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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緣起與目的 

一、拜會歐洲客屬團體----德國臺灣客家會、西班牙臺灣

客家會以及英國崇正總會 

在世界民族的遷徙史上，「客家族群」可說是壯闊波瀾的

一章，世界五大洲都有客家族群的後裔，估計全球約有六千萬

至一億人。所謂「凡海水所到之處，就有華僑；有華僑的地方，

就有客家人」，因此客家人被譽為日不落民族，且許多人事業有

成，因此有「東方猶太人」之稱。 

其中，僑居在歐洲的客屬華僑，主要分布在英國、法國、

荷蘭、 西班牙、比利時、德國、瑞典、俄羅斯、丹麥、挪威、

葡萄牙、意大利、奧地利、盧森堡、捷克、 冰島等 18 個國家

和地區。此次拜會的「德國臺灣客家會」與「西班牙臺灣客家

會」同屬「歐洲臺灣客家聯合會」成員，本會與當地臺灣客家

鄕親進行交流，加強與客屬團體之聯繫與溝通，宣揚本會推動

之客家事務，並向當地鄉親表達國人關懷之意，希藉由客家事

務意見之交換，了解當地相關客家活動推展及需求。 

另外，本會拜會「英國崇正總會」則緣起於民國 98 年臺

灣遭逢 88 水災時，該會發動會員慈善捐款賑災，會長黃冠明、

副會長林少明等主要幹部至我國駐英代表處送交該會捐助莫拉

克風災災民善款 5290 英鎊（折合新臺幣約 28 萬 6 千餘元），由

駐英國代表處張代表小月接受轉交內政部賑災專戶。本會此行

一併拜訪表達感謝之意，亦藉由此次交流，介紹我國推展客家

事務工作之現況，以增進雙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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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拜會歐洲客屬團體，本會均代表  黃玉振主任委員邀

請各會在 100 年 11 月前往臺北參加本會辦理的「2011 年全球

客家懇親大會」，此為客家族群海內外難得一見之盛會，以加強

客僑對我國之認識瞭解，並聯繫交流客家鄉情。 

 

二、訪察英國「愛丁堡藝術節」： 

藝術是無國界的感動、跨文化的橋樑，「愛丁堡藝術節」

（Edinburgh Festivals）為世界三大藝術節慶之一（另外兩個

是法國的亞維儂藝術節、美國紐約的下一波藝術節），也是藝術

之都愛丁堡全年度 12 個節慶的總名。 

其中最早創辦、最知名的「愛丁堡國際藝術節」，首辦於

1947 年，規模宏大、歷史悠久，為國際首屈一指之藝術展演節

慶，也是深受肯定的豐富多元文化饗宴。本次本會為增進我國

社會文明之智慧，希考察其辦理及運作方式，以作為臺灣推動

大型客家文化藝術節慶：例如「客家桐花祭」、「客庄十二大節

慶」之參考。預計本次考察將具正面積極的啟發效應，也是本

會推動文化藝術之重要範本。 

 

貳、 訪察過程： 

一、 出國考察德國、西班牙、英國之日期與行程表： 

本會由文教處一行三人：范處長佐銘、葉科長怡君、鄭專

員文婷前往歐洲考察，行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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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迄日期 

月 日 

預定停留地點 行程 

8 7 （日） 桃園—德國法蘭克福 搭機飛往德國法蘭克福

8 8 （一） 德國法蘭克福 拜會德國臺灣客家會 

8 9  （二） 德國法蘭克福—西班牙馬德里拜會西班牙臺灣客家會

8 
  10 （三）

～11（四）
西班牙馬德里—英國倫敦 拜會英國崇正總會 

8 
12 （五）

～14（日）
倫敦－愛丁堡 

觀賞愛丁堡藝術節表演

節目、藝穗節街頭表演

及節目宣傳、愛丁堡街

區活動氛圍之營造 

8 15（一） 愛丁堡－阿姆斯特丹 

上午拜會愛丁堡藝術節

主辦單位 

下午搭機至阿姆斯特丹

轉機 

8 
16（二） 

 ～17（三）
阿姆斯特丹—桃園 轉機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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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察單位及內容： 

（一）德國：拜會德國臺灣客家會 

本次拜會行程於 8月 8 日早上 8 時，抵達德國法蘭克福機

場，由德國臺灣客家會高晴宏會長及駐德國臺北代表處法蘭克

福服務組主任許聰明接機，隨後由高晴宏會長安排參訪法蘭克

福城市週邊環境與萊茵河。 

出了交通擁擠的市區來到郊區的酒庄，這裡除了葡萄園景

觀及閒適的酒吧，還有一個展現古典建築及酒庄歷史的庭園，

在此，它不僅僅是葡萄酒交易的商家，其人文景觀亦為引人探

索遊覽的因素，民眾聞到的除了濃濃的葡萄香外，還有鄉土記

憶及園區景緻，這應是最吸引人民的因素。 

而萊茵河是德國古今的交通要道，也是德國工業經濟運輸

的命脈，隨著河道的迴轉，優美的古典傳說與歷史敘事也輪番

展現，這是一個德國母親之河的風貌故事。民眾在古堡的斷垣

殘壁中感受歷史的滄桑，也在萊茵河畔的小鎮欣賞當地風光及

工藝品。 

不論是在建築、藝術或萊茵河沿岸景觀，法蘭克福都展現

了現代與古典交錯的都市風貌，城市的人文景觀與故事深深的

雕鑄成美麗回憶，也讓這個城市的訪客絡繹不絕，是歐洲重要

的商談與會議中心。 

晚間，本會代表與高晴宏會長夫婦、德國臺北代表處法蘭

克福服務組主任許聰明及客家鄉親等 12 人，於法蘭克福市區傳

統的德國餐館餐敘。席間大家討論最多的不是眼前的德國餐

點，而是客家菜包、粄條等濃濃家鄉味的客家料理，德國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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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當地臺灣客家會的聚會分享，有更多人學會了家鄉菜的作

