只是對哈美恩遺產建築懷舊、童年懷舊，更
展現出一種國家或文化認同驕傲。
「它是世界知名，其它國家都知道這個故事…我
來看看德國這區域中傳統的東西、歷史 (筆者接問:歷史還是童話?) 童話不也是歷
史的一部分嗎? 主要也可以遊覽城市看這些美好建築如何敘述歷史，德國的一部
分。但用童話是更實際更有趣，尤其像你 (指筆者) 的遊客會有一個進入點
(starting point)。」(G14)
童話或許並非真實存在，但格林童話無疑是德國民族特色。在德國人心中，
哈美恩傳說已是歷史一部分。
「哈美恩文化事物、特殊氛圍和特殊故事就像柏林圍
牆故事那樣。它是很老的故事，而且全世界的孩子都知道這個故事。」(G7) 逢十
九世紀浪漫國族主義盛行，德國代表作家赫爾德發起文學狂飆運動，期待可以重
組德國文化凝聚與自覺。他主張國族主義是文化而非政治現象，驅動人們追尋文
化根源。追隨赫爾德的理念，格林兄弟也投入運動挖掘「真實」的地方文化及方
言價值 (Kamenetsky, 1992, p. 65)。簡言之，不論是地方傳說、童話編輯歷程、格
林童話出版與閱讀、後續人民慶祝傳說的反饋，童話其實一直與德國文化、歷史
有交集。這也說明為何哈美恩持續有當地慶祝活動，及官方規劃者強調當地人參
與的歷史是一種不同於好萊塢或迪士尼版本的真實性。筆者認為對德國遊客而言，
這種持續與歷史交集的童話也因為外部環境，傳統記憶提取的儀式化過程而落實
了一種真實 (Zh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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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遊客
反觀雖然為了童話而來，但亞洲遊客缺乏像德國遊客的文化背景體系。他
們的理解框架通常來自於各國導覽書介紹。如台灣遊客 (T2) 會參訪哈美恩是因為
旅遊書介紹很吸引人，而且曾看過故事有印象。五組日本遊客特別表示引鼠人故
事在日本很有名，他們都因為導覽書和聽過故事而來。援以當時各組遊客所持日
本最知名的旅遊書《地球的步行》為證。關於哈美恩介紹主要分三頁，首頁標題
標示「哈美恩小孩到底消失去哪了?」繼以引鼠人故事為主要內容，穿插當地戲劇
表演、老鼠麵包、老鼠路線的圖像。第二頁簡介當地建築，卻依然使用「捕鼠男」
字眼連結相關遺產如引鼠人之家、禁樂舞小徑、結婚之家大鐘和引鼠人博物館，
對於歷史建築風格著墨卻很少。因此亞洲遊客受到自體社會建構的影響，會根據
既有印象尋找第二層次的引鼠人符號，一種精簡、魔幻童話意象，一種熟悉的「世
界格林童話」認知框架。
「從旅遊書來看，(哈美恩) 觀光結合度蠻高。旅遊書會介紹地上老鼠圖案，跟
著走可以看到故事裡面所有的景點。…因為周日商店都沒開，所以沒有特別感受，
只看到建築而已，不然我覺得會有更多可以看。因為感覺商店櫥窗有引鼠人，有
些特殊東西和故事相關的商品。」(T2) 無疑地這群觀光客想凝視是與故事相關的
符號，關注的是一種建構真實和存在真實，而非建築的客觀真實。他們幾乎都是
抵達後，才感受半械型木屋特殊性。雖說建築具備欣賞價值，但還是輔助他們想
像故事的客體「因為本身的建築物即給你一種本身是童話故事的感覺，沒必要用
嚴謹眼光看是不是發源地。不過覺得他本身有這樣的傳說，這裡又有歷史感就很
不錯。」(T2)
上述分析以日本和台灣為主，因為筆者發現中國遊客多數為交換學生、訪問
學者和移民至德國工作，多因德國友人介紹而來，不像日本或台灣觀光客透過導
覽書特地選擇哈美恩旅行。筆者猜測由於政治和經濟因素，中國近年海外旅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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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風行。目前中國遊客團體傾向遊覽大城市，少數中國遊客因為相對熟悉德國
或本身興趣才有動機品味小鎮風情，進而認識德國文化。如中國觀光客 (C5) 說明
「中國人喜歡到大城市 Shopping 啦...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日本
人以前老早就出團了，大城市柏林、漢堡都去過了，第二次第三次開始想深入德
國各地方。中國人第一次來，肯定不會選哈美恩…要是想進一步深入了解德國文
化、歷史傳說、古建築，就可以來介紹他們來哈美恩。」
這段引言同時點出哈美恩城市規模雖小卻體現德國風情文化。在德國交換半
年的中國女學生 (C3) 表示德國發展模式是以中小城鎮發展模式為主，小城鎮都保
留寧靜、古老風味且建築在二戰時期沒有遭受破壞，比起重建的大城市更有特色。
但當他們觀看歷史遺跡時，也不像德國觀光客可以細述風格或懷舊，反而多是「歐
洲的古典建築」、「德國小鎮風情」表淺的誇獎。國際遊客渴望凝視一種不同於自
身或全球化的文化，但文化距離致使他們對當地的認知與情感有限。所以，雖然
城鎮和建築的客觀真實可以激發國際遊客體會它者文化的欲望，卻不足以決定其
旅行動機，這投射出兩個問題。第一，德國光是童話大道就橫跨兩州 65 座城鎮，
多數都擁有古老歷史、建築與童話，遊客又該選取哪個小鎮? 第二，當遊客漫遊
童話大道上雷同小鎮的頻率密集時，將使他們產生旅遊疲乏，可能因此逐漸感受
不到地方獨特性，也無法從中獲得更好體驗。這些筆者也從訪談分析中得到驗證。
若沒有童話大道聯合行銷，外國遊客難以得知這些城鎮的存在。
「因為即使知
道格林童話是德國的...對亞洲人來說，歐洲這些很長地名與人名是一種障礙，所以
說他不專門標示出來的話，光憑我們自己去找是不容易找到而且很費時。……最
大的獨特點是它 (哈美恩) 曾經是這個故事的發生地…像席勒 (Celle) 那個建築
或不萊梅 (Bremen) 城市樂手雕塑，也可能是不萊梅本身作為大城市，大家都想去
看看，都只是建築上或城市本身來吸引人。」(C3) 其次，在哥廷根留學多年的中
國女學生 (C6) 表示「剛來到德國，我是有這種 (踏入童話) 感覺，但逛了很多小
鎮以後，其實大同小異吧，所以就沒有太大的感覺了。」她表示哈美恩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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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引鼠人故事出處。部份德國遊客也反應即便認同城市建築古老、密集，但哈
美恩跟其他小鎮還是沒有太大差別，在德國行政體制下，該城的行人徒步區和商
店規劃安排與其他城鎮類似，主要還是引鼠人傳說讓哈美恩具有獨特性。
因此，真實性與獨特性不全然劃上等號 (Ivanovic, 2008; McKercher & du Cros,
2010)，必須端看比較的基礎點。和德國大城相比，哈美恩因小鎮風情和完整建築
(客觀真實) 有顯著差異；可是若和性質類似的古城鎮如席勒或海德堡相比，它並
無顯著差異，此時城市的客觀真實不再是觀光規劃的關鍵；又和童話大道北段城
市如不萊梅、漢明登相比 (同樣有遺產建築及童話)，哈美恩獨特性更在於故事文
本的詮釋與再現 (通過官方和當地社群合作)。此時觀光規劃者需要考量的是，如
何強化遊客自我連結的真實性如建構、存在真實，以提高體驗品質和凸顯獨特性。
檢視哈美恩旅遊中心所提供免費的四國語言版本觀光手冊， 雖不是每位遊客
都會領取，但官方仍盡力把關資訊真實度，另外也試圖運用童話主題激發遊客想
像，使他們感受哈美恩獨特。手冊封面 (圖 4-9) 呈現四張照片組合，以引鼠人形
像帶領老鼠裝扮的哈美恩小孩漫遊威悉河畔，河的一側是哈美恩建築為主照片，
下方擺放看守塔、建築裝飾和威悉河遊覽三圖，最後以歡迎光臨字眼與引鼠人標
誌點明哈美恩核心觀光主題。內頁則提供故事和圖片敘述引鼠人童話、遺產建築
圖製地圖、建築解說以及引鼠人相關觀光活動。從遊客視角，這種故事文本詮釋
與再現「很豐富，尤其是這個圖 (圖 4-10) 好有感覺喔，搭配花體字，很有中古
的感覺(童話)，就感覺不一樣嘛。」(C3) 在觀光場域中，欣賞過戲劇和商品的台
灣遊客 (T2) 也認為 「就整個城鎮充滿捕鼠人故事的感覺，好像還蠻難得看到的。」

73

圖 4-9 哈美恩官方觀光手冊封面 (攝自筆者)

