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英風華，精焠文化 

第 4 章 露天博物館發展文化觀光策略―以英國鐵橋

谷布里茨山维多利亞小鎮（Blists Hill Victorian Town）

為例 

戴瑋琪 同學 

 

  鐵橋谷（Ironbridge Gorge）位於英國什羅普郡（Shropshire）境內賽汶河下

游的一個縱谷，被眾人稱為「孕育工業革命的搖籃」，原是一片優美的河谷地景，

18、19 世紀工業時代當地曾經發展起蓬勃的鑄鐵與煉煤、陶瓷工業，盛名富於

一時，但後因經濟因素被他處工業區取而代之，使得當地產業逐漸凋零。直至二

次大戰後，英國人民對於環境劇變產生不安定感，紛紛想從過往的榮景尋求一種

慰藉，遺產工業與文化遺產的保存於是開始受到重視。1970 年代起英國尤對於

往昔特有的工業文化遺址考古產生興趣，那一段文學作品中深刻刻畫的、曾經黑

暗隱晦的工業的歷史得到了社會的認可。自此之後，英國以工業歷史與鄉村生活

類型為主的博物館紛紛設立，一陣工業地景轉型成為博物館的浪潮中，鐵橋谷逐

漸奠定其初步雛形，以將鐵橋谷「建立第一座鐵橋」這一段可被稱作是人類史上

重要的一步呈現在世人眼前為己任，欲積極證明工業遺產內涵的價值。 

  在發展整個河谷作為博物館群的框架下，布里茨山維多利亞小鎮（Blists Hill 

Victorian Town，原名為布里茨山露天博物館）亦是計畫中的一份子，一開始就

以一個露天博物館的形式存在於整個鐵橋谷博物館系統下，1973 年開放大眾參

觀時一開始著眼的是當地工業的過往，包含原址保存下什羅普郡的一段運河，19

世紀遺留下的鼓風爐遺址與往昔的陶瓷、磁磚工廠。隨後園區又納入了湯馬斯．

特爾福德 1（Thomas Telford）在什魯斯貝里市（Shrewsbury）西邊謝爾頓地區

（Shelton）建造的收稅站、還有一座位處紐波特市（Newport）的河岸倉庫，也

                                                 

1
 Thomas Telford (1757-1834)，英國建築師與土木工程師，改良了建築拱橋的鑄鐵技術並將其發

揚光大，在英國各地建造許多橋梁、道路與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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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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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快速擴

張發展，越來越具規模，形成了「小鎮」的風貌1。本文意欲探討布里茨山維多

利亞小鎮於管理層面應用了何種策略將景點打造成文化觀光產品？又在遊客一

趟造訪程中設計出什麼樣的方式詮釋文化景點，進以達到露天博物館作為一種活

的歷史教材，提供遊客「寓教於樂」的體驗呢？ 

 

何謂露天博物館？ 

  根據《國際博物館會議》（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將博物

館定義為：「一座以服務社會為宗旨的非營利機構，它負有蒐集、維護、溝通和

展示自然和人類演化物質證據的功能，並以研究、教育和提供娛樂為目的。」2從

文藝復興時代出現第一個公共博物館，到現代的博物館演化出各色各樣的型態，

吾人能發現今日博物館的呈現方式已不再侷限於將文物剝奪原有的時空環境，貼

上標籤後鎖入玻璃展示櫃，逐漸發展出成為強調某時空居民與其生活社區共存的

                                                 

1
 參考 Blists Hill Victorian Town Souvenir Guidebook 

2
 張譽騰，博物館的特性和觀察向度，博物館學教育資源中心，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http://art.tnnua.edu.tw/museum/html/comp3_6.html，2012/9/5 查詢 

 

http://art.tnnua.edu.tw/museum/html/comp3_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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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貌，呈現其經濟、科技發展與歷史文化脈絡軌跡的型態3
 。 