法，因此在本會人員捎來祝福的同時，當地鄉親也回饋我們客

家料理，大家一起在德國餐館品嘗起客家菜包，感受濃濃的溫

馨。 

而高晴宏會長也介紹當地客家會的會務推展情形；范佐銘

處長亦說明本會近期主要政務，並向德國鄉親表達本會關懷之

意，更歡迎鄉親回國參加本年 11 月將在臺北舉辦的「2011 年

全球客家懇親大會」。 

客家族群雖散居世界各地，但血濃於水的情感卻是綿延不

絕，更讓世界遍地展現出不同的客家風貌，客家文化也更加多

元精采。 

 

 
法蘭克福車站及城市繁忙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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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酒庄中庭的雕像及碑文 

 

 

 
酒庄中庭旁展示古代壓製葡萄汁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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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閒的葡萄隧道 

 

 

 
德國葡萄酒莊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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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河畔的古堡與現代建築 

 

 

 
小鎮的熱鬧街景及遠方的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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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遊客穿著公主與武士的服裝，帶著道具在古堡的空地上玩起扮演遊戲 

 

 
萊茵河畔的美麗傳說：「羅蕾萊之歌」的女妖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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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佐銘處長（中）代表本會致贈會旗及劉興欽『臺灣客家喬遷圖卷』 

予德國臺灣客家會高晴宏會長（右） 

 

 
范佐銘處長（左）致贈本會會旗及『臺灣客家喬遷圖卷』予德國臺北代表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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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家鄉親餐敘並致贈本會文宣品 

 

 
與客家鄉親餐敘並致贈本會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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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班牙：拜會西班牙臺灣客家會 

本會一行三人從德國飛往西班牙馬德里，已是 8 月 9 日下

午 3 點，由西班牙臺灣客家會副會長陳文楠夫婦及駐西班牙代

表處梁秘書晉豪協助接機。本會並於當日下午 5 點，前往我國

駐西班牙代表處拜會侯代表清山，並致贈本會會旗及劉興欽『臺

灣客家喬遷圖卷』，也感謝代表處對當地客家社團的協助。 

在馬德里，副會長陳文楠夫婦向我們介紹客家會的會務推

展情形；范佐銘處長也向陳副會長說明本會近期主要政務，並

請陳副會長向西班牙鄉親表達本會關懷之意，更歡迎鄉親回國

參加本年 11 月將在臺北舉辦的「2011 年全球客家懇親大會」。 

晚上由侯代表夫婦設宴餐敘，除本會參訪成員及副會長陳

文楠夫婦，還有代表處梁秘書晉豪，梁秘書亦為桃園之客家鄉

親，多方給予我們幫助。本次餐敘除交流本會客家事務之推展

情形、客籍華僑在當地之發展情形及客家社團的活動外，侯代

表夫婦亦與賓客閒話家常，並介紹西班牙特色，場面溫馨感人。 

 

范佐銘處長代表致贈本會會旗及劉興欽『臺灣客家喬遷圖卷』予侯清山代表 



 14

 

 
有“馬德里塔＂之稱的西班牙摩天大廈 

 

 
馬德里以太陽門(Puerta del Sol)為中心，道路由此成放射狀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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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里市區市長廣場 PLAZAMAYOR 的夜景 

 

 

 
馬德里王宮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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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倫敦：拜會英國崇正總會 

本會代表自西班牙至英國倫敦希斯洛國際機場，已是 8 月

10 日下午 2 點，原擬自行前往飯店，但因在西班牙時接獲倫敦

暴動的消息，為安全考量，西班牙代表處仍代為聯繫駐英國代

表處人員接機，但倫敦市中心區並非暴動範圍，因此我們仍按

預定行程進行拜會。 

8 月 11 日中午，本會拜會英國崇正總會並進行餐敘，出席

人員有本會范處長佐銘、葉科長怡君、鄭專員文婷、臺北駐英

代表處鍾僑務專員宇章、崇正總會黃冠明會長、林少明首席副

會長、名譽會長曾天送、何金德、理事長殷建洲、副會長鄧柱

芳、李煌發、副理事長葉天生、黃雄祥秘書長、顧問杜康年、

林南、陳來發、英文秘書李麗芳、婦女主任李燕娣等共二十餘

人，場面十分熱烈。 

范處長首先致詞，感謝英國崇正會的熱情接待；並因 98

年臺灣莫拉克風災時，英國崇正總會發動會員慈善捐款賑災，

謹表達國人的衷心謝意，並敘述我國各項客家事務推動情形，

表示目前臺灣無論官方或民間，都非常重視繼承和發揚客家文

化傳統，在臺灣有網路客語學院、客語教師研習班、國家考試

增列客家事務行政、制訂實施「客家基本法」，甚至公共交通運

輸也有客語服務，全方位推動客家文化傳承；更代表本會  黃

主任委員玉振盛情邀請大家參加今年 11 月在臺北舉辦的「2011

年全球客家懇親大會」。 

而黃冠明會長除致詞代表崇正會全體會員的熱烈歡迎，表

達對於本會千里迢迢帶來客家鄉親親切的問候，感到非常溫暖

之心意。席間賓主歡聲笑語、客語鄉情，共敘客家情誼，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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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互贈禮物、交換錦旗、攝影留念。  