圖 4-10 哈美恩官方觀光手冊內頁 (取自哈美恩官方觀光手冊)
4.3.2 存在真實性
「為了給大眾那高尚目標、給倦怠之人那神秘價值，給已知之事那未知尊嚴、
給有限之物那無限光澤，所以我浪漫了它。」
(Novalis,1798，引述自 Hemme , 2005, p.80)
出自浪漫主義初期德國作家 Novalis 之口，闡明十九世紀的「浪漫」宗旨。又
當時先驅者之一，赫爾德反對偽啟蒙時期 (false-enlightenment) 做作、華麗與殘酷
刺激的文學童話呈現，指責那些童話忽略正義美好一面、常以恐怖下場作結語現
象造成每個孩童一輩子夢靨「我們真的希望在童話中，投射出那將糾纏孩子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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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懼與焦慮幻影嗎? 」
，他繼而強調應該以 Naturpoesie 文體映現童話天真、正義
與慰藉的性質，因為它觸及永恆不變的真理。假如說赫爾德建立起德國童話哲學
基礎，格林兄弟則是發展出一套學術方法落實德國民間童話的蒐集與編寫。所以
德國人都熟悉這種浪漫、簡樸與天真的 Naturpoesie 文體其實與德國民歌、傳說、
語言和遊戲體裁呼應。
「那是忠於傳統的古老、白話不晦澀，生動不過時，吸引著
兒 童 與 成人，讓德國民間 童話 再次承演原有角色 : 屬於各年齡層的故事。 」
(Kamenetsky, 1992, p. 175)
1975 年童話大道組織成立之際也試圖突出這種浪漫特點，首任執行長 Heinrich
Fischer 表示「童話此字代表一種近乎消失的浪漫主義，可愛、愉悅、有時卻黯然
悲嘆、超越一切歷史證據，引導孩童和成人進入民間故事，也進入童話城鎮、花
園、森林、半械形城市，這即是童話大道欲延續的浪漫理念。」 (引述自 Hemme,
2005 , p.72) 由此可知，哈美恩引鼠人文本詮釋與再現或多或少傾向浪漫化。或許
鼠災肆虐、引鼠人誘拐 130 位小孩、哈美恩市民食言而肥都是負面意象。然而本
來格林童話寓意在於永恆不變的真理，以白話生動但不恐怖的字眼彰顯正義美好。
後來哈美恩觀光規劃也依序浪漫化所有角色，以有趣深刻的形象詮釋譬如五彩衣
幽默的引鼠人與好友老鼠 Richard、唱 Rap 的鼠王、黑衣神秘的引鼠人和支持當地
傳說的哈美恩市民。
當文學場景被開發為觀光地，遊客在造訪時，會再次將自身對文本的解讀與目
的地公開的旅遊客體意象進行互動，產生更深刻的價值解讀 (Squire, 1994)。針對
文學遊客類群分析，筆者發現德國文學遊客因為從小聽過、具備與自身直接連結
的文化體系，他們不只認同當地慶祝的展演歷史，更接受有趣生動的童話再現。
德國女高中生 (G9 ) 誇獎戲劇讓他們學習更多、對主題更感興趣 「實際且有趣的
方式，我們很愛它，但我們同時也瞭解歷史和傳說。」如赫爾德所言「(孩童) 他
們真的相信 (literally believe) 童話，不質疑它的真實或夢想中的真實，儘管他們清
楚地知道你是在告訴他們一個童話。」(引述自 Kamenetsky , 1992 ,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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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缺乏如此文化認同或深刻童年回憶，遊客對於引鼠人故事可能較難得
到共鳴，日本遊客 (J5) 就覺得故事有點可怕，但表示用引鼠人童話行銷還蠻有趣
也有助遊客體驗。另位中國遊客 (C3) 表明他們父母那輩或 70 年代出生的人因某
些因素 (鎖國政策)，多數不知道這個故事所以感觸不深。相反地，自己從小是讀
歐洲童話長大，因此沒有太大文化差距且對故事有深刻感觸「(父母那代) 他們會
認為不就是一個小鎮人民不誠信被處罰，就會覺得不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嗎?那為什
麼我要來這個一個地方。…我來到這裡就會想到我小時候讀童話的那種感覺。就
是人都是越長大越懷念以前，我就覺得來到這裡的話，可以讓我懷念一下那種童
年的時光…我認為凡是小時候有念過格林童話的，有機會還是會過來的。」文學
遊客不只透過建構場景喚醒他們的想像力，更在自我想像的過渡地帶中追尋存在
價值如心靈慰藉和自我真實 (Squire, 1994; Wang, 1999)。
至於文本詮釋與再現，這位從小受童話薰陶的中國觀光客表示，閱讀童話對小
孩來說是一種娛樂，童話本來就應該輕鬆有趣、生動活潑。若單從認知引鼠人誘
拐小孩很可怕的角度推論，那格林童話所有故事全都很可怕。可見哈美恩浪漫化
行銷依然符合這類童話觀光客的真實性視角。事實上，哈美恩傳統戲劇非常忠實
地表達寓意「讓我們謙卑地跪在上帝之前，懺悔我們沒有實現諾言」
，卻也巧妙詮
釋「1284 年」或「童話中」哈美恩市民與當代市民不完全相同 。擷自 Creutzfeldt
(2008) 所執導的哈美恩戲劇紀錄片顯示著「當時的人們表現惡劣，致使故事結尾
很感傷。但不要擔心，最終引鼠人會帶領所有老鼠和小孩一起加入歡樂遊行。」
這種「最終.. 歡樂遊行」詮釋與再現實現兩個功能，一是呼應失蹤眾說紛紜的
謎題、揭露哈美恩孩童下落的伏筆，雖然觀光手冊解釋是移民，但戲劇的第二功
能在於轉化原是悲劇的引鼠人傳說為「大家從此快樂停留在哈美恩」
，企圖滿足觀
眾對哈美恩孩童失蹤的童話版想像。哈美恩經典宣傳圖組 (圖 4-11) 顯示著引鼠
人引領老鼠、小孩甚至是遊客沿著街巷、沿著威悉河，無憂地漫遊。在戲劇開演
前和結束時，引鼠人都吹著笛子引領著老鼠、小孩、哈美恩市民隊伍，以及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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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好奇心接踵而來的遊客。他們是等不及被邀請就自動加入隊伍。這種不知覺的
跟隨，某種程度上，放大因情緒導瀉的存在真實感知 (Wang, 1999)。遊客自身參
與的舉動，讓實際場域的模擬遊行與本身記憶的想像遊行反覆交錯，催化他們真
實性感知。

圖 4-11 引鼠人隊伍 (取自哈美恩官方觀光網站)
而觀光活動、周邊商品的安排則採取更浪漫化詮釋。2009 年中國南方電視台
派遣十位約十二歲的中國小記者採訪哈美恩，從他們眼中，哈美恩老鼠比現實生
活中老鼠可愛，不論紀念品或街頭家具都有著特殊造型、可愛動作，化身為城市
生活中的角色 (童瑤，2005)，符合他們童年的想像與快樂。所謂旅遊客體要能代
表所體驗之目的地與其文化 (Hume, 2009)，哈美恩紀念品以引鼠人童書為主，其
他尚推出許多引鼠人和老鼠主題的產品。由於哈美恩並非宣傳民族觀光，所以遊
客對「當地人仍使用」、「民族手工藝」的客體真實要求會相較寬鬆，而規劃者也
早已明示城市建築景觀符號及哈美恩市民的存在就是哈美恩客觀真實。換言之，
多數遊客是因應自身的存在真實想像去購買小老鼠產品，即使觀光中心的小老鼠
造型擬人化、甚至有些是中國製造 「我想要老鼠，所以我找到我自己的小老鼠。」
(A1) 筆者發現遊客似乎更重視紀念品色彩設計與視覺吸引的美學價值，三組亞洲
遊客 (C3、C6、J4) 分別認為紀念品「因童話特質應該更 Q 版」
、
「創意不足」
、
「帶
回國不方便不實用」
。但總體而言，紀念品仍然是遊客體驗的證明、觀光目的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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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縮影 「英文版童書、老鼠麵包還有老鼠標籤，一些代表來過哈美恩的東西。」
(G9)
另外，童話作為以兒童導向的簡易文學，孩童在閱讀過程中，並非侷限在自
身和書本交流的模式，還牽涉父母陪讀的親子行為有助更深層、真實情感的建立，
這種超越作家和作品範疇的特殊情感是遊客參觀文藝觀光目的地動機之一
(Herbert, 2001)，同時更涉入存在真實性中的人際真實性議題。聚焦此議題，觀光
客在哈美恩可以感受童年懷舊 (聯想小時候父母說故事、自己讀故事)的情境，最
明顯的依舊是德國群體為主，當中家庭遊客 (G20) 說「這個故事一生都在我腦中
盤旋，之前可能有點抽象，但現在是非常形象化。」家庭遊客群體表示會帶孩子
或孫子來，不只為了看看真實場景，更為了學習「了解更多童話資訊，這樣我可
以告訴我的孩子。」(B1)
德國家庭觀光客 (G20) 還認為哈美恩對孩童是相對友善的城市，提供許多觀
光活動如戲劇、大鐘表演、單車遊，尤其小老鼠路線受到好評，日本家庭觀光客 (J5)
附和「我們的孩子很享受地上小老鼠 (路線)」不過家庭觀光客 (G20)又補充這僅
止於學齡後孩童，很可惜沒有找到給學齡前孩童遊樂的場所。筆者後續透過官方
網站得知 Kurie Jerusalem (見 Ch 4.2.1) 也提供家庭觀光客遊樂活動。不過筆者在哈
美恩八天沒有得知這類訊息，也可能是語言隔閡或筆者不是家庭觀光客而未被告
知此訊息。在家庭旅遊行銷，哈美恩提供單車或划船親子遊覽 (圖 4-12)，有助營
造「我們在一起」的真實凝聚感 (Larsen, et al., 2007; Wan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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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親子划船圖 (取自哈美恩觀光廣告手冊)

