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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電視劇審美體驗試析 

中文摘要 

本研究檢驗電視劇訊息與觀眾觀賞心理互動的因素，從審美理

論探討接收電視劇訊息之心理反應，分析大學生看電視劇的審美體

驗。 

本文依據審美心理流程，解析電視劇訊息被接收的心理因素，

並報告電視劇觀賞體驗中直覺到的感覺、知覺、想像、聯想以及情感

涉入的數量。大學生觀看電視劇與看電影、看舞台劇時的注意程度、

視聽機制、情感涉入並不相同，解讀電視劇文本的心理反應相當歧異。 

研究發現，受試大學生在電視劇審美因素與電視劇意義之詮釋

殊有不同，觀賞經驗中以情感涉入最直接與審美喜好相關。而受試大

學生對電視劇的感覺、聯想與想像的內容顯示，觀眾在看不同電視劇

節目時有不同心理反應：喚起較多知覺的電視劇可能較易引發情感反

應，也易吸引較多審美體驗。但對電視劇產生否定性直覺（如不喜歡）

的數量與理性思維（如對編劇手法生氣）數量較多時，則對電視劇審

美體驗過程的肯定態度較小。 

關鍵詞：電視、戲劇、審美、心理 

壹、 背景及目的 

隨著有線電視的普及，國內產（自）製的電視劇不停出現，但無論社會學家、

傳播學者、或文化工作者迄今均極少對臺灣電視劇發出由衷讚嘆。即便如此，電

視劇的數量卻尤未能減少，品質也仍無法提升。電視劇的製播機構持續從這些節

目中獲得商業利益，也仍有許多觀眾認為電視劇「好看」。究竟是什麼心理使觀



眾樂意坐在電視機前觀看長達半小時或甚至一小時的電視劇？他們如何觀看？

又看見了什麼呢？ 

電視文化研究者曾言，「明天的世界和今天一樣，只是多了一點」（Robins 
＆ Webster, 1984: 111）。我們或許可以以這句話來形容電視劇中不斷重複出現

的陳腔濫調內容：無論劇種，電視劇演來演去總是不脫人與人之間的愛、恨、情、

仇。但不可否認的，為了讓觀眾持續觀賞，電視劇之編撰者在每集戲劇故事中常

刻意以模仿真實的形式，追求情節的衝突、懸疑、意外發現、或轉折，使得電視

劇的內容和受難角色成為觀眾留戀的故鄉。只是，包青天或劉伯溫的故事一播再

播，也就是不斷地在犯罪、探案、判刑等情節中打轉；而瓊瑤劇、鄉土劇的一演

再演，也多就是折磨與苦戀。 

相關研究過去曾探索電視劇與收視率之相關議題，分析為何電視劇好看（或

不好看）之因，並曾討論何以有些人愛看或不看電視劇，藉以瞭解電視劇滿足了

觀眾的哪些心理需求（劉幼琍，1994：林豐盛，1978; 馮幼衡，1978）。本研究

旨在延續類似觀察，嘗試分析究係哪些心理因素影響電視劇之觀賞與解讀，並探

討電視劇劇情如何與觀眾在認知及情感上互動。首先，本研究將討論電視劇審美

心理之認知與感覺因素，次則試圖釐清影響電視劇審美之相關變項。第三，本研

究將定義影響電視劇文本解讀的時機與程序，隨後探索觀賞電視劇時所經歷的感

覺、知覺、聯想、與想像。 

貳、 電視劇與審美 

傳播研究的意義在於瞭解傳播過程以及其與受眾的互動關係，此點理應包括

電視劇中虛構之現實與故事如何被觀眾內化，亦即觀賞電視劇究竟產生何種心理

意義層次。近些年受到文藝批評領域之影響，匯同文化研究、電影新批評手法及

閱聽人民俗學研究（audience ethnography）的傳統，傳播研究典範逐漸出現了有

關通俗電視劇研究之新取向，研究者從早期對作家與作品的關注，轉而討論文本

與閱聽眾（讀者）間的互動關係（如董之林譯，1994：2；翁秀琪，1993）。從

國外到國內，愈來愈多的電視劇研究開始思索與電視劇相關的社會性議題，如對 
“M*A*S*H（Reiss, 1980）”、“Dallas（Ang, 1985）”、“Cheers（Deming & Jenkins, 
1991）”、“The Bill Cosby Show（Real, 1991）”等電視劇之研究，以及國內對日

本劇「阿信（林芳玫，1996）」、瓊瑤劇「梅花三弄（林芳玫，1994）」、歷史

劇「包青天（蔡琰，1996）」、鄉土劇「台灣演藝（嫣定麗，1998）」之探討。 

這些研究結合了媒介批評與電視劇內容分析等方法，分別追述電視劇與社會



之關係、電視劇之影響、或者是電視劇的文本內容。但相關文獻迄今尚少分析觀

眾觀看電視劇的認知過程與審美感覺，亦未分析電視劇訊息與觀眾心理的互動問

題。究竟觀眾看電視劇時如何與節目訊息產生心理互動？如何解讀情節的意義？

對觀眾而言，電視劇的旨趣究竟是些什麼？這些都是本研究所欲瞭解的主題，也

是主要研究問題。以下介紹相關論述。 

一、 觀看電視劇是一種審美活動 

雖然電視劇觀賞行為不見得全然是一種參與性質的藝術活動，但電視劇富有

「藝術性」與「社會性」卻是不爭事實（蔡琰，1994）。舉例來說，電視劇的通

俗劇情內容走的是「大眾藝術」路線，力求做到讓一般市民都能理解、接受。透

過演員扮相的戲劇方法，以及使用鏡頭和剪接等影片技巧，電視劇提供了觀眾視

覺與聽覺的雙重享受，讓觀眾在熟悉的居家環境中獲得快樂並感受滿足。這種單

純的快樂與滿足感受，可說是人們最起碼（普通）的審美經驗，也就是在單純事

物中所能找尋到的最大程度精神寄託（見丹青藝叢，1984：7-8）。1

電視劇審美的過程，原就應以觀眾的再創造（re-construction）為前提。看電

視劇理當與閱讀科學性或有關事實的作品（如新聞報導）不同，因為讀者很少對

這些作品過度想像或推論，而作者們（如新聞記者或科學家們）也因受制於專業

倫理而很少故意歪曲事實、渲染過程。相反地，電視劇之製作和觀賞卻如一般藝

術作品的產生過程，在創造之始即充滿編排、渲染和想像。 

而觀眾在接收電視劇的訊息時，常因個人背景、經驗之不同，一方面掌握故

事意義，另方面對劇情之不同細節而有不同反應與聯想。在觀賞劇情的同時，觀

眾透過與劇情訊息的心理互動，重新再創造了對其（觀賞者）具有特殊意義的訊

息。劉曉波（1989）即曾指出，每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經歷、學識、個性、情

感傾向，充份發揮想像力，去改造並再創造藝術形象。 

由此或可推知，研究者普遍認為在審美過程中，觀眾應以趨向開放的心情接

近藝術作品，甚至超越欣賞對象之原有形構（劉曉波，1989：97）。如電視劇即

經常提供觀眾超越觀賞經驗的機會，讓觀眾模擬角色或內化情感，以自我經驗針

對情節及故事結局加以想像或聯想，因而在觀賞過程中感受到滿足與充實。 

本文以電視劇觀看過程的審美角度出發，認為電視劇與繪畫、電影或其他藝

                                                 
1快樂論或快樂主義是審美心理的傳統論述，審美快感與滿足感更是諸多學者討論的重點，詳見

該書（丹青藝叢）〈科學的美學研究〉章節，頁 6-16。有關美感與快感之差異，可另見楊恩寰，

1993：48-51。 



術作品一樣，均具有再現「美」的創作程序，而電視劇之成品也有「美」的結果

或傾向。大眾觀看電視劇與觀看一幅水彩畫或一部電影類似，無論該作品好看與

否均可被視認為是藝術作品，具備美的普遍性。觀賞者各自依據自己的喜好和審

美能力，觀看、評斷作品的「藝術」成就。 

上述預設（presumption），乃根據電視劇的製作過程從創作之始到成品播出，

每一個環節和步驟均涉及了編、導、演、美術各藝術領域，具有如同電影、戲劇、

或美術作品一樣的可觀賞性，可使觀眾百看不厭。本研究強調，電視劇觀賞者的

心理經歷著與觀賞這些純藝術領域完全一致的「審美心理」過程2。不過，電視

劇審美不同於觀看一幅畫作，屬於一種連續性且動態的訊息刺激與心理反應，在

半小時或一小時中，觀眾持續地因觀賞而產生智性思維與感性活動。 

此種將電視劇視為是一種需要觀眾積極參與並再創造的藝術活動，可謂是把

閱聽人的心智活動看做是活絡的訊息互換結果。「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
理論研究者認為，藝術的構成因素是讀者的感受，不是作家的創作；是讀者的接