本會代表團在英國倫敦停留時間約 1.5 天，因此除拜會英

國崇正總會外，另安排參訪位於英國倫敦南肯辛頓博覽會路上

的「英國自然史博物館」（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該

博物館為英國文化、媒體和體育部贊助之公共機構。 

該館擁有生物和地球科學標本約七千萬件，是世界著名的

自然科學研究中心，專門從事生物分類、鑑定和保存，建館已

有百餘年。館中許多藏品具有偉大的歷史與科學價值，亦包含

生物學家達爾文所採集的標本；其圖書館則典藏大量書籍、期

刊、手稿，以及科學研究之相關藝術品收藏。 

該博物館為免費入場，展示方式非常生動、活潑、親民與

詳盡，難怪在相關博物館中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展場分為五

個主題：植物學、昆蟲學、礦物學、古生物學和動物學，以不

同的空間顏色作為主題區分，來訪民眾可以很清楚自己位於哪

一個主題。博物館內有紀念品專賣店，內有需多做工精細、别

緻、具特色之工藝、紡織、食品及書籍等產品，吸引不少民眾

選購，亦為該館收入來源之一。 

配合本館的主題展及常設展，館方設計了許多手動遊戲，

讓想聽、想玩、想看的遊客自行選擇，感受館方精心設置的設

施；而展場也布置了各式裝置藝術，提升了整體展場的藝術品

味。另外，展覽空間雖大，但動線設計得宜，讓遊客不易迷失

方向，也改善遊客眾多的擁擠現象，處處可見館方用心，在參

觀完之後大幅增加對自然生物之認識、喜愛與瞭解，結合了知

識、生活、美學與娛樂，是本館經營管理十分成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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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人員與崇正總會代表合影 

 

 
英國自然史博物館大廳入口的展示著巨大的雷龍化石，是本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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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動物標本，充分展現館方的豐富收藏 

 

 

 
民眾拿起聽筒聽解說，就是一個知識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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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以親自動手試一試，模擬恐龍走路的樣子 

 

 

 

 
館方的裝置藝術，讓電梯走道也變成一種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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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美麗的紀念品及書籍販售處，遊客絡繹不絕 

 

 

（四）英國愛丁堡：參訪「愛丁堡藝術節」 

「愛丁堡」（Edinburgh）是世界知名的人文藝術之都，又

稱為「北方的雅典」，現在這裡是蘇格蘭的首都及政治文化中

心，1995 年更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為「世界文化遺產」。愛

丁堡培育了許多聞名全球的文豪，例如「福爾摩斯」的作者柯

南道爾、「哈利．波特」的作者 JK 羅琳、「金銀島」的作者史蒂

文生、以及蘇格蘭人文大師渥特．司各特等等。 

愛丁堡以城中大道「王子街」（Prince Street）為中心，

楚河漢界的劃分出以北的「新城」（New town）和以南的「舊城」

（Old town）。舊城區以「皇家哩大道」（Royal Mile）橫向連

接愛丁堡城堡和蘇格蘭皇家居所「聖十字宮」（The Palace of 

Holyroodhouse，也是英國女王伊麗莎白二世的宮廷）。 



 22

而矗立在舊城區的「愛丁堡城堡」，可以說是當地最具代

表性的地標，居高臨下踞守在廣闊的火山岩盤上，威武森嚴的

俯瞰整個市區，這是蘇格蘭的皇家要塞，也是風華絕代的古代

建築。觀光季節，這裡遊人如織，登高臨望，莫不讚嘆它海天

一色的優美風景，以及波濤洶湧的歷史軌跡。 

國際知名的「愛丁堡藝術節」，一系列共有 12 個節慶，其

中最著名的有「國際藝術節」、「藝穗節」、以及「皇家軍樂節」，

大約集中在 8 月前後舉辦，也是蘇格蘭高地最舒爽怡人的季

節。除了國際知名的藝術節，這裡更是「活的博物館」，官方和

民間的博物館數目繁多，種類多元，包含國家美術館、國家攝

影館、蘇格蘭現代藝術館、蘇格蘭國家博物館、戰爭博物館、

兒童博物館、威士忌博物館等等，豐富了城市的文化面貌，讓

美學成為隨處可親的生活方式，也滋潤了藝術節慶的發展，涵

養了心靈創造的能量。 

 

1、拜會「愛丁堡藝術節聯盟」（Edinburgh Festivals.co.uk） 

本次參訪「愛丁堡藝術節」，最重要的行程之一，就是拜

訪「愛丁堡藝術節聯盟」（Edinburgh Festivals.co.uk）。由專

案經理 Amy Saunders 代表接待，親切大方的她，為我們作了詳

盡的介紹與報告，讓我們對愛丁堡藝術節有更清楚的認識，以

下是她對這 12 個節慶的簡介： 

（1）創辦最早、最知名的「愛丁堡國際藝術節」（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國際藝術節正是本會本次主要參訪的節慶，2011 年的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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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是 8月 12 日至 9 月 4日，為期三週。國際藝術節創辦於

1947 年，為官方主導創辦，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主

辦單位希望「用文化代替子彈」，以藝術撫平戰爭的創傷。經歷

60 多年，如今已成為世界上歷史最悠久、影響最巨大、規模最

宏偉的藝術節慶。 

國際藝術節的主要宗旨是「提高人類的精神文明」，因此

節目規劃偏向具代表性的大型製作，以精緻藝術、豐富多元、

品味高雅為考量，類型包含古典音樂、戲劇、歌劇等，參演藝

術家多為重量級樂團、頂尖劇團、舞團，為世界各國藝術家觀

摩的重心。 

近年除了歐美藝術家，主辦單位更把觸角伸向東方，例如

2011 年就是以「亞洲」為主題，邀請日本、中國、韓國、臺灣、

東南亞等團體到此演出。臺灣受邀的表演者是「當代傳奇」劇

場，由吳興國盛大演出「李爾在此」（改編自莎士比亞的「李爾

王」），總統夫人周美青女士亦親臨愛丁堡觀賞，為臺灣優秀的

藝術家加油打氣。 

（2）愛丁堡藝穗節（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 

2011 年辦理日期是 8 月 5 日至 29 日，是全球最大型的藝

術節，充滿了多元、開放、自由、創意的精神。藝穗節的起源

是第一屆愛丁堡藝術節創辦時，有 8個未受邀請的表演團體不

請自來，他們積極爭取演出機會，自行在街頭馬路、小劇場演

出，爭取曝光的方法。後來每屆藝穗節也延續這樣的宗旨，為

沒沒無名的、年輕的、半專業的表演者提供更多機會。經歷多

年的發展，因其自由競爭、百無禁忌、參與者眾，如今數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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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觀眾焦點，都更勝國際藝術節，也映證了人民的無窮活力。 