然而，並非所有觀光客都有時間參與上述活動，特別是非德籍遊客。從實地觀
察，日本家庭遊客 (J18) 在教堂廣場等待大鐘表演時，一家人只能窩坐狹窄階梯
上，由母親念童書給女兒聽。因此，筆者認為城市空間中應該多增加親子休息區
的設施，結合哈美恩的童書紀念品、親子間閱讀的親密互動和實地形象化，將可
以醞釀出深刻的真實性。德國家庭觀光客 (G20) 最後表示他買了一本引鼠人童書，
準備念給孩子聽 「它令我想起童年，我想對這兩個男孩他們也將會記得，因為他
們曾經來過哈美恩。」
另一種互動真實發生在當地社群與遊客之間。首先討論的是引鼠人導覽 (見
Ch4.2.2)。很明顯地，除了由在地人導覽、資訊準確度、體驗差異化之外，特別是
圍繞主題真實化的狀況下，與遊客互動更能共築真實性感知。Hemme (2005) 提及
歐盟曾補助「威悉河文藝復興」觀光行動，但各會員城鎮必須先投資三萬歐元來
進行電子導覽系統，而上節曾提過的城鎮漢明登認為這不僅無法展現小鎮好客，
更無法融合當地主題意象。在本文分析中更呼應學者 Orbasli (2000) 論述，多媒體
解說可能有助吸引遊客注意力，但卻也可能抹煞歷史城市特有氛圍，致使遊客活
動受限於同質化控管而喪失自我追尋的存在真實體驗。其次討論的是周三免費音
樂劇，不同於周日免費傳統戲劇的遊行，劇後當地觀光表演者 (志工) 將會下台與
遊客互動，同時以老鼠布袋募款 (非硬性規定)。此時，遊客也能有機會和表演者
暢談傳說或表演，並斟酌自己喜好給予樂捐和支持 (圖 4-13)。某種程度上，筆者
認為這種真情互動讓生產與消費空間的界線模糊化，真實性就越發浮現 (Richards
& Wil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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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音樂劇樂捐圖 (攝自筆者)
4.3.3 小結: 圍繞主題的觀光真實化
「當你發現本來以為是虛無的東西，它突然現實生活中有存在，就挺吸引人
了。」
(C3)
真實性會影響旅遊動機與體驗，然而當今遊客其實不過份在意真假，只要觀
光產品涵蓋一些真實特質，就足以滿足他們的真實性要求 (Cohen, 1988)。一如當
前學者呼籲不該繼續琢磨孰真孰假，而是思考真實化的意義、表現與功能譬如何
時、為何需要真實性? ( Cohen & Cohen, 2012;董培海，2011; Xie, 2010) 由此思路回
顧分析，或許觀光客更在乎的是圍繞主題的觀光真實化，一種滿足遊客文化背景
體系與想像的真實化方式，又有助於他們在旅遊疲乏或探索時，能透過深刻、優
化的觀光體驗獲得自身轉化的附加價值 (Pine & Gilmore, 2003) 催化存在真實、衍
生因自我連結的獨特感。但這不代表客觀真實失去其價值，從文本分析仍可發現
部份德國遊客是為古老歷史建築而來、部分中國遊客也為典型德國小鎮而來，而
引鼠人主題依然有助於提升他們體驗品質、甚至懷舊童年。所以觀光真實化應該
包含三種真實性的落實，因為不同真實性在不同觀光情境都有其用處 (董培海，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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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化是當代城市「常用的差異化」行銷手法。然而規劃者聚焦主題化，卻忽
略圍繞主題的真實化才是凸顯獨特性的重點 (圖 4-14)。主題化並不是為城市虛擬
一個故事就足矣，還必須說服遊客為何、如何 「原本虛無的東西，突然在現實生
活中存在」? 所以它應該是根植在社區文化與傳統，就供給面能有效凝聚當地認
同感及連結當地特色；就需求面能縮短文化距離、優化刺激遊客的體驗，這也道
盡真實化的意義。哈美恩圍繞引鼠人主題進行觀光真實化，除了落實三類真實性，
它也積極整合城市氛圍、建築和威悉河等特色於引鼠人主軸之中如觀光手冊封面
所示，而也是此種緊扣引鼠人主題、穿插當地特色的真實化將哈美恩的獨特性傳
達給遊客。

圖 4-14 圍繞主題的觀光真實化
主題化並不是為城市虛擬一個故事就足矣，還必須說服遊客為何、如何原本虛無
的東西突然在現實生活中存在? 觀光真實化應該包含三種真實性的落實，緊扣主
題、穿插當地特色的真實化才能展現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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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由當地社群角度審視

4.4.1 展演真實化
「我們曾經有位八十歲高齡的女士說『當我還是小女孩時，我扮演過小老
鼠。』他們都很驕傲能呈現他們的城鎮，這是非常有認同感與驕傲的。」
(Boyer)
雖說引鼠人傳說擁有悠久歷史，五花八門的文本與活動在德國各地展演。但哈
美恩在地戲劇模式，確切來說，要追溯至 1930 年代。之前的社會慶祝和時間都屬
於非戲劇形式、非固定時程。直到 1930 年，才首先由女教師 Magda Fischer 帶領
五位女學生在哈美恩教堂廣場跳舞慶祝，後續她的笛聲吸引更多當地人投入 (圖
4-15)，並且在 1934 年引鼠人 650 週年慶祝時達到高峰與常規化，當年的哈美恩孩
童甚至開始換穿中古世紀衣裳加入列隊，重現 650 年前的場景。

圖 4-15 1930 年 Magda Fischer 引鼠人社會展演 (取自 Rättenfanger Freilichtspiel 影
片)

