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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觀光局「2020 小鎮遊戲趣 2.0」，以觀光結合表演藝術，期望透過各類表演藝術的熱情

演出，讓民眾感受小鎮人文風情」（趙靜瑜，2020）由此可得知，觀光可藉由藝術的媒介，

形成人群移動的動力。以台中歌劇院為例，藉由國際建築師伊東豐雄吸睛的曲牆設計，從外

觀就開始引領遊客進入到藝術的世界。但本研究小組發現，為了建築體外打卡觀光的人潮不

在少數，進行藝術欣賞的人潮卻明顯不成對比；若是如此，將會錯失掉很多表演所能創造出

心靈感動的可能性，更容易造成打卡過的人喪失來這觀光的動機，而減少到此的頻率。因此

促使本組想了解中部民眾對於台中歌劇院的認知和對藝術表演內容的觀點，是否心中淺藏著

因高價位而感到不易親近的距離感，才使得藝術觀光的實質效益無法推動？並針對研究分析

結果提出相關建議，讓台中歌劇院成為一個民眾會主動到訪的心靈補給站，並把藝術表演所

激發出的感受更親民的流淌在你我之間。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藝術觀光的定義及歷史沿革 

（二）了解國外藝術廳院的模式及宣傳方式 

（三）了解國內藝術廳院的模式及宣方式 

（四）分析中部地區民眾對於台中歌劇院的認知觀感及其效益探討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資料搜集：彙整書籍、期刊雜誌以及國內外數位媒體有關於藝術廳院的資訊。 

（二）問卷數據分析：依據議題設計問卷，了解民眾對國家歌劇院的認知情形及效益探討。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由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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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藝術觀光定義 

 

藝術欣賞往往能夠薰陶自我素質的涵養，而在我們的國民義務教育裡面，更是德智體群

美裡重要的一環。藝術呈現的方式多元且無處不在，小至小時候的美術作品、周遭環境，大

致高聳的建築甚或是精心排練過後所體現出來的表演藝術等，都可以帶給人內心滿滿的感

動。則藝術的表現手法可以是具體象也可以是虛幻象，兩種傳遞方式都可帶給人們獨特的自

療效果。具體的呈現能夠把藝術更深層的刻畫在記憶裡，虛幻的則是在不知不覺中渲染人內

心的感動。 

 

『觀光』一詞被世界觀光組織定義為人前往旅遊相關活動停留不超過一年。人一旦只要

離開自己長時間待的地方，去到另一地旅遊，生理層面總會有截然不同的體驗，心裡也會受

到新的啟發。就像「藝術源於生活卻又高於生活」（車爾尼雪夫斯基，1856），假設今天把

『藝術』跟『觀光』結合，人們的生活會不會有更高層次的收穫？ 

 

台灣各縣市政府為了提升人民素質，興建了許多藝術中心或裝置藝術，提供一個專業的

舞台給藝術發揮，讓民眾可以在舒適幽靜的環境下，和美學有更深層的對談。像是宜蘭火車

站旁的幾米裝置藝術，除了能讓搭車的民眾發現政府的用心，也吸引了想拍照打卡的遊客特

地前往觀光，藉此促進了當低的經濟效益。而這種藝術和觀光連帶的行為，就是藝術觀光。 

 

台中歌劇院座落在市中心，無論是外觀亦或是地段，都在當地政府促進觀光的劑後裡扮

演著重要的棋子。不管是具體的建築設施或是內在的表演項目都體現出藝術的本質，所以本

組選擇了以台中歌劇院做為研究主軸，並透過研究結果證實歌劇院的影響是否能提升人們的

美學涵養，如此一來，藝術價值的基準就不再僅是傳統美學的「愉悅」、「美感」、或「真

理」（劉亞蘭，2020），而是與觀光一同締造新的境界。 

 

二、歌劇院介紹 

 

