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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許多美國內城的族裔社區都擁有豐富的傳統、歷史、藝術及美食，然而它們往往也苦於撤

資、高貧窮率與衰退等問題。隨著文化旅遊的盛行，開啟了一個探索社區文化資產如何能

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機會。本研究藉由文獻回顧、洛杉磯四個族裔社區的商家與文化機構

調查、以及美國七個城市中現有文化旅遊計畫特色與影響之分析，來探討文化旅遊作為內

城族裔社區經濟發展策略所面對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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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在過去的幾十年，世界各地有許多城市都積極地推動文化發展策略，並將其視為一種

經濟發展的手段。正如有人所認為的： 

當文化表達不再被當成一種尾隨都市生活而來的社會經濟實踐，而被認為是

都市經濟之動力來源時，文化表達與城市兩者之間的關係就被反轉了（P. 

Newman & Smith, 2000,p.9）。 

造成這種文化有價化甚至是商品化的現象有幾個原因。製造業生產下滑、後福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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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崛起、以及新興的文化經濟等，都迫使城市不得不去尋找經濟發展的替代性資源

(Scott, 2000, 2007)。在一個逐步邁向全球化的世界裡，城市與城市之間對於投資與觀光的激

烈競爭更鼓勵了規劃者和決策者努力地找尋其城市作為文化、娛樂與消費中心之優勢

(Hannigan, 1998)。 

 

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歐洲、美國、以及最近的東亞，文化發展策略在都市再生與經

濟發展中扮演了愈來愈重要的角色。這種策略之所以在城市經濟發展上取得重要性，是因

為文化活動被視為能增加市政預算的觀光賣點(Richards, 2001)。由於最近幾十年來，相較於

其它經濟部門，觀光業成長相當迅速(Grodach & Loukaitou-Sideris, 2007)，因此很多城市都進

行了企業化的策略，其重點在於以市中心商業地帶「旗艦計畫」的發展作為城市再生的催

化劑，這些計畫包括了博物館、音樂廳、表演藝術中心、畫廊以及其它類似的機構。 

 

 有些城市及其行銷顧問就像優秀的企業家一樣，很精明地察覺到觀光產業最近的趨勢

和轉變。其中一個趨勢乃是文化旅遊的興起和擴張，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7）視為

「一種獨特的、考量到他人文化的觀光型態」，而且已經變成觀光產業中成長最快的部門

(Hoffman, 2003;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1976)。在城市中的文化旅遊著重

於其鄰里與場所的拼貼交織、它們的傳統、藝術形式、慶典、以及反映城市空間多樣性的

生活經驗 (McAuley, 2006)。 

 

隨著觀光市場的成熟與日趨飽和，觀光業者為了回應某些客戶所要求的「道地」經驗

與在地特色，開始致力於將其產品與服務多樣化。這個現象導致某些學者將之視為「後現

代觀光」，其特點在於對少數民族、族裔文化及其藝術、宗教和美食傳統的重視(Munt, 1994)。

對此 Hoffman(2003)解釋道：「無論對商業或觀光業而言，多元文化與多樣性近來都成為一

種正面的人口特徵」（p. 289)。 

 

然而文化與多樣性是否為城市中弱勢社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任何新的機會？對於族裔

文化價值的再發現而言，其挑戰、風險與機會為何？文化旅遊會成為一種內城族裔社區經

濟發展的可行策略嗎？在美國的城市中，有哪些策略被用來促進文化旅遊？本文的研究內

容在於了解過去幾十年來，內城族裔社區中的商家與文化機構所面對的機會和挑戰；以及

藉由檢驗過去十年相關的文化計畫，來探討文化旅遊是否為這類社區未來經濟發展的可行

的選項。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1）藉由文獻回顧來了解學界如何看待文化旅遊的挑戰

和潛力，（2）調查了四個洛杉磯族裔社區中與文化相關的商家及文化機構，以了解它們的

特性與它們所面臨的挑戰，（3）訪談了美國七個城市文化旅遊組織的負責人，以了解這些

組織在促進族裔社區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其影響力。 

 



文化旅遊的挑戰與潛力：文獻回顧 

    

    過去的十年間，興起了一股研究風潮，試圖分析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其中許

多研究乃是藉由檢視Florida(2002)有關創意階級與都市再生連結的著名主張，來分析藝術對

地方與都市經濟的影響（如Evans, 2005; Stern & Seifert, 2007, 2008; Sterngold, 2004）。雖然

Markusen與Gadwa(2010)在最近曾警告說「有關文化設施、產業、勞工、與經濟發展之間交

互關係的文化理論仍相當粗糙且未經檢驗」(p. 383)，但是有些學者仍將某些趨勢視為文化

設施與藝術家高度集中於城市地帶所產生的正面效果或副產品。例如，有學者看到了犯罪

率的下降與房地產價格的上揚(e.g., Glaeser, Kolko, & Saiz, 2001)，工作機會的增加(e.g., Currid, 

2007; Markusen & Schrock, 2006a, 2006b)，以及重要文化事件(e.g., Markusen & Johnson, 2006)、

活力與「陶醉」(e.g., Currid, 2010a)的產生。有些學者的研究則沒有那麼熱情，反而認為這

正是Currid (2010b)所說的「一種令人不安、關乎藝術-經濟發展故事的子敍事」(p. 259)，那

就是：縉紳化造成現有低收入族群、甚至藝術家的迫遷，以及各地方為了吸引富裕遊客而

被「迪士尼化」 (Gibson, Waitt, Walmsley, & Connell, 2010)。 

 

    有一支文化-經濟發展的文獻檢視了地方政府藉由文化政策來吸引觀光收入的機會、挑

戰與限制。其中大部分研究都在審視市中心商業區推動文化旗艦計畫的策略(Bianchini, 1993; 

Bianchini, Dawson, & Evans, 1992; Fainstein & Judd, 1999; Peck, 2005; Zukin, 1995, 1997)，而只有

一小部分研究檢驗了內城族裔社區社區運用文化旅遊策略的方式 (Hoffman, 2003; Lloyd, 

2002; Xie, Osumare, & Ibrahim, 2007)。當然，這是因為前者的顯著性與影響力遠大於後者。

最近一項調查顯示，美國城市樂於投資的文化發展策略，多半倚靠大型活動與市中心設施，

而不是倚靠城市中各式鄰里中的文化生產與文化計畫(Grodach & Loukaitou-Sideris, 2007)。在

過去幾十年內，雖然城市主要地區的菁英文化設施與「精緻文化」活動主導了市政府的偏

好，但是也興起了一些社區導向的文化策略、「由下而上的觀光」(Gotham, 2005)、以及社

區文化發展(Burnham, Durland, & Ewell, 2004)，反映了一種對社區內在發展的重視與對社區

「另類」文化的支持。 

 

    的確，在過去十年中，有關什麼才值得保存與展示，以及什麼才算是歷史、文化與認

同的思考，已日漸擴及那些尚未充分呈現於現有文化、美學與歷史記錄中的文化、時代與

社會團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這種看法的倡導者之一。透過了一系列里程性的公約和章

程，它主張(1)除了特殊與卓越的文化與歴史之外，我們也應了解日常與平凡的文化與歴史 

(UNESCO, 1964)；(2) 我們不僅要保護遙遠的過往，也要保護近日與當前正受到威脅的生活

與文化 (UNESCO, 2001)；(3)除了有形的紀念物與歷史地區之外，我們也應保存無形的文化

遺產 (UNESCO, 2003)。這些發展反映了一種對保存社會歴史與認同更全面性的了解，也反

映對展現與頌揚主流文化外的社會文化實踐所付出的努力。將城市旅遊重新導向文化多樣



性的稱頌與跨文化的理解，似乎可以幫助過去被忽視和邊緣化的族裔社區。的確，族裔與

移民社區被隠藏的文化資產，包括它們的宗教儀式、食物、語言、習俗與藝術等，在今天

已被視為「串連城市與世界之重要跨國社區」的一部分 (Peterson, 2003, p. 121)。 

 

    然而，為了經濟發展目的而將族裔飛地暴露在「觀光客的凝視」下，也產生一些緊張

關係。正如UNESCO (2007)所指出，「眾所周知的事實乃是，就發展而言，觀光業既可能

是社區的死敵，也可能為其密友」(第一段)。文化旅遊帶來的某些風險，其實正潛藏在旅

遊產品的發展與包裝中。由於觀光業者多將文化視為商品，結果導致展示邊緣化文化的受

益者主要是外地人而非當地社區（Robinson，1999）。有些學者研究了社區文化資產轉化成

旅遊景點的過程(Craik, 1997; Hughes, 1998)。在許多案例中，這個過程包含了塑造與包裝社

區資產及社區服務，以便於旅遊團體消費（McKercher，du Cros，2004），結果往往使得文

化與地方失去了本真性(Cohen, 1988)。這種本真性在地景主題化之後，被重新發明的旅裔文

化符號（例如在中國城的寶塔屋頂或小哈瓦那的手繪土坯店面）所取代，以編造一種易於

理解的經驗。而另一種危險乃是，店家透過商店招牌、商標、與街道傢俱色彩統一等方式

來讓旅遊經驗更愉快且更純淨，結果造成了地景的標準化與同質化。還有一種風險是將族

裔社區轉型成Judd (1999) 所說的「旅遊泡泡」，意指一種受控制的地區，為了降低日常生

活的未知性與危險性而導致社區（現在轉換成旅遊空間）被孤立於日常生活的現實與實際

經驗之外。這種發展可能對少數人有利（觀光業者，某些地方商店），但卻不利於大多數

居民和遊客。其危險在於： 

 

遊客所獲得的並非豐富而真實的文化景象與經驗，而是舞台化了的本真性；

他們獲得的不是異國文化，而是媚俗…宗教儀式、族裔禮俗與節慶不斷地

被減化與淨化，以符合遊客的期待，其結果就如同有位學者所形容的「被

重構的本真性」（Robinson，1999，p. 22）。 

 

    學者們還發現另一種危襝：有時無心造成的持續刻板印象或是族裔文化的本質化，會

混合為一而產生了在主流觀點（包括西方、白人、中層或上層階級的觀點）下被觀看的「他

者」 (Hitchcock, 1999; MacCannell, 1973, 1992)。這種「他者」可能因具有異國情調與本真性

而吸引遊客，但這種觀看卻強化了我們與他們、局內人與局外人、生活於當地並生產文化

產品的居民與參觀社區並消費其產品及服務的遊客之間的對立(Xie et al., 2007)。 

 