可惜二次大戰打斷哈美恩社會展演的節奏，引鼠人活動因此停擺十年。直至
1951 年才由教師 Schmidt 號召學生和部分成年人排演，自此傳統戲劇開始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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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 1956 年又由教師 Flügge 改良為今日大眾所見的戲劇版本，每逢夏季 5 月到 9
月的周日中午演出 (約 80 位演員)。雖說部分考量觀光經濟效益，但是結合當地社
群不論老小再次共同重現文化實體或儀式，才有機會如學者李素馨等人(2012) 所
說的，透過共處練習和展現過程中產生情感凝聚和真實感知。從 1956 年展演迄今
已有 57 年的戲劇，隨著時間演化躍升為世代傳統，某種真實性漸成 (Cohen, 1979)。
一如在 Creutzfeldt (2008) 執導 Rättenfanger Freilichtspiel 紀錄片中，當地表演者
Dieter Bräunig 表示 「33 年了……起初我扮演市議員，有時是市長。我的孩子也
參與演出，甚至現在我的孫子都投入演出。」
「因為它至今將近一百年了，年輕人持續投入扮演引鼠人，它已經成為一種傳
統，父母和祖母都把他們(孩子)送來參與。」(Boyer) 扮演引鼠人的 Jürgen Rinne
表示他從小到大總共演出 33 年，由老鼠一角晉升跳舞女孩，最後因為會吹笛子而
擔任引鼠人一角。另位元老級引鼠人扮演者 Kalle Schmidt 擔任該角更逾 35 年。他
肯定「這個戲劇是一種傳統，並不是五光十色的百老匯娛樂。」(引自 Bendix &
Hemme, 2004 , p.189 ) 他表示雖然引鼠人主題觀光會帶來經濟效益，但更重要是歸
功於哈美恩地方社群的社會投資、支持才能延續這項傳統。因為擔任引鼠人一職
意味著專業訓練與假期犧牲，其他當地表演者也同樣面臨這些取捨及挑戰。況且
他們的社會投資沒有薪資回饋，都是出於自發性形式。官方規劃者強調戲劇演員
都是業餘演員，部分領取微薄車費補助，小孩子可以領取冰淇淋券。規劃者認為
這種由地方社群參與的表演非常吸引人，
「不是完美的卻具有魅力。(not perfect but
charming)」(Boyer)
哈美恩戲劇之所以在文化變遷中傳承近六十年 (或可說近百年)，主要原因分別
是自發性熱忱、凝聚力、彈性與應變三種因素。地方社群演員自願、長期投入活
動是自發性熱忱的驗證，筆者更認為當中導演 Friedrich Flügge senior 先生的領導與
堅持是關鍵之一。「從被動配合到主動熱情，Flügge 執導引鼠人戲劇五十年。」
(DEWEZET, 2005) 當 1956 年 Flügge 先生接受官方邀請擔綱執導開始，就主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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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人戲劇必須延用德國傳統戲劇表演方式，在發音、措辭、表情和肢體語言必須
到位以表達出正統德國文化「我的演員必須說德語，一種德語戲劇的正式用法。」
(Flügge senior)。這也解說引鼠人傳統戲劇仍然堅持使用德語的原因之一。當他於
2005 年 9 月榮譽退休，他的兒子 Friedrich Flügge junior 帶領哈美恩市民延續戲劇
傳統，即使嚴格要求每年四月預演排練，演員們也都願意認真看待與配合。
因為除了文化及地方認同感驅動，當地表演者更異口同聲表達劇組有 「大家
庭」的凝聚感，他們期待夏天戲劇開幕且都表達扮演下去的意願。有趣的是，表
演者通過角色模擬 1284 年傳說，搭配古德語和傳統戲劇演繹，仿佛也擬真自己的
角色，如 Jürgen Nachtigall 表示「藉由持續扮演，你將會內化這個角色，那麼你就
是那個 1284 年惡劣市長了。」表演者在重覆練習、重覆表演的過程中，將個人對
引鼠人傳說的記憶具體化，通過展演方式闡述何為真實。不只經由內心還有儀式
化行動，體現自身的認同形式 (Zhu, 2012)。 簡言之，傳統戲劇的展演儀式化成就
了表演者真實感知。而當表演者真實性感知越強烈，對表演態度也就越積極 (李素
馨等，2012)，持續參與的意願也更高昂。尤其伴隨著演員的情感加載(信念、承諾
與投入) 無論是與其他演員、或所有觀眾互動都再次熱式真實化了引鼠人傳說與哈
美恩城市。 「那些熱忱志工們的天賦與安排讓人大開眼界的，不完全是表現出那
想像的童話世界，更是個人與社區熱切努力所建立和維護的真實世界。」 (Bendix
& Hemme, 2004, p. 194)
最後，彈性與應變是文化變遷及傳承的另項重點考量，「角色經常的交替使戲
劇更生動，不是完全凝滯不動 (Not set on the stone)。」 (擷自紀錄片旁白
Rättenfanger Freilichtspiel) 前兩頁所提及扮演市議員的 Bräunig 先生、引鼠人的
Rinne 先生都是案例。尤其後者在成長歷程中不斷轉換角色獲得更多學習、期待和
深刻記憶，片中一位小老鼠演員 Cindy Hage 雀躍表示 「明年我將會是跳舞女孩了。」
此外哈美恩傳統戲劇也不限制只能在當地表演，他們甚至去德國其他城市、荷蘭、
日本表演「我們想要把我們的城鎮呈現給世界，也應該透過這個戲劇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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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ürgen Nachtigall) 彈性與應變讓演員相形不易感到無聊疲乏，在異地展演甚至能
加強他們的地方與文化認同，如學者江昱仁等人 (2005) 強調重點是，文化內涵和
精神能否在練習和演出過程中被傳承。雖說地方戲劇例行化過去遭受某些學者質
疑是造成當地文化平庸化的原因，但從真實化角度審視，舞台真實不完全是虛假
的文化抹煞，相反地，歷經時間推移與發酵，將獲得即便是專家都認可的真實性
(Cohen, 1988)。Bendix & Hemme (2004) 就主張童話大道中某些已有十年或更甚者
的儀式化場景絕對沒有使文化平庸化，地方演員反而以特殊敘事方式加深了認同、
建立起自己的家園，成功塑造「地方生產」(locality production) 概念。 「它有這
個定期活動能夠堅持下來的話會比較好一點。(獨特性) 主要是這個戲劇表演啦，
因為別的城市很少有這種每週固定表演。」(C7)
接續彈性與應變的概念，哈美恩在引鼠人主題上也創新藝術作品。因應漢諾威
2000 年世運之便，哈美恩推出音樂劇 RATS。由於佳評如潮，官方和觀光供應者
協議決定在當地每周三表演，藉此分散觀光客潮和增加活動商機。音樂劇依然提
供免費參觀，哈美恩市民、孩童和老鼠角色也由當地年輕婦女扮演。不過在劇情、
角色和形式卻有明顯更動，而主角 (引鼠人、鼠王和市長) 也開始採定期簽約制外
聘專業演員擔任。其實從劇名可以察覺，不同於傳統戲劇屬於地方文化活動，音
樂劇某種程度更類似一種當代藝術創新。「RATS」是由團隊籌備的劇名，有與百
老匯「CATS」互別苗頭意味，它是一種呼應當代音樂劇潮流而生的表演藝術。由
於演員招募及音響設備，所以需要更專業藝術團隊與更多資金支持，據訪談，筆
者瞭解兩大組織 Savings Weser 與 Stadtwerke Hameln 是主要贊助商，其他尚有某些
小型廠商贊助，而音樂劇也標出贊助廠商名稱以示回饋。
若從客觀真實的觀點鑑定，會認為音樂劇更不具備真實性，因為不是前現代、
非完全當地 (專業演員多來自漢諾威)、有廠商宣傳之嫌。但哈美恩規劃者認為，
這是建立在引鼠人傳說文化母體之上，相較於戲劇的百年傳統和地方真實，音樂
劇創新是連結更多現代性，呼應當代主體者的知識框架。 「一種呼應當代感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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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創新)」Boyer 在採訪中表示所有的藝術、博物館或劇院都陸續創造出故事新
的一面。但最老最老的故事是刻在 (哈美恩) 城牆上，其他就是一種藝術。不過沒
必要硬性去計較孰重孰輕、孰真孰假，因為真實性是漸成的、可協議的、流動的
(Cohen, 1988; Halewood & Hannam, 2001; Squire, 1994)。重點是，當代是否提供空
間去包容這些創意的表現、共存與延續，讓經典文化再次呼應當世時代精神
(Zeitgeist) 藉 由 藝 術 作 品 重 生 ， 並 累 積 意 義 與 價 值 。 如 德 國 知 名 劇 作 家 Carl
Zuckmayer 在 1974 年創作生平最後一齣劇碼「引鼠人」
，他甚至將劇情從十三世紀
轉移到二十世紀，討論城市內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他表示在文本上人們
應該根據當代精神傳達不一樣的概念給當代觀眾體會 (Humburg, 1990, pp. 95-96)。
而這份採訪連同作家作品文本、包含其他更早的歷代作家之相關作品資料都被收
錄於哈美恩引鼠人博物館之中成為哈美恩客體真實。簡言之，哈美恩考量的是真
實化的功能、表現與意義，如在需求面音樂劇是否給予遊客不同凝視、激化他們
存在真實感知 (見節 4.3.2)。德國觀光客 (G3) 喜歡兩種戲劇呈現，也認為「戲劇
應該是為了迎合中年人和小孩，音樂劇是為了年輕人吧!」
就供給面，哈美恩也關心展演 13 年之久的音樂劇是否能維持並且形成另一次
文化認同? 在 2013 年失去其中一位主要大廠的贊助，RATS 面臨了維存的挑戰。
但當地組織 Stadtwerk Hameln (另一位主要廠商) 全力支持，該組織執行長 Susanne
Treptow 明確表示 「我們知道 RATS 是經濟吸引力、也被視為一項重要的文化貢
獻，今年它一定會繼續展演。」(哈美恩市府檔案網站，2013) 另外，哈美恩每隔
一段時間 (25 年) 也會為引鼠人改頭換貌如小丑、貴族或黑暗使者 (圖 4-16) (與
哈利波特風潮連結)。因為當地社群對五彩衣引鼠人可能逐漸感到無聊，特別是在
文化商品化過程中，所以官方必須採取措施去回應當地人的需求，不論是傳統戲
劇、音樂劇抑或是引鼠人形象的彈性、應變與創新，這都是哈美恩當局主動邀請
引導當地社群反饋，共同建立城市記憶的方式。
「哈美恩總是利用特殊節日或紀念
日來紀念這個故事，所以在 1884 年人們慶祝 600 周年，接著是 650 周年、700 周
86

年。現在是 725 周年 (指 2009 年)，這不是很大的慶祝，就是一個世代交替的慶祝。
這群孩童和年輕人會記得 725 周年或 750 周年紀念日，之後他們也會帶自己的孩
子來參加。」(Boyer)

圖 4-16 引鼠人黑暗使者 (取自哈美恩官方觀光網站)
4.4.2 小結:觀光真實化的創新與紀錄
真實化是一個使目的地客體、場景和事件的真實得到確認的過程。 在 1975 年
童話大道組織「正式」冷式真實化哈美恩之前，哈美恩早已經「悄悄」熱式真實
化引鼠人傳說，經世代口述、作家文筆和集體記憶的展演中落實不同意涵的真實
性。熱式真實化是一個持續、反覆的過程，須與日常生活潮流相符，才不致於與
當地社群隔離而淪落為凝滯化形態 (Cohen & Cohen, 2012)。
哈美恩當地觀光表演者自動地展演傳統戲劇的近百年歷程中，累積更多真實感
知、凝聚認同和特殊記憶成為熱式真實化的種子，使其意義可以萌芽茁壯。但更
重要的是，當地社群和當地規劃者能否在彈性創新的環境一起努力維護、活絡地
方精神 (圖 4-17)。在哈美恩當地官方部門邀請之下，民間也投入反饋，在經典文
化母體上創作出更多呼應時代精神的新文本例如音樂劇、引鼠人繪畫比賽、引鼠
人 700 周年慶祝等。而這些創新不只將在時代變遷中漸成真實 (Cohen, 1979)；更
會在當地社群、甚至是遊客群體的集體記憶中積累，使他們在進行如表演、慶祝
或閱讀、觀光的實際活動中，也將會因記憶提取的儀式化而落實了一種真實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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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幾乎所有童話都有個知名結語，『如果他們沒有死去，那他們將繼續存
活到今日。』這也是引鼠人的預設。他永遠不會死亡，他穿越歷史、立足在這凝
視哈美恩市民，他觀察所有歷史，而他也將一一告訴你。」(Boyer)

圖 4-17 觀光真實化的創新與記錄
熱式真實化是一個持續、反覆的過程，須與日常生活潮流相符，才不致於與當地
社群隔離而凝滯化。且當地社群和當地規劃者應該在彈性創新的共識中一起努力
維護、活絡地方精神。
4.5