藝穗節的演出包羅萬象，有兒童劇、舞蹈、音樂、喜劇、

輕歌劇、口說藝術、展覽……等等；演出地點不限，可能是餐

廳、書店、馬路、教堂……；內容嬉笑怒罵、嘲諷嚴肅、甚至

性愛等大膽題材都可能出現，可說是天馬行空、葷腥不忌；票

價也很親民，非常受到觀眾的歡迎，透過這樣的表演機會，培

育了一代復一代的藝術工作者。  

（3）皇家愛丁堡軍樂節（The Royal Edinburgh Military 

Tattoo）： 

2011 年辦理日期是 8 月 5 日至 27 日，是系列藝術節中售

票最佳、一票難求的節慶；最受歡迎的場次和座位往往在開賣

後馬上售罄，沒趕上者只好徒呼負負。 

在夕陽西下，月光映照的古代城堡旁，演出隊伍在愛丁堡

城堡的大型戶外看臺區表演，樂隊壯盛威武、樂聲凱歌悠揚，

充滿蘇格蘭民族特色，是難忘的觀賞經驗，也因此一傳十、十

傳百，造就了票房盛況。 

（4）愛丁堡國際書展（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 

2011 年辦理日期是 8 月 13 日至 29 日，已是英國地區的重

要書展，連不太出席活動的作家 J.K.羅琳也願意受邀座談。 

（5）愛丁堡美展（Edinburgh Art Festival）： 

2011 年辦理日期是 8 月 4 日至 9 月 4日，是系列中最年輕

的節慶，以展覽及視覺和裝置藝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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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愛丁堡國際科學節（Edinburgh International Science 

Festival） 

2011 年於 4 月舉辦。 

（7）愛丁堡國際電影節（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2011 年辦理日期是 6 月 15 日至 26 日 

（8）蘇格蘭銀行創作節（Bank of Scotland Imaginate 

Festival）： 

2011 年於 5 月舉辦。 

（9）愛丁堡爵士藍調節（Edinburgh Jazz and Blues Festival）： 

2011 年於 7 月舉辦。 

（10）愛丁堡多元交流節（Edinburgh Mela）： 

2011 年辦理日期是 9 月 2 日至 4 日，以多元民族表演為特

色，主要表演團體以印度、東南亞為主。 

（11）蘇格蘭國際說故事節（Scottish International 

Storytelling Festival）： 

2011 年於 10 月舉辦，口傳文學是蘇格蘭地區的傳統，會

邀請各地的說故事高手，在各種形式的場所為聽眾說故事。 

（12）愛丁堡跨年活動（Edinburgh＇s Hogmanay）： 

於每年的 12 月至 1月舉辦，表演節目以音樂類為主，

「Hogmanay」是蘇格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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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了達成更清楚、詳盡、徹底的交流，我們在出發前

兩週，就以電子郵件向策展公司提出希望訪談問題，也讓他們

有更充裕的時間準備。主要訪談題目如下： 

（1）請問主辦單位，規劃、辦理之組織形式或架構？大約有

多少個單位參與？各自角色為何？辦理策略為何？ 

（2）請問活動如何組織、協調各單位？誰來協調？是否有協

調不順利之時？如何處理及解決？ 

（3）請問政府和民間各自扮演的角色？尤其民間單位參與、

辦理及協助的狀況為何？ 

（4）請問藝術節之主要宣傳策略為何？是否有分國際或國

內？電子、平面、網路或其他媒體配置大致為何？ 

（5）請問藝術節主要經費來源？多少為官方挹注？多少為民

間支持？多少為相關票房收入？ 

（6）請問愛丁堡藝術節如何能夠辦理多年而不挫？如何維持

節慶的新鮮感及民眾的參與度？其中的秘訣為何？ 

 

專案經理 Amy Saunders 表示，「愛丁堡藝術節聯盟」

（Edinburgh Festivals.co.uk），為 2006 年愛丁堡市政府決議

成立。其核心任務是為這 12 個節慶擬定 3 至 5 年的長期發展策

略，並總綰 12 個節慶的聯合行銷（主要為國際行銷，國內行銷

由各節慶主辦單位自行負責）、愛丁堡的城市行銷、政府遊說、

研究發展、維持藝術節的世界領導地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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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愛丁堡藝術節聯盟 2011 年最新的研究報告，愛丁堡