    最後，弱勢社區旅遊推廣的成功會帶來縉紳化的現象，這清楚地反映在紐約哈林區的

案例中。部分學者相信中產階級的消費與排他性乃深植於文化規劃(cultural planning)之中

(Harvey, 2000)，其副作用就是縉紳化、合宜住宅與商業空間的遺失、以及居民的迫遷

（Stevenson, 2004)。雖然上述研究指出了文化旅遊作為弱勢社區經濟發展策略的陷阱，但

是有些學者則著重於文化旅遊對於重振先前被忽視之城市鄰里的潛力。如上所述，儘管縉



紳化被許多人厭惡，但它卻受到縉紳化社區中某些人的歡迎(Freeman, 2006)。事實上，這些

研究的假設、方法與結果已成為被激烈批判與辯論的對象，因為它們同時關乎文化-發展的

網絡以及各種不同文化旅遊的推動(Allen, 2008; Freeman, 2008; Hamnett, 2010; Marcuse, 

1985/1986; K. Newman & Wyly, 2006; Shaw, 2008; Slater, 2008, 2009, 2010; Smith, 2008; Wacquant, 

2008; Watt, 2008; Zukin, 1987)。 

 

    在上述緊張關係之下，建構文化旅遊最佳途徑的關鍵前題便在於確保這些計畫是由現

有居民及其社區所主導，以及確保居民從中受益並因此自我培力，而不是帶來族裔文化的

商品化、新的分歧與階層化、社會排除、以及居民迫遷。在這個狀況下，文化旅遊的有形

利益可能包括創造在地居民的工作機會、為奮力經營小型或族裔生意的商店增加商機、改

善實體與社會的基礎設施、提升社區安全等，這些都可讓居民和遊客共同受益(Fainstein & 

Stokes, 1998)。 Hoffman（2003）在對紐約哈林區的研究中發現「整體而言，觀光旅遊業觸

及了這個迄今仍被忽視的領域，並為政治和經濟提供一種新的激勵措施與資源，同時也提

供了一個建立共識的可能契機」(p. 296)。同樣地，Gotham (2005)也拒絕了在地居民只會在

文化旅遊經營者的影響下成為弱勢勞工的這種看法。 

 

    有些研究則提出了文化旅遊作為內城族裔社區經濟發展工具在運用上的大前提。這些

前提包括：在地人士和社區團體要能主動參與指定、保存與推廣其文化資產的過程，以及

這些資產的行銷活動中要能有真正的市民及公/私部門參與 (Hoffman, 2003)。他們也警告，

經濟目標不應取代社區發展目標，因為 

 

雖然文化和經濟明顯相關，但是我們也不能以傳統的經濟角度來處理文化。試圖這麼

做只是替以下觀點背書：生活文化是一種可交易、可替代、且與自然環境分離的「另

一種商品」(Robinson, 1999, p. 383) 。  

 

    到底當代內城族裔經濟的主要特徵是什麼？在文化旅遊上它們能將自已帶到什麼樣的

程度？在族裔社區中的商家以及擔負著促進文化發展使命的非營利組織與市民團體，它們

對前述議題的經驗為何？我們現在將轉向這些問題的討論。 

 

四個族裔社區經濟的特徵 

 

    為了要了解族裔社區中商家與文化機構的特徵、其所面臨的挑戰、及其對文化旅遊的

態度，我們對洛杉磯四個族裔社區進行調查：高地公園(Highland Park)、雷蒙特公園(Leimert 

Park)、小亞美尼亞(Little Armenia)、與泰國城(Thai Town) (圖一)。四個社區均位於距洛杉磯

市中心 8 英里的範圍之內。它們有為數眾多的少數民族人口，平均家庭收入低於洛杉磯縣



的平均值，且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比例高於全縣的平均值（表一）。這四個社區不像在洛杉

磯的中國城和小東京這些較為知名且歷史悠久的族裔社區般，會有大量的遊客參訪；即使

展示出豐富的文化資產，它們對於觀光客與洛杉磯市民而言，仍宛若不存在一般(McAuley, 

2006)。 



 
 

圖一：四個社區的位置  



表一：各社區區之基礎人口統計與社會經濟性質 

 

 高地公園 雷蒙特公

園 

泰國城/ 

小亞美尼

亞 

洛杉磯市 洛杉磯郡 美國 

總人口 64,660 30,840 48,715 3,694,820 9,519,338 281,421,906 

1999 年之家庭

收入中位數（美

元） 

36,064 30,472 31,820 36,687 42,189 41,994 

貧困標準以下

之個體(%) 

19.1 24.5 21.2 22.1 17.9 12.4 

白種人(%) 40.8 6.1 61.9 46,9 48.7 75.1 

黑種人或非裔

美國人(%) 

3.1 78.5 3.8 11.2 9.8 12.3 

美國印地安人

或阿拉斯加原

住民(%) 

1.4 0.5 0.5 0.8 0.8 0.9 

亞裔(%) 12.3 3.2 12.6 10.0 11.9 3.6 

夏威夷原住民

或其它太平洋 

島國居民(%) 

0.2 0.1 0.1 0.2 0.3 0.1 

其他人種(%) 36.4 8.0 12.5 25.7 23.5 5.5 

二或以上的人

種(%) 

5.9 3.7 8.5 5.2 4.9 2.4 

西班牙裔或拉

丁裔(%) 

70.2 14.3 24.4 46.5 44.6 12.5 

年齡中位數

（年） 

29.3 37.2 36.3 31.6 32.0 35.3 

資料來源： U.S. Census Bureau, Census 2000: Summary File 1 (SF1) and Summary File 3 (SF3). 

 

高地公園座落於洛杉磯市中心北側，它是個以拉丁裔(Latino)為主的區域。從 1990 年代

末期開始，有一群拉丁裔與白人藝術家以此區定居，並開設了至少二十間藝廊，其中有些

人是因為市中心與中國城的租金提高而被迫搬來這裡。拉丁文化在社區的營造環境中是顯

而易見的，像是畫廊、餐廳、炸玉米餅攤與零售商店等，還有西南博物館(Southwest Museum)、

歷史住宅、手工藝業者及其店面等。因此，高地公園擁有一些文化資產，從既有文化機構



與多族裔藝術家的群落、以至於到街頭藝術與非物質文化，交織在一起且散布於街道及日

常生活當中。高地公園是全市最大的古蹟保存區(Historic Preservation Ovelay Zones)之一，洛

杉磯保存管理委員偶爾會主辦徒步參訪。儘管擁有這些資產，非當地的居民卻對高地公園

幾乎視而不見。唯一會在旅遊地圖與旅遊手冊上出現的地標只有西南博物館與拉米斯之家

(Lummis House)。 

 

雷蒙特公園座落於洛杉磯市中心南側，是該市與該區域非裔美人(African American)的文

化中心。雷蒙特公園本來是 1920 年代為白人中產階級家庭所規劃的鄰里，從 1950 年代起

白人開始大量撤出，而 1965 年發生的瓦次暴動(Watts riots)更加速了這個過程。於是非裔美

人搬來這個鄰里，其中許多人都是視覺藝術家、表演藝術家與音樂家。一個由黑人導引的

文化區域因而產生。在 1980 與 1990 年代，新一波的社區運動者、藝術家與音樂家在雷蒙

特公園建立了幾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化機構。今天，雷蒙特公園的人口中有 80%為非裔

美人。在兩個街廓的範圍內，便可以找到爵士樂與藍調的俱樂部；嘻哈音樂團體；一打以

上的藝廊；非裔美人傳統餐館；作為當地居民聚會場地以及訓練嘻哈、饒舌與口說藝術家

的「KAOS 網路社群藝術中心」；提供非正式爵士樂課程的「世界舞台」；作家工作坊與

其它活動；還有密西西比 西最大的非裔美人書店「Eso-Won Book」（Thompson, 2008）。

這個社區每年都還會舉辦夏日爵士音樂節與冬季寬扎節(Kwanza festival)。然而，儘管有這

麼多文化機構與文化活動，雷蒙特公園仍未完全從 1992 年市民暴動後公部門的撤資中恢復

過來。許多商店還掙扎著求生，而有些則已經倒閉。來自再發展、縉紳化與人口迫遷的威

脅，反而促成了「拯救雷蒙特社區聯盟」（Save Leimert Neighborhood Coalition）的成立。

儘管雷蒙特公園作為非裔美人文化聖地的地位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參訪者，但是除了非裔美

人以外，其他洛杉磯大眾卻對它一無所知。 

 

    小亞美尼亞位於東好萊塢的中心，沿著繁忙的好萊塢大道、日落大道與聖塔莫尼卡大

道，是洛杉磯的亞美尼亞文化樞紐。這個地區乃是數代亞美尼亞移民入境的第一個口岸，

而許多移民則已分散至洛杉磯其他鄰近區域中。然而，小亞美尼亞仍因擁有許多重要族裔

機構而聞名，例如亞美尼亞完全基礎教育學校，裡面還有一個諾亞方舟圖書館；St. Garabed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一個眾所皆知的記錄庫和錄音室；還有亞美尼亞麵包店、雜貨

店及餐廳。 

 

    泰國城與小亞美尼亞重疊。泰國城位於東好萊塢一處五個街區的範圍，介於西方大道

與諾曼地大道之間，它代表著該區域泰裔人口的文化與商業中心。這個地區設有泰國餐廳、

市場、工匠店、絲綢服飾專賣店、按摩中心、禮品店及書店等。社區的中心是「泰國廣場」，

它是一個有泰國商店的小型購物中心，其中還有兩個以彩色花環裝飾的靈修小屋。在草根

組織「泰國社區發展中心」(Thai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er)的努力下，該地區於 2000

年獲得官方指定為「泰國城」。又因有文化和歷史資產的價值，因此在 2008 年被指定為「保



存美國」（Preserve America)社區。然而儘管有這些稱號，泰國城卻不像那些歷史更悠久的

亞裔社區像是中國城與小東京一樣可以被識別，事實上對於大多數的參訪者與觀光客來說，

它仍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McAulay, 2006)。 

 

    2008的冬季，我們在四個社區共發出了200份問卷（詳附錄）給商家和文化機構，其語

文包括英文、西班牙文與泰文，並得到101個回覆（高地公園36份, 雷蒙特公園30份,和泰國

城/小亞美尼亞的35份）。這項調查獲得了很高的回覆率（50.5%）是因為與主要受訪者相同

族裔的研究人員們，反覆地在各個社區內拜訪支持的商家，並利用受訪者之母語來進行調

查。在進行問卷調查之前，我們參加了社區會議、安排焦點群體訪談，進行關鍵人物訪談，

並建立與社區組織間的交流及合作。透過社區的投入、鄰里參訪與檔案研究，我們建立了

一個全社區文化組織以及餐飲和娛樂文化商家的清單，作為我們的抽樣架構。最終的調查

樣本並不是用來代表社區內所有 和組織，因為這些樣本多為四個社區中和文化與日常

生活實踐有明顯相關的族裔商店。 

 

    在這些社區中我們將文化資產與資源定義為：推廣低能見度之有形與無形文化所存在

的既有或新興空間、社區活動、以及其聚集地。這些空間與活動在社區日常生活中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它們也構成了文化認同與價值具體 的符徵，這些價值包括了城市在地認