哈美恩引鼠人傳說之觀光真實化

4.5.1 觀光真實化
延續董培海 (2011) 理論，本研究一將觀光主體者從遊客擴充到當地社群和當
地表演者範疇，二把真實性視角與訴求之靜態解釋，延伸為動態的觀光真實化見
解。從時代軸線、內外部環境以及觀光主體者互動中深描哈美恩真實性的構築與
形變，本研究發現真實性雷同學者 Xie (2010)所言，處於一個持續演化的社會過程
(Longue durée)，是謂觀光真實化表現。而筆者也深究真實化的意義與功能，歸納
出觀光真實化架構。過往真實性研究幾乎個別強調任一真實性類型對應某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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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或客體的意義與功能如對歷史建築是保存維護、對遊客是提升體驗品質、對
居民是凝聚力。但在此個人附議董培海論點，真實性是三位一體包含客觀、建構
和存在真實在動態歷程交織呈現，並同時在各觀光主體者身上反應出不同意蘊與
功效。
值得一提是，學者 Xie 的真實化生命周期 (the life cycle of authentication) 推演，
以五階段時期歸納出真實性與文化商品化的累進關係 (2010, pp.61-65)。雖然 Xie
也是以中國海南島黎族之民族觀光為案例，但複現在哈美恩此歷史城市之文學觀
光案例也得到相仿真實化生命周期 (圖 4-18)。在初期階段 (Primordial state) 如
1934 年之前哈美恩引鼠人社會展演少有外來商業因素干涉；在外擾增加階段
(Increasing involvement) 如 1969 年代起城市經濟與交通計畫逐漸改變哈美恩的文
化、傳統和真實性的平衡 ;在情境調整階段 (Situational adaptation) 如 1975 年加入
童話大道組織，觀光外力促使哈美恩文化與真實性又產生另一種新意涵；在復興
階段 (Revitalization)，哈美恩當地表演者自 1956 年持續投入戲劇展演使之成為真
實傳統，另外又在經典上創新以自身方式累進新文化來應變變化。到了最後階段
有三種走向推論，一是未獲得關注與補助而消失絕跡 (Decline)，二是現代化
(Modernization) 變形為一種適合主題樂園化表演、完全以市場利益為準的嶄新卻
凝滯化的表演形式。三是持續維護 (Conservation)，經由文化遺產產業仔細整合管
理，維持地方文化與真實性活力。本研究交叉例證推敲出哈美恩目前是邁入第三
種的持續維護階段，而遊客造訪其實也協助保留且深化地方文化資源，強化了維
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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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哈美恩觀光真實化生命周期
Xie (2010)真實化生命周期以五階段時期歸納出真實性與文化商品化的累進關係，
複現在哈美恩此一歷史城市之文學觀光案例也得到相仿真實化生命周期。

學者 Xie 繼而舉出政府、觀光產業、當地社群和遊客四類觀光主體者為基礎，
歸納真實化概念架構之五點矛盾議論 (Pairs of Paradoxes)。有趣的是當中經濟發展
與文化保存 (規劃者)、真實性與商品化 (遊客)、文化演化與博物館化 (表演者) 三
項列舉與本理論架構不謀而合，而本研究更以歷史城市文學觀光案例推論出第二
層分析式概化，在此以 (圖 4-19) 解釋。希冀促進城市發展和提高經濟效益的官
方規劃者，即使面臨可適性使用、文化商品化和真實性建構兩難，還是不免扮演
觀光規劃暨真實化的起始者，但卻不是永續發展的決定者 (Timothy, 2011)，因為
這端看另外兩類觀光主體者對於「觀光真實化定位」的接受度。在發展為觀光歷
史城市之前，歷史城市必須中抉擇一個能為居民接受的平衡定位，這也關係乎規
劃者是否邀請當地社群共同協議城內歷史遺產、文化特色等相關觀光資源規劃與
運用，並且一起定調、維護城市主題的真實意象後再對外進行觀光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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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城市發展觀光時，遊客深受主題吸引而造訪，供給面也應該針對城市主題進
行適切商品化，以滿足觀光客的文化體系與想像。依筆者所言，即是「圍繞主題
的觀光真實化」
。因為城市主題絕非系列複製或無中生有，而是根植於當地文化與
傳統之上慢慢茁壯，因此具備多層次文化及真實性意涵，供給面應該用心詮釋與
再現。尤其需求面的遊客由於文化背景、既有印象、旅遊時間或疲乏甚至世代代
溝等差異而影響其旅遊動機、真實性感知和評價，所以觀光真實化功能更為緊要。
同樣以提升經濟和城市發展為訴求的當地社群，會接受文化商品化中真實性某
種程度的形變，不過社區參與和文化價值傳承是他們的底線與挑戰。因此社群的
協議與參與，與當地規劃者在彈性應變的環境中有共識地透過「觀光真實化的創
新和紀錄」，來延續地方精神是城市永續的要旨。

圖 4-19 觀光真實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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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避免迪士尼失真現象
本研究解構哈美恩真實性之形變與意涵，也架構觀光真實化之理論。那麼，究
竟哈美恩的觀光真實化是否達成「避免迪士尼化」之功效? 其實在文本分析中，
官方規劃者 Boyer 先生就聲明「哈美恩不是好萊塢、不是迪士尼」，而引鼠人扮演
者 Kalle Schmidt 強調戲劇「是一種傳統，並不是五光十色的百老匯娛樂」筆者同
時也以多重證據交叉舉證，官方規劃者和居民協議出歷史城市、生動家園和引鼠
人故鄉的觀光真實化定位；他們更因為相互引導、反饋繼而保證引鼠人經典文化
價值能在世代變遷中創新與傳承，這都具體表徵真實化的意義。哈美恩供給面兩
類主體者因為持續、動態的真實化，強烈體認城市自身與好萊塢、迪士尼和百老
匯的差異，形塑一種與眾不同的自我認同。而這種特殊情感將反覆依託在市民自
身時空維度如回憶、經驗和期待中茁壯，也促成哈美恩這座城市依舊置身於不斷
累積歷史文明之動態過程 (陳李波，2009)。
那遊客又是如何評價哈美恩? 筆者針對 22 組遊客詢問「請問您覺得哈美恩是
否有過度商業化現象?」19 組 (86%) 遊客不認為哈美恩過度商業化，反而表示引
鼠人及老鼠主題之文化商品化協助他們更容易享受體驗。其實深描遊客訪談內容，
可以發現三類真實性確實發揮其作用。這也顯示高明的文化商品化絕不止於當前
眾多文獻所論述的主題化或編織故事，而是更進一步，緊扣主題的觀光真實化才
能刺激遊客感受真實與獨特。
在實際觀光場域，德國遊客 (G9) 解釋「我認為還好，因為那是歷史，它存在
過而且依然存在 (it has been here)。我不會感到厭煩因為我很喜歡。」中國遊客 (C3)
也表示居民生活氣息結合當地日用品店面、工藝品店面讓她感覺更真實，雖然城
市有商業化卻不過份，附和另位中國遊客 (C4) 所言，城市設施有其必要，而且設
計是跟整個文化歷史融合的「對我來講是身臨其境，能體會童話在這個城市有多
深入人心。」多數遊客追求童話意象而造訪哈美恩，所以當地提供相關紀念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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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眼中屬於正常、甚至是必要的，特別紀念品是把故事實體化的重點，成為當
地文化縮影，哈美恩之於引鼠人及老鼠一如「紐約之於自由女神」(G7)，因此提供
相關旅遊客體凝視或活動參與，如親自吹製專屬的小老鼠都是遊客欲追求的體驗，
特別是加強他們自身參與的主動成份可以提升體驗品質「不會很明顯到處都是
(引鼠人或老鼠)，但它是那種你可以跟著路線走，然後你會不經意發現，非常有趣，
但不會太過。」(G21)
相反地，三則負面評價來自遺產觀光客。遊客認為哈美恩老建築特別，但類似
的徒步區及商店破壞老城氛圍。純粹想體驗德國小鎮風情的中國遊客 (C8) 覺得哈
美恩是童話城市，老城應該側重童話和文化氛圍，不該有任何商店的存在。有趣
對照是，以文學觀光為主的中國遊客 (C3) 卻不認為商業化是妨礙，反而有利她享
受童話。
「多數人的想法是童話很純淨的東西，若商業化跟錢掛勾的話有不好感覺，
但是這個地方都沒有商業化的話也不太正常 而且其他地方商業化更過分。」
文化商品化和真實性環環相扣。文化商品化執行過與否、真實性鑑定真與假，
在本研究中反應出觀光客動機、文化距離、先前旅遊經驗都是影響真實性感受的
變項 (Waitt, 2000)。諸如此類複雜因素致使至今尚未能有一學門或學者為真實性作
出最終、精確的普世定義與鑑定。不過，若從觀光真實化的 longue durée 來看，或
許這是協助當代大眾理解真實性複雜性的關鍵，特別是以真實化生命周期作為永
續發展的管理工具，將有利理解、監管觀光與文化的變化，因為永續觀光決非未
經規劃、自生而成 (Xie, 2010)。故此，本研究所導出觀光真實化的定位、圍繞主
題、創新與紀錄之理論或許可以是歷史城市在理解、監管觀光真實化表現、功能
和意義時考量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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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研究結論