受，而非作家的生產（參閱董之林譯，1994）3。這樣的看法與理論無異已將觀

眾對電視劇文本之解讀提昇到積極與主動的地位，明示了觀眾在與電視劇訊息互

動時，會透過劇情與個人接受訊息的辨證過程，確定電視劇訊息的意義與電視劇

的美學價值。 

然而從審美角度而言，究竟係哪些心理因素促成觀眾觀賞電視劇時，體驗劇

情中的悲歡離合呢？從傳統「美」的理念到現代實證主義對文學美、藝術美的總

體批判中，應該如何審視電視劇的審美問題？現代與傳統美學理念提供了哪些有

關電視劇審美的議題？以下試予析論。 

(一) 電視劇審美心理因素 

1. 審美過程 

依據滕守堯（1987：79-94）之審美經驗理論，電視劇的審美心理應該建諸

                                                 
2 本文所關注的是電視劇觀看時的審美經驗，但無意討論對美的哲學、美的歷史、或審美心理學

的歷史、爭辯等主題。有關「審美心理學」之基礎理論哲學，或以實證研究結果作為心理學門論

證的文獻，可參考楊恩寰（1993）。基本上，自從心理學研究滲入美學後，審美經驗的研究才逐

漸轉變具有社會科學性質。 
3 有關接受美學之論述，近幾年來已廣泛受到傳播理論中的閱聽人研究引用，亦逐漸應用於有關

新聞閱聽眾之研究。可參閱 Jensen, 1991; DeWerth-Pallmeyer, 1997.  