同、跨社區/跨文化認同、以至於跨國認同。在社區中，這樣的空間和活動包括了：社區組

織、當地商店、非營利組織；文化場所如工藝美術商店、畫廊、博物館和歷史街區；建築

地標、商店或販售文化產品及服務的小型商店；當地餐廳；以及關注社區事件、節日、民

族習俗、儀式、語言和風俗、居民和青年之社會文化服務的網絡。這種對各個社區文化遺

產的指認與活化，乃是決定於社區的信念與日常實踐。與此同時，它們的角色與活力則為

社區之外甚或社區之內的力量所限制。因此，社區投入成為在操作這一廣泛定義時的關鍵

因素。 

 

    這項調查詢問受訪者所屬機構的概況和目標群（員工人數、在現今地點的年數、目標

群性質）、財務考量（年營業額、銷售數量的轉變、非營利的衝擊）、行銷/佈點型態、區位

的優劣勢認知、遷移或出售的可能考量、以及其原因。以下的討論總結了此調查之主要發

現。 

 

商業與文化機構概況 

 

    接受調查的商家幾乎可以平均地分成族裔餐廳（34）、文化相關事業（畫廊、藝術家工

作室、表演空間、舞蹈工作室、書店/音樂商店；33）、以及社區性零售商店和服務業（禮

品店、音樂商店、書店、首飾店等，通常販賣文化產品；34）。受訪者的店面大多是租來的。



大部分租賃是短期的，通常為一到三年，而高地公園則約有一半的受訪者為月租的形式，

這意味著該社區的商家和小型企業可能具有很高的周轉率。實際上，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指

出他們在現今地點營業還不到兩年，而另外四分之一則為三到六年。泰國城也有類似的情

況，約有半數的受訪者反應他們在現今地點營業還不到四年。雖然一般零售和服務類型的

小型企業，比起其他產業面臨了更高的周轉率(Efrat, 2008)，但是泰國城和高地公園的小型

企業周轉率卻高於全國的平均值，在經濟危機不斷加劇的2008年該平均值為19.8%(Regan, 

2008)。雷蒙特公園中接受調查的商店經營時間則比較長，80%的商店在現今地點營業超過

四年。在所有接受調查的地區中，大部分商店都是由夫妻經營，而且聘僱的員工人數都少

於四人。這些地區商業平均銷售額為美金60,000元，但只有少數商家（22%）填答了相關的

問題。在2005至2007年間，高地公園和泰國城/小亞美尼亞幾乎有半數商家、雷蒙特公園有

43%商家的銷售額有所增長。有少數的商家（泰國城 8.6%、高地公園 17.1%、雷蒙特公園 

21.4%）的銷售額這幾年減少，而其餘的商家則沒有太大的變化。在泰國城有三分之一（32.4%）

的受訪者由於租金太高、不同的空間要求、或低銷售額而考慮搬遷至其他地點，這點反映

出了泰國城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另外，在高地公園和雷蒙特公園，有小部分的受訪者亦考

慮搬移。 

 

顧客與目標客群概況 

 

    在高地公園和雷蒙特公園，有超過一半的店家認為他們擁有區域型的顧客，這些遊客

和顧客來自大洛杉磯地區，並且大部分是開車過來。相反地，泰國城/小亞美尼亞的大部份

店家則認為他們的遊客與顧客來自於周遭社區（1-5英里距離）。正如預期的，雷蒙特公園

大多數（66.7%）遊客與顧客是非裔美國人。相反地，泰國城以及特別是高地公園其客源在

種族上則較為多元。受訪者指出，泰國城/小亞美尼亞約有半數的遊客和顧客不是泰國人或

亞美尼亞人，而高地公園則有44%的客人不是拉丁裔。商家與遊客/顧客的資料可參考表二。 

 

表二：商家與遊客/顧客概況 

 

 高地公園 雷蒙特公園 泰國城/小亞美尼亞 

於現今地點之平均年數 9.7 8.2 6.7 

平均員工人數 4.0 3.9 6.3 

擁有的商業空間（%） 40 16.7 6.5 

近兩年的銷售增長（%）

(2005-2007) 

51.4 42.9 48.6 

近兩年的銷售下降（%）

(2005-2007) 

17.1 21.4 8.6 



鄰近社區的顧客（%） 30.6 13.3 40.0 

超過5英里的顧客（%） 58.3 56.7 22.9 

與商家相同種族的顧客（%） 38.9 66.7 42.9 

與商家不同種族的顧客（%） 44.4 33.3 48.6 

住在社區內的商家（%） 72.2 46.4 28.6 

考慮遷移至其他地點（%） 14.3 20.0 32.4 

考慮歇業（%） 20.0 10.0 2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區位優勢與劣勢 

 

    表三總結了四個社區受訪者認為最重要之區位優勢與劣勢。他們所認知的優勢包括社

區在市中心的區位、社區識別、高可及性、以及與其他商業的鄰近性。而他們認知的劣勢

則包括缺乏知名度、缺乏停車空間、不安全、外來者對該區域的負面印象、以及相關商店

帶來的競爭。 

 

表三：受訪者對於其地點優劣勢之認知 

  高地公園 雷蒙特公園 泰國城/小亞美尼亞 

優勢 1 地點的中心性（11） 社區認同（15） 地點的中心性（8） 

2 可及性高（9） 

具特色/歷史性（9） 

地點的中心性（6） 

可及性高（6） 

社區認同（7） 

3   鄰近其他商家（6） 

劣勢 1 缺乏知名度（8） 

缺乏停車空間（8） 

缺乏知名度（5） 缺乏停車空間（14） 

2  缺乏安全性（4） 競爭/缺乏一致性（8） 

3 受限的客流量（6） 缺乏停車空間（3） 缺乏清潔（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括號內為回覆之數量）。 

 

商業推廣 

 

    調查結果也闡明了四個社區的商家所採取的企業行銷類型和程度（表四）。例如，泰裔

商家彼此高度相互競爭，除了每年的潑水節（新年的慶祝活動）外，很少進行集體合作。

泰國城/小亞美尼亞的商家和餐廳使用網路行銷的程度不高，只有22.9%擁有自己的網站。

它們幾乎完全依賴地方報紙廣告或口耳相傳來進行行銷。而在高地公園，許多既有的長期

性組織（Arroyo Arts Collective, 高地公園 Heritage Trust, Northeast LA Art or NELAart）則採集



體運作以推廣社區歷史和文化。幾乎所有的畫廊都擁有網站，但社區型餐廳則不然。超過

三分之一的商家透過地方報紙宣傳，少數商家（22%）則利用雜誌，而約有四分之三的商

家參與社區節日和慶典活動，並利用這些機會來推廣與行銷。雷蒙特公園具有強烈的社區

認同，因為有幾個地方團體致力促銷他們的社區。但是，其中有些團體因為對該地區發展

方向和優先考慮事項有不同意見而產生了分歧與對立。儘管如此，大部分商家和文化機構

（73.3%）都提到他們參與了社區節日和慶典。在雷蒙特公園，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擁有網站，

但其他商家則仍藉由口耳相傳來推銷他們的生意。 

 

表四：業務推廣成果 

 高地公園 雷蒙特公園 泰國城/小亞美尼亞 

擁有商業網頁 52.8% 56.7% 22.9% 

與其他領域業務聯合行銷 38.9% 23.3% 0% 

參與地區活動 72.2% 73.3% 54.3% 

透過網路行銷業務 58.3% 60.0% 33.3% 

透過報章廣告行銷業務 36.1% 46.7% 93.9% 

透過雜誌廣告行銷業務 22.2% 20.0% 33.3% 

透過電視廣告行銷業務 2.8% 3.3% 3.0% 

透過旅遊指南行銷業務 8.3% 6.7%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這項對於商家和文化組織的調查證明了族裔經濟的某些共同點 (Loukaitou-Sideris, 2002; 

Ong & Loukaitou- Sideris, 2006)，它們同時包括文化旅遊發展的挑戰和潛力。這些商家主要

都為小型企業，通常由家庭成員來經營，且資源有限。他們往往缺乏資源來改善其企業的

實質基礎設施，特別容易受到外部環境和經濟變化影響，因此也具有較高的周轉率。雖然

所有商家和文化組織都歡迎文化旅遊所可能帶動的商業成長，然而目前他們並沒有能力處

理大量的遊客，因此需要培訓、技術和經濟支持來幫助他們。大部分商家所做的市場行銷

都很有限。因此，他們苦於低能見度，而且只能依賴口碑傳來宣傳他們的活動、產品和服

務。許多受訪者普遍希望優先處理社區實質基礎設施的改善、經濟援助（低利貸款）、更多

的警力、以及協助舉辦更多社區活動和慶典（見表五）。 

 

表五：社區改善的優先項目 

 高地公園 雷蒙特公園 泰國城/小亞美尼亞 

1 經濟援助（16） 道路改善（14） 道路改善（25） 

2 道路改善（16） 經濟援助（13） 建築立面的改善（24） 



3 更多的警力（12） 

更多的社區活動（12） 

更多的社區活動（12） 經濟援助（11） 

4 更好的運輸通道（11） 建築立面的改善（11） 更多的警力（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括號內為回覆之數量）。 

 

    就正向的方面來說，四個社區都位居中心區位，都能從更大的區域吸引遊客和顧客，

都有一些對地區性遊客具吸引力的社區活動，並且都擁有一些特定的文化機構。然而誰能

協助這些社區利用這些正面因素發展文化旅遊，以提高它們的能見度與經濟活力？在有限

的資源下，社區能使用什麼工具來吸引更多遊客造訪當地商店？我們將借鏡七個美國城市

內城中的文化旅遊推廣組織之做法與經驗來回答這些問題。 

 

七個美國城市中的文化旅遊組織 

 

    在過去的十年，我們在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看見了社區文化旅遊組織的發展。其中有些

是屬於市政單位，有些則是獲地方政府或其他單位補助的非營利組織。這些組織的目的乃

是在族裔和內城社區中發起文化旅遊策略。為了了解它們的工作概況與所面對之挑戰，我

們於2007年7月和2008年10月之間對七個美國主要城市的文化旅遊組織負責人進行了深度

訪談，這些城市包括：巴爾的摩、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紐約、費城和華盛頓特區。

我們原先根據文化/藝術/社區發展網絡、先前與我們學術工作相關的文化組織之建議、以

及在網路上所搜尋到的報刊文章與出版品，選擇了十個組織作為可能的訪談對象，因為它

們最符合以下五項標準：（1）在主要都會區經營，包括多元的內城社區和族裔社區，且能

從區域及跨區域吸引國內和國際遊客；（2）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分布在美國四大區域中經

營；（3）至少經營了五年，且在地區內具有持續的活躍表現；（4）具社區經濟發展目標，

且與社區推動的文化旅遊事業相關；（5）在公共-私人-非營利光譜上，呈現各種不同的經

營模式。 

 