5.1

研究發現與結論

格林童話在 2005 年被 UNESCO 認定為世界共同記憶，該文學在百年之間已被
翻譯多達 160 種語言版本，其影響力是跨國界、跨世代，而以它為主題形塑的文
學觀光大道也吸引眾多遊客朝聖，筆者就是其中之一。 和遊客中國女學生 C3 類
似，筆者也是從小閱讀格林童話，不萊梅動物音樂家更是伴隨個人成長的床邊故
事，從小長期接觸、童話體裁簡易等因素縮短了文化距離。但在孩童時期，筆者
並不了解不萊梅是個地方名稱，直到長大後才明白德國原來是格林兄弟故鄉和格
林童話場景，更得知有童話大道路線。一方面出自於童年美好回憶，另一方面因
文學學士及觀光學碩士的訓練背景，當下產生走訪童話大道的強烈動機以及「童
話如何成真」的疑問與期待。一般而言，人們多能理解以格林兄弟生命經驗為主
的文學景點構成與真實落實，但其他以童話場景為主的城鎮如不萊梅、哈美恩要
如何真實化才令人好奇，就像 C3 本來也以為童話是不存在的。因此這段將近兩個
月、滿載期待的走訪不純粹是文學朝聖、更是學術研究之旅，對個人意義重大。
而在前文分析中筆者作為研究者角色，根據真實性隨時間流變特性以時間軸和
Xie (2010)的真實化生命周期來剖析哈美恩真實化過程；也按照真實性多元複雜特
性，以董培海 (2011) 架構去探究哈美恩是否促使童話成真。研究結果更呼應真實
化新見解，時間演化、主客體互動的真實化研究可以是解決歷史城市系列複製等
實際問題的方法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同時轉換為深度文學觀光客角色，筆者要
進一步細述文學觀光客類型差異、特殊情懷、觀光總體特性和地方生產導向四項
發現。
第一是文學觀光客類型差異。童話大道從德國南部哈瑙綿延至北部不萊梅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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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公里囊括 65 座大小城鄉。其實筆者從南到北走訪十座童話城鎮，一路上深切
體會沒有汽車，根本很難造訪南段及中段某些鄉間童話城市。當地遊客都是德國
人為主、造訪的外國遊客屈指可數。曾經在許旦瑙小鎮 (格林兄弟成長故居)和美
國家庭觀光客聊天，發覺他們是一路開車走訪童話大道路線全程，而這組遊客和
筆者一樣可被視為深度文學觀光客，也表示沒有汽車要走透透童話大道是不可能
的任務特別是南段路線。反觀童話大道北段 (不萊梅到哈美恩) 交通方便、觀光資
源緊密相對吸引更多國際遊客，一如 Herbert (2001) 所列舉交通可及性、觀光設施
供應狀況都影響當代文學觀光客的整體決策。這也凸顯文學遊客分類不如以往單
一文學朝聖者典型，也不只如 Herbert 所歸納的「關切作家生活」 、
「瞭解作家的
生命轉捩點」 、「尋找故事主角與場景」、「更深層的特殊情懷」四種類型，更有
McKercher 與 du Cros (2010) 所歸納的文化觀光客體驗程度深淺之分。有些觀光客
如筆者抱持童年懷舊、目標明確地行走德國童話大道，但也有單純受導覽書影響
的遊覽型觀光客，因為曾經聽過格林童話出又自好奇與興趣，所以就選擇一座機
能方便的童話城市進行體驗。而這類遊客的體驗通常不如前一類遊客深刻，在存
在真實的感知也會展現出明顯差異。
第二是由文學觀光引發的特殊情懷。當抵達觀光目的地時，遊客的文化背景體
系、 動機和先前旅遊經驗會影響他們對文化價值跟真實性的解讀。這和 Waitt (2000)
量化研究相符，且與眾多質性學者論述雷同，真實性也受個人主觀意識和社會整
體性牽動。而在哈美恩質性研究，筆者更發現德國遊客因為直接相關文化的因素，
容易產生一種複雜的文化認同和社會解讀，尚有一種因為自身傳統和集體記憶積
累而成的特殊情感，在這種情感之中呼應了學者 Zhu (2012) 所描述因記憶提取而
發酵的真實感知。筆者延伸推論它不單單發生在當地表演者，也呈現在具備相關
文化背景的遊客身上。也因此，童話或許並非真實存在但格林童話成為德國民族
文化特色，在德國人心中哈美恩傳說不啻是歷史的一部分，因而落實某種真實。
相對地，非德籍的遊客較難體認此種特殊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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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特殊情懷反應在深度文學觀光客身上。由於他們的主要動機就是追尋情
緒導瀉和心靈慰藉，讓自己的兒時記憶、崇拜感和同理心透過文學觀光的媒介，
在目的地虛構場景及現實景物交錯空間裡，再次鑲嵌一種個人依附的真實與價值。
所以他們會更積極去凝視、參與和學習。中國女學生 C3 在哈美恩，透過圍繞引鼠
人主題的觀光手冊、街頭家具、歷史銘刻與建築以及觀光活動等凝視與體驗，深
入學習瞭解哈美恩引鼠人傳說的展演意涵。在參與過程中逐漸相信哈美恩引鼠人
童話是存在的，存在於實體紀錄、存在於觀光體驗、更存在於她的童年回憶之中。
有趣的對比是，C3 也曾經造訪不萊梅，卻表明該城市缺乏與音樂動物家連結
的童話氛圍，她甚至是在第二次造訪才找到動物音樂家的雕塑，就此筆者也感同
身受。比起哈美恩引鼠人，筆者更熟悉動物音樂家故事，照理說對不萊梅應該投
射更強烈情感。但在該城市停留三天，很可惜沒有找到任何與童話相關的傳統表
演、歷史或導覽的體驗以獲得與自身連結的預期情感。不萊梅僅是單純地銷售動
物音樂家周邊紀念品，沒有說明、沒有體驗、沒有真實化。雖然它的城市規模比
哈美恩大上數倍且擁有 UNESCO 認證的世界遺產建築、具備明確地名的童話名稱，
但城內卻沒有提供任何和深度文學觀光客情感連結的紐帶。簡言之，它即使擁有
客體真實，對於深度文學觀光客的筆者來說並不獨特。比起不萊梅、其他八個童
話城鎮，哈美恩反能使筆者深刻體會和具體化凝視自己的童年回憶。McKercher 與
du Cros (2010)曾敘述當代規劃者的難題是如何為景點創造不同深度的體驗以增強
觀光客的個人連結感，使不同類型遊客感受景點的吸引力和相關性。本研究繼而
補充景點規劃也應該考慮圍繞主題的觀光真實化，運用不同類型真實性去刺激各
類遊客體驗、感知。
第三是觀光主體者的相互影響。本著觀光總體的特性，觀光主體者是無法獨自
存在，這也反應本研究觀光真實化過程是無法排除任一主體者，來單獨討論歷史
城市之觀光發展。雖然一般而言，多由官方規劃者主導城市文化商品化，卻不意
謂官方組織的冷式真實化能夠保證當地真實，這在哈美恩案例獲得驗證。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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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組織-童話大道行銷組織的冷式真實化沒有完整授權哈美恩真實和獨特。反而
是在更早之前，哈美恩經由內、外部環境展演中落實熱式真實化。到了近代城市
發展早期，倍受爭議的經濟和交通計畫改變城市文化平衡，幸虧當地居民出面聯
合制衡官方獨斷決策的行為，維護了哈美恩歷史遺產的真實性，更協議歷史城市
觀光發展走向。到了後來觀光發展期間，地方規劃者因應個人信念、官方委任和
企業利益等因素構築出不同類型真實性呼應當地社群及遊客真實性視角與訴求。
不可置否，需求面如遊客動機、需求也確實影響供給面引鼠人主題的建構與規劃，
一如規劃者明白遊客認為老鼠可愛圖樣商品更為討喜，因此逐漸著重老鼠產品的
規劃開發如 RATS 音樂劇、引鼠人好朋友 Richard Ratte、老鼠糕點等等以滿足遊客
的存在真實感知。
此外當地社群自發性投入演出，無庸置疑地讓德國觀光客更肯定哈美恩引鼠人
傳統的客體真實，也讓觀光客在當時當地的觀光場域中，透過和當地人直接、無
直接金錢往來關係中產生互動真實感知，當然遊客的造訪也協助保留、深化地方
文化資源，延續真實化的生命周期 (Xie, 2010)。尤其當地社群與其展演行動在真
實化過程更扮演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因市民、哈美恩與引鼠人傳說交織的城市
信念彰顯出無法複製且獨特的真實感。所以雖然本研究理論架構延續董培海 (2011)
個別列舉三類觀光主體者真實性視角，但在實際文本分析不難發現三觀光主體者
其實互為影響彼此的真實性視角與訴求，交融共築真實性，這也證實學者
Rickly-Boyd (2012)之言，綜合所有旅遊多元主體及客體個別、彼此交互關係揭示
真實性議題才是值得切入的研究點。
第四是地方生產導向。當觀光成為全球商品化過程表徵之一，不難發覺歷史
城市在進行觀光發展時經常也受到全球化趨勢影響，如 Richards & Wilson (2006)
所述，全球各處幾乎互相仿照標誌性建築、大型活動、主題化和遺產活化等同質
化美學和空間框架，文中又附議學者 Rojek 論述，當全球普遍化文化空間(universal
cultural space) 現象蔓延，城市一不小心就淪落文化系列複製。本研究也察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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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家架構組織對於童話大道城市的干涉，如德國國家旅遊局、下撒克遜行政
單位和童話大道行銷組織都給予童話城市或多或少外力影響。譬如問題一，在德
國北部威悉河流域的城市重疊著「威悉河文藝復興大道」
、
「半械形屋大道」和「童
話大道」主題，只因官方希冀能增加旅遊產品項目和提升遊客二度旅遊動機。而
牽制於官方經費補助，部分城市如漢明登起初配合其他大道主題的行銷，卻導致
原有文學觀光客流失 (Hemme, 2005)。問題二是童話大道行銷組織冷式真實化的制
式授權，只要非會員城市能提出洽當文字引述，也能自由運用童話主題，當筆者
走訪德國童話大道，就發現三座城鎮自稱是白雪公主故鄉4。
由此可見，官方專斷的行銷不一定符合歷史城市的觀光定位，而單一冷式真
實化也不保證能讓那些「據說」是發源地的城市名副其實。此種困境反應出外部
觀光管理者缺乏對當地文化自覺及明確長遠的使命，急功好利試圖以產品導向概
念滿足遊客的消費需求，結果反而造成觀光主題和當地文化、當地社群需求脫節。
實際上，本研究也附議數位學者論述觀光規劃發展絕不能完全是市場導向，更應
該關注生產導向 (Ivanovic, 2008 ; 趙芝良等，2010)。換言之，觀光發展應由供給
面依照當地特色去主導定調觀光產品，根據此原則去篩選對當地不會有傷害的主
要客群，而不是「我要即有」的消費市場機制。當然規劃者必須為主要客群進行
文化商品化調整，但絕非完全附會市場。更甚的是，觀光資源也不專屬於觀光客、
居民獨有，應該良好保存以傳承後代。哈美恩當地歷史遺產不全為觀光所用，也
活化為屬於居民生活與工作的空間；同時筆者也注意到引鼠人主題成為當地特色
文化，一方面因當地社群和官方觀光規劃者共同協議躍升為城市圖標；一方面又
以傳統戲劇、每 25 周年慶祝確保該傳說能在集體記憶與慶祝活動的儀式化中傳承
給後代。這種當地社群和官方規劃者，整合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的合作模式，成