於三個持續過程： 4  首先是涉及了「審美注意（attention）」與「審美期望

（expectation）」的初始階段，屬於一種非功利性質而係精神上的積極嚮往或渴

求。此時，（看電視劇的）觀眾將心理機制置於專注、關心，期待著特定對象出

現於意識中；也因為這種期待，形成了審美之特定肯定或否定態度。 

接續而來的則是「知覺活動」，包括兩項特別過程，一是刪除，一是共鳴。

刪除指在上述專注過程中，觀眾會無意識地按自己本性或人格排除或忽視一些

「異己因素」；共鳴則指觀賞者依自己本性或人格「擁抱（滕守堯之原有用詞）」

一些與自己同類的因素。這兩項心理機制說明了電視劇審美過程中重要的個人心

理與接收活動：由於刪除與共鳴現象的發生，電視劇觀眾對情節出現不同詮釋，

也造就了個人對電視劇的意義生產過程。刪除與共鳴雖是一種直覺，或是一種理

性知覺的感應，卻也夾雜著個人的情感因素。伴隨著知覺活動而來的就是感性的

快樂與滿足，是審美過程中的高潮階段。5

審美的第三階段，滕守堯稱之為「效應階段」，是一種發現與判斷的過程，

如觀眾發現電視劇好看或反之，而這種發現過程是經歷了前述專注、期待、無意

識的刪除或共鳴之後所出現的理性恢復狀態：「理性一但恢復，便會立即認識到，

眼前的對象合不合乎『美的』標準」（滕守堯，1987：91；雙引號出自原文）。

此時，審美經驗隨即暫告結束。依據滕守堯之理論，觀眾經歷了個人審美理想、

審美趣味、以及審美慾念等階段，隨後會積聚起新的審美效應，也會提昇個人新

的審美趣味和鑑賞力。 

2. 電視劇的「美」 

然而，什麼是「美」呢？當狄德羅認為美感屬於一種客觀標準，存在於現實

事物與社會內容的關係之中，休謨卻指美是主觀的愉快感覺，沒有客觀標準。對

康德而言，美透過沒有特定目的卻又合乎某種目的的不確定形式，引起和諧並產

生愉快；黑格爾則指美是感性與理性、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以上引自王朝聞，

1981：12-18）。總之，美感似乎存在於某種具體型態之中，能夠引起特定情感

反應。 

這個有關「美」的解釋，與電視劇作為審美之討論對象應有所相通。對守在

                                                 
4 滕守堯將劃分審美經驗為三個階段，並於第三階段中實際討論審美效應，認為其（審美）應屬

長期或多次累積的效果，一方面產生審美慾望，另方面提昇新的鑑賞力，因而難以單次研究結果

作為相關討論基礎。 

5 有關觀眾如何詮釋（interpret），研究者廣泛引用人類學者C. Geertz的詮釋理論，可參閱Morley 

& Silverstone 1991。 



電視機前等著看「阿信」、「還珠格格」、「雍正皇朝」的觀眾而言，電視劇會

引起美的情感反應，當屬無庸置疑。 

從法國美學家于斯曼的論點觀之，討論美與美感經驗的哲學家以古典時期柏

拉圖（470-399B.C.）為開端，統治了西方思想幾近兩千年之久。後經笛卡兒

（1596-1650）的懷疑主義與康德的批判時期，現已走到各種實證主義與批判美

學相互輝映的摩登時代（參見欒棟\關寶艷譯，1990）。 

文藝復興是歐洲各領域學說的轉型期，美學理論從古典的客觀主體哲學思辯

轉進到主觀的相對主義、感性主義及理智主義。康德之前的古典時期認為藝術樂

趣來自「有序」，生命是一種形式，形式就是美。康德卻開始了一個以人為主題

的時期，強調美的趣味與美的經驗；自此人們對美的討論開始偏向心理學領域而

拋開了哲學的本體論。如鑾棟\關寶豔（1990：37）之解析與說明：「審美趣味

是一種不憑任何利害計較而單憑快感或是不快感來對一個現象或一個形象顯現

方式進行判斷的能力。這樣一個快感的對象就是美」。 

在此期間，美與藝術的價值與內涵如同其他自然科學領域一樣，曾多次被學

者廣泛懷疑，因而開啟了各式嶄新討論。愈到近代，美的本身意涵反而愈不是討

論焦點，審美趣味才是思潮主體，學者們的關切重心也逐步轉移到有關人們對美

的反應之探索。另一方面，「美」原來就具備一種恢復心靈的原始純樸，可消除

觀賞藝術品之前的迷失與誤會。學者們普遍認為，審美的快感乃建立於無目的、

普遍、無功利等功能，其作用優於單純感官的愉快（王朝聞，1981）。 

3. 審美中的「感覺」 

在康德及其前期的學說中，一再發現使人「愉快」、「愜意」、「喜歡」、

「滿意」、「舒暢」、「趣味」、「和諧」、「有序」等，俱是驗證美感經驗的

準則，而以黑格爾的註解最為真確：「藝術的內容是理念，它的形式是感性的形

象」（引自欒棟\關寶艷譯，1990）。因此，理念的傳達、情感的涉入、或主觀

的愉快與喜歡感受，均是審美經驗的要素；換言之，感性與知性的混合心理，就

是審美體驗的重要環節。 

進一步而言，美的觀念與感受與愛、真、善這樣的概念和感覺互通M，在古

典主義時期俱屬精神領域，無法以數學方程式衡量，卻與喜悅、滿足、自然、有

益相關。美是形式結構的安排，追求著秩序和諧、有序、與舒適6。亞里斯多德

曾指美是感性活動，主要形式包括秩序、勻稱與明確。康德則把愜意、快感、舒

                                                 
6 欒棟\關寶豔，1991: 11; 22-25。另見丹青藝叢所編《當代美學論集》有關康德與克羅齊之理論，

頁 20-25。 



適等概念與審美聯繫。由此可知，看電視時領會著上述視、聽感覺，可視為是電

視劇審美的第一步。也就是說，這些喜悅、滿足、和諧、有趣等「感覺」，就是

電視劇審美心理的第一因素。 

根據王朝聞（1981），「感覺」是人類一切認識活動的基礎，是對事物個別

屬性的反映。通過感覺，我們知道實物的狀況、形式、感性，並引起審美經驗。

不過，感覺通常以直覺形式顯現，如電視劇觀眾會把許多細節融合成整個畫面、

整個故事，「直覺」到電視劇整體再現的好或不好。所謂電視劇好看與否，一般

說來應該不是許多細節的分析，而是指直覺到的整體性質。 

4. 知覺 

另一方面，滕守堯（1987）將直覺與心理學中的知覺（perception）概念相

提並論，指後者（知覺）乃對事物各個不同要素組合後所形成之完整形象的「整

體把握」，包含了對完整形象所具有的各種含意與情感表現；此一重要論點顯示，

觀眾的「審美直覺」不能僅是感覺而無知覺。陳秉璋\陳信木（1993）則認為，

審美經驗必須建立在特定人（觀眾）對特定客觀對象（如電視劇）形象的主觀直

覺。以上這些論點皆暗示了電視劇之審美經驗應屬觀眾所能知覺到的電視劇表現

元素，且能因其過去觀賞經驗而直覺到電視劇的好壞內容。 

同理，王朝聞（1981）把知覺、感覺等因素視作是理性「思維活動」的基礎，

並認為思維活動是電視劇審美過程中理解與認識電視劇的重要前提。透過思維活

動，觀眾才能把握電視劇各視聽符號相互組合的意義；也唯有透過思維活動，電

視劇的觀賞經驗才可累積成電視劇的審美鑑賞力。不過，王氏同時指出，「在審

美感受中，思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思維活動的形式如何，是一個有爭論的問題，

因而是一個更顧【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王朝聞 1981：117）。 

綜合上述討論觀之，思維活動似可視為是一種結合知覺、感受、情緒，以及

下述心理現象的觀賞總體經驗。也就是說，審美不但與人們的感性直覺相關，同

時也是理性的思維活動。在看電視劇時，觀眾的心智活動一直跟隨著劇情起伏，

一方面是記憶、聯想、感情的活動，另方面亦是理解與判斷的行為。雖然劉曉波

（1989：127-128）曾直述，「在審美活動中，主體對審美對象的感知大多是『一

見鍾情』式的，審美者的目光始終注視著具體形象，腦中始終活躍著豐富的審美

意像。在這種直覺性的感知中，審美者不必經由邏輯的推理、思維的抽象、概念

的演繹，便能直接的、完整的把握住對象和直覺到超感性的內在定義」，就是這

個意思。 

但是電視劇的觀賞經驗理應不是一種如此靜態的直覺觀賞，劇中演員的表