  露天博物館的觀念源自 19 世紀的斯堪地那維亞，原先為的是保存工業革命

風潮席捲下面臨重大型態變革的傳統生活方式。瑞典學者亞瑟．哈茲里烏斯

（Artur Hazelius）自斯堪地那維亞民俗博物館（Museum of Scandinavian Folklore）

得到靈感，於是興建了世界上第一座露天博物館―斯堪森（Skansen）露天博物

館，這樣的創舉給予了北歐其餘國家不少啟發，類似的博物館開始如雨後春筍般

紛紛成立。歐洲各國的露天博物館大部分以展示農業型態生活為主，英國則以保

存工業地景文化為多；除了小型規模的地方博物館展示民俗及生活歷史外，較為

著名的為位於杜倫郡（Durham）的畢密胥―北英格蘭戶外博物館（Beamish,The 

Living Museum of the North），伯明罕附近的布萊克地區生活博物館（Black 

Country Living museum），與本文著眼的布里茨山維多利亞小鎮。 

 

  而維多利亞小鎮又是具有什麼特色的露天博物館？小鎮內包含約五十處景

點，為十九世紀時什羅普郡與其鄰近地區具代表性特色的建築，其中保存有若干

原始座落於露天博物館址內的橋梁、工廠、礦脈遺跡4。這裡每一幢房舍或建築

即是一個節點，將維多利亞時代小鎮居民生活景況濃縮成一連串被創造出的縮影

場景，體現的是一種「時空壓縮」（Boyarin, 1994）。露天博物館址內的建物共有

拆除瀕危建築或重建、原址再利用、複製他處建築至此、重新使原有遺產恢復其

特色四種類型，建築內外以及內部收藏現存狀態都很良好。內部展品設置經過嚴

謹地考察後妥善還原當時樣貌，經常可以發現時間在傢俱擺飾與生活用品像是靜

止了，好似曾使用過它的主人只是暫時離開的狀態。除此之外像是鑄鐵、製陶等

工作坊中的技藝演示與古色古香的商店、學校、農場也是各個露天博物館中常

見、與先人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場景（如圖 4.1）。 

                                                 

3
 歐洲露天博物館協會（Association of European Open Air Museums），

http://www.aeom.org/?Open_air_museums:Definition，2012/9/5 查詢 
4 參見官方網站（2012/6/20 瀏覽）

http://www.ironbridge.org.uk/our_attractions/blists_hill_victorian_town/history/victorian_exhi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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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一進入園區就迎面而來的銀行內行員歡迎遊客將英鎊現鈔兌換成維多利亞

時期的先令，入園購買的商品皆能以此支付，亦或能直接留存做為紀念品收藏。

在小鎮上遊客能透過窗戶一窺 19 世紀末維多利亞時代家庭生活中進行晚餐的情

景，在主要商店街購買布料、雜貨與麵包，各家店主有時還會因為聚在街上和警

長閒聊而不在崗位上。若非能看到現代穿著的遊客來往穿梭，這裡從內到外就像

跨越時空般的幻境空間。不僅如此，小鎮還包含了若干「原汁原味」的往昔工業

遺址―載運礦產的運河與一座鼓風爐，能夠一窺斑駁老舊的熔爐和低矮的礦坑隧

道放任想像遨遊，遊客本身就像是曾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作為一個重建

歷史場景的文化觀光景點，它不是人們憑空建造、與地方文化毫無關係的主題樂

園，小鎮所在的鐵橋谷本身就是一個富含歷史意義的工業文化地景，被創造的原

意本是著重於作為一個博物館的教育與維護保存功能，漸漸其易於親近的特質更

提供了民眾一處適合闔家同遊的遊憩場所；每年帶來為數可觀的訪客皆因園區塑

造「回到過去」獨特的氛圍，爭相拜訪此地。2009 年時園區內新的興建計畫竣

工，除了舊有的工業遺產和建築，新增了遊客中心和舊商店街等更多能讓博物館

工作人員與遊客互動的場所，體現此處文化景點詮釋與時俱進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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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詮釋遺產之策略 

  使用工業遺產的特色發展文化觀光，是一種管理者創意運用資產的表現。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僅擁有文化資產還不夠，如欲發展遊憩活動與文化觀

光，管理者需要先以將文化資產轉化成為文化景點為著眼點，學者 McKercher

與 du Cros（2010）歸納出，成功的文化觀光產品大多因其具有（一）敘述故事、

（二）使資產生動化並讓遊客可參與、（三）使體驗對遊客具有相關性、（四）突

出品質和真實性數種關鍵要素而成功吸引遊客。 

 