    這十個組織中有七個接受了我們的訪問，它們分別是：波士頓大街(Boston Main Streets)、

布朗克斯文化電車(Bronx Culture Trolley)、芝加哥社區旅遊(Chicago Neighborhood Tours)、華

盛頓文化旅遊(Cultural Tourism DC)、費城社區旅遊網絡(Philadelphia Neighborhood Tourism 

Network)、巴爾的摩襲產地區協會(Baltimore City Heritage Area Association)以及洛杉磯公地

(LA Commons)。本研究的限制為受訪的文化旅遊方案只位於美國四大區域的其中三個。此

外，受訪者都是較大型且健全的組織，而另外三個未受訪問的則是較小型、剛起步且經濟

欠穩健的組織。最後一個限制是，儘管受訪者對於其組織的計劃和活動非常了解，但卻無

法中立地評估他們對於當地社區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謹慎解釋調查的結果，因為它們

並不具美國文化旅遊組織的代表性，而其影響力評估也不是外部的或量化的結果。我們不



如說這些研究結果幫助我們提出一些關於過去十年裡，美國主要城市中活躍組織的特徵類

型以及不同文化旅遊方案和活動類型的初步結論。這些訪問提供了五個主要領域的資訊：（1）

計劃歷史、使命和目標；（2）資金來源和營運成本；（3）對範圍內的社區所造成的影響；（4）

機會和限制；（5）所學到的經驗以及對文化旅遊計劃發展之建議。表六總結了這些組織的

使命、目標與一些主要特徵。



表六：文化旅遊計畫的主要特徵 

 主要活動性質 

活動名

稱 

城市 活動使命/目標 起始年

份 

活動類型 經濟發

展 

旅遊 價格 年度活動之

費用 

波士頓

大街 

波士

頓，麻

薩諸塞

州 

為了振興投資縮減的社區和創造能自我持續的大街

區域，希望通過文化旅遊來發展長期策略以增加他

們的經濟能力。 

 

大街區域是由城市所指定，並接受街道辦事處所提

供的訓練和資助。 

1995 非營利，公

私合夥 

有 以當地為重

點 

無，無正

式遊程 

110 萬美元

（不包括員

工薪資） 

布朗克

斯藝術

卡片/文

化電車 

布朗克

斯，紐

約 

推廣藝術和通過體驗讓人意識到文化多樣性， 

並提升南布朗克斯的形象。 

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三，在南布朗克斯的文化環線上

行駛電車。 

2002 非營利（布

朗克斯藝術

委員會） 

有 以當地為重

點，亦推銷給

遊客 

文化電

車：免費 

15 萬美元

（一年 10

個遊程） 

芝加哥

社區旅

遊 

芝加

哥，伊

利諾伊

州 

透過娛樂性的介紹芝加哥社區的歷史和文化，來促

進不同人之間的了解。 

遊客可以選擇社區之旅、特殊興趣之旅、或文化歷

史之旅。社區之旅包括歷史、民族、藝術和建築主

題。特殊興趣之旅則突出民族主題、花園、墓園、

壁畫等等。 

1997 芝加哥文化

局與芝加哥

觀光局協力 

無 以遊客為重

點 

社區遊

程：25 美

元/人，特

殊興趣/文

化歷史遊

程：50 美

元/人 

9 萬美元

（不包括員

工薪資） 

社區旅

遊網 

費城，

賓夕法

尼亞州 

建立社區文化遺址的承載量、利用旅遊行銷和技術

支援來幫助社區、發展出社區中能提供體驗真實性

的遊程、推廣正面形象、和加強它們經濟發展的努

力成果。 

2002 15 個社區

組織合作，

由非營利的

大費城旅遊

行銷公司所

支持 

有 以遊客和當

地人為主 

30 美元/成

人：3 小時

社區遊程 

7 萬 5 千美

元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Boston,+MA&um=1&ie=UTF-8&hq=&hnear=0x89e3652d0d3d311b:0x787cbf240162e8a0,%E6%B3%A2%E5%A3%AB%E9%A0%93%E9%BA%BB%E8%96%A9%E8%AB%B8%E5%A1%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FOh_T_qCE4r0mAXN0d39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D4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Boston,+MA&um=1&ie=UTF-8&hq=&hnear=0x89e3652d0d3d311b:0x787cbf240162e8a0,%E6%B3%A2%E5%A3%AB%E9%A0%93%E9%BA%BB%E8%96%A9%E8%AB%B8%E5%A1%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FOh_T_qCE4r0mAXN0d39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D4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Boston,+MA&um=1&ie=UTF-8&hq=&hnear=0x89e3652d0d3d311b:0x787cbf240162e8a0,%E6%B3%A2%E5%A3%AB%E9%A0%93%E9%BA%BB%E8%96%A9%E8%AB%B8%E5%A1%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FOh_T_qCE4r0mAXN0d39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D4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Boston,+MA&um=1&ie=UTF-8&hq=&hnear=0x89e3652d0d3d311b:0x787cbf240162e8a0,%E6%B3%A2%E5%A3%AB%E9%A0%93%E9%BA%BB%E8%96%A9%E8%AB%B8%E5%A1%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FOh_T_qCE4r0mAXN0d39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D4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Chicago,+IL&um=1&ie=UTF-8&hq=&hnear=0x880e2c3cd0f4cbed:0xafe0a6ad09c0c000,%E8%8A%9D%E5%8A%A0%E5%93%A5%E4%BC%8A%E5%88%A9%E8%AB%BE%E4%BC%8A%E5%B7%9E%E7%BE%8E%E5%9C%8B&gl=tw&ei=Xuh_T5STIenOmAXw3fiLCA&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Dw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Chicago,+IL&um=1&ie=UTF-8&hq=&hnear=0x880e2c3cd0f4cbed:0xafe0a6ad09c0c000,%E8%8A%9D%E5%8A%A0%E5%93%A5%E4%BC%8A%E5%88%A9%E8%AB%BE%E4%BC%8A%E5%B7%9E%E7%BE%8E%E5%9C%8B&gl=tw&ei=Xuh_T5STIenOmAXw3fiLCA&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Dw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Chicago,+IL&um=1&ie=UTF-8&hq=&hnear=0x880e2c3cd0f4cbed:0xafe0a6ad09c0c000,%E8%8A%9D%E5%8A%A0%E5%93%A5%E4%BC%8A%E5%88%A9%E8%AB%BE%E4%BC%8A%E5%B7%9E%E7%BE%8E%E5%9C%8B&gl=tw&ei=Xuh_T5STIenOmAXw3fiLCA&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Dw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Chicago,+IL&um=1&ie=UTF-8&hq=&hnear=0x880e2c3cd0f4cbed:0xafe0a6ad09c0c000,%E8%8A%9D%E5%8A%A0%E5%93%A5%E4%BC%8A%E5%88%A9%E8%AB%BE%E4%BC%8A%E5%B7%9E%E7%BE%8E%E5%9C%8B&gl=tw&ei=Xuh_T5STIenOmAXw3fiLCA&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Dw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Philadelphia,+PA&um=1&ie=UTF-8&hq=&hnear=0x89c6b7d8d4b54beb:0x89f514d88c3e58c1,%E8%B2%BB%E5%9F%8E%E8%B3%93%E5%A4%95%E6%B3%95%E5%B0%BC%E4%BA%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gOh_T4P-PMagmQXD0cWSCA&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CsQ8gEwAA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Philadelphia,+PA&um=1&ie=UTF-8&hq=&hnear=0x89c6b7d8d4b54beb:0x89f514d88c3e58c1,%E8%B2%BB%E5%9F%8E%E8%B3%93%E5%A4%95%E6%B3%95%E5%B0%BC%E4%BA%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gOh_T4P-PMagmQXD0cWSCA&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CsQ8gEwAA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Philadelphia,+PA&um=1&ie=UTF-8&hq=&hnear=0x89c6b7d8d4b54beb:0x89f514d88c3e58c1,%E8%B2%BB%E5%9F%8E%E8%B3%93%E5%A4%95%E6%B3%95%E5%B0%BC%E4%BA%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gOh_T4P-PMagmQXD0cWSCA&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CsQ8gEwAA


華盛頓

文化旅

遊 

華盛頓

哥倫比

亞特區 

肯定當地社區的歷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並透過發

展、實現、讚揚地區居民和遊客的真實經歷，來肯

定城市的經濟繁榮。目標是通過城市特殊的遊程連

結居民和遊客，以行銷經濟發展和城市增值。 

該計畫從五月至十月提供社區旅遊導覽 

1996 超過 140 家

藝術、遺產

和社區組織

組成的非盈

利基層聯盟 

有 以遊客和當

地人為主 

價格取決

於遊程和

的經營者

選擇 

2 萬 5 千-15

萬美元 

巴爾的

摩遺產

區域協

會 

巴爾的

摩，馬

里蘭州 

藉文化旅遊促進歷史保存和自然風光以遊刺激經濟

發展。藉由關注投資縮減地區的資源，以努力振興

這些社區。 

2001 公部門（市

長辦事處） 

有 以遊客和當

地人為主 

無，無正

式遊程 

20-25 萬美

元 

洛杉磯

公地 

洛杉

磯，加

利福尼

亞州 

讓社區參與公共空間的藝術創作，該創作敘說了他

們獨特的故事，也被認為是一種對話、互動、和更

容易理解洛杉磯的基礎。 

2003 非營利 有 以當地為重

點 

遊程費

用：25-40

美元 

7 萬 5 千美

元 

 