情、持續動作、前後變化的語言，甚至鏡與鏡或景與景的接續，才是情感與意義



產生的關鍵。而知性的推理、思維與演繹，則應都是理解前後故事、連貫整體劇

情的必要步驟。因此，在電視劇審美行活動中，觀眾的知覺（尤其是期望與判斷

劇情的符合程度）扮演了重要角色；換言之，知覺概念理應是除了感覺外的第二

個主要審美心理因素。 

5. 想像及聯想 

審美因素除了上述感覺與知覺外，比較複雜或較高層次的心理現象尚包括想

像及聯想；此兩者均是建立於感覺與知覺基礎上的心理活動。首先，如王朝聞

（1981：110）曾把「聯想」視作是審美過程中最常見的心理現象之一，類同於

「見景生情」。電視劇觀賞過程中的聯想，則指觀眾從電視劇中看見、聽見類似

的或相關的刺激，回憶起過去相關生活經驗和思想情感。此外，「想像」是頭腦

中創造出來的新形象，雖然也與記憶有關且可能是基於需要、願望和情感所產

生，但是想像的內容較聯想新穎、獨立；兩者關係密切，卻不完全相同。 

依據王朝聞（1981：114-115），「聯想和想像，不論自覺或不自覺，總是

受著客觀對象【如本研究中的電視劇】本身的要求和規定所制約。它必然的指向

一定的方向，這樣才能達到對於對象的審美素質的真正把握。… … 沒有想像或

聯想，便不能喚起特定的情感態度，也不能產生特定的審美感受」（添加語句出

自本研究）。李澤厚與滕守堯（見滕守堯，1987：80）則將聯想和想像置於審美

體驗中的「高潮」（實現）階段，並將本文前述之情感（感覺）因素與想像和聯

想並列。但嚴格來說，想像、聯想與前述「愉快」、「滿意」、「趣味」、「和

諧」等觀眾所能直接感應到的「感覺」不一樣，應是感覺或知覺之上的第二層次

審美心理。 

質言之，審美心理活動似可謂與個人想像等再創造活動息息相關，而記憶顯

然是聯繫兩者（審美與想像）的重要關鍵。在最簡單的心理過程中（如接收→反

應模式），每位觀賞者不斷從事著感知、想像、記憶的活動，而情感與記憶因素

隨後促成了個人心理的成長，情感更延續變成新的審美動力。 

中外審美理論學家過去均曾著書討論情感、記憶、想像三者在審美過程中的

關聯性，強調審美是情感涉入的思維活動過程：從舊經驗中引發出記憶、想像，

而後透過記憶與想像，觀賞者聯想著宇宙無限的時空，喚醒平日被壓抑在生命底

層的潛意識。從文獻來看，記憶可謂是一種經驗模式。也就是說，記憶作為影響

電視劇審美的重要變項，最明顯的外現可觀察模式就是觀看電視劇經驗的多寡，

但此點卻顯然不是審美體驗的唯一變項。 

6. 經驗及人格 



如前所述，審美知覺活動是一種複雜的心理現象，並非單純地將各個要素（如

劇情、美景、人物）加以組合，而是主動地理解、詮釋知覺對象（如電視劇）。

因此，前述之「知覺」似尤受到另兩個重要變項左右。心理學早已發現，即使關

注對象相同，不同的人也會（能）從相同對象中看出不同物像。例如，面對同一

個抽象圖形，愛花的人可能看成是花，肚子餓的人則把它看成是與食物相關之

物；面對同樣星座，不同經驗的部族會稱其為不同動物。7 王朝聞（1981）即指

出，人的知覺是在社會條件的直接作用和影響下形成，需要以往的知識與經驗補

充，而影響電視劇審美之重要因素則另包括「人格」。 

劉曉波（1989）曾言，審美可與人生態度對比，是以人的感情為核心的活動。

在審美中，人們可以暫時超越理性教條、功利欲求、社會壓力，甚至超越人們自

身的有限性。對劉氏而言，審美活動是一種主觀的創造，以個人「自願」為基礎，

依據主觀情趣選擇客觀對象的標準。顯然劉氏認為審美活動受到個人人格影響甚

鉅，曾如此寫道：「你修養深厚，喜歡『陽春白雪』的高雅，我目不識丁，欣賞

『下里巴人』的通俗；你幽默風趣，自然愛看輕鬆的喜劇，我多愁善感，只為沉

鬱的悲劇而動情；你溫柔善良，留連往返於纖巧細膩的江南風光，我魯莽粗曠，

一輩子與原始的大草原、戈壁灘為伴；你是堂堂男子漢，陶醉於長城式的崇高之

美，我是婷婷弱女子，常常沉浸於飛天式的陰柔之美」（劉曉波，1989：95）。

劉曉波認為，在審美中，一切都取決於審美主體（如觀眾）的人格情趣與審美對

象的風格（如電視劇之情節）間是否存有內在適應性，顯示人格對審美過程與結

果有重大影響。 

人格是一種有組織、有獨特性的思想和行為型態，表現著個人對世界所抱持

的特有而持久的適應方式，是面對外在景況時所顯現的一套複雜內在心理反應

（楊語芸譯，1994）。過去已有許多心理學家（如佛洛伊德、榮格、班度拉）分

從人格結構、原型、集體潛意識、社會學習等角度解析人格的成因，研討造就人

們思想、感覺、行為與經驗的歷程。電視劇審美的討論似無須追究人格的成因，

卻應關心人格如何具現於外在明顯行為型態，也就是個人在面對外在景況時的主

觀反應。 

本研究至此已初步辨識了審美心理過程和幾個影響審美的重要因素，並具體

說明電視劇可從審美角度探索觀賞心理。本研究認為，在觀賞電視劇時，電視劇

的影音訊息必需持續性地與觀眾的知覺與感覺互動，始能產生意義。不過，電視

劇審美對象與一般文獻所討論之審美對象稍有差異：電視劇不像一幅畫、一曲樂

章那樣靜態，更不像一部影片那樣一氣呵成。電視劇雖具備明顯戲劇性結構，其

                                                 
7 滕守堯（1987:56-57）曾詳列三個不同例子，說明人的心理感知如何受到期望與經驗的影響，

因而會對相同物件作不同直覺的知覺反應。 



戲劇結構卻與電影或舞台劇的情節有異，原因在於電視劇經常受到廣告介入，使

其文體結構必須劃分成數個小段，以下試討論之。 

二、 獨特的電視劇審美經驗 

(一) 電視廣告的介入 

依據傳統美學理論，審美態度是一種不涉功利、不具目的，無關乎實用或科

學的態度，且通常不涉及理性概念的思維。一般人知覺到審美對象（如觀賞名畫）

時，只有持續的注意、接收、沈醉、忘我才是審美。一旦分析、批判、論定等行

為或理性思維出現，審美的態度即被打斷。 

然而這種「純淨」的審美體驗顯然無法完全套用於電視劇整齣劇的觀看過

程，因為在一小時或半小時的電視劇播送時段中，不僅電話、走動、零嘴、椅墊

都是純淨式審美活動的阻礙，更因為電視廣告定時插入，使得電視劇審美成為一

個固定被打斷的過程。或者，電視劇的「美」，基本上是以各廣告插撥段落作為

專注單位，再以各個單位累積出具體的故事或整體的意義。 

更有甚者，觀看電視劇的心理態度除了心不在焉，亦有可能游移於偏向專注

的電視劇審美態度以及廣告時偏向理性評斷兩者之間，甚至包含遺忘或刪除等知

覺活動（見前節討論）。對個別觀眾來說，「有些時候」電視劇的劇情、角色、

故事、視覺構圖「很美」，觀眾會沈浸於各廣告段落之間而持續地注意、接收、

沈醉、忘我。另些時候，電視劇對個別觀眾而言則「不美」，觀眾不能參與審美

的過程，分析、批判、論定等行為或理性思維持續出現。當電視劇是幾個會彼此

討論劇情的觀眾（如家人）一起觀看時，審美的心理互動顯然更形複雜。 

另一方面，觀眾在剛看完「還珠格格」劇中俏麗的小燕子，或是「台灣變色

龍」中殘暴匪徒，下一秒鐘隔個片頭，卻要看現代感十足的特寫可樂、運動鞋、

或是麻辣麵、開喜婆婆。這種「進進出出」、「如真還假」、「知假當真」的觀

賞經驗，與大眾到電影院、博物館、音樂廳的經驗十分不同。不僅如此，電視劇

審美不只是視覺的感覺或聽覺的知覺，電視劇的劇情利用後母養女、鬼怪精靈等

戲劇手法刻意撥動觀眾的情緒，時時設計謀略與謎題挑戰觀眾的思維。故事情節

必定動用衝突與懸疑，鏡頭運用在在引發觀眾聯想，故事收場又要留與觀眾想像

空間。這些現象使得電視劇審美除了廣告的介入外，尚需要考量電視劇故事所運

用的戲劇性。 



(二) 戲劇性鋪排 

電視劇編劇在每齣劇情中，均常設計眾多「衝突」8、「懸疑」、「轉折」、

「發現」等情節。這些原都是戲劇性故事的基本描寫方式，其鋪排手法、數量多

寡、以及將其安插於廣告間的技巧，均關係著觀眾能否辨識、欣賞、接受並覺得

劇情「好看」。 

此外，電視劇中的意義產生內在機制，與上述這些「衝突」、「懸疑」、「轉

折」、「發現」等鋪排手法同樣在電視劇中隨處可得。例如，電視劇中出現兩個