歌劇成型於 16 世紀末的文藝復興，早期被認定為只能貴族觀賞，但隨著第一座歌劇院的

出現（1637），便慢慢把這項娛樂帶入百姓生活。歌劇院顧名思義就是一個表演歌劇的場

所，而節目也不外乎就是莫札特或是普契尼等頂流音樂家的作品，但，這僅發生在那個浪漫

復古的時代下。 

 

「早期的展覽，觀眾只是被動地接受及觀賞;到了現在，觀眾參與已成為整個展覽的核心

概念之一」（劉亞蘭，2020）。21 世紀的歌劇院不再只是做為表演場所的功能，時代變遷的驅

使下，為了能更貼近民眾，展演項目越來越多元，設施及服務的品質也逐漸提升，使得本體

的價值翻倍增高。而下表中世界著名的歌劇院都各自充斥著自己的獨特風格，不僅僅是在外

觀上下了功夫，節目更是豐富有趣，因此也吸引了大批遊客特地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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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世界各廳院介紹 

 維也納歌劇院 雪梨歌劇院 大都會歌劇院 

建築外觀 

 
圖二：維也納歌劇院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zbDA8y 

 
圖三：雪梨歌劇院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Dvlmdd 

 

圖四：大都會歌劇院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e9yX3L 

特色服務 只需填寫資料傳送郵件

至官方信箱，就能收到

回信，並獲得免費的限

定演出直播優惠券 

透過觀察社群軟件上的

打卡，得知劇院附近民

眾，再利用著名人士以

官方身份發送邀請訊息 

已使用網路轉播節目十

幾年，如今已有超過兩

千家電影院進行直播劇

院表演節目 

建造時間 西元 1869 年 西元 1959 年 西元 1880 年 

表演項目 每年表演 300 齣節目 

主要節目為歌劇、音樂

會、芭雷舞 

芭雷舞、歌劇、舞台

劇、音樂會 

每年上演 240 部歌劇 

主要節目為歌劇、芭雷

舞劇、音樂會 

容納人數 1709 人 5738 人 3800 人 

（表一：資料來源由本組組員自行彙整） 

 

首先是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雖然相比之下容納的人數少，但卻是以上廳院中最早建立的，

經由歷史文化的沈澱，擁有了一定的地位，延續著上個世紀影響的貴族風格，每年都在上演

世界著名的表演節目，種類多元且排程充實。隨著不斷改變的流行文化，開始適時舉辦優惠

活動或跟手機品牌公司合作廣告行銷，廣泛的去吸引網路的客群，因此截至今日都是許多遊

客前往歐洲參觀歌劇院的主要首選。則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雪梨歌劇院，知名的程度全球

有目共睹，不但容納人數多，館內空間的運用也非常彈性，除了記憶點高的建築設計吸引了

不少觀光客外，富有創意的周邊推銷也帶動許多客群，例如和各界人物合作，在社群網站上

關注周邊打卡的民眾，再請名人發送邀請函給他們至歌劇院觀賞表演或是用餐，此舉同時提

升了歌劇院的社會地位和當地的觀光效益，不僅加深了遊客的印象，也更拉近了民眾想接觸

藝術的心，因此促成不少遊客慕名而來，是非常巧妙的廣告手法。再來是位於林肯中心的大

都會歌劇院，主要營運的協會是美國最大古典音樂組織，是一位富商撤資高價建造而成，有

別於其他歌劇院奇特的外觀，大都會歌劇院注重內在的質感，簡單樸實的建築，裡面的廳院

風格既高貴且極具奢華，典型的馬蹄形座席也吸引許多崇尚復古的觀眾。直播節目是其中一

個他們呈現表演的管道，此措施已實行超過十年，有力的宣傳資源已深透至各大城鎮，加上

優渥的地理位置，現已成為了紐約不可或缺的指標性建築。以上是世界歌劇院的介紹，能發

現大多主要還是圍繞著表演項目為主軸去發展其他特色，而台灣歌劇院的風格卻是截然不

同，不但結合了異國餐廳、文創店舖、還自行創辦各種節目，因此能夠吸引多元的客群，例

如家長帶孩子就是其中各廳院的目標對象之一，比起西方傳統式的歌劇表演，此活動既前衛

又新穎，是現代的新趨勢。外國的歌劇院節目性質也都偏向世界名著，較少的亞洲傳統京劇

表演，而位於亞太地區的台灣，不僅展演許多中國風節目也在建築外觀上保有了傳統建築特

色，成為了推動當地觀光的重要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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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灣各廳院比較 