藝術節旗下的 12 個節慶，含括了 25,000 位藝術家、2,000 個

媒體、超過 3,000 個展演和活動。愛丁堡的居住人口不到 50

萬人，僅有臺灣中型城市的規模，但是全年度卻有 420 萬位遊

客，因為藝術節而造訪這個城市（全年的遊客約為 1,300 萬

人），更創造了 2億 6 千 1百萬英鎊（約合臺幣 120 億 5 千萬）

的經濟效益，以及 5,000 個以上直接的工作機會。 

Amy Saunders 說，蘇格蘭是高爾夫球的發源地，但如今藝

術節的經濟效益已經超過了高爾夫球產業。更重要的是，由於

愛丁堡藝術節含括的範圍廣泛多元，展演水準全球頂尖，兼具

品質、創新和教育功能，是全球藝術家和文化愛好者的夢想，

對於城市形象、國家發展、人才養成有無可限量的貢獻。 

Amy Saunders 表示，藝術節的國內外總體行銷策略大致為： 

（1）國際面：針對焦點市場，透過公關、網絡事件行銷；透過

國際賽事行銷；利用數位行銷。 

（2）國內面：利用異業結盟；針對焦點城市，透過公關、網絡

事件行銷；透過國內賽事行銷；利用數位行銷。 

（3）地區面：利用旅遊導覽、地圖、Iphone 和 App、售票處等

行銷。 

在本次會談中，Amy Saunders 特別強調愛丁堡藝術節 2012

年至 2014 年的發展策略為----配合 2012 年在倫敦舉辦的「奧

林匹克運動會」，以及 2014 年在蘇格蘭格拉斯哥舉辦的「大英

國協運動會」，藝術節聯盟希望邀請各國體育團、文化團與媒體

團到愛丁堡，擴大各國的文化交流，增進藝術觀眾群，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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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發掘世界各國的藝術天才，到這個國際舞臺上發光發亮。 

2012 年的愛丁堡國際藝術節辦理時間正好在倫敦奧運之

後，因此聯盟希望可以吸引更多遊客，看完奧運之後就到這裡

來參加藝術節，延續奧運的觀光效益，為藝術節加分。 

另外，聯盟也希望邀請世界各國到愛丁堡來舉辦藝術節慶

（或藝術商店、攤位）；並開辦培育藝術家的課程，目前每年大

約有 60 至 70 個國家的藝術家來參加；各國也可以和自己國家

的觀光局合作，在愛丁堡推出行銷觀光的策略。 

一般來說，愛丁堡藝術節聯盟的運作方式是：由政府組織

代表及獨立董監事組成的董事會，決議重大的決策及發展方

向；期間提出研究報告，以發現及修正藝術節相關問題；再交

由聯盟旗下的 6個部門來執行決議事項。愛丁堡的 12 個節慶

中，不分節慶大小，每個節慶都會派 6 個人、進駐這 6 個部門，

所以每個部門都有每個節慶的人員參與，而且這些進駐的人員

都由各節慶自行支薪，並非為聯盟雇用，由此可確保每個節慶

的發聲權，也是非常民主的方式。 

在推動業務的過程中，各個節慶或部門難免有意見不同、

無法協調之時（例如尋找的贊助單位互相重複衝突），這時首先

會由聯盟本部仲裁，如果仲裁不成，就只有兄弟登山、各自努

力，大致上，聯盟是採取「共識決」的方式，各藝術節會儘量

互相支持、互相扶植，以達成最大的合作效益。 

藝術節策略聯盟運作的經費來源，最初主要是市政府。成

立 5 年後，如今聯盟已經有 14 個單位支持，其中最大宗是蘇格

蘭政府、其次為愛丁堡市政府、英國外交部、文化部以及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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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節的少量會員費等。由於是非常設機構，經費支助多為短期、

專案、非固定性，所以政治遊說是很重要的工作，如果遊說不

成功，很可能面臨運作窘況，甚至將關門大吉。策略聯盟必須

拿出整體藝術節的成效，才能證明存在的功能，確保未來的發

展運作。 

 

2、「愛丁堡國際藝術節」多元節目賞析 

（1）古典音樂會：舒曼神劇「天堂與培里」 

（Das Paradies und die） 

指揮：羅傑‧諾林頓（Roger Norrington） 

（愛丁堡國際藝術節開幕場） 

這是音樂家舒曼（Robert Schumann）於 1842 年創作

的作品，長年為病痛所苦的舒曼寫作的雖為「神劇」，但其

實故事來自古波斯神話，主角培里想上天堂，卻因為是墮

落天使與凡人之子，因此被拒於天堂門外。培里希望以滌

清罪惡來達成願望，卻仍難以實現。劇情描述絕望中的渴

求與掙扎，並以給予世界恩典來尋求救贖，或許也反映了

作曲家當時的心境。 

本場音樂會因為是開幕場，因此在當地的大型音樂廳

Usher Hall 舉行，由蘇格蘭室內樂團（Scottish Chamber 

Orchestra）演奏、羅傑‧諾林頓擔綱指揮。放眼望去大多

是年高德劭的古典樂迷，幾乎全場滿座，且比起後來的幾

場音樂會，亞洲臉孔也明顯較多，或許因為今年藝術節的

主題為亞洲，所以有較多亞洲貴賓來觀賞開幕場。指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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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的水準不在話下，充分彰顯了國際藝術節的卓越品

質，以及提升人類精神文明的意旨。 

（2）大師工作坊：男高音 Bo Skovhus、鋼琴 Stefan Vladar 

不同於前一天開幕場在大型音樂廳、室內樂團演奏的

音樂會，本場工作坊的演奏地點是在由教堂改裝而成的The 

Queen's Hall ，音樂家站在小型舞臺上（佈道臺）、而我

們的位置其實就是聽道席。 

這是一場溫馨浪漫的音樂會，受歡迎的男高音 Bo 

Skovhus 唱了許多動聽的樂曲，包含 Gustav Mahler（1860

～1911）創作的「Nine early songs」組曲等。演奏與歌

唱家默契十足、配合極佳，臺下聽眾反應十分熱烈，是值

得回味再三的聆賞經驗。 

（3）演講：史景遷：「為何中國不是新西方？」 

（Why China isn't the New West？） 

為了呼應今年的亞洲主題，國際藝術節邀請了重量級

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來演講對中國發展及崛

起的觀察。本場是在由石砌教堂改建而成的 The Hub 舉辦，

外觀雖然莊嚴古樸，但內部卻用豔黃、寶藍及鮮紅等明色

調，裝飾得現代感十足。聽眾約有數百人，主辦單位更貼

心的安排了「同步字幕」，也就是現場有人為史景遷的演講

聽打，並且即刻顯現在講臺兩旁的液晶螢幕上，是非常細

緻溫馨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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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典音樂會：樂團 BBC 蘇格蘭交響樂團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曲目：Jonathan Harvey「Body Mandala」&「Speakings」 