資料來源：受訪者；計畫網站及出版品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Washington+DC&um=1&ie=UTF-8&hq=&hnear=0x89b7c6de5af6e45b:0xc2524522d4885d2a,%E8%8F%AF%E7%9B%9B%E9%A0%93%E5%93%A5%E5%80%AB%E6%AF%94%E4%BA%9E%E7%89%B9%E5%8D%80%E5%93%A5%E5%80%AB%E6%AF%94%E4%BA%9E%E7%89%B9%E5%8D%80%E7%BE%8E%E5%9C%8B&gl=tw&ei=l-h_T5zeM6rImAX8tI31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EM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Washington+DC&um=1&ie=UTF-8&hq=&hnear=0x89b7c6de5af6e45b:0xc2524522d4885d2a,%E8%8F%AF%E7%9B%9B%E9%A0%93%E5%93%A5%E5%80%AB%E6%AF%94%E4%BA%9E%E7%89%B9%E5%8D%80%E5%93%A5%E5%80%AB%E6%AF%94%E4%BA%9E%E7%89%B9%E5%8D%80%E7%BE%8E%E5%9C%8B&gl=tw&ei=l-h_T5zeM6rImAX8tI31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EM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Washington+DC&um=1&ie=UTF-8&hq=&hnear=0x89b7c6de5af6e45b:0xc2524522d4885d2a,%E8%8F%AF%E7%9B%9B%E9%A0%93%E5%93%A5%E5%80%AB%E6%AF%94%E4%BA%9E%E7%89%B9%E5%8D%80%E5%93%A5%E5%80%AB%E6%AF%94%E4%BA%9E%E7%89%B9%E5%8D%80%E7%BE%8E%E5%9C%8B&gl=tw&ei=l-h_T5zeM6rImAX8tI31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2&ved=0CEMQ8gEwAQ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Baltimore,+MD&um=1&ie=UTF-8&hq=&hnear=0x89c803aed6f483b7:0x44896a84223e758,%E5%B7%B4%E7%88%BE%E7%9A%84%E6%91%A9%E9%A6%AC%E9%87%8C%E8%98%AD%E5%B7%9E%E7%BE%8E%E5%9C%8B&gl=tw&ei=xOh_T_2FFIrJmAXYmqjp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DwQ8gEwAA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Baltimore,+MD&um=1&ie=UTF-8&hq=&hnear=0x89c803aed6f483b7:0x44896a84223e758,%E5%B7%B4%E7%88%BE%E7%9A%84%E6%91%A9%E9%A6%AC%E9%87%8C%E8%98%AD%E5%B7%9E%E7%BE%8E%E5%9C%8B&gl=tw&ei=xOh_T_2FFIrJmAXYmqjp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DwQ8gEwAA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Baltimore,+MD&um=1&ie=UTF-8&hq=&hnear=0x89c803aed6f483b7:0x44896a84223e758,%E5%B7%B4%E7%88%BE%E7%9A%84%E6%91%A9%E9%A6%AC%E9%87%8C%E8%98%AD%E5%B7%9E%E7%BE%8E%E5%9C%8B&gl=tw&ei=xOh_T_2FFIrJmAXYmqjp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DwQ8gEwAA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Los+Angeles,+CA&um=1&ie=UTF-8&hq=&hnear=0x80c2c75ddc27da13:0xe22fdf6f254608f4,%E6%B4%9B%E6%9D%89%E7%A3%AF%E5%8A%A0%E5%88%A9%E7%A6%8F%E5%B0%BC%E4%BA%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1-h_T6nTEPDImQXZlPzo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DEQ8gEwAA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Los+Angeles,+CA&um=1&ie=UTF-8&hq=&hnear=0x80c2c75ddc27da13:0xe22fdf6f254608f4,%E6%B4%9B%E6%9D%89%E7%A3%AF%E5%8A%A0%E5%88%A9%E7%A6%8F%E5%B0%BC%E4%BA%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1-h_T6nTEPDImQXZlPzo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DEQ8gEwAA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Los+Angeles,+CA&um=1&ie=UTF-8&hq=&hnear=0x80c2c75ddc27da13:0xe22fdf6f254608f4,%E6%B4%9B%E6%9D%89%E7%A3%AF%E5%8A%A0%E5%88%A9%E7%A6%8F%E5%B0%BC%E4%BA%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1-h_T6nTEPDImQXZlPzo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DEQ8gEwAA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rlz=1C1MOWC_enTW462TW462&q=Los+Angeles,+CA&um=1&ie=UTF-8&hq=&hnear=0x80c2c75ddc27da13:0xe22fdf6f254608f4,%E6%B4%9B%E6%9D%89%E7%A3%AF%E5%8A%A0%E5%88%A9%E7%A6%8F%E5%B0%BC%E4%BA%9E%E5%B7%9E%E7%BE%8E%E5%9C%8B&gl=tw&ei=1-h_T6nTEPDImQXZlPzoBw&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DEQ8gEwAA


 

波士頓大街 

 

    波士頓大街該是本研究中成立最久的組織，在1995年由一系列非營利組織與

波士頓大街辦事處合作計劃所成立。該計劃包括19個市定「大街」商業區，由社

區志工組織主導。每個地區有一名市府委派的計劃執行人，她/他接受市府和「美

國歷史存信託組織」的訓練和支援，並與地區內的商家和志工密切合作。各地區

也與「企業好友(corporate buddy)」 ，後者每年提供一萬美元作為營運成本和

技術資源。各地區使用包含了實質環境改善、市場行銷、經濟轉型、組織發展與

科技的五點模型(5-point model)。該計劃的額外資金則來自對私人和公司的募款。

在2003年，其資金總額超過2.1億美元(McAulay, 2006)。 

 

    參與計劃的地區和商家都被列入市府網站，同時也藉由一本名為「烤豆子之

外：發現波士頓大街(Beyond Baked Beans: Discover Boston on Main Streets)」的出版

品來行銷，書中強調了各地區的歷史和重要景點。此計劃提供了商家們在市府網

站中免費宣傳和曝光的機會。此外，擁有「波士頓大街購物」會員卡，遊客即可

獲得地區內商家的特別折扣。波士頓大街的計劃負則人表示，社區經濟發展乃是

該計劃明確的目標。的確，該計劃已被發展成一種讓缺乏投資的社區透過文化旅

遊獲得再生機制，同時也成了很多城市學習的典範。在1995年至2008年間，該計

劃在19個地區內共創造了4,418個新工作與668個商家。而在2008年一年當中，參

與計劃的地區便吸引了48,000個遊客(Boston Main Streets, 2007; S. Gilm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October 23, 2008, and June 19, 2009)。 

 

布朗克斯藝術卡與文化電車 

 

    由布朗克斯藝術委員會（BCA）所創立的布朗克斯會員卡計劃讓持卡人能與

各種藝術文化活動產生聯繫。民眾可繳交會費成為BCA會員（25美元/人）。持卡

人能從參與計畫的商家得到折扣，其中包括畫廊、劇院、舞蹈團、博物館、歷史

協會、花園與餐廳等。除了來自會員申請的所得款項，BCA亦由紐約市文化局、

紐約藝術理事會、布朗克斯區長和一些企業贊助商所資助。 

 

    該計畫也經營布朗克斯文化電車的活動，它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三下午漫遊



在南布朗克斯的商家之間。在當天晚上5:30至9:30之間每小時會有一班電車。這

是一項免費的遊程，它也以不同地點的活動諸如音樂會、詩歌朗誦與食物品嚐等

作為號召。BCA負責人表示，該遊程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社區和文化資產的意識，

同時也帶動南布朗克斯的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E. M. Poll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15, 2007)。電車遊程的營運成本約為一年15萬美元，但他們相

信這能讓南布朗克斯重生為文化走廊。由「城市未來研究中心」在最近對該計劃

和紐約市其他文化電車的評估中發現： 

它們是成功和失敗的混合體…儘管有些電車對於引發人們關注文化

機構與強化傳統社區觀念具有不可否認的正面影響，但大多數紐約電

車並未顯著地提高人們的參與意願（Colton,2007,p.3) 。 

這項研究發現南布朗克斯電車是其中最成功的，它的平均搭客人次為每晚

82人，且幾乎有半數的乘客於當地商店消費。電車的成功歸功於BCA的積

極進取、利用網站和當地媒體的行銷方式、精心設計的遊程以及資訊的廣

為宣傳 (Colton,2007) 。 

 

芝加哥社區旅遊 

 

    芝加哥社區旅遊在該市文化局的支持下經營了12年，也從1997年寥寥無幾的

遊程到了今天已在不同社區設計了24種不同的遊程。芝加哥旅遊的經理表示，該

計劃之目標是「扶助不同族裔與不同地理區位之社區文化中心、社區組織、與社

區博物館，並透過旅遊增加社區文化組織和商家的經濟活力」 (P. Sulliv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15, 2008)。遊客可以選擇社區之旅、特殊興趣之旅、

或文化歷史之旅。社區之旅包括歷史、族裔、藝術與建築主題。特殊興趣之旅則

突顯族裔主題、花園、墓園、壁畫等等，而文化歷史之旅則展示了芝加哥不為人

知的社區文化資產。遊程包括來回社區的交通、漫步到不同的文化遺址、品嚐當

地餐廳的美食、以及在當地的商店購物和遊覽。 

 

    該計畫每年所花費的9萬美元，是來自芝加哥觀光局、芝加哥文化局和遊程

的收入。該計劃的經理表示，這個計劃最主要的目標，是「鼓勵遊程的參與者能

再回來拜訪社區，並參與社區多樣化的文化活動，從而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 

(P. Sulliv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15, 2008)。為了進一步幫助社區經濟發展，

該計劃聘僱居民當導遊，提供當地文化機構技術性支援與訓練，使之能經營禮品

店並與當地的商會合作(McAulay, 2006)。透過參觀和推廣一些相對不為人知的社



區，該計劃讓更多新遊客接觸這些社區。雖然計劃經理並不認為這個計劃必須創

造新的就業機會，但它的確改善並擴大了一些在地商店，有些商店甚至被認為為

相當「時髦」 (P. Sulliv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15, 2008)。 

 

費城的社區旅遊網 

 

    在了解了費城的多樣性乃是它最大旅遊資產之一後，大費城旅遊行銷公司

(Greater Philadelphia Tourism Marketing Corporation)創立了社區旅遊網來講述關於

這個城市社區引人入勝的故事(McAulay, 2006)。該計劃仿效芝加哥的遊程，在五

月與十月之間於內城社區提供遊客有導覽的步行與電車遊程。其想法乃是提供一

種「多重感受、身臨其境的體驗，讓參與者體驗文化、親近居民、聽音樂並品嚐

食物」(L. Carswell,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30, 2007)。 

 

    該計劃的目標是要建立社區文化場址的營運能力、運用策略性與一致性的方

式來處理小型文化歷史場址所需的行銷與技術支援、創造社區中提供體驗社區本

真性的遊程、推廣正面形象、以及協助它們經濟上發展所做的努力(L. Carswell,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30, 2007)。然而從2007年開始，社區旅遊網不得不淘

汰部分較高成本的遊程。與此同時，該組織也以加入各種自助遊程來強化它的網

站。 

 

    這個每年花費7萬5千美元的計劃，是由當地基金會和費城觀光局資助，再加

上特拉華河港口管理局(Delaware River Port Authority)的撥款和遊程的收入。它提

供補助金給社區團體來進行行銷，並舉辦工作坊來提供當地商家待客和遊程發展

的支授。在最初兩年，有超過800人參加該計劃的遊程。雖然缺少最近的統計數

據，但參與者的數量明顯上升。NTN的調查顯示，81%參與遊程的遊客會再自行

重訪該社區，而91%的遊客會推薦友人這個遊程。工作人員指出，「過去五年，

許多這個計劃推廣的社區都經歴了顯著的成長與發展，吸引大量的遊客，並為

“新費城”添加了“陶醉”與不斷增長的活力。」 (L. Carswell,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30, 2007)。 

 

華盛頓文化旅遊 

 



    華盛頓文化旅遊是一個包含了藝術組織、襲產組織、文化組織與社區組織的

非營利基層聯盟。其負責人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藉由替當地居民與遊客發展、

宣揚與讚頌真實體驗，來肯定當地社區之歷史、文化與城市經濟繁榮的重要性」。

他們優先考慮的是城中鄰里的經濟發展，而該組織也透過鼓勵居民和遊客「大膽

走出國家廣場(Natioanl Mall)，去參觀城市鄰里中的諸多文化景點」來支持這個目

標 (L. Harpe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29, 2008)。 

 