 台北兩廳院 台中歌劇院 高雄衛武營 

建築外觀 

 

圖五：台北兩廳院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xgvlQ5 

 

圖六：台中歌劇院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e9yXWR 

 

圖七：高雄衛武營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NXlGWe 

主要表演項目 戲劇、舞蹈、講座、

親子活動、演奏會 

音樂劇、舞台劇、講

座、藝術展覽、舞蹈 

馬戲、舞蹈、戲劇、展

覽、活動、親子 

地段和周遭環境 國家市府行政區域 

鄰近台北車站 

市府重劃區域內 

鄰近高級住宅區 

捷運站出口站 

衛武營都會公園旁 

特色節目 台灣國際藝術節 

夏日爵士派對 

國外場館結盟 

台灣國際音樂節 

夏日 FUN 時光 

NTT 遇見巨人 

藝玩伴計畫 

學習推廣計畫 

劇場藝術體驗計畫 

特色設施 表演藝術圖書館 空中花園 榕樹廣場 

（表二：資料來源由本組組員自行彙整） 

 

以空間層面來看，因為台北兩廳院和台中歌劇院的主要表演性質著重於歌劇和演奏會，

所以室內廳院都採用標準的規格為基礎再透過設計師發揮出不同的設計。而高雄衛武營是上

表中佔地最廣的表演藝術中心，有了充分的空間可利用，他們創建出了台灣僅有的葡萄園式

座席，是一項吸引許多人前往觀賞表演的看頭。地段則位於捷運的出口站和都會公園旁，加

上室內設施多元，便捷廣大的區域非常適合從事親子活動，還有在家長觀賞表演的同時，也

能寄託幼兒的「藝玩伴」計畫，因此成為上表中最受家庭歡迎的廳院，其客群每回單趟人數

較多，所以迅速的帶動了當地的經濟效益。則改建於軍事基地的國家兩廳院，是世上極少以

中國宮殿為建築外觀的劇場，主要表演場域分為國家音樂廳和國家戲劇院，成立的時間是上

表歌劇院中最早的，歷時六年完工，是台灣首座斥巨資的國家級廳院，長達三十年的文化沈

澱，如今兩廳院的藝術底蘊已是功不可破，在當地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位置座落在台北

市中心，不免除成為外籍觀光客來台的首要站。兩廳院也為了國家人才不流失，積極推動小

眾藝術家或是音樂家的場地租借。典雅脫俗的外觀、極具傳統風格的表演和便利的售票系

統，讓兩廳院的客群從不侷限，造就了在台灣藝術觀光中屹立不搖的地位。 

 

台中歌劇院是上表中最晚建立的，新穎的建築下更能提升空間發揮的彈性，所以表演種

類也最為多元。雖然比起台北兩廳院的著名節目較少，但台中歌劇院秉持著落實在地文化的

培養，自行創立了 NTT 探索學習活動，藉由貼近民眾互動，更能深植藝術在民眾心中的印

象，穩固市民對於藝術美學的基礎了解。歌劇院的主要展演歸類成三大部分，分別是 NTT-

TIFA 台灣國際音樂節（春）、NTT 夏日放/FUN 時光（夏）、NTT 遇見巨人（秋冬）。上述自行

舉辦的活動，有了季節性的分類，增加了表演節目的看頭，也讓歌劇院的展演更有規劃的進

行，如此不但能更有效率的讓民眾了解活動，也能成為自己的一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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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中歌劇院介紹 