指揮：IIan Volkov 

Jonathan Harvey 是英國當代的優秀作曲家，他對東

方哲學及佛學鑽研頗深，對電子音樂的發展影響深遠，且

常嘗試大膽、實驗性的曲風。或許他並非受大眾市場歡迎

的主流音樂家，全場大約只有 6 成聽眾，但我們認為這是

一場未曾體驗、開啟了聽覺啟蒙的音樂會。 

作曲家運用各種樂器的特性，模擬出各種仿效自然之

音的樂章，而「模仿是最大的讚美」，因此像是對自然最高

的禮讚！透過 BBC 蘇格蘭交響樂團高超的演奏技巧，彷彿

朝向了一個開放式的宇宙，體驗聲音與音樂多層次的變

化，在想像中詮釋生存的世界。寬廣的、尖銳的、匪夷所

思的音域層次、調色、配器，創造出無限可能的環場享受，

是充滿了詩意的感受空間。 

（5）演講：Dr.Michael Downes：Jonathan Harvey 作品介紹 

同樣是在 The Hub 辦理的這場演講，進場後讓我們大

吃一驚，因為聽眾人數大約只有十多人！或許 Jonathan 

Harvey 實在是太非主流了，但是演講者 St.Andrews 大學

的教授 Dr.Michael Downes 仍然非常熱情的介紹 Jonathan 

Harvey 的作品及特色，並仔細回答專業聽眾的提問。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 The Hub 的這個場地，原來是可

伸縮的，這是一個高約 2層樓、面積約 100 多坪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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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有一個高及天花板的大型布幕，觀眾多時可以往後

拉、加大空間；觀眾少時可以往前拉、縮減範圍，是一個

非常靈活的設計，國內設計師可以多加參考。像這一天聽

眾這麼少，但是因為布幕往前拉，彷彿這個場地本來就這

麼小，降低了人數不足的困窘；如果我們不是昨天來過，

根本不知道有此玄機。 

（6）大師工作坊：韓國木花劇團：吳泰錫導演 

韓國知名的獨立劇團「木花劇團」，本次除了受邀到

國際藝術節演出，主辦單位還邀請劇團的導演、劇作家吳

泰錫，在大師工作坊和觀眾交流。本屆的國際藝術節，吳

泰錫改編了莎士比亞的名作「暴風雨」，並與韓國的古代歷

史相結合，創造出了新的演繹方式。 

他除了現身說法劇場的表演方式、音域發聲、肢體語

言和劇情內涵外，更請演員做了許多現場示範，另外又請

觀眾上臺互動，自然生動、詼諧逗趣、大方不藏私，臺上

臺下打成一片，對於學戲劇的人應頗有啟發，也讓我們看

見大師的風範。 

 （7）古典音樂會：阿格麗希（Martha Argerich）、 尼爾森‧

郭納（Nelson Goerner） 

這次參訪愛丁堡藝術節的盛會中，「鋼琴女王」阿格

麗希的演奏會，是最令我們期待的一場。而全場聽眾的想

法，顯然和我們相同。因為這一天大型音樂廳 Usher Hall

全場爆滿，從一樓到三樓，人們好像要滿溢出座位似的，

充滿了音樂朝聖的氣氛。演奏途中，大家更是連大氣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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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喘一聲，深恐驚擾了這美妙的天籟之聲。 

自從阿格麗希出道以來，就讓古典樂迷目眩神迷，這

位據評為「當代最偉大的鋼琴家」，在學琴過程中備受呵護

（因為大家對天才太敬畏了，只能想辦法配合）。阿根廷總

統裴隆甚至為了方便少女阿格麗希在歐洲學琴，特別派她

父母親任駐維也納！而阿格麗希也沒有讓世人失望，雖然

她曾因病、因倦而萌生退意，在長達四、五十年的演奏生

涯中，仍讓聽眾每次都心滿意足、感動陶醉的回家。 

她的演奏，讓我們體會到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創造是

這樣的迷人，而神的恩典與人的超越，都不是不可能。阿

格麗希對提攜後進也一向不遺餘力，她數度合作的尼爾

森‧郭納（Nelson Goerner），和她一樣都是來自阿根廷，

兩人的雙鋼琴美不勝收、無懈可擊。 

這一場音樂會，阿格麗希在正曲終後，仍彈奏了三首

安可曲，而聽眾也不吝回報感動的掌聲，如浪潮般席捲了

整個音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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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在火山岩上，巍峨雄偉的的愛丁堡城堡

 
愛丁堡城堡是該市的地標，也是愛丁堡軍樂節重要的場地。 

  

 

 

軍樂節演出場地， 

可容上千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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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主要的大型音樂廳----User Hall，是正式歌劇、音樂會等的辦理場地。 

 

User Hall 場外，玻璃內貼滿了主活動的海報。 

 

我國「當代傳奇劇場」的演出海報，由藝術家吳興國演出「李爾在此」。 



 36

 

本次參訪「愛丁堡國際藝術節」，中小型活動多在古建築改建的「The Hub」舉行。 

 