連續鏡頭和場景： 

某男士在街上拿著機槍向右看的全景，接著出現一個面向機槍槍口方向眺

視的女人中景， 

這兩個鏡頭透過蒙太奇剪接產生「衝突」的場面。類似這種「意義斷裂」而

需要加以填補的部份在電視劇中極常出現，可定義為「懸疑」。包括某男士（他）

或某女人（她）是誰？他（她）在看什麼？他們等待什麼？想什麼？要做什麼？

會傷害（受害）嗎？ 

如果此一蒙太奇剪接手法接上第三個鏡頭，顯示 

一個面向鏡頭的小孩的全景， 

則可能產生更多意義模糊之處：不僅包括有關小孩的問題，甚至這個女人與

小孩與持槍男士三者的關係，以及三人之目標和行為均可能使觀眾有所疑問。這

些在劇情意義上的模糊之處，有待後續劇情發展加以釋疑，尤其需要觀眾之參

與、感受、理解、想像、聯想或期待。這種專注於觀賞對象，並因觀賞對象所產

生的心理反應，就是此地所稱之電視劇的審美體驗。 

另外，「轉折」指當觀眾明瞭持槍男士、女人、小孩的背景與關係之後，劇

                                                 
8 詳見姚一葦（1991）所論衝突種類及形式，基本上指各角色間的對立，如家人、仇敵、或上司

下屬間因各種目標或理由所形成的對峙；或角色追求目標中之各種形式之困難、阻礙 



情跟隨著出現一個意外，如出現一個臆想之外的人物、消息或事件，稱作「發現」，

使得原來可以澄清的三人關係或已經被觀眾明瞭的行為、目的，陷入新的情境，

電視劇情節走上新的發展。電視劇中這種發現新人物（各種角色）或新物品（各

種信物、證物），以致帶來劇情之意外發展，即可稱做「轉折」；發現與轉折均

是電視劇情節繼續往下發展的重要鋪排手法。 

根據上節有關審美心理過程的理論所述，觀眾看電視劇會因人格、經驗（隨

之而生的態度）影響，在感覺、認知上與劇情產生互動，造就出審美期待。如在

上述角色例中（男士持槍），觀眾可能因喜歡看電視劇中的懸疑人際關係，或因

觀眾個人的家庭關係之故，產生對後續情節之不同期待。這種基於人格、經驗的

影響，常使電視劇中的前一段造就了觀眾的審美體驗及迴響，而下一段劇情則在

觀眾心中引發揣測與期待。觀眾在觀看劇情時，跟隨期待所引發的審美體驗，因

而產生感覺、知覺、聯想、想像等心理活動，填補電視劇文本各個模糊之處，使

電視劇產生特定意義以及文化意涵。在這個例子中，期待的結果與審美體驗的結

果事實上有很多種，都是觀眾與電視劇之心理互動。 

三、 小結 

從審美的心理角度而言，感覺、知覺、聯想、想像、期待、思維、人格、經

驗，都是解讀電視劇的因素。從文獻探討中可知，電視劇觀眾在觀劇過程中需要

經常積極地從事感性和思維的心理活動，才能賦予電視劇訊息意義。觀眾也基於

自己的經驗與記憶，詮釋電視劇作品。綜合言之，電視劇的審美體驗，就是上述

各個因素的混合。如果無法將上述因素混合，很可能在電視劇觀看的過程中，無

法提升愉快和滿足感。 

現代審美研究則已由對美的理性前提（如平衡、均勻、和諧、秩序等）轉移

到對感情的研究。換言之，觀眾對觀賞對象（電視劇）是否具有美感的描述或觀

賞對象的美的條件現已不再是研究重點，觀眾在觀照9或注意審美對象時的內在

感受才是現代電視劇美學關切的焦點。 

綜合上述，電視劇觀賞可說是一種特殊審美經驗，而影響電視劇觀賞心理過

程的因素應當包含第一層次的感覺和知覺、第二層次的想像和聯想、以及影響上

述四個因素的人格與經驗。究竟觀眾面對電視劇戲劇情節之衝突、懸疑、發現、

轉折時，能夠知覺何種變化或是否能夠看得懂這些「意義斷裂」之處？觀眾對「轉

折」的劇情有何種心理感覺或期待？本文之研究主旨即在討論觀眾面對上例所示

                                                 
9 「關照」一詞指叔本華所論對一個對象的不間斷注意狀態，詳見滕守堯，1987：9。 



之衝突、懸疑、發現、轉折之段落時，產生何種觀賞體驗（如感覺、知覺、聯想、

及想像）？ 

參、 研究方法及進行步驟 

本研究從審美理論探討接收電視劇訊息之心理反應，分析觀眾觀看電視劇的

審美體驗。本文所謂之「審美心理」，指看電視劇時出現的特別「感覺」、「知

覺」、與「思維」狀態，以過程形式存在。「感覺」狀態指對外界刺激（如電視

劇劇情）的情緒，「知覺」則指對此劇情的認識。「思維」狀態包括邏輯推理、

演繹、思考、判斷與評價，是理性的心理認知活動；以上三者（感覺、知覺、思

維）皆會引起想像或聯想。因此，在本研究中審美心理的體驗專指觀看電視劇心

理之：（1）感覺、（2）知覺、（3）聯想、（4）想像四要素的內容及數量。 

研究者以隨意抽樣方式，在三家無線電視台任意選出某月（八十七年四月份）

播出的電視劇不同類型三齣，包括鄉土劇「大姐當家」、古裝神怪劇「布袋和尚」、

社會紀錄劇「台灣變色龍」10，目的在於使用風格相異的電視劇比較觀眾不同審

美體驗，並就上述三劇當月播送電視劇中隨機抽取樣本一集，再從樣本中隨機挑

選廣告間之一節作為研究用「審美對象」。這節審美對象劇情之長度為十到十三

分鐘，是該樣本中一個具備衝突、危機、發現、轉折與懸疑的段落。 

本研究邀約不同大學、不同科系在校生三十七人作為觀察對象，11請他們觀

看這些錄影帶並回答開放式問題。資料蒐集的程序包括：讓這些大學生分成三

組，分梯次看完樣本並隨後作答。個人觀賞和填答問卷的時間總長度從最快兩個

半小時到最慢三小時十五分鐘，約有一半受試者先看「布袋和尚」，然後看「大

姐當家」，最後看「台灣變色龍」；另一半受試者的觀看樣本秩序則相反，其他

觀看樣本及作答問卷的步驟相同（問卷內容參看【附錄一】）。 

                                                 
10 在該月所有電視劇當中，有些電視劇風格與故事相似，另有些劇的表現手法大異其趣。本文

依據畫面美術構成（服裝、佈景）、故事內容（故事時間、空間、主旨）選出三個抽樣月各具獨

特美學風格的電視劇，包括走鄉土寫實風格的警察探案電視劇「大姐當家」；穿古裝、走歷史神

怪風格的虛構宗教故事「布袋和尚」；以及以故事敘述方式報導與飾演現在台灣社會犯案現實的

檔案劇「台灣變色龍」。 

11 這三十七位大學生來自政大文、理、商學院 13 人，傳播學院 2 人，其他台北多所大學之商學

院學生 9 人，理學院、法學院學生 6 人，參與應屆大學聯考尚未分發錄取學校者 7 人。其中男生

15 人，女生 22 人；年齡集中在 18 到 21 歲之間。 



蒐集資料使用之問卷在初擬後曾由四位不同測試者先後分四次試答，以修改

問卷上的問題形式。問卷中的文字在資料整理過程中曾由研究者和助理們共同相

互檢查，以統一對文字語意的掌握。 

肆、 研究發現與討論 

綜合言之，參與研究的大學生觀看電視劇的經驗和對電視劇的態度顯示，台

北大學生普遍自認為是經常觀看電視的受眾 -- 看電視是受試大學生僅次於使

用電腦、聽音樂的平日休閒活動，且這些受試者視電視媒介為重要休閒活動的程

度，與他們對待電影和小說的態度十分相近12。不過，新聞、電影、綜藝節目都

是排名在觀賞電視劇之前的電視活動；13 有趣的是，台北大學生喜好台灣電視

連續劇的程度排名在日劇和港劇之後。 

逾四分之三的受訪大學生（75.68%）坦承他們對台灣電視劇的態度僅屬低度

喜好，而其觀看電視劇的經驗一般說來尚算愉快，其中有 3 人（8.11%）回答屬

高度愉快程度，26 人（70.27%）認為是中等愉快程度，另有 8 位（21.62%）認

為是低度愉快程度。此項結果顯示，受訪大學生雖然不怎麼喜歡觀看台灣電視

劇，但是電視劇尚能為八成大學生帶來中等以上程度的愉快觀賞經驗。 

從大學生對三個電視劇樣本的反應觀之，在八十七年四月抽樣期間，社會檔

案劇「台灣變色龍」是受訪大學生較為喜歡的電視劇。有近三分之一受訪大學生

（27 人次或 72.97%）在抽樣月份看過此劇，其中「看過一些」的人有 21 位

（56.76%），「大概看一半」的人有 6 位（16.22%），「看了還不少」的有 8
位（21.62%）；另有少數人（2 人或 5.41%）承認僅看過「台灣變色龍」的廣告。