    華盛頓文化旅遊提供聯盟成員各種行銷與建立人脈的機會，而成員們則按其

規模和預算支付會費。該計劃採取了以下多面向的方法：（1）透過手冊、地圖、

和網站行銷；（2）自助導引的史跡小徑以及備導覧之步行或巴士遊程，「步行城

華盛頓」就是屬於這種遊程，每兩年舉辦一次，提供免費的全市步行遊程，並為

社區帶來新遊客；（3）全市文化旅遊套裝行程；（4）文化旅遊研究，例如非裔美

人文化遺址的線上資料庫；（5）由旅遊所帶動的社區改善，例如「藝術待命(Art on 

Call)」活動，修復社區內損壞的警哨站和消防箱，並將之再利用作為社區藝術的

展示櫥窗。 

 

    這項計劃依據工作的規模和範圍，每年的花費約為 2 萬到 15 萬美元之間。

大概三分之一的預算來自各種市政部門，其他的則來自捐款和企業贊助。雖然該

計劃並未統計其對於社區的影響，負責人認為它具有本地遊客參加，同時也吸引

了很多遊客和回遊客。它不斷地產出「高品質且參加人數眾多的活動」 (L. Harpe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29, 2008。 

 

巴爾的摩襲產地區協會 

 

    巴爾的摩遺產區域協會是由市長所主持的機構，它成立於 2001 年，是該市

藉由文化旅遊促進社區經濟發展的產物。該市在巴爾的摩襲產地區中，指了十一

個重點地區進行計劃與資源的分配。這些社區裡面的商業和文化機構都能夠獲得

技術性支援，同時也得到各種來自城市或國家的資源。到訪這些襲產地區所在社

區的遊客，都能獲得根據地理位置或主題而分類的電子地圖及網路資訊。該協會

亦與巴爾的摩地區協會及觀光局合作，推出了十種主題體驗旅程，十二種徒步旅

程，和十五種社區探險活動（McAulay, 2006）。巴爾的摩遺產區域協會負責人指

出，這些活動的年度營運預算為 20 萬至 25 萬美元之間，而資金來源則結合了

市政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資源，以及私人捐款 (J. P. Buchheit,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17, 2008, and June 17, 2009)。 

 

 

洛杉磯公地   

 

    洛杉磯公地是一個以洛杉磯為基礎的小型非營利組織，成立於2002年，其使

命是在洛杉磯的族裔社區中，透過可促進跨文化關係以及經濟發展的旅遊、工作

坊或其他活動來推廣文化旅遊 (LA Commons, 2008; Watanabe, 2007)。其創始人表

示，洛杉磯公地與當地主要的合夥人（當地社區開發公司、藝術協會、地方商會、

青年團體）合作，以設計出能凸顯社區文化襲產並吸引遊客的社區活動(K. Mac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25,2008)。其主要活動如下：（1）洛杉磯徒步旅行：全

球城市中的在地探險，這是一個以社區文化活動為特色的計劃，包括了步行、巴

士與虛擬遊程；（2）社區主導的藝術行動，其「聘請在地藝術家和青年，將社區

故事轉換成公共藝術。」(Mack, 2009, 第13段)—洛杉磯公地「在八個社區內的活

動過程中聯合45位藝術家、250位青年、1000名社區居民以及幾千名觀眾，實行

了十八個藝術行動」 (Mack, 2009, para. 13)；（3）在現有文化活動 ﹣例如雷蒙特

公園年度的世界舞台爵士音樂節及泰國城每年舉辦的泰國文化節 ﹣之外加入新

的文化活動；（4）設計新的年度慶典（名為「非凡天使」(Uncommon Angels)），

以凸顯社區文化以及文化活動創造者的個人成就；（5）運用數位媒體以推廣個別

社區的知名度以及跨社區的共同活動，像是介紹洛杉磯公地活動、社區活動、商

家與藝術家的網站、地圖、活動日曆、新聞、每月的電子信件與互動式的電子媒

體（如Facebook、 Twitter、Meetup、 Flickr、與 Youtube等）。 

 

    社區居民就是遊程的嚮導，而遊程則是由當地商家和機構所安排的。他們著

重在居民所認知與經驗的歷史、文化和社區日常生活，並讓參與者看到「幕後」

的樣子，而這通常是第一次到訪的遊客所無法看到的。每個遊程通常會吸引25

到50名遊客，而該組織也有一份包含1500名會員的資訊發佈名單。從洛杉磯公地

對於遊程參與者的後續追踪調查，可以看到遊客持續保持高滿意度，約有87%的

受訪者表示他們在參加遊程之後，曾自行再度到當地餐廳用餐（83%），或者在

當地商家購物（16%）(Ortiz, 2009)。雖然這些正面結果顯示了精心設計、由下而

上策略之潛力，但是由於洛杉磯公地缺乏能夠每年進行多次活動的資源，因此這

些遊程對社區的影響並不大。該組織並沒有受到城市的資助，因而必須依賴募款

活動和基金會的補助來維持它的業務。 



 

文化旅遊組織對社區的影響 

    在評估文化計劃對社區的影響時，理論上應考量下列指標： 

1. 遊客數量、遊客滿意度、重遊意願、回訪遊客總數。 

2. 經濟發展的評估，評估指標可能包含新的工作機會及商店數目、來自各界獎

助金的總額、投資社區實質改善的資金總額、公共投資回報率(來自獎助金的

年度稅收收入總額)、旅遊的收入、以及在旅遊期間藝術、商品與服務的花費。 

3. 對於社區知名度與印象的強化，這可用地方報紙中正面報導社區文章的數量

及類型、廣告、以及產生的廣告價值來證明。 

4. 社區發展，例如地方利害相關人間的網絡與聯盟、社區培訓、工作坊、以及

對本地商家的技術支援。 

5. 文化的發展，例如新文化場所與機構的增加、文化產品、文化活動、以及表

演活動。 

然而在現實中，這些評估很難實行，因為我們發現，大部分的機構要不是沒

有保留數據及統計資料，就是這些資料的範圍、數量及質量都相當有限。計畫負

責人總認為他們看到了計畫的成效，但由於沒有追踪的建制，這些計劃總是缺乏

遊客數量、新工作機會、或新商店中的具體數量  (E. M. Poll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30, 2007)。儘管有上述限制，以下的討論仍可依前述五個指標

顯示七個計畫所獲致的成就(總結在表七)。 

所有被研究的組織皆強調他們吸引了多樣的居民和遊客，但是每個計畫試圖

帶入社區的訪客數量卻有相當大的差異。這並不意外，因為遊客人數是跟計畫運

作預算以及工作人員的能力成正比的。因此，最大的機構波士頓大街，以1.1萬

美元(不含工資)的年度經營預算來吸引大部分遊客人數(48,000)到當地19個社區。

較小的組織，如芝加哥社區旅遊，在2008年時以15萬美元的經營預算吸引了4,373

遊客到其10個社區中，而洛杉磯公會則以7萬5千美元的年度預算帶來了幾百名的

遊客。 

所有受訪者皆強調，經濟發展是他們計畫的主要目標，但這些計劃對社區經

濟與其他方面的影響則難估算。有人認為，「當遊客在參觀社區的文化景點時，



他們有可能停留在本地經營的餐廳及商店消費。」(MacGregor, 個人訪問, July 30, 

2008)。然而這些計劃對創造社區就業機會的效果似乎並不大。除了波士頓大街

計劃包括了4,418個就業機會及668個新商家之外，其它計劃的負責人則懷疑其計

畫是否在標的社區中明顯地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表七. 文化旅遊計畫追蹤措施與影響分類表 

指標 巴爾的摩遺跡協

會 

芝加哥社區旅遊

網 

波士頓大街 華盛頓文化旅遊 布朗克斯文化電

車 

費城社區旅遊網 洛杉磯公會 

遊客        

1. 遊客數量 

2. 遊客滿意

度 

3. 返回意願

度 

4. 回訪遊客

總數 

資訊不提供 從1997年的239名

遊客增加至2008

年的4,373名，其

中38%是回返遊

客 

在 2008 年超過

48,000 名遊客 

出席數字顯示出

當地居民及遊客

的吸引力 

計畫不斷回報訪

客的總數(每晚) 

91%的人會告訴

朋友關於這趟旅

遊；81%的遊客會

回訪 

每團25-50人；87%

會再次自己來訪。 

經濟發展        

1. 工作機會

數量 

 社區旅遊網的收

入可追朔到芝加

哥觀光發展基

金；允許計劃每年

創造新的旅遊、聘

請導遊、並且支持

社區旅遊的夥伴 

4,418 個新工

作；668 個新業務 

    

2. 獎助金總

額 

巴爾的摩市馬里

蘭文化區管理局

的支持；私人資金

及捐贈 

資助來自於芝加

哥市文化事務部

的芝加哥旅遊辦

事處(COT)。COT

的部分資金源於

伊利諾伊州的旅

遊稅。 

實質改善的總共

補助金額：

$1,983,522 

1/3來自是市政

府；2/3為企業贊

助 

資金來自國際藝

術基金、紐約州藝

術委員會、以及紐

約市的捐贈；計劃

免費對公共開

放，由幾個私人捐

贈支付藝術家、工

作人員及茶點的

費用。 

社區的小型捐款

總額：$48,000；

大費城旅遊行銷

公司授予的文化

旅遊產品資金由

TNT合作夥伴獲

得$115,500 

加州藝術委員

會：一年$15,000- 

25,000；UCLA社

區夥伴辦公室；一

年$25,000，共三

年；社區重建局：

$ 10,000 

3. 公共投資

回報率 

州政府投資回報

率：每年每＄1補

社區旅遊網的伙

伴在每次旅客來

私人投資與贈與： 

$10,388,754 

  特拉華河港口管

理局/多元補助

 



助產出超過＄27 訪可獲得$50 金：$120,000；獨

立基金：

$45,000；費城基

金會及騎士

(Knight)基金會：

各$10,000 ；PA觀

光局： $35,000 

4. 投資實際

改善之資

金總額 

  商業發展暨社會

發展部門波士頓

辦公室的支持；波

士頓的CDBG基

金、有限的NDF

基金及城市營運

基金 

   小亞美尼亞/泰城

的實質改善；公共

藝術裝置及入口

裝飾、東好萊塢變

電箱彩繪；在泰城

的戶外市場計畫

收入只支撐每個

旅遊的費用 

5. 旅遊收入   大部分符合「合作

夥伴」的區域每年

提供 $5,000 ~ 

$10,000在運作基

金和取得技術資

源 

  5年來的營收： 

$35,000 (門票銷

售) 

 

6. 在旅遊期

間藝術、

商品及服

務之花費 

  BMS基金會協助

BMS的區域募款

活動。BMS區域會

提供一年$25,000

的營運獎金。為了

FY11，BMS從波

士頓營運總額

$40,000額外提供

一個區域 

計畫每晚都持續

記錄從藝術購買

的收入額。 

  83% 常造訪的旅

客會在社區用

餐；16%的人會在

當地商店消費 



$10,000。 

社區知名度

與印象 

       