  以下將藉由上述二位學者的理論分析布里茨山维多利亞小鎮將文化遺產轉

化成為景點之策略： 

創造文化觀光產品或景點之要素 維多利亞小鎮採取的策略 

敘述故事 以 1890-1910 年代維多利亞時期為背景 

使資產生動化 館內身著歷史服裝的解說人員可與遊

客互動、技藝演示 

使產品具有可參與性 除了視覺外還加入其餘四感的體驗，舉

辦節慶與主題活動鼓勵遊客參與 

使產品對觀光客具有相關性 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學童設計教材教具

或提供導覽 

突出品質與真實性 對展品科學化的研究與嚴謹的考察 

詮釋遺產時的中立性 

表 4.1 由創造文化觀光產品或景點之要素理論分析維多利亞小鎮採取之策略 

（一）敘述故事： 

  為引人入勝，一個文化景點需經過精心設計、包裝既有的資產成為饒富趣

味的故事，藉著故事中的人物或情節和遊客的知識或社會背景產生連結，使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激發遊客想進一步了解資產的遊興，讓資產的內涵達到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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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吸收的效益。維多利亞時代的城鎮風景以及各式各樣的工業時代機具，這

些一景一物不只出現在歷史課本的照片上，而是藉由這個露天博物館活生生的

躍於遊客眼前（如圖 4.2）。英國 BBC 電視台曾使用小鎮作為其一系列「維多利

亞藥房（Victorian Pharmacy）」紀錄片的拍攝場景，播出後造成廣泛迴響，當遊

客來此地參訪時不免聯想至劇中場景，若未來能透過電影電視成功塑造鮮明的

目的地形象，他日或許能將文化資產運用於影視觀光之上。 

 

（二）使資產生動化： 

  會敘述故事還不夠，要能活用各種方法生動呈現文化遺產，讓體驗不致於

呆版無趣，這點小鎮這個露天博物館可說是提供了多樣化的景點類型，體驗型

態不再侷限於以往凝視告示牌上平鋪直敘的說明文字（圖 4.3），還為了促進可 

 

圖 4.2 

參與性，館方加入了多媒體（入口遊客中心的影片介紹、坐著採礦小車進入礦

坑的數分鐘聲光秀）、觸覺（在銀行將英鎊兌換為舊時的先令、手工工作坊、試

穿維多利亞戲服攝影）嗅覺（走訪陶土礦坑）味覺（炸魚薯條店販賣舊時使用

牛油烹調的炸魚薯條、糖果店則有當時孩童最喜歡的零嘴小食），遊客可獲得多

重感官上輕鬆有趣的體驗，這樣的經驗會使他們願意花費更多時間停留，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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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深度消費資產的可能性（McKercher & du Cros, 2010），而穿著維多利亞

戲服的博物館人員、專業演員與志工們除了各司其職、演繹小鎮居民的生活外，

更有意思的是與遊客進行互動，不僅娓娓道來此地的文化脈絡，也接受遊客開

口詢問任何關於這個博物館的問題，可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三）使產品具有可參與性： 

  觀光體驗最好的方式莫過於漫步遊覽，館方提供的地圖上並無設定路線，

只有將建物標註號碼，遊客可不受限的漫遊於六公頃的園區間。每幢小房子的

門只要是敞開的，都歡迎遊客隨意進出。由於並非每處都有解說人員，對於遊

客而言更增加了一種探險似的氛圍。根據鐵橋谷博物館群參觀手冊（An Access 

Guide toThe Ironbridge Gorge Museums），小鎮於部分景點設有特殊設備以服務 

 

圖 4.3 

視覺與聽覺上有困難的遊客，並歡迎由館方人員的解說和帶領下觸摸物品，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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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保障了弱勢族群的參與和體驗機會。 

  如何兼具教育性與娛樂性，是近年來詮釋文化遺產逐漸開始重視的議題。遊

客造訪小鎮的目的不是來強記填鴨，需跳脫僵化的知識傳遞方法，藉由遊客身歷

其境後源自環境的啟發取代教育機構中制式化上對下的教導，達到輕鬆愉悅的

「寓教於樂」式體驗，才是詮釋遺產的上策。遺產詮釋之父費曼（Freeman Tilden）

（1957）認為，詮釋主要的目的不在教導，在於激發，另外詮釋並非單純提供訊

息而已，更重要的是揭示背後更為深層的真理與價值。 

 