「The Hub」外表古樸、內在新潮，為多功能表演藝術場所。

「The Hub」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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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綠茵處處，觀之心曠神怡  

  
國際藝術節部分場次，在 The Queen＇s Hall。 

 

愛丁堡劃分「新城」和「舊城」的主要街道「王子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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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許多博物館和美術館，值得一遊。 

 

愛丁堡國家畫廊，上面有擬仿的人面獅身像。 

 

 

 

 

愛丁堡「兒童博物館」標誌。 

當地除了官方博物館，還有許多私人博物

館，人文薈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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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蘭的民族詩人、藝術家渥特‧司各特雕像，樹立在市中心。 

  

民性強悍的蘇格蘭人，蘇格蘭裙和風笛是知名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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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利波特的作者 J.K.羅琳當初的寫作地點「大象咖啡館」，可遙望愛丁堡城堡。 

 

由愛丁堡城堡可俯瞰市區，臨海的這一面是舊城區。 

  
餐廳裡，也可見亞洲演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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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藝術節聯盟」（Edinburgh Festivals.co.uk）專案經理 Amy Saunders， 

親切的為我們作了詳盡的介紹與簡報。 

 

本會文教處范佐銘處長代表黃玉振主委，致贈「愛丁堡藝術節聯盟」臺灣的客

家特色文化創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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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拜會「愛丁堡藝術節聯盟」的合影，右起本會范佐銘處長、藝術節聯盟

專案經理 Amy Saunders、本會鄭文婷專員、葉怡君科長。 

  
「愛丁堡藝穗節」的活動宣傳、街頭藝人以及許多景點， 

都分布在「皇家哩大道」（Royal Mile）的兩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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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藝穗節各表演團體，為了票房，在街頭宣傳不遺餘力。 

  
群眾圍觀看宣傳預演。 

  
也有團體抬著假棺材、神情嚴肅的宣傳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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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愛丁堡，皇家哩大道遊人如織，部分區域禁止車輛通行。 

  
改編的愛麗絲夢遊仙境，紅皇后張臂引吭高歌。 

 
女性的小飛俠彼得潘，在街頭舞臺上打了起來～～為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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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藝人，是愛丁堡藝穗節的特色。 

   

看了表演，別忘了丟錢到前方的小盒子 

 

 
最多群眾圍觀的，就是魔術、雜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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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藝人中，獨自表演的屢見不鮮。 

 愛丁堡街頭，擠滿了藝術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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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穗節的旗艦店裡，擺滿了厚厚的節目冊。 

 海報牆是表演團體的兵家必爭之地。 

 

這是一場夏季的狂歡節，城市充滿著歡愉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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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躺著裝死，也是宣傳。 

  

一群人躺著不動，比較省力。 

   
裸體，只為了吸引觀眾目光，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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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站上小舞臺宣傳，可是先排好、有限時的！ 

  
 這一團打出東方純潔花仙子牌。 

  

這一團打出西方火辣冶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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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不夠看，看我拿出韓國偶戲！ 

  

趴在地上，我們的戲真的好看！ 

  
輸人不輸陣，聽我們為您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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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切，都是為了票房、票房！ 

 

收穫最大的，就是觀眾囉！看大家看得可專心、開心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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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心得及建議 

本會此次歐洲公務訪察行程，一為拜會德國、西班牙及英

國客家社團，一為訪察英國愛丁堡藝術節，謹提出心得與建議

如下： 

一、 有關保存發揚世界客家文化： 

（一）持續加強海內外客家族群聯繫： 

客家鄉親在海外打拼，初期多半經歷艱困的環境、

語言的障礙、異鄉的孤寂，在己身堅強意志力、親友的

鼓勵、以及各種條件的配合下，最終才能走出一條康莊

大道，其開拓精神令人欽佩。在這個過程中，願意長期

參與客家社團的人士，多半因為濃厚的客家愛鄉情懷，

以及同鄉團體的關懷拉攏，才能深化融入該國的客屬團

體。 

為了拓展海外關係、增強國際友誼、保存客家母

語、維繫族群文化，本會積極強化及注重海外客家團體

之交流連結，即將於 100 年 11 月舉辦的「全球客家懇

親大會」，就是非常好的契機，可以讓海外鄉親更認識

及認同臺灣，不但協助我們推展國際關係，也是海內外

客屬鄉親大團結、大聯誼的好機會。 

 

（二）有關推展發揚海外客語及文化： 

由於海外鄉親缺乏聽說客語的環境，下一代普遍出

現母語流失的問題，對客家文化亦感到陌生，此時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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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學的客語學習教材就非常重要，例如本會出版、攜帶

方便的「客語 100 句」小冊，就適合提供給客屬華僑，

作為學習客語的利器，以免遺忘客家祖宗所言。 

在網路無國界、溝通無日夜的時代，我們更應該善

用網路的力量。本會的「哈客網路學院」，就是一個深

受肯定的 e 化學習平台，目前已有 293 門、1,553 小時

的課程，包含客語教學、客家文學、兒童客家、客家音

樂、客家民俗歷史、文化創意產業等七大系列課程。截

至近期，已有全球來自 88 個國家、1,602 個城市的民眾

參與，會員人數超過 61,000 人。若能在本會舉辦海內

外大會時加強宣傳，相信對於客家語言文化的推廣，將

是源源不絕的力量。 

 

（三）積極推廣農曆正月 20 日「全國客家日」 

另外，為了加強世界客家族群的向心力，建議廣為

推展我國 99 年即訂定公布之「全國客家日」（農曆正月

20 日）。這個獨一無二的客家族群之節日，不但可以彰

顯客家文化之獨特性，亦無族群排他性，更可以強調客

家族群崇敬天地、尊重自然作息、提倡環保節約的時代

精神。「全國客家日」是一個有國際視野的節日，建議

可以在這一天聯合世界各國共同慶祝，以凝聚全球客家

族群認同意識，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流中心，

這些都是我們在各個場合，可以對海外鄉親加強宣傳之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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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愛丁堡藝術節」與推展客家文化節慶 