有趣的是，受試大學生中沒有人看過「台灣變色龍」全部劇集。另一方面，絕大

部分研究受訪對象（36 位或 97.30%）表示他們原先不看「布袋和尚」，並有近

九成（33 位或 89.19%）表示他們原先不看「大姐當家」。 

以下是受試大學生觀看三個各具戲劇性段落的樣本後，所提出之審美心理反

應過程。 

                                                 
12 資料登錄卷上，此題為 2 或 3 次複選：37 位研究受試者中，有 21 位圈選電腦，19 人圈選音

樂，另各有 18 人圈選電影、電視、小說為平日（主要）休閒活動。 

13 在複選題中，受訪對象指出下列類型是他們喜歡觀看的電視節目，包括新聞類（28 次），電

影類（25 次）、綜藝性（19 次）、戲劇類（17 次），其他類（如卡通、體育），15 次。 



一、 觀賞電視劇的「感覺」 

當問及觀看「布袋和尚」時是否「感覺」到什麼，13 人次（n=37）持肯定

感性直覺反應，回答感覺到「新、新奇、輕鬆、好笑」。有 6 人次表示「不想看」，

3 人次表示「無聊、很煩」，皆屬否定的感性直覺；另有 5 人表示沒有特別感覺。

此外，有 23 人次之回覆屬理性思維，對電視劇提出評論與價值判斷，包括認為

故事劇情平常、與他劇相近、演技或造型差、存有宗教及教化意味。14

在詢問「感覺」的部分出現知覺以及思維方面的答案，顯示此一現象未來值

得繼續探索。依據前述審美理論，理性思維和評價是審美中斷的表徵。不過，本

文尚無法斷定這些理性思維的出現時間，是在觀賞過程中打斷著審美體驗的「忘

我之境」，或是觀看之後的總結理性評價。有關審美體驗的「時間長度」迄今尚

未成為相關研究的重要變項，本研究因而難以推論，當審美體驗的感覺是理性思

維形式時，電視劇的觀賞經驗是否成為「不美」的否定直覺結果。 

至於對寫實的「大姐當家」觀賞經驗，有 10 人次的回答呈現了感性直覺，

包括「肯定感覺」如流暢、貼近人生，其餘為「負向感覺」，包括感到該劇很普

通、鬧劇、低俗、鄉土、無聊。有 12 人次指稱「沒有感覺」，其餘則顯示較「布

袋和尚」為少的理性思維，只有 11 項回應，且多為推理或對表現方式的批評。 

是否審美體驗中的直覺讓大學生感到「大姐當家」比「布袋和尚」印象「較

美」，以致思維出現較少？或者當某些觀眾表達「沒有感覺」時，審美直覺或體

驗、思維應該較少？是否所謂「沒有感覺」即是審美停止的現象，因為觀看時沒

有產生心理活動？現有文獻尚未針對此點加以論述，本研究亦無法妄自推論。 

相對於較不受大學生歡迎，且給予評價較低的「布袋和尚」和「大姐當家」，

「台灣變色龍」擁有最多受試者提及觀賞後的感性直覺（共 36 人次），僅有一

位觀眾回答「沒有感覺」。一些重複、相似感性直覺也出現於答案中，部分尚綜

合著感性與思維，更有 6 次出現「為何會這樣」、「如何能這樣」等問句，顯示

此劇提供了觀賞者較強的情緒反應。不過，隨著較多的「感覺」，此劇也出現

20 人次的理性思維判斷與評價，且意見相當分歧，充分顯示審美體驗因人而異

的訊息解讀結果（參見【附錄一】）。 

當問及樣本電視劇是否使受試者涉入「情感」，在觀賞過「台灣變色龍」、

「布袋和尚」、「大姐當家」三齣電視劇之段落劇情後，回應「沒有情感涉入」

                                                 
14 這題答案可拆開為兩項不同感覺，答案總數多於樣本總數（37）。本研究無意以 37 份樣本驗

證任何理論。舉例這些數字之目的僅在於尋找相關因果關係，以利隨後研究推論之用。 



的情況依次為 6 人、19 人、21 人（各項總數均為 37）。但在進一步分析「有情

感涉入」的內容後，發現受訪者將對電視劇的「評論」與對電視劇內容所引發的

內在情感認同相互混雜。換言之，感覺中的思維部分（如「這個演員的表演方法

差的讓我生氣」）與審美中的忘我部分（如「這個演員詮釋角色真好」），對大

學生受試觀眾來說並非截然二分的心理。 

那些真正屬於觀劇之後的情感涉入（隨劇情有所感動、憂慮，為劇中人遭遇

感到快樂，或對劇中人行徑感到生氣等），在「布袋和尚」中僅有 6 人次，在「大

姐當家」中有 7 人次，而在「台灣變色龍」中卻有 34 人次，其中犯案者之行徑

普遍引起觀眾憤慨、生氣的情感計有 15 人次、隨劇中人之際遇而感到焦慮、憂

心、擔憂、憐憫的情感有 9 人次，在犯罪事件過程中發生傷感或感嘆者則有 8 人

次，人質平安後趕到高興情感者亦有 2 人次。 

一般而言，「台灣變色龍」是一齣將社會真實故事展演成半紀實報導、半角

色飾演的戲劇再現形式，顯然易於造成電視劇觀賞體驗中相當特殊的情感涉入。

這些情感涉入與其他兩個樣本劇的報告十分懸殊，顯示電視劇如要喚起情緒反

應，與觀眾是否喜歡觀看該劇有某種程度的關連。本研究因此推論，一齣能引起

情感涉入的電視劇，可能較一齣無法引起情感涉入者更能引起豐厚審美體驗心理

過程。 

二、 觀賞體驗中的「知覺」 

針對電視劇中之衝突、懸疑、危機、發現與急轉等戲劇性手法，受試大學生

大都表示「看得懂」，且能在開放式問題中指認相關內容。不過，電視劇是否具

備懸疑似乎仍與觀眾對電視劇的喜好，並與觀劇時的審美心理活躍程度最直接相

關。本研究發現，觀眾對這三個樣本劇好惡有別：三齣劇中有關衝突、危機、發

現的答案內容雖然多樣，數量卻相差不多。尤其有關懸疑的回答數量分別在兩齣

觀眾最喜歡、認為最好看，和最不喜歡、認為最不好看的樣本劇上相差很多，顯

示劇中懸疑之有無對電視劇態度和評價亦應有所關連。 

如研究發現，能感知到「台灣變色龍」劇中存有懸疑，並且能寫下懸疑內容

者有 23 位（62.2%）；相對而言，認為「布袋和尚」劇中存有懸疑並能寫出內容

的只有 7 位（19%）。而無法感知「台灣變色龍」劇中存有懸疑者只有 5 位，無

法感知「布袋和尚」劇中存有懸疑者卻有 25 位15。此項結果似乎顯示，觀賞體

                                                 
15 此題刪除回答「有一些」、「有部分」等中間答案者，只取用有直接答覆者之答案，故總數

少於樣本數 37。 



驗到懸疑較多的電視劇，可能就是觀眾較會注意也較會滿意和喜好的電視劇。 

四、 聯想與想像 

觀賞體驗中有關「聯想」部分，在三齣電視劇間之數量差異較小。這裡所稱

的聯想，指觀眾從電視劇中看見、聽見類似或相關刺激後，回憶起過去相關生活

經驗和思想情感。受訪者的聯想內容與其他項目同樣五花八門，顯示其對電視劇

之訊息有不同詮釋和感受。 

首先，看過「布袋和尚」後僅有 9 人回答沒有聯想，其餘 28 人（76%）回

應了多達 30 項各式聯想。看過「大姐當家」後，有 11 人回答沒有聯想，其餘

26 位（70%）受測對象提出各式聯想 29 項。看過「台灣變色龍」之後更僅有 4
人沒有特定聯想，其餘 33 人（89%）所提出之不同聯想多達 35 項。 

其次，雖然觀賞各劇後所產生的聯想數量約略相同，聯想內容則歧異頗大，

而聯想到相同事物的機率也不大，顯示觀看電視劇時各人思緒游移的廣闊空間。

如觀賞「布袋和尚」後只有 3 項聯想對象相同16，看過「大姐當家」後只有 2 項

聯想對象相同17；「台灣變色龍」的重複聯想對象相同者較多，計有七項18。總

括來說，與看劇之後的情感涉入相較，聯想數量的差異並不顯著。 

「想像」與聯想不同：想像是看完電視劇後創造出來的新形象。想像雖然與

記憶有關，且可能是基於需要、願望和情感所產生，但是想像內容較為新穎、獨

立。本研究發現，受訪大學生在觀賞「台灣變色龍」、「大姐當家、「布袋和尚」

三劇時有不同想像，如隨著「台灣變色龍」電視劇從事的想像活動多達 35 項，

而「大姐當家」引起的想像活動有 20 項。「布袋和尚」引起的想像活動最少，

僅有 16 項，是「台灣變色龍」所能引起想像活動的一半（參見【表一】）。19

表格 1：觀賞體驗數量多寡的比較 

                                                 
16 三人同時聯想到「陳進興」，兩人同時聯想「包公、施公、濟公」，兩人聯想「一些處世的

態度」。 

17 兩人同時聯想「偵探卡通」，兩人同時聯想「殺人棄屍」。 

18 重複兩次出現的聯想對象內容有「歹徒為何有這樣的行為」、「（罪行）是否會被不肖分子

模仿」、「如果（被綁架）主角是自己或親友」、「其他綁架案（回應 3 次）」、「越來越多犯

罪事件」、「報上新聞」、「與重大刑案比較」等。 
19 由於本研究所蒐集之文字資料少見特定模式，大多屬個別獨特審美意見，本文將觀眾們所示

感覺、情緒、知覺（以懸疑為代表）、聯想以及想像用計算有無或發生數量方式，列於【表一】，

約略顯示觀看三劇時心理活動數量上的差異。 



審美因素 
 

數量 
劇名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感覺 
 
 