4白雪公主故鄉:童話大道會員城市巴特維爾東根
（Bad

和愛爾菲德(Al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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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ungen）
、非會員城市洛爾（Lohr am Main）

功建立「地方生產」概念，打破純粹「市場導向」之惡習。
5.2

研究方法與理論反思

真實性的「非絕對性」特質，使之隨著時間及所處的文化語境去變化。因此，
鑲嵌在不同時代社會情境，真實性更因為人群展演方式的差異而產生多元意涵。
本研究直觀真實性在哈美恩該城市整體社會與個體互動下的成因脈絡，努力從 729
年之久的時間軸 (1284 年到 2013 年)、真實性三類型論、三類觀光主體者之複雜層
次中抽絲剝繭，提取真實性意義的建構。不過，雖然筆者在哈美恩研究場域停留
20 天並蹲點八次進行實際田調，另外也花費一個月時間走訪童話大道十座城鎮，
觀察外部官方組織觀光政策推行與內部組織會員城市的應對；但不諱言地，時間、
語言、經費和體力消耗對研究者造成不小阻力，也間接影響研究格局。因此在本
節，筆者想要澄清研究限制、檢討研究方法與理論不足。
5.2.1 研究方法
筆者採納真實性學者的新建議，將當地表演者及當地社群真實性視角揉合在規
劃者、遊客的同一框架中討論是一項突破。不過受制於個人研究能力與格局，之
於三類主體者的採訪蒐集不免有下列盲點。一，觀光規劃者的訪談，是以官方代
表訪談、官方網站和年鑑檔案報告優先作為內容分析資料。雖然文中提及當地旅
遊開發者 (涉及 1300 直接與間接相關的觀光工作機會) 參與營造引鼠人主題、氛
圍，筆者也援以城市圖誌佐證當地旅遊開發者的贊同支持。但很可惜，筆者未能
進一步解構觀光供應鏈 (如紀念品店和玻璃工廠) 在文化商品化過程為何、如何投
注創意與認同再現引鼠人主題，授權紀念品不同層次真實性。雖然受訪者基於建
構與存在真實想像而購買老鼠紀念品、不嚴格要求客觀真實。但哈美恩紀念品開
發還是有不同類別檔次，譬如 1928 年當地麵包坊 (Original Hamelner Brotratten) 是
基於何種原因開發老鼠麵包? 在後期觀光發展，該麵包店在什麼條件下得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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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Original」，來突顯與其他周邊紀念品的差異可以是未來研究的延伸議題。
二，觀光客訪談在本研究分配中佔大幅比重，因為筆者強調蒐集「當時當地」
遊客最直接、最大化的真實性感知。在 65 組訪談中，筆者最終篩出 42 組有效訪
談。然而，分析訪談中卻發現「真實性意義複雜」和「家庭遊客訪談困難」兩項
限制。前者主因真實性字詞 (authenticity) 艱澀，而受訪者僅兩位 (英國、澳洲) 以
英文為母語。所以當筆者詢問遊客真實性感知，多數以 real、old、history、nice 形
容和敘事性回答 (見 3.3 節)。本研究無法依循學者 Squire (1994) 研究文學觀光客
(英語人士)真實性感知的個案一樣，直接獲得許多「authenticity」、「authentic」確
切形容詞。但真實性不過就是一種感受 (Wang, 1999, p. 351)，因人而異。訪談時，
筆者尊重受訪者個人感受與經驗陳述，以書面和拍照紀錄他們的重要回應和情緒
反應。分析時，也謹慎依據學者王寧的真實性理論典範和其他文本資料交叉參照，
推敲遊客的真實性感知與體驗。
而後者鑑於家庭觀光客採訪的困難度，因採訪空間過於吵雜、孩童耐心不足，
造成受訪者(家長)無法專注回答，往往回答兩三個題項就得草草結束；而基於陌生
感、語言隔閡、年齡限制，孩童無法也不會自動回答問題。筆者也僅能簡單以德、
日或英語片語詢問孩童是否喜歡哈美恩 (引鼠人、小老鼠)，得到多數反應是孩童
點頭的動作。雖然根據觀察與訪談，本研究得出童話意象是家長帶孩童造訪哈美
恩的主要動機 (包括童年懷舊感知、學習更多童話資訊以便與孩子互動)，但筆者
未能以完整訪談內容輔證孩童的真實感知及親子間因互動親密而產生的真實，這
都是後續研究可思考改善之處。
三，當地表演者訪談多為二手資料，來自於紀錄片 Rattenfänger Freilichtspiel
當地表演者正式採訪片段、學者 Hemme 針對童話大道表演者訪談訊息 (哈美恩為
其中之一)、DEWEZET 報導。如前文所述，實地採樣側重遊客訪談、語言障礙、
空間過於吵雜等因素，筆者在此部分僅蒐集非正式交談和表演者、居民的電子郵
件。不過後續，筆者認為上述二手資料已滿足資料飽和度，足以解釋哈美恩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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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真實感知與整體反饋之現象；又受限於研究時間，故未再連絡當地社群細
究哈美恩居民各群體差別變項之於文化認同、真實感知影響的議題。例如哈美恩
傳統戲劇即面臨「孩童參與」問題。不少哈美恩家長願意帶領孩子一同參與，但
犧牲假期及舞台恐懼都干擾孩童參與意願。事實上，劇組中有不少新移民土耳其
裔德籍孩童來扮演小老鼠或孩童，部分因為他們的暑假活動選擇比起同齡德國孩
童更少。
而如此現象可能產生一項質疑，土耳其孩童擔任德國哈美恩傳統戲劇演員是否
影響真實性? 其實學者 Wall 與 Xie (2005) 在民俗觀光表演研究中就提出種族雖說
是真實性的客觀鑑定之一，但絕非必要。哈美恩傳統戲劇仍然著重經典劇碼重現、
正統德語戲劇表演手法、當地居民的自願與熱忱，可是卻又不失彈性和應變來解
決實際問題。在考量真實性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下，文化更是不同階段的組
合 (Xie, 2010)，關鍵在於如何維持其流動性、而非凝滯型。受時代因素影響，德
國鑑於戰後勞動力不足，於 1961 年到 1973 年間與土耳其簽定＜土耳其勞工招聘
協定＞，期間輸送了 70 萬土耳其的外來移民連同家人分散在德國各城市。如今，
已有 300 萬土裔德籍居民及其後代在德國生活，不同的民族性也衝擊德國文化新
階段融合。當中土裔哈美恩居民又如何激盪這座僅六萬人口的歷史城市? 特別他
們對於引鼠人傳說的集體記憶和文化認同形塑又是如何反應? 由於本研究首重歷
史城市整體真實化軌跡，故無法顧全學者 Coles 與 Timothy 在 2004 年觀光論述中，
族群散居 (diasporas) 與地域空間 (space) 所交雜之更深層文化意涵。但筆者相信
這將會是另一項有趣的研究議題。
最後，本研究理論架構列舉三類觀光主體者的真實性視角，進而設計與三類觀
光主體者的個別訪談。不過文本分析顯示三觀光主體者其實互相影響彼此的真實
性視角與訴求。故此筆者認為若是有足夠研究經費與時間，不妨考慮可以使用焦
點集體訪談法 (focus group interview) 來採集資料，以利了解三方主體者對彼此在
觀光真實化歷程的接受度和衝突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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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研究理論
針對研究理論的檢討，首先筆者想要回應王寧 (2007) 遊客與居民的互動真實
性理論。學者表示現代觀光客早已習慣立足在商業化基礎之上，參與目的地觀光
活動。然而，商業化恰巧又是破壞此種傳統好客 (hospitality) 情感的載體，真實好
客可能變成商業化的偽好客。他繼而認為通常是在觀光目的地生命周期初期，遊
客相較容易體驗互動真實性。隨著商業化逐步介入破壞主客互動模式的平衡，將
分化出三種階段，一是早期，主客因為真情交流而感到互動真實；二是中期，客
人真實互動但主人表演 (不真實)，不過客人沒有意識虛假、依然感知真實；三是
晚期，主客都懷疑對方態度的真實。基本上，互動真實的鑑定決定在主客彼此互
動過程的感覺、雙方各自經歷的社會背景之影響 (2007, p.23)。學者也坦言東道主
在招待過程，因為金錢動機、情感麻痺會逐漸脫離傳統的好客情感，致使互動成
為表演，這都讓內在和情感真實的可持續性更加困難。
不過本研究以實證解釋另一種可能性，即互動真實情境不完全限定在觀光初期。
如哈美恩即使邁入成熟階段，它仍以熱式真實化去維續主客內在和情感真實的可
能性。筆者以引鼠人導覽、傳統戲劇和音樂劇作為遊客與當地社群交流的分析基
礎。觀光客扮演小老鼠、不自覺投入遊行隊伍、與當地表演者交談等主動參與，
確實有助他們體驗互動真實性。尤其當地發展戲劇與音樂劇「免費」特性排除赤
裸裸利潤關係、官方著以激勵引導，都促使當地觀光表演者的好客流露出更自然
的情感與文化認同。這種免除金錢交易、感受居民自發熱忱、增加遊客自主成分
的互動過程，觀光客的感激與尊敬也更為真誠。但很可惜，筆者沒能細究當地旅
遊開發者(餐廳、旅社和玻璃文創工廠)與觀光客的互動真實構面，這是未來研究應
該深入的議題。
其次，本研究預設測試和擴充 Zhu (2012) 展演真實化理論，而研究結果也呼
應當地表演者憑藉自身回憶、戲劇練習和表演過程中產生展演真實化、激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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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皆有助於當地避開過度商業化模式。該理論套用在歷史城市上同等重
要，積累城市的歷史價值和集體回憶，造就學者郭紅解、鄒偉農 (2012) 所說的城
市的差異性。本研究顯示這種傳說-童話-文化並非主題架空，而是慢慢積累而成，
在個人、表演群體、遊客群體、當地市民都如漣漪效應產生特殊內在情感，形成
熱式真實化。
然而，本研究因將焦點置於歷史城市整體性、三類觀光主體者視角廣度作為真
實性研究的經緯，且受限於研究篇幅。所以無法如 Zhu (2012) 研究深入訪談具代
表性的觀光表演者個體，此乃本研究未能處理之憾。所以筆者特別建議未來研究
可以考慮結合學者 Kelley (2009) 人物鏈、Hemme (2005) Activists 概念 、Zhu (2012)
展演真實化等等，進一步理解主題人物的形象化對於歷史城市觀光發展的正面或
負面效應。
5.3