 

「對於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事物，透過各項觀點，創作出不同意義的作品」（奈良美智，

2003），無論是身處何處，藝術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而台中歌劇院的設計理念就是『歌

劇院不僅僅是歌劇院』，藝術總監 邱元表示心中期望的型態就是市民的生活能與藝術完美的

融合，並打造一座能觀賞表演還能日常消遣的場域，為了成為民眾生活中的一部分，設計師

伊東豐雄以『陽光、空氣、水』三項人類不可或缺的元素為設計理念，來強化民眾對美感、

音樂、藝術的感知。 

   

台中歌劇院內部廳院主要有大劇院（圖八）、中劇院（圖九）、小劇院（圖十）、角落沙

龍（圖十一）、凸凸廳（圖十二）。大劇院為主要展出著名表演的廳院，全數擁有 2007 座

位，大氣簡約的紅色設計加上寬敞的空間及 3D 環繞包覆帶給觀眾最舒適的觀賞氛圍。中劇

院以溫柔的水藍色為基底並結合此廳自由的流線建築設計，讓觀眾更近距離的感受表演。小

劇院的曲線牆設計能帶給觀眾特別的觀賞體驗，緊密的空間也適合展出各種實驗性的小劇

場。角落沙龍溫暖柔和的燈光給觀眾營造出舒適的氛圍，較常用於人文講座及互動學習的場

所。凸凸廳有別於其他室內展演廳，圓滑的建築設計不但開創了觀賞的新體驗，也讓在這展

出的各項節目都充滿了獨樹一幟的風格，完美呈現了設計師的建築理念。為了符合小藝術家

的展演需求，特別設計此一角落，讓表演熱情可以更貼切地傳達給觀眾。 

 

室外的設施有空中花園（圖十四）和戶外劇場（圖十五），充滿植栽的室外空間下不但能

無壓迫的欣賞表演，1000 平方公尺的半圓形劇場也適合親子活動，吸引了不少家庭前往，是

此建築最出名的焦點之一。空中花園位於歌劇院頂樓，不規則的凸起建築設計，讓人猶如走

進了心中的異想世界，在舒適的夜晚及自由的空間下通常會展出露天電影院，安逸的氣氛充

滿了一種獨特的法式浪漫，是附近居民較常選擇的觀賞場所。 

 

台中歌劇院附設的餐廳有「VVG Labo Café 好樣度量衡咖啡廳」（圖十六）「、VVG Food 

Play Restaurant & Bar 好樣食藝餐廳」（圖十五）、「Café Crotchet 堁夏咖啡為館內餐廳」，有

別於其他藝術中心裡的附屬店舖都是連鎖品牌，在結合了義式及法式的餐飲特色且充滿藝術

及美的氛圍下，呈現了最特別的用餐空間，能讓觀賞表演完的觀眾有一個放鬆飲食的空間，

也因此吸引了許多遊客前往餐廳聚餐。 

 

從 2017 年開始，歌劇院把主要展演歸類成三大部分，分別是 NTT-TIFA 台灣國際音樂節

（春）、NTT 夏日放/FUN 時光（夏）、NTT 遇見巨人（秋冬）。春天為百花齊放的季節，也是

迎接新的一年的開始，歌劇院主要展出鮮明前衛的藝術，像是小眾藝術家展覽或是貼近市民

生活的表演，則夏天舉辦符合親子都適合的活動或是名人講座，秋冬推出經典優雅的各項音

樂劇表演。 

 

有別於其他歌劇院，台中歌劇院的特色在於自行創立的 NTT 探索學習，為的就是促進市

民的藝術涵養，主要理念以人才培育、藝術創作和觀眾養成組成，分別有：NTT 學苑、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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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沙龍、音樂劇平台、藝起進劇場、駐館藝術家、NTT 充電夜、後青年工作坊、中部劇場平