和尚 ***********(13) 
大姐  ##########(10) 
變色龍 ※※※※※※※※(16) 

情緒 
 
 

和尚 ******(6) 
大姐 #######(7) 
變色龍 ※※※※※※※※※※※※※※※(34) 

知覺 
（懸疑） 
 

和尚 *******(7) 
大姐 #####(5) 
變色龍 ※※※※※※※※※※※(23) 

聯想 
 
 

和尚 **************************(30) 
大姐 #########################(29) 
變色龍 ※※※※※※※※※※※※※※※※(35) 

想像 
 
 

和尚 ****************(16) 
大姐 ################### (20) 
變色龍 ※※※※※※※※※※※※※※※※(35) 

總之，如本節所述，當研究對象之審美體驗過程以「有答覆」、「無答覆」

或數量多少方式比較時，可以發現幾個現象： 

1. 一齣讓觀眾喜歡的電視劇總是引起較多觀賞體驗回應。以本研究所選擇

的三齣樣本電視劇為例，觀眾較為滿意、喜歡「台灣變色龍」，有關審

美體驗的各式回應項目也都最多。而在觀賞體驗中最能顯示差異的部

分，則屬劇情所引起的情感 – 電視劇是否好看，是否受到歡迎，與其

是否能引起觀眾之情感涉入最為相關。 

2. 第二，較受到觀眾歡迎的電視劇，似亦較能喚起觀眾較多數量的聯想和

想像。雖然聯想和想像的方向與內容因人而異，較少有交集，但是想像

與聯想數量的多寡，似可歸納為與電視劇受喜好程度成正相關。 

3. 第三，在觀賞體驗過程中，本研究發現，當觀眾面對一齣不喜歡卻必須

繼續往下看的電視劇時，很可能會喚起負面感覺，一方面影響其對電視

劇的評價，另方面卻無法提高觀眾討論該劇的興趣。如本研究所選擇之

三種類型電視劇中，最未獲得觀眾好評者（「布袋和尚」）雖然引起觀

眾看後最多感覺，但這些感覺多屬理性思維與評價，相較之下該劇所喚

起的情感數量卻最少。而「台灣變色龍」最能引起觀眾情感上的共鳴，

於是在看完電視劇之後對該劇意見最多，從欣賞該劇故事、手法、討厭



主持人和演員，到對這個社會生氣、害怕自己是受害人，甚至延伸到批

評媒體。一齣易於接受的電視劇（以「台灣變色龍」為例），除了讓觀

眾有較多感覺、知覺、聯想、想像與情感外，且回應內容顯示較多問句

形式，代表了觀眾的智能受到挑動，顯示審美活動的確是十分活絡的心

理過程。 

4. 其他發現 

從前節文獻回顧得知，理念傳達，情感涉入、或主觀的愉快與喜歡感受，均

是審美經驗的要素，而感性與知性的混合心理，是審美體驗的重要環節。本研究

初步發現，不同電視劇會引發不同觀賞體驗。從上述觀賞體驗最豐富的電視劇最

易獲得好評、喜愛，並最能得到各式回應的研究結果觀之，電視劇對特定觀眾群

似乎傳達了某些不同價值。而觀眾對不同電視劇亦有不同沉醉或批判，隨後產生

不同涉入情感與理性批評，代表了電視劇觀賞體驗中的審美過程往往易被打斷，

使觀眾隨時回到現實而脫離沉醉的經驗。 

電視劇虛構情節如何與現實生活產生關聯呢？本研究發現，受試大學生承認

電視劇對其本人或週遭同伴的認知或行為均具影響力（34 人，91.89%），包括

模仿電視劇用語（44.12%）20、模仿劇中人行為（26.47%）21、影響其對情感的

浪漫認知（8.82%）、影響其對社會的看法（5.88%），或影響個人觀劇時的情

緒起伏（5.88%）。甚至有近一成（8.82%）受試者認為看完犯罪性段落後會有

潛在犯罪動機。 

最後，審美體驗中「喜歡看」、「看後愉快」和「好看」三者雖有關連，卻

非指涉相同事件 – 一般大學生普遍不喜歡看電視劇，認為電視劇不好看，並不

代表他們不看電視劇。如本研究發現，「台灣變色龍」相當吸引受試大學生，有

多達 35 位（94.59%）看完樣本後認為好看，且有近三成（10 人，27.03%）認為

該劇「高度好看」；認為低度好看者僅有兩人（5.41%）。逾八成受試者回答「高

度喜歡」觀看該劇（31 人或 83.78%），僅有六人（16.22%）回答低度喜歡。 

至於為何這些肯看日劇和港劇的大學生對台灣電視劇評價較低呢？本研究

以兩個開放式問題反覆蒐集其對台灣電視劇好看與否的回應，發現在 137 項各式

回應中，有 93 項回應（67.88%）與劇情有關，16 項（11.69%）與製作有關22，

16 項（11.69%）涉及表演23，12 項（8.76%）則與導演有關。24 顯然這些受訪

                                                 
20 如學董月花、說文言文、或學「環珠格格」中的小燕子說話。 

21 如模仿警匪槍戰、模仿偶像之行為、或學習「包青天」當官判案。 
22 包括製作嚴謹、具備娛樂性或教育性、吸引人、排場大、完成平常人想作而不敢作之事。 

23 如演技、主角。 



大學生普遍認為一齣電視劇好看與否，首重故事內容（或劇情）與編排方法。 

在 93 項與劇情相關的各式回應中，「創意」是受試者強調的重要因素，有

27 項答案直接指出台灣電視劇劇情「老套」25。其次，劇情內容是否具有深度、

不無聊、是否具啟發性與幽默，或是劇情結構形式是否緊湊、有懸疑、不拖戲，

共佔 93 項回應中的一半以上（53 項，或 56.99%）。 

至於電視劇讓人們喜歡的理由，受試者的回答仍與劇情、故事、主題、內容、

編排等因素有關，包括劇情或故事與自身生活結合、感人肺腑（103 次或

74.64%）。演員與演技是大學生觀眾喜歡看電視劇的次要原因（17 次，12.32 %），

與導演或製作有關的回答不多，只有 9 人次（6.52%），其他答案尚有時段，送

獎品，滿足夢想等。由此可見，大學生認為電視劇好看或被喜歡的關鍵不在導演、

演員或製作，主要仍與故事內容與編劇手法較為相關。 

伍、 結論 

劉曉波（1989：148）曾言，「人們在審美中往往只沉醉其中而不知何以沉

醉」；的確，人在審美中無言。一般而言，欣賞喜愛的電視劇時不同觀眾可能經

驗類似情境，雖然他們不一定能指認編劇所提出的獨具匠心編排方式、導演用鏡

的寓意、或服裝歷史考據。 

另一方面，電視劇承繼著電影和戲劇的方法，用視聽符號象徵現象世界，產

製的卻是某些特定類型的大眾通俗節目，商業性強於藝術性 – 如鄉土劇扮演著

台灣過去的家族故事，歷史劇描寫著大陸從前的宮廷、重臣鬥爭，武俠劇編撰了

劍客的奇情冒險，時裝劇則敘述中上階級的戀愛經驗。這些戲劇的重點，大都不

在以藝術手法表達或描寫真實社會，而在提供觀眾一些「好看的東西」。然後，

所有的演員換一個時空、換一身戲服、重演一遍劇情十分類同的故事，觀眾重新

被電視劇吸引，在電視劇中找到情感發抒，直到看膩為止；看電視劇可謂兼具了

討厭看卻又沈浸其中的矛盾心情。電視劇與觀眾間因而不斷玩著這場「遊戲」，

雙方相互吸引卻又相互排斥，難捨難分。可能要到電視這個媒體消失那刻，這場

遊戲才能停止。 

本研究嘗試以初探方式探索一個尚未受到傳播理論界關切的領域：觀眾觀看

                                                                                                                                            