  詮釋遺產的方式有動有靜，能給予遊客最直接參與體驗的莫過於邀請遊客同

樂的活動了。維多利亞小鎮的節慶與活動種類繁多有目共睹（如圖 4.4），鐵橋谷

博物館群網站的整體形象營造中也將她描繪成一個無時無刻充滿熱鬧氣氛，適合

大人小孩同樂的活動場所；透過運動會、扮裝主題週、遊行、聖誕節，無形中傳

達給民眾文物或文化場所的意涵和價值，讓大眾理解英國文化遺產屬於每位人

民，提升遊客親近文化資產的意願。維多

利亞小鎮頻繁地作為教育團體校外教學

的指定場所，教師與博物館人員藉由落實

上述詮釋資產的方式，比起背誦千遍歷史

課本上生硬的年代數字，倒不如讓學生們

穿上維多利亞時代的服裝、體驗工業時代

時需要積極工作以支撐家計的男孩和學

習操持繁重家務的女孩，他們如何度過一

整天疲憊又忙碌的生活。對文化遺產的愛

護與認同可從日常小處日漸培育起，不但

對於文化觀光層面可說是形塑未來的潛 

       圖 4.4       在客層，了解並愛護資產的人於參觀文化

景點時會自發自律將破壞行為減到最低，對於文化資產保存層面也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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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產品對觀光客具有相關性： 

  身為歷史文化遺產，不論是物理上的距離或是知識上的認知都應該要具備

易於到達或是易於理解內化的特質，以建立情感上的連結，增進學習的動機。

欲建立資產與遊客之間的相關性，首先要與遊客的知識框架相連結，應盡量以

清晰易懂的方式詮釋；每一位造訪遊客的文化資本皆不相同，若只是一味的豎

立寫滿晦澀難懂文字的告示牌，只會得

到事倍功半的反效果。相較之下館方鐵

橋谷信託特別為小學的孩童設計結合

歷史與故事的遊戲學習單（如圖 4.5）

與教具、小屋牆上陳設的一張張斑駁的

老舊照片，甚至是以前工人們遺留下的

隻字片語等輔助媒材都更有助於了解

過去那段歷史。搭配上述提及的體驗形

式，讓造訪的遊客都給予十分正面的回

應，表示擁有愉悅充實的參訪經驗與學

習體驗5。 

圖 4.5 

（五）突出品質與真實性： 

  實際經營觀光活動或旅遊套裝行程中展現給旅客的文化，其實是對一地的

本真文化面進行了選擇、提煉、添加、甚至是再造後形成的，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1988）將這樣的揀選過程稱為「策展干預（curational 

interventions）」，將物件抽離其原有文化社會背景，將它重新分類、貼上標籤、

神聖化成為文化遺產。這種汰除陰暗面，呈現光明面甚至於糾正歷史的步驟若

                                                 

5
 訪客意見來自 Tripadvisor 網站，瀏覽時間(2012/6/25) 

http://www.tripadvisor.co.uk/Attraction_Review-g186366-d261211-Reviews-Blists_Hill_Victorian_T

own-Ironbridge_Ironbridge_Gorge_Shropshire_England.html 

http://www.tripadvisor.co.uk/Attraction_Review-g186366-d261211-Reviews-Blists_Hill_Victorian_Town-Ironbridge_Ironbridge_Gorge_Shropshire_England.html
http://www.tripadvisor.co.uk/Attraction_Review-g186366-d261211-Reviews-Blists_Hill_Victorian_Town-Ironbridge_Ironbridge_Gorge_Shropshire_Engla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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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審慎思慮其客觀性與妥善使用，可能致使一處文化遺產淪為個彰顯權力或

榮耀的空殼，對於歷史的真實性有欠偏頗。為了夠滿足、迎合或者創造旅遊者

的需求，文化遺產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文化的「舞臺性」。這種 MacCannell（1973）