實務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5.3.1 實務建議
牛頓有句名言：「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更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筆者立足於真實性學術巨擘如董培海 (2011)、Cohen& Cohen (2012)、Xie (2010)
和 Wang (1999) 及 (2007)等真實性論究基礎上，進階檢視真實性之形變與意涵。
同時又仰賴國內文化觀光領域三名知名學者給予文化商品化、觀光規劃發展、德
國文化演進的知識指導、扶持與建議，筆者才能分析式概化觀光真實化理論，也
為真實化領域添增一則以文學觀光為主的實證，因此特為感謝各方前輩指導。真
實性在近四十年來持續被各學派學者鑽研討論，本碩論不敢妄稱有多大貢獻，只
求能實現學者 Belhassen 與 Caton (2006) 所述，放大框架檢視各家所言、配合時代
脈動，為錯縱複雜的真實性研究揭示一小角尚未被提及的議題。
德國童話大道組織成立已 38 年，然而觀光學術領域針對童話大道觀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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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的研究為數不多，針對哈美恩個案分析更微乎其微，尤其是討論歷史城市之
經緯架構。而筆者走訪童話大道時，深刻體認哈美恩作為研究場域有利於真實性
議題達到更全面的詮釋，所以毫無疑慮選取此案例專心研究。另外，一部分出自
筆者特殊情感 (童年懷舊) ；一部分又基於哈美恩歷史城市適切的規劃發展。該城
計畫在今年 2013 年以引鼠人主題，提出申請 UNESCO 世界遺產非物質項目「口
述傳統」的檢驗，因為哈美恩官方相信引鼠人傳說世世代代相傳，維護地方歸屬
感與城市文化認同，和 UNESCO「口述傳統」項目的概念緊密相嵌。也因此，筆
者更盡心盡力從觀光學術視角解析哈美恩介紹給台灣讀者瞭解，期能向國內說明
文學觀光產品開發模式，及城市如何在相仿文學觀光產品的競爭下建立起自身獨
特、真實性，甚至作為申請世遺的參考。同時筆者也反思台灣觀光實務，表達真
實化概念、文化系列複製等兩點具體建議。
首先是真實性概念，可以分成文化遺產和旅遊體驗兩層次解說。就文化遺產，
國內知名學者傅朝卿 (2008) 立即點明台灣文化遺產從指定到修復，都與國際當前
觀念與對策脫軌，主因是台灣從未深思熟慮國際保存維護之真正意涵。在台灣大
城小鎮常可見仿古新蹟之作，在在顯示出官方規劃者漠視真實性、可辨識性、完
整性、價值凸顯等要素，這在旅遊體驗上也直接反映出城市迪士尼化危機，偽文
物、偽景觀、偽節慶剔除當地歷史文化內部價值使之降級為可有可無的裝飾品。
一如學者呼籲真實性維護、新舊並存、整體氛圍的物質遺產環境建立，本研究又
以旅遊體驗角度解釋文化遺產真實化的表現與意義供台灣反思。觀光真實性流動、
可協議和記憶提取的特性，使之落實為一個總體社會積累的真實化過程。因此，
文化遺產的研究紀錄不只保存在靜態文本實體之上，更應該保存在世代動態記憶
體之展演中，才能彰顯功能。
其次是文化系列複製。德國有「童話」大道，台灣也有「桐花」大道。自 2002
年起台灣客家地區舉辦「客家桐花祭」
，桐花似乎成為客家文化縮影。然而迄今 11
個年頭，每逢四、五月透過新聞媒體宣傳不難發現處處有桐花，連非客庄城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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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桐花祭?! 筆者從該現象獲得兩反思。一，各地域官方規劃者 (由中央客委會統
籌，36 個客家鄉鎮和 81 個地方行政單位和 11 個縣市政府)為了增加觀光產品、增
加觀光季節而栽種桐花，但某種程度上是否會造成一條系列複製的庸俗大道呢?
各城市又如何凸顯差異性；二，桐花之於客家文化象徵是否因此稀釋空洞化? 檢
視學者李世暉 (2012）報告，客委會因應油桐分佈地域性和客家墾殖文史相關性，
以桐花作為客家文化行銷的象徵符碼，該符碼也承擔喚起客家族群對傳統山林生
活的記憶。但從報告中，不難發現桐花祭近十年來，還是多由上至下的規劃形式 (中
央-地方-業者)。筆者建議，或許接下來必須關注焦點之一是，36 座客家鄉鎮地方
社群能否萃取桐花主題、連結在地文化、產生特殊情感展演，進而落實地方與桐
花的熱式真實化。
5.3.2 未來相關研究方向
本研究引介德國童話大道會員城市之一-哈美恩作為研究文本，向各界說明該
歷史城市的真實化過程和文學觀光開發模式兩項課題。之於前者研究延伸，真實
化過程概念不啻是當前最新穎的學術動向，除了既有的民族觀光類型，筆者另闢
新徑提供了一個童話腳本的文學觀光實徵，未來也建議學者可以從事其他類型文
學觀光研究、甚至是電影觀光或節慶觀光來討論觀光真實化學術趨勢。
針對後者，則建議未來可從觀光管理的宏觀面，去深究童話大道組織的觀光鏈
構成—如何以文學主題串聯會員城市連袂行銷海外等議題。尤其國內文學觀光開
發尚處於萌芽階段，往往局限於一間文學館或一小區觀光景點，未能清晰串連點
線面的文學觀光網絡，景區更缺乏深化當地人的文化認同連結。舉例來說，新竹
南灣試圖以漫畫家劉興欽《阿山哥與大嬸婆》作為主題，結合客家文化和童趣來
吸引遊客(尤其是五十、六十世代)。但當遊客遊訪南灣時，將不難發現當地充肆來
自各地名產、與漫畫主題無關的人造娛樂活動。此外，由於「劉興欽漫畫暨發明
展覽館」不在老街附近，遊客更難以找到參觀標的，反而常迷失在不相干的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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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喝活動之中。尤此可見，地方政府沒有妥善整合漫畫 (文學) 主題、客家文化與
當地認同，更遑論去注意真實化的重要性。這表示臺灣需要更多學者或管理者投
入研究借鑑國外成熟的文學觀光開發模式，進一步反思本土文學意象的規劃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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