24 如造型、拍攝、粗俗、羶色腥等。 

25 包括 4 項與劇情「抄襲」直接相關。 



電視劇的審美心理過程。本研究首先由傳播理論、審美心理、與電視劇的情節和

美術原則切入，發現受試大學生觀看電視劇時，理性思維經常混雜在美感經驗之

中；對電視劇的戲劇性情節多能把握，而對戲劇故事中的懸疑則有最多接收效

果。研究也發現，審美體驗中的聯想與想像數量，與觀眾對電視劇的滿意程度似

呈正相關。 

本研究原先假設，年齡相近的受試大學生之人格與經驗應當相當一致，但問

卷資料顯示，這些受試者的審美心理變化與落差仍然十分歧異。其次，本研究所

取三個樣本的內容和表現形式變化可能影響受試觀眾之審美體驗，使其審美心理

無法真實反映於問卷資料。另外，本研究在處理資料無法確知審美心理之體驗究

竟係由劇情的哪一部份所造成 -- 是在觀看最初幾分鐘的演員和造型，或是故事

情節完全播出的最後幾分鐘？這些研究限制使得資料分析損失了一些可能與電

視劇審美心理過程有關的詮釋背景，值得後續研究參考改進。 

嚴格來說，電視劇的創作方式與藝術創作的創新、變異、獨特、個人化等要

求並不相同（參見蔡琰，1997）。雖然兩者均追求卓越表現手法，與藝術品相較，

電視劇當然顯得粗略。然而從劇本、導演、表演、服裝、布景、燈光、化妝、攝

影、用鏡等步驟觀之，電視劇無一不是藝術性的創造活動，表現方法揉合了傳統

藝術的創作方式和技巧。精緻的電視劇不只是賞心悅目且讓人感到喜悅，也應與

一般戲劇藝術、電影藝術有相等價值，均可從審美角度加以論述。 

法籍美學作家于斯曼之《大眾觀賞心理》一書曾分辨藝術審美和電視劇審美

在社會性上的差異，其觀點對電視劇研究頗具啟發性（引自欒棟\關寶艷譯，

1990：106）。于斯曼指出，觀看行為不需要有「虔誠」的心態，這種「心不在

焉」的悠哉與其說是參與審美活動，不如說是參與「庸俗的集會機會」。但于斯

曼強調，觀眾多少透過這種活動會「感受到一點（或許多）藝術的教誨」26。 

從于斯曼對作品、觀眾、審美的論述來看，觀看電視劇的行為與觀眾的誠意、

風氣、風格、時髦都是相關的整體問題。而電視劇成功的直接因素，不僅包括情

節之流暢與否，甚至還包括劇目的選擇、明星的知名度等。總而言之，電視劇的

意義出自文本與觀眾間之互動，存在於觀眾和觀眾參與其間的社會活動；電視劇

可說是文本與觀眾二者交互作用的產物。 

未來研究可持續討論觀賞電視劇的特定心理現象，提供實務製作者參考。傳

播理論多借自國外研究者，用以解釋電視傳播的現象與戲劇編寫方針，但尚少見

將理論落實本土電視劇的研究，尤其缺乏將電視劇視為審美對象，企圖解析本地

                                                 
26 此地括號內文字均出自譯文原文。 



電視劇類型和觀眾如何互動產生意義。未來研究可續從觀眾觀劇感覺及對劇情的

認知著手，討論電視劇之整體佈局規則（文體），以及觀眾與作品審美互動的因

果關係和過程。 

總之，過去文獻顯示，美的議題與哲學上的「真」、倫理學的「善」均曾有

過密切聯繫，不僅兩者互通且彼此互生。經過現代主義的辯證後，「醜」與「惡」

也成為觀眾個別審美主體的經驗之一。但是有關美究係客觀或主觀感覺，或係存

於可觸的現實中或應在抽象意識中？這些議題仍為當代辯論主題。而本研究中，

有關美的討論未曾與倫理、道德等真、善概念連結。但是像電視劇這樣一個與社

會性、商業性活動相關且深度影響收視者行為的傳播現象，未來討論似亦應由真

與善的角度思考其教育與道德訓示。換言之，電視劇審美除了是社會性與藝術性

議題因而可討論觀賞心理過程外，更應兼及觀賞者如何透過電視審美經驗獲得對

真善人生的啟示，此點應是未來電視劇研究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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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比較不同類型電視劇有關「感覺」之觀賞體驗

分析結果 

題目：請問你在看「布袋和尚」時有什麼樣的「感覺」？或者你有沒有感覺

到什麼？  

 不想看下去（6）沒特別感覺（5）跟一般一樣（1） 

 無聊（2）很煩（1） 

 感覺很新，很新奇（11）很輕鬆（1）宗教色彩瀰漫（1）好笑（1） 

 馬上知道結局的戲（1）劇中有教化意義（8）比較觀念上的不同（1）
覺得原來製作人也接觸佛理（1）故事太平常，與施公、包公類似（2）
劇情沒起伏（2）劇情沒隨時代進步（1）化妝、造型很差（2）布袋和

尚右臉肌肉很發達（1）太短了，只看到捕頭很假的表演（1）演技太差

（1） 

題目：請問你在看「台灣變色龍」時有什麼樣的「感覺」？或者你有沒有感

覺到什麼？  

 沒有感覺（1） 

 喜歡看推理機智片（1）；懸疑、緊張、好奇（8）；時悲時憤、時憂時

喜（1）；當事者很可憐（1）；討厭那些壞人，希望他們得到報應（1）；

時代在變、社會風氣，每況愈下（5）；怎麼會這樣，擔心、害怕自己

也會被綁（1）。 

 有點恐怖、看到社會黑暗面（3）；為何台灣有那麼多不好的事，壞人

那麼多（2）；為什麼這樣的節目新聞局會通過，台灣的電視沒救了（1）；
台灣的經濟發展，社會人心卻如此腐敗（1）；反映台灣目前的社會問

題和人民安危（1）；刑案多到可變成電視劇，有負面效果（1）；儘管

正義有時會出頭，但人民仍免不了恐懼（1）；為何沒人性（1）；犯罪

率是否因模仿而增加（1）；事情就在我們週遭發生（1）；社會、孩子、

法律，還有許多直得我們關心，但如何令大家關心（1）；了解犯罪事

實的經過（1）；天有不測風雲，要未雨籌謀（1）；主持旁白用語太誇

張，用詞不貼切（2）；劇情手法過於誇張（1）；比用編的電視劇好太

多（1）。 



題目：請問你在看「大姐當家」時有什麼樣的「感覺」？或者你有沒有感覺

到什麼？  

 ◎沒有(12)。 

 ◎很普通的劇(2)；和廣告給的好像不同(1)；鬧劇(1)；不真實(1)；台灣

電視劇的低俗(1)；鬧劇(1)；很鄉土的感覺(4)；想笑(1)；老套(1)；無聊

(1)；劇情簡單(1)；演員在言語操控上的自然,讓身為閩南人的我感覺貼

近(1)；非常流暢(1)。 

 美娟一定是個好人,被黑輪錯殺(1)粗製濫造的推理連續劇,故意想營造鄉

土味,可惜畫虎不成反類犬(1)人物親切,但太過婆婆媽媽,興趣不高(1)只
是打發時間的連續劇(1)好像有什麼不可告人的事被揭發(1)感覺到以前

人生活的困苦(1)看本土老演員的演技(1)；對於阿娟被殺害的事實已知

道但希望能夠找到証據，由小細節知(1)；台灣鄉土劇是否只能這樣

演?“輸入題庫”的幾種人物類型，情緒衝突，對立關係？boring 是否能

有動人之處？(至於如何達到就不是觀眾的事了)(1)；台灣連續劇的製作

品質除了演員不錯外,毫無任何可看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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