提出的「前台」（Front stage）文化展示給遊客一個與原真文化不完全相同的形

象、符號來滿足人們求異、求新、求知的心理。因而，某種意義上觀光客看見

的真實是經過市場選擇、提煉、創造後形成了舞臺化的旅遊文化商品（Timothy 

& Boyd，2003）。的確，在小鎮這個露天博物館內極少提及工業革命晦暗的一

面，關於這一部分的歷史鐵橋谷信託將它安排至了陶瓷博物館內的社會歷史常

設展另外著墨。 

  對於真實性方面的議題，小鎮身為一個博物館，對於維護著工業遺產和維

多利亞式建築的「客觀真實性（objective authenticity）」標準有嚴格的自我要求，

在詮釋遺產部分也十分謹慎的採用「第三人稱」口吻，博物館解說人員以「他

們」來稱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民，避免用過於主觀的角度代入自身，致使遊客

質疑正當性。 

  現代的觀光客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那些擁有相當程度文化資本的文化

觀光客，他們不會願意花錢消費低品質的文化商品，因此文化景點要能提供足

以使人信服的和滿意的體驗。學者 McIntosh（1999）的研究顯示，造訪 19 世

紀英國工業遺址時，參訪景點對個人的意義主導了真實性的建構，遊客會因為

個人經驗、旅遊動機與對於過去親身經歷歷史的認同與否，而對景點產生或褒

或貶的評價，所感知到的真實性因人而異。John Urry（1990）指出後現代的觀

光客（post-tourist）具有以下的三大特性：（1）經過電視、網路、虛擬實境等

媒介，即可享受觀光者的凝視；（2）喜歡多樣化的觀光項目選擇；（3）不局限

於單一和真實的觀光體驗。在這樣的特性之下，對於某些觀光客而言比起展品、

環境的真實性，更在意親身參與脫離常規生活慣習、時空的活動，以收集到特

殊的符號與沉浸於異於日常生活的體驗。現在一般觀光客大多不會詢問一座古

董印刷機是否真的是從當時的工廠中拆卸下來原封不動的保存至今，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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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眼見到人員從製版到操作印刷機印製出一張又一張的報紙，或是參加工作坊

親身當一回印刷工人。觀光客追求的「真實性」並非「實際性」，所認為的「真

實」定義取決自個人的知識框架與背景（McKercher & du Cross, 2010），因此多

數人並不瞭解工業革命的沿革與 1900 年的時代背景，卻對於維多利亞小鎮的生

活體驗趨之若鶩。 

 

結語 

  時光洪流推動著歷史巨輪疾疾而去，社會瞬息萬變，而現代生活步調的驟變

使人們對於往昔的歷史感到興趣與懷念，成為遺產觀光興起的契機；學者 Zepp & 

Hall（1991）的研究發現民眾喜歡造訪歷史主題公園是因為對於過往之人的生活

產生興趣。藉由賦與豐富的故事性，文化資產可以塑造跳脫常規生活的體驗，造

就一個趣味歷史幻境。布里茨山维多利亞小鎮身為一個露天博物館，將文化遺產

的意義和社會價值發揚光大，她不僅兼具教育與遊憩娛樂的特質，並結合歷史空

間的營造、原汁原味的遺址保存與多重感官體驗，帶領遊客穿梭時空，回味過去。

在管理層面上，鐵橋谷信託整合所有資源，將小鎮與谷內其餘博物館及景點串聯

成線，形塑成一片完整的工業文化地景，成為貼近民眾又適合闔家參與的文化觀

光景點。 

  就規劃層面而言，管理方不能只短視近利的只專注於開發現有資產，主動創

造資產並擁有宏大的遠見視野才是良策。為了使鐵橋谷維持良好的發展空間，將

既有資產加入新元素以創造新的文化資產、導入創意觀光與遺址維護修復後再利

用皆是鐵橋谷詮釋自身文化資產朝向長期發展所使用的策略。反身地思考台灣目

前沒有正式命名為露天博物館的博物館類型，相似的民俗村及歷史主題公園主要

標榜迪士尼遊樂園般的娛樂體驗以招攬遊客，由此可見仍需在體驗類型與詮釋文

化遺產方面下一番功夫，希望藉由觀摩英國的案例以增進此類文化景點的吸引

力，給予前來的遊客更為鮮明與富含教育意義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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