1. 關於社區

的發表文

章及故事

類型之數

量 

銷售廣告 每年15-20篇文章

刊載旅遊相關的

出版品、網站及日

報、週報上 

Beyond Backed 

Beans 負責

BMS19個區的旅

遊指南 

網路統計 NPR 夥伴；報紙 150 篇文章、廣告

價值超過$978,000 

每年7~10篇文章

或媒體故事，已經

大量利用媒體提

升計畫以及旅遊

促銷的能見度 

2. 廣告數量 巴爾的摩官方計

畫 

     5~8個部落格談到

每個旅遊 

3. 網站統計 漫步遺跡（網站） CNT網站統計：

2008年4月到6月

有21,960名遊客

來自114個國家；

從其他網站連結

到這網站；參考網

站自333個來源發

送給13,159個訪

客。 

每個主要街道計

畫皆有專屬的網

站 

   促銷明信片、佈告

欄、網站、每月的

電子報給1,500個

人 

4. 宣傳材

料、工具

及活動 

巴爾的摩的故事

入口網；巴爾的摩

的遺跡與文化指

南提供線上城市

行事曆、網站行事

曆、社群媒體如

Meetup、Facebook

及Twitter來打旅

遊廣告；免付費電

話 

 線上城市行事

曆、活動的網路行

事曆 

   網路活動行事

曆、社群媒體如

Meetup、Facebook

及Twitter為旅遊

宣傳 

社區發展        



1. 機構、網

絡及聯盟

的發展 

 當發展新的社區

觀光時，CNT會努

力擴及新的機構 

城市的技術資源

及訓練：五個全職

人員供應計畫 

超過140個藝術

家、遺跡、文化、

及社區團體的聯

盟 

透過Myspace；當

地部落格；及簡訊

來創造當地及全

市網絡 

 泰城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CDC)、

BID Leimert公

園、東北洛杉磯藝

術、高地宮原畫廊

聯盟、 尋訪麥克

阿瑟公園、東好萊

塢社區議會及社

區的聯盟 

2. 培訓及工

作坊 

工作坊及使用新

科技訓練社區說

故事，如iPod的

「播客」 

芝加哥觀光辦公

室賦予所有鄰近

地區訊息通過網

站：

www.explorechicag

o.org/ 

neighborhoods 

免費的專業設計

協助 

  工作坊與技術援

助（例如招待訓

練、遊客準備、旅

遊發展） 

為社區青年的藝

術工作房；護照計

畫培訓當地青年

使用數位媒體來

寫社區文化資產 

3. 技術支援  社區市議員與商

會的努力協調 

參加的區域有一

位支薪全職、非市

政的執行者；每年

為了4~6個BMS當

地領導者培訓，包

括法律工作坊、網

頁設計、為非營利

組織理財、演講技

巧。 

   地方機構發展旅

遊及其它計畫的

技術支援 

4. 課程發展 發展課程、講師訓

練 

 

 古蹟保存國民信

託的培訓與贊

助。BMS與當地大

學合作 

    

文化發展        



1. 新文化機

構的擴散 

更加注重文化遺

產旅遊及新機構

和合作。巴爾的摩

文化發展局；大巴

爾的摩文化聯

盟；自由落體巴爾

的摩計畫2006 

 BMS活動：健康主

要街道、老年友好

業務倡議、主要街

道假期、主要街道

餐飲 

結合超過140個藝

術、遺跡、文化與

社區機構 

南布朗克斯文化

走廊文化旅遊的

文化手推車旅遊

計畫倡議；支持主

要的非營利文化

機構、畫廊、及其

它藝術的批判性

團體集會地點 

全國名單的不同

社區觀光模式；在

旅館及旅遊業連

接社區資源 

在2007年至2009

年間發展了四個

文化之旅，2010

年有8個旅遊正在

計畫。. Uncommon 

Angels 年度慶

典；18個社區為基

礎的藝術倡議/公

共藝術裝置，在這

藝術決策過程中

涉及45個藝術

家、250青年、以

及1000名社區成

員；構想東好萊塢

展覽 

2. 文化活動

及演出 

 新中國城旅遊開

始由CNT及現在

由社區(中國城商

會及社區志願者)

於2000年發展了

三個新的遊程：

Albany公園、林肯

土地、以及Make 

Big計畫：伯納姆

(Burnham)百年之

旅 

本土節目安排額

外的文化活動 

    

3. 文化空間 

4. 文化旅遊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向計畫主持人進行訪談；由受訪者提供額外的資料 



毫無疑問，這些計畫提高了標的社區的知名度。這些組織利用數位媒體(地

方性部落格、簡訊、照片與影片分享網站、以及社群網站，例如Myspace、Facebook

以及Twitter)來刊登社區活動新聞，以及逐步經營活動資訊網站擴大服務範圍等方

式，很有創意地處理了預算與資源的限制。同時，大多數社區也試圖在平面媒體

與旅遊刊物上發表了他們的故事，這正證明了接觸廣大讀者的重要性。一些擁有

較多資源的組織，例如芝加哥社區旅遊與華盛頓文化旅遊，保留了網站上記錄本

地及國際遊客成長數量的統計資料6。 

相對於長期以來觀光業及主流文化旅遊的作法，這些組織共同的特點在於設

法將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整合並優先化，儘管程度上有些差別。它們透過下列方

法執行：(1)鼓勵結盟與形成在地網絡，例如華盛頓文化旅遊已經組成一個包含了

140個藝術、遺產、文化、與社區組織的聯盟；(2)促進地方團體與市政、都會，

甚至是區域或國家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利用其豐富的資源；(3)組織培訓工作

坊並為當地藝術家及商家提供技術支援。舉例來說，費城社區旅遊網路就替地方

團體提供了待客培訓及遊客工作坊。 

突顯社區文化資產的遊程發展以及對在地慶典、表演及節日的重視，對於文

化發展有相當的助益。大多數組織都自豪地提及它們所策劃或促進的新文化活動。

因此，洛杉磯公地策劃了「非凡天使」這個年度慶典，而波士頓大街則在當地社

區排出一系列與音樂有關的新文化活動，從波士頓的Egleston廣場的「熱爵士，

酷社區(Hot Jazz, Cool Neighborhood)」到多切斯特(Dorcheste)四個街角的「Groovin’ 