台、NTT 放映室、NTT +不藏私講堂、玩˙劇場-青少年創意工坊、LAB X 藝術跨域實驗平台。 

 

表三：歌劇院設施 

 

圖八：大劇院 

 

圖九：中劇院 
 

圖十：小劇院 
 

圖十一：角落沙龍 

 
圖十二：凸凸廳 

 
圖十三：戶外劇場 

 
圖十四：空中花園 

 

圖十五：好樣食餐廳 

 

圖十六：好樣 

度量衡咖啡廳 

 
圖十七：NTT 

遇見巨人 

 
圖十八：台灣 

國際音樂節 

 
圖十九：夏日放 

/FUN 時光 

（表三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由本組組員自行彙整）（圖八至圖十九資料來

源：https://reurl.cc/E26140） 

 

表四：台中歌劇院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一、建築外觀吸睛，民眾會特地前往朝聖、

打卡 

二、院內廳房規格齊全，能呈現各方面藝術

家的作品，不被空間所侷限 

三、多元的展演滿足各項需求的觀眾 

四、比起其他廳院，台中歌劇院較為新穎，

可藉此發揮更多創意節目，提升劇院價值和

當地觀光經濟 

一、屬於較為新型的歌劇院，國際間的推廣

還不夠穩定，無法吸引國外觀光客 

二、優惠的展演少，售票市場無法吸引對藝

術較沒有研究的民眾，客群而因此受限 

三、沒有歷史文化的沈澱，能夠合作的著名

團體偏少，因此也無法創造更多話題來促進

藝術觀光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reats) 

一、國內外團體合作，將提高歌劇院的曝光

率，有了豐富的節目，不但可增加當地的觀

光流量，更能薰陶周遭市民的藝術美感 

二、院內附屬特色設施及異國餐廳，能夠吸

引不同客群的觀光客 

四、地理位置位於市府重劃區，積極推動院

內及當地附近觀光，可以提升地段價值 

一、場地租借金額較高，導致小眾藝術家沒

有機會展出，長期下來並無法實踐藝術與生

活融合的理念 

二、往後當地若是新增了同類型的廳院，現

存地位有可能會被取代 

三、近年來疫情容易影響觀光效益的發展，

如果沒有找到對付此情況的計畫，無論是收

入或是觀光人數都會嚴重損失 

（表四資料來源：由本組組員自行彙整） 

https://reurl.cc/E2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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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卷結果分析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圖二十：職業）                          （圖二十一：藝術相關族群） 

 

本次問卷受訪者共計 205 人，圖二十為受訪者職業，人數比率分別以學生 47％佔最多

數，其次是上班族佔 27%，自營企業家佔 11％、自由工作者佔 10％、家庭主婦佔 5%。圖二

十一為職業是否和藝術有相關的人，則沒有相關的人佔 76％，有相關的人佔 24％。此調查

結果代表，大部分的受訪者如果不是自行為了藝術而前往觀光，平時並不會接觸到藝術，因

此推測多數人去歌劇院的動機都是以觀光為主，藝術為輔。 

 

（二）歌劇院觀光效益數據分析 

              

   （圖二十二：從何得知台中歌劇院）        （圖二十三：多久去一次台中歌劇院）        

              

從圖二十二可發現，透過社群網站得知台中歌劇院的人佔了 49%，從報章雜誌或媒體

得知的人佔 20%，親友口中得知的佔 16%，官網得知的人佔 9%，透過節目自行宣傳得知的

人佔 6％。圖二十三數據顯示，三個月至半年去一次歌劇院的人佔 33%，幾乎不會去的人佔

31%，從來沒去過的人佔 24%，每個月去一次的人佔 8%，每個月去三次以上的人佔 4%。由

此兩項調查結果可發現，大多數人都是透過網路的管道得知歌劇院的相關資訊，社群網站上

最多，節目自行宣傳最少，而從來沒去過歌劇院的人加上幾乎不會去的人甚至超過半數，這

兩項數據結果代表大部分受訪者並不常留意身邊有關「藝術觀光」的事物。雖然台中歌劇院

的網路宣傳反響熱烈，但實際前往觀賞表演的人卻寥寥無幾，每個月去一次以上的人只佔了

12％，因此推測出多數民眾雖然知道台中歌劇院的存在，但卻不足以吸引民眾特地參館的興

致，為了找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和解決辦法，本組透過以下列問題分析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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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四：歌劇院最吸引你的設施）    （圖二十五：平時去歌劇院的目地） 