（一）結合整體地景及周邊環境，營造節慶氛圍： 

愛丁堡藝術節的成功之處，重要原因是選擇在人文

薈萃、文化悠久的「愛丁堡」舉辦。眾所皆知，這裡的

文化人才及文學家輩出，不但有深厚的文化涵養，更有

美麗的歷史風光，例如愛丁堡城堡、聖十字宮殿，均為

蘇格蘭數百年來的政治重心。遊客來到愛丁堡，除了觀

賞藝術節，更為了造訪名聞遐邇的文化古蹟，領略蘇格

蘭的藝術風情，以及各式各樣的歷史建築，甚至是現代

的寫作勝地（例如 J.K.羅琳寫作「哈利‧波特」的咖啡

館）。 

就算不辦藝術節，愛丁堡仍是一個十分吸引人的城

市，但是有了藝術節，遂如虎添翼，奠定了它北方雅典、

藝術之都的地位，這就是選擇了正確的方向和定位，並

且持續多年強化的結果，對於當地的正面效益及國際知

名度有著莫大的功勞。 

因此，本會未來主辦或協辦客家節慶（客家桐花祭

或客庄十二大節慶），應該積極選擇具有濃厚客家風

情、建築特色、人文歷史之地，例如即將落成的「臺灣

客家文化中心」之苗栗園區，以及已正式開園的六堆園

區等等，讓民眾除了參觀節慶之外，還能夠觀賞園區、

巡遊城鎮風情，才能夠留下客人。而週邊環境的配套、

宣傳、導覽和旅遊設施，都應該更方便、更吸引人、更

安全、也更完善，才能達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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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應該擴大民間的力量，擴大布置營造整個

周邊地區。例如「愛丁堡藝穗節」，就是在城中的主要

大道------皇家哩大道上宣傳，這段說長不長、說短不

短，約莫數公里的路途，有各式五花八門、爭奇鬥豔的

表演團體，有亂中有序的看板、宣傳單、表演秀……，

而節慶期間整個氛圍的型塑，更是大家一起來，不論是

餐廳、商家、旅店、博物館甚至是路邊公共電話亭，隨

處可見各式各樣的導覽、展演訊息，可以說整個愛丁堡

都在展示節慶的歡樂氣氛，深深地感動了每個遠道而來

的訪客。 

 

（二）多元活動集中時間場域，豐富文化內涵 

經過多年鍥而不捨的經營，各國的表演團體都以參

與愛丁堡藝術節為榮，讓藝術節的全球能見度更加提

升，也讓活動更加多元而精采。現在愛丁堡藝術節已經

有 12 個節慶，且多集中在當地氣候最佳的七至九月舉

辦。外地及國外民眾來一趟愛丁堡，就可以觀賞到世界

各國的頂尖節目、創新鮮活的前衛藝術、多元文化表演

集錦……，而形式更是展覽、音樂、演講、戲劇、大師

工作坊……等等不一而足。不同的民族、不同的形式、

不同的表現方式，更有深入的學習和對談，使得藝術節

不只是歡樂的節慶，而是看得到文化內涵的饗宴。 

因此，本會未來辦理相關節慶，也將擴大文化形式

和參與型態，結合政府和民間，掌握主題和方向，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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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種類、形式、範圍上，集中時間和空間辦理，讓更多

民眾可以更輕鬆的接近客家文化和藝術節慶，而不是侷

限在小範圍、少種類的活動形式上，這樣吸納的觀眾群

將是有限的。 

 

（三）善用國際宣傳時機，推展臺灣客家文化 

每個活動都有自己的困難和瓶頸，即使是愛丁堡藝

術節也不例外。愛丁堡藝術節聯盟的專案經裡 Amy 

Saunders 就表示，由於聯盟並非正式的官方機構，經費

和人員也不固定，每年的經費籌措都是必須面對的挑

戰，因此未來開拓亞洲新興市場以及國際觀光客，將會

是積極發展的方向。 

2012 年，為了搭配倫敦「奧林匹克運動會」，以及

2014 年將在格拉斯哥舉辦的「大英國協運動會」，愛丁

堡藝術節聯盟都將善用地緣及時間上的優勢，積極邀請

各國的體育代表團、文化代表團與媒體訪問團到愛丁

堡，以增加觀光客群，更希望世界各國到這裡來辦理藝

術節，豐富當地的藝術風貌。 

愛丁堡藝術節是一個絕佳的國際舞臺，對於希望開

拓國際名聲的表演團體，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展演場域，

對世界各國認識臺灣客家，更是優異的宣傳利器。本會

目前正積極培育優良的客家藝文表演團體，未來若能搭

配倫敦、愛丁堡、格拉斯哥舉辦大型活動的時機，更加

強聯繫到愛丁堡演出，相信以我國客家藝術的精緻化及

特殊性，參與入選將是可能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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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了愛丁堡國際藝術節，國內藝術家也可以

考慮愛丁堡藝穗節，畢竟藝穗節演出的門檻較低，只是

需要相關的經費支援，但要在競爭激烈的藝穗節舞臺上

脫穎而出、得到觀眾的青睞和票房的肯定，也必須要有

兩把刷子。歸根究底，表演團體本身的藝文底蘊和藝術

實力才是關鍵，而這也是本會期許客家藝文團體之處。

相信若有政府及民間的互相配合，在愛丁堡藝術節這樣

一流的國際舞臺上，推廣客家藝術，展現客家文化，發

揚臺灣精神，呈現世界客家，將不會是遙遠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