to Motown」。由於居民與商家參與文化旅遊活動的發展（作為導遊、當地接待

與活動參與者），乃遠在旗艦計畫與巨資文化政策主導地區之外舉行，因此也緩

和了某些文獻對於包裝與展示社區資產只會圖利旅遊業者和房地產商的擔憂。 

機會、挑戰與策略 

對以上七個城市文化旅遊計畫經驗的回顧顯示，這種計畫給內城族裔社區帶

來了機會與挑戰。主要的機會在於這些社區尚未被發掘的、作為文化生產節點或

跨文化連結中心之潛力，這些潛力可進一步被遊客對體驗城市另類文化與場所的

需求強化。由於這些社區的中心置大都位於商業區邊緣或城市的第一圈郊區地帶，

這使它們很容易到達。另一個機會則在於在地社區組織與較大的市區、區域或國

家之間夥伴關係的形成。這使得當地的利害相關人有機會取得資源、人員協助、

提高知名度、以及獲得免費的訓練。 



受訪者也指出內城社區文化旅遊發展遭遇到的各種挑戰。這些社區大多經歷

了多年的低度投資，同時也缺乏有助於吸引旅客的實質基礎設施。它們苦於能見

度的缺乏，同時也往往有著犯罪猖獗及危險的刻板印象。正如我們調查顯示，大

多數受訪者都經營一些小商家，這些商家不但資源不足，同時也缺乏如何將自已

及文化產品行銷給更廣的地方性、區域性與全國性的民眾。 

受訪者也強調他們所面臨的組織與資金的挑戰。即使所有受研究組織的資金

乃來自各方，它們仍然大量仰賴志工，而且必須花很多時間進行募款活動。在經

營上的其他挑戰還包括：協調市政官僚機構與基層合作夥伴、建立組織能力、以

及教育民眾與民選官員文化發展策略的重要性。 

從這些受訪組織的經驗中我們能學到什麼？對想要協助社區發展文化旅遊

的機構來說，什麼才是有效的策略呢？我們七個組織的負責人都提出了這些問題。

這些受訪者的集體才智可以總結如下： 

 機構：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在族裔社區中進行文化旅遊計畫，最有效的機構

乃與社區有密切關係、部分資金由市政府補助的非營利組織。 

 合作：這種非營利組織應設法強化社區橫向與縱向的聯繫並使之持續。橫向

聯繫在於建立當地利益相關者的網絡，並確保社區機構、居民、商家、地主、

藝術家與青年的支持、承諾與合作。同時，縱向聯繫的建立則意謂確保市長、

市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如文化事務署與經濟發展部)、以及博物館、旅遊局

和旅遊經營者在財務資源、技術援助與宣傳方面的支持。社區內部與社區之

間的合作則可以強化跨社區網絡、促進對社區擁有豐富資產之地方意識、建

立規模經濟、以及提出更有效、更創新的文化計畫與社區經濟發展。 

 實體基礎設施：正如調查結果指出，社區實體環境的改善乃是商家與文化機

構共同優先考量的重要事項。因此，領導的機構應與市政相關部門合作，提

升社區的實體基礎設施，例如對行人友善、維護良好的人行道與公共空間、

良好的照明設施、安全的人行穿越道、詳細的地圖與指標等，以同時改善社

區日常生活並促進對遊客的吸引力與指示性。 

 社會基礎設施：調查顯示，大多數機構行銷、推廣產品、服務與活動的能力

相當低。而文化旅遊可以始於具有一定能力的社區商家，但接著需要透過培

訓、工作坊與技術支援等方式來提升其它有意願參與者的能力(例如網站發

展與社區活動行事曆)，如此便可建立一種合作式、低成本、易長期維持的

資源。 



 客群：文化旅遊計畫應該吸引不同的客群與不同年齡層的團體，同時也要鼓

勵遊客回流。它應該提供其它景點的資訊以及值得重遊的理由，它也應向不

同的公眾宣傳，而非只針對單一社會群體展現某個社區。部分受訪者也建議

先著重當地客群，再擴展到外地客群。 

 內容：社區應該能同時提供重複遊程以及獨特的節慶與活動。居民、商家與

地方組織應該投入不同的遊程內容，並根據自己的資源與時間設計出不同的

遊程。合作過程可以從訪談、焦點群體訪談、以及居民與商家的共同需求調

查開始，接著展開社區歷史與文化的討論，以形成遊程的焦點。 

 服務：受訪的組織負責人一致認為，充滿熱情以及對社區具有一定瞭解的居

民會是最好的導遊。重要的是，當地機構努力提供高品質的服務與產品的同

時，遊客也積極地參與社區與旅遊活動。遊客的回饋則有助於確保旅遊持續

保持為成功且共享的經驗，並且隨著居民及遊客的期望越來越好。 

 宣傳/推廣：雖然口碑很重要的，但是其它的推廣方式例如：數位媒體、網

站或部落格，還有地方報紙等，都可以宣傳社區及其文化資產。宣傳的範圍

可以超越當地或既有網絡，而低成本與易使用的結合則為資源有限的社區機

構提供了重要的短期與長期優勢。 

 資金：大多數受訪者表示，觀光收入僅夠支付花費，更別說是工作人員薪資

與組織運作成本。找到固定的資金來源乃成為文化旅遊計畫持續進行的重要

前提。 

我們的問卷調查與訪談顯示，文化旅遊作為族裔社區的經濟發展策略，需要

同時整合、發展並研究當地文化組織及跨社區行動。產生這種交互依賴有多重的

原因，以資源的有限性而言，社區行動與跨社區網絡都面臨同樣的問題本質，其

部分乃源自對旗艦計畫的持續關注。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種交互依賴可以被

轉譯為規模經濟、網絡效應、資源增加、以及對負面外部性更有效率的處理，這

些對資源有限的社區都是必要的。以政治學的術語來說，它可被轉譯成關乎文化

旅遊與經濟發展、可鞏固內城族裔社區力量的跨社區合作。以文化的術語來說，

它可被轉譯成公開重估低能見度文化的價值，並以之對抗長期且通常由外部產生

的經濟、社會及文化之緊張關係與階層劃分。以下，我們將以對這些潛力的一些

關鍵考量來作為本文的總結。 

結論 



根據本研究及相關文獻的結果，我們認為有三項後續研究與實踐特別值得注

意的重點。 

首先，內城族裔社區新興的行動和既有的觀光業及文化旅遊策略有幾個重大

的差異。大部分傳統觀光與文化旅遊場所都聚集城市中幾個主要知名景點，且特

別關注市中心商業區與旗鑑計畫(Grodach & Loukaitou-Sideris, 2007; Hannigan, 

1998)，然而上述這些社區主導的行動則（1）重新重視過去被忽略或低度呈現之

文化與社區的價值，（2）在某個程度上由生產與維護這些文化的人士所啟動，以

及（3）正如在極其有限資源下的小規模行動所展現出來的文化旅遊，的確是一

條可行的道路。 

這些行動與計畫在五個彼此相關的領域中，對現有的文化旅遊模式提出了質

疑：（1）長久以來對內城社區的負面刻板印象(城市中哪些部分值得參觀與欣賞？)，

(2) 文化與歷史保存的狹義概念(哪些物質的與非物質的、舊有的與持續的、單一

文化的或跨文化的、高雅的或庸俗的、主流的或非主流的文化生產才值得支持？)，

（3）由主流觀光及城市間競爭所產生的收益分配不均(哪些收益與成本才值得導

向每個參與觀光業並受其正面與負面影響的團體？)，（4）決策過程的不對稱(誰

來決定與負責決策的方向、收益與成本的分配、與文化旅遊長期的影響力？)，

以及（5）零碎或無效的都市經濟發展與文化政策(哪些政策值得、以及該以什麼

方向、期程與方法來支持與發展？) 

其次，內城族裔社區文化旅遊計畫的實際影響迄今為止都不太明顯。此外，

這些計畫通常都在非常低的預算之下運作。來自全國各地的各種文化旅遊計畫的

證據顯示，它們對美國內城社區在經濟與就業方面的影響其實很小。這個現象部

分可歸因於這些計畫的「創新性」、許多內城社區相對低的能見度、以及改變其

負面公共形象所帶來的挑戰。然而，最重要的一項因素則與這些文化活動相對缺

乏市政府與國家機構的經濟支援有關。事實上，這些計畫的年度營運成本和那些

支持旗艦文化計畫的數百萬美元與公共補貼相較，根本微不足道。 

第三，某些因素可能限制了這些計畫的活力與效果。文化旅遊行動所面臨的

挑戰是，在強化其與更大城市網絡與機構及主流旅遊經濟結盟關係以擴大其規模

與範圍的同時，還能保有他們以社區為本的形態與對在地的強調。正如各類計劃

型態的受訪者所表示的，這種策略雖然是必要的，但其中也包含了重大的風險與

緊張關係。 

舉例來說，在洛杉磯及全美被研究的社區中，縉紳化的壓力在不同程度上是



顯而易見的 (Gotham, 2005; Hoffman, 2003; Watanabe, 2007)。造成縉紳化過程的因

素很多，而這些因素通常不致影響社區主導的文化旅遊計畫。儘管如此，如果社

區因採取文化旅遊作為主要發展策略而造成縉紳化的現象，那文化旅遊就成了強

化不平等與迫遷的代號。正如觀光業(Robinson, 1999; UNESCO, 2007)以及其它在

後福特主義經濟中帶動成長的部門一樣，文化旅遊既可能強化、也可能減少這種

不平等現象的產生(Markusen & Gadwa, 2010; Scott, 2000, 2007) 。 

因此，我們須特別謹慎，才不會使文化旅遊成為「令人不安、關乎的藝術-

經濟發展故事的子敍事」(Currid, 2010b, p. 259; see also Zukin, 1987)。目標特定化、

決策過程、以及更廣泛的發展方向乃是至關重要的事項(Markusen & Gadwa, 2010)。

具體而言，若要獲得理想的成果，那麼至少需要得到以下三方面持續不斷的努力，

包括：社區必須在界定計畫與方案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市政機構必須提供或至

少協助籌措社區行動的資金、以及要有非營利組織出面帶領和協調這些行動。正

如Gotham(2005)所說： 

觀光未必會使在地知識與文化遭受破壞。相反地，地方組織與人民其

實有能力來抵禦或者將觀光意象與意義納入在地的美學與文化之中。

在這個過程中，在地居民轉化並重組了觀光業及隨之而來的同質化、

標準化與商品化等趨勢。(第331頁) 

或者，像是Mack(2009)所強調的： 

要平衡這樣的緊張關係，需要有對保持文化整合性有著濃厚興趣的社

區成員來引領文化旅遊計畫發展的過程…當人們帶著敏感度來從事

文化旅遊時，它便能為社區帶來絕大的效益，例如地方感的提昇，地

方傳統、社區榮耀與包容的強化，以及族裔自我認同感的增加。(第22

段) 

文化旅遊不能、也不應被視為一種無所不包的鄰里振興、社區賦權與區域經

濟發展策略，而是應該被嵌入一個更大的、能提供另類方向以有效解決前述挑戰

之架構。這種更大的社會經濟架構（特別是州政府系統），必須和橫跨社區的多

種制度架構相互協調，才能確保文化旅遊達到當初被設定的目標：放棄長期而言

對內城鄰里與區域經濟不利的策略，而為多樣化的鄰里以及區域性跨鄰里的文化

旅遊網絡生產與維護利益。 

文化旅遊在未來的角色仍有待觀察，尤其是它與內城族裔社區經濟發展之間

的關係。文化旅遊作為一個存在著內在緊張關係的後福特主義經濟成長部門，其



未來實現的方式，並不會取決於或受限於現有觀光產業的想法。恰恰相反，正由

於文化旅遊對地方與區域經濟日益增加重要性，以及由於那些被放棄的社區及跨

文化/跨社區所形成的聯盟在地理、文化、與制度上實際的影響力，一個以包容

且有系統的方式來討論文化旅遊本質、方向、重點與結果的時機已經來臨。 

  



附件 

請回答下列問題 

1. a. 您的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街道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公司類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的年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員工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a. 您的辦公室是租的還是自己擁有的？ 

□ 租借  □ 自己擁有 

b. 如果是用租借的，您的租約是？ 

□ 0-3年  □ 4-5年 

□ 5-10年 □ 按月簽約 

6. a. 過去兩年的年銷售： 

□ 增加   □ 減少  □ 保持不變 

b. 年銷售額： 

$___________________ 

7. 據您所知，您的客戶大部分來自： 

□ 三到四個街區 (最接近的區域) 

□ 一到五公里內 (週邊地區) 

□ 洛杉磯的不同地區 

□ 不知道 

8. 據您所知，您的客戶主要是何種特定種族或民族： 

□ 非裔美洲人/黑人 

□ 亞洲人 

□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 東南亞/泰國 

□ 白人 

□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多種族 

9. 據您所知，您的客戶主要是如何前往您的公司？ 



□ 開車  □ 搭公車 □ 步行 □ 其它 

10. 您是如何行銷您的生意？(可複選) 

□ 網路  □ 雜誌      □ 電視 

□ 報紙  □ 旅遊指南  □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您的公司是否有網站？ 

□是  □否 

12. 你是否在社區與其他公司做過聯合銷售？ 

□是  □否 

13. a. 您的公司是否有參與社區活動或節慶呢？ 

□是  □否 

b. 如果是的話，請列出節慶和/或活動(遊行、購物街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如果是的話，這些活動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客戶群？ 

□是  □否  □不確定 

d. 您會考慮在您的社區裡，跟其他商家聯合活動或銷售嗎？ 

□是  □否  □不確定 

14. 這個地點的主要優勢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這個地點的主要劣勢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16. 您是否住在社區裡？ 

□是  □否 

17. 如果您有家人/朋友拜訪，你會帶他去社區哪裡參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誰是最好的「非官方」社區領導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關於社區的歷史，您會找誰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何種實質或建築元素賦予你的社區特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您有沒有考慮將公司搬離此地？ 

□有  □沒有 

22. a. 您有沒有考慮關閉或出售您在這地方的公司呢？ 



□有  □沒有 

b. 如果有的話，其主要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哪種社區改善是您業務的重點？(可複選) 

□ 建築外牆 □ 社區活動 

□ 公共運輸系統 □ 更多警力 

□ 街道改善(行道樹、座椅、街燈) 

□ 經濟援助(減免稅收、低息貸款) 

□ 其它(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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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7)以下文總結它在文化旅遊方面的使命：眾所周知的事

實乃是，就發展而言，觀光業既可能是社區的死敵，也可能為其密友。考慮

到旅遊業的經濟力量（它現在已被視為在世界上領先汽車及化學產業的最大

產業），我們應該留心注意這個有著全球性影響的多邊現象。旅遊業的影響

之大，以致於極需進步的策略以打下真正進步的國際性、區域性與地方策略

的基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用心在於協助191個會員國準備它們的政策，並



要它們重新思考觀光業與文化多樣性的關係、觀光業與跨文化對話的關係，

以及觀光業與發展的關係。以這種方式，本組織希望能有助於對抗貧窮、保

護環境、以及文化間相互理解（第一、二段）。 

2. 小亞美尼亞和泰國城是兩個族裔社區，共存在東好萊塢的同一個地理區域。 

3. 西南博物館，起初建立在1907年，是洛杉磯最古老的博物館之一。它最大的

收藏品之一乃是美國本土印地安人的手工藝品。 

4. 精神建築是奉獻給提供庇護的神靈存在的小聖壇。 

5. 「保存美國」是一個聯邦計畫，該計畫登錄和指定保護與發揚其的襲產、以

其歷史資產作為經濟發展和社區復興、並透過教育和襲產旅遊計畫鼓勵人們

體驗和發揚在地歷史資源的社區，包括市、縣、大城市中的鄰里、以及部落

社區。 

6. CNT網站從2008年四月到六月有21,960參觀次數，來自114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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