 

由圖二十四可見台中歌劇院最吸引人的建築外觀佔 40%，空中花園佔 24%，室內外劇院佔

23%，特色店舖或餐廳佔 17%，導覽服務佔 6%。從圖二十五得知，去台中歌劇院的人以朝

聖打卡佔 59%最多數，朋友聚餐佔 24%，觀看喜歡的表演項目佔 3%，帶孩子活動佔 3%。數

據中可看出建築外觀吸引最多人，所以明顯看出遊客前往朝聖打卡的比率。其次是獨有特色

的空中花園和高貴華麗的室內外劇院，吸引了部分想觀看表演節目的民眾。再來才是特色店

舖和餐廳，獲得了一些想前往聚餐或是對文創商品感興趣的客群，而導覽服務則是所有項目

比例上佔最少數，代表大多數去歌劇院的人並不會深度去了解歌劇院的介紹，頂多是參觀或

是都是以打卡為主。  

 

          

（圖二十六：有興趣的表演節目，可複選）     （圖二十七：網路直播表演節目） 

 

目前歌劇院未展出過的節目，並且受訪者會有興趣前往購票的意願比率分別為（圖二十

六）世界名著佔 64%，小眾藝術家展覽佔 42%，名人講座佔 42%，特色民俗表演佔 30%，家

庭親子活動佔 30%。透過數據報告得知多數人對於世界名著有著較強烈的興趣，因此推斷造

成當地民眾不常去歌劇院的緣故有可能是表演項目不夠知名。其次是小眾藝術家的展覽和名

人講座，各自佔了一樣的比例，代表有半數人會被較親民或與觀眾互動率高的節目所吸引。

則選擇親子活動是人數比率中最少的，推斷此部分人主要為家庭主婦組成，但即使為少部分

族群，也會願意為了喜歡的活動和孩子一同前往觀光。則為了因應疫情時代下的影響，觀眾

對於台中歌劇院以直播方式呈現表演節目的看法（圖二十七），感到適合的人數佔 73%，不

適合的佔 27%。結果顯示出多數人還是偏向支持直播的表演管道，所以如果歌劇院面臨突如

其來的疫情風波，可以嘗試採取網路直播，或許能在經濟上看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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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藝術觀光次數）              （圖二十九：藝術與觀光結合後的影響） 

 

圖二十八為受訪者平時從事藝術觀光行為的次數，三個月至半年一次的人數佔 44%，幾乎

不會去的人佔 31%，每個月一次的人佔 12%，從來沒有的人佔 7%，每個月三次以上的人佔

6%。由此數據了解，過半數的人對於藝術觀光的參與度並不積極，所以加上圖二十七的數

據分析後，本組推測出造成此現象的幾種可能性，分別是主要展演節目廣告宣傳不足、不夠

貼近市民生活、售票價格不菲。是否認為台中歌劇院的存在結合了藝術與觀光（圖二十

九），感到同意的人佔 52%，非常同意的人佔 28%，普通的佔人 17%，非常不同意的人佔

2%，不同意的佔 1%。由此可見近八成的民眾還是認為台中歌劇院能夠在藝術觀光中佔有一

席之地，因此得出少數民眾參與藝術觀光這項問題，並不出在於歌劇院的本質，而是表演節

目種類的缺乏。 

 

叁、結論 

 

一、研究結論 

 

