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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 
湖口老街 景點神聖化 社區 

關鍵

字(英) 
Hukou Old Street Sight sacralization Community 

摘要

(中) 

在台灣，存在著許多已經高度商業化的老街，這讓每條老街變得越來越

相似。目前已經有關於老街的討論，包含國家政策、社區營造推動、文

化商品建立，也探討老街的建構面向，反思老街經營的方式。 本文以湖

口老街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湖口老街的觀光意象，本文以內容分析法、

訪談法作為研究方法，分析報紙訊息、當地觀光文宣，找出湖口老街的

景點神聖化動力為何？另一方面則訪談參加深度文化之旅的觀光客，了

解湖口老街對於觀光客的意象為何？以及訪談促進會成員了解當地社區

活動運作方式為何？ 研究結果顯示湖口老街在社區活動與觀光發展之間

擺盪，形成不同的景點符號。以 MacCannel 的景點神聖化步驟分析，湖



口老街如何形成一個觀光景點，當社區促進會推動老街轉型時，湖口老

街需要與其他老街做出區隔，擷取當地的文化特色，以文化深度活動向

觀光客解說古蹟，指出可觀看部分，如此使得湖口老街成為不可取代的

觀光景點，景點神聖化是一動態過程，以大眾媒體傳播訊息，觀光客不

僅是訊息接收者，也是確立神聖性的角色之一。湖口老街的景點神聖化

過程中，社區居民的日常活動是另一種動力，湖口老街的觀光景點符號

又再次被轉換成為居住社區的狀態。  

摘要

(英) 

In Taiwan, there are many highly commercial old streets, which makes each street 

has become similar gradually. It has been discussing on the old Street, including 

national policy, community building to promote cultural goods establishment, and 

explore the old streets of the construct-oriented to reflect on the mode of old 

street operation. Hukou Old Street as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analysis the tourist 

image of Hukou Old Street. This study uses cont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s, analysis newspaper messages and the local tourist propaganda 

to identify the power of Hukou Old Street Sight sacralization. The other hand, 

interviews with tourists that participate in the deep cultural tour , to understand 

what the image of Hukou Old Street for tourists is, and interviews the members of 

Dawoko Association(the Community Promotion Association), to understand the 

mode of local community activities operat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ukou Old 

Street vacillated between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rmed different attractions symbols. According to MacCannell “sight 

sacralization”, analysis how does Hukou Old Street form a tourist attraction, and 

while Dawoko Association promoting the street transition, Hukou Old Street 

needs to segment with other old Streets. Capture the cultural heritage, hold 

cultural depth activities, explain the monuments to the tourists, show the worthy 

watching parts, makes Hukou Old Street becoming a tourist attraction that can not 

be replaced. Sight sacraliz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using mass media to 

broadcast messages, and the tourists are not only the message recipients but also 

one of the roles to recognize the sanctity. During Hukou Old Street sight 

sacralization,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is another power, and 

Hukou Old Street attractions symbol is converted into a residential community 

stat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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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636093 Y2012.M4.D23 11:59 114.24.45.112 M 496636093 Y2012.M4.D23 

20:54 114.43.96.220 M soci2787 Y2012.M4.D23 21:44 118.167.60.85 M 

soci2787 Y2012.M4.D23 21:44 118.167.60.85 M 030540 Y2012.M4.D24 9:42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4.D24 10:23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4.D24 10:32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4.D24 11:03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4.D24 11:04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4.D24 11:11 140.136.208.244 I 030540 Y2012.M4.D24 11:15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