歌劇院結合了藝術與觀光後，讓我們能更具體去探討這兩者的同時存在是否有效提升此建

築的價值跟藝術觀光的發揮程度。世界各地的歌劇院能吸引大量遊客的原因不僅有著名的表

演項目，還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及典雅的建築風格，大多數的劇院只需要擁有此項特色就能有

效帶動當地觀光經濟。以歷史文化層面來看，台中歌劇院的觀光效益較沒說服力;以表演項

目層面，也沒有吸引大量遊客前往觀賞的節目。但換個角度思考，台中歌劇院的新穎建築是

一項值得討論的話題，利用此優勢能夠趁機創造特色價值，因此在問卷數據中可以發現大多

數的受訪者會為了建築外觀而特定前往朝聖。 

 

得知了多數民眾對於歌劇院僅有走馬看花和打卡的行為，大部分的人並不會去觀賞歌劇院

裡的表演，這樣不禁失去了歌劇院本身存在的意義，更偏離了原本想提升民眾素養的想法，

雖然新鮮的建築能夠吸引第一次觀賞的遊客，但讓人駐足的程度卻在問卷結果中產生反差。

本組發現歌劇院較缺乏展演世界名著，而這正是受訪者最有興趣的節目。「許多人喜歡音

樂，都不是因為欣賞聲音的和諧，而是因為喜歡它所喚起的視覺意象」（朱光潛，2020）。因

此台中歌劇院該做的是如何用藝術喚起民眾對於表演的共鳴，進而特定前往參觀，才能有效

促使當地的觀光發展。而為了能落實提升當地民眾對美學的認知，歌劇院也創立了許多能貼

近觀眾的學習活動，但受訪者在還未了解藝術想傳達的理念前，只會想先參與較知名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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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所以如何能在促進小眾藝術家的展出下卻又並行舉辦著吸引大部分客群的著名表演，也

是台中歌劇院該思考的一大課題。 

 

二、研究建議 

 

（一）歌劇院的存在不是僅給有藝術素養的人種，他的設立不外乎就是要提升全民對於藝

術素養的認知，為了要排除聳立的打卡名點之刻板印象，可以以歌劇院之名，舉辦各大小活

動，活動主題可以多元化，內容可以是歌劇院的駐點表演者發表快閃表演或是戶外臨時舞台

或是作品展覽，拉近群眾間的距離，增加互動性。刻板印象中就是有興趣的民眾才會到歌劇

院裡面去欣賞，或是表演項目收費不平價，但是這樣永遠會形成一股落差性，所以如何消弭

這些差距是必要的。例如和公益團體結合或各舞台劇團，讓民眾走進歌劇院，讓大家知道歌

劇院不是和金錢畫上等線的， 

 

（二）融入不同性質的表演，增加多元客群進入歌劇院，如台灣陣頭文化，歌仔戲亦或是

布袋戲，皮影戲等，因為傳統文化平常侷限在老式傳統的表演場地讓傳統文化可以有現代空

間可以展現，增廣民眾的視野，能夠使快被遺忘的民俗文化得到更多人欣賞，這種特色節目

也創造出歌劇院的獨特表演風格，能夠吸引不同的客群，達到雙贏局面。 

 

（三）為了促進藝術能夠完全融入市民生活，必定得打破歌劇只演出給少數民眾的傳統型

象，雖然建築外觀足以吸引大部分遊客，但想擴大忠實觀賞的客群，除了要做出創意的展

演，還得在網路宣傳上下點功夫。首先可以結合大大小小的人文節目可以快速的推廣歌劇

院，再來建立官方網站並與人氣 youtuber、知名部落客合作，能獲取更多元的觀眾 

 

（四）新穎的歌劇院很適合搭配網路做行銷，可以效仿維也納歌劇院，結合手機品牌公司

合作，限定節目下提供直播服務，能讓遠距離的觀眾欣賞表演，也可藉由網路資訊快速傳

遞，落實的擴展大家對歌劇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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