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 
 

  本部分分成三節，首先是就研究問題進行討論，總結深度訪談之資料分析後

的結果。第二部分是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從研究發現與研究取樣的層次提出本

研究在理論、以及研究方法上面的限制與相關討論，最後則是對於未來進一步研

究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認為，在網路創作當中，身為創作主體的小說作者所面臨的環境，是

一個空間寬廣、非常自由的發表空間。目前台灣的網路小說發展蓬勃，也是基於

這個理由。不過，一旦進入寫作歷程，網路小說的作者主體性就會不斷受到挑戰。

例如來自讀者的詮釋，早期的讀者反應理論、Derrida 乃至於 Aarseth 的論點當

中，都一致認為詮釋是自由的，讀者的想法必然不會跟作者完全一樣。而本研究

認為，透過網路，作者將必須要與社群、與讀者互動，在寫作與發表作品的過程

當中，寫作經驗、讀者的回饋、與網站社群和其他使用者之間的權力高下關係，

會與作者本人的想法和觀念產生交互作用，可能互相衝突，也可能有加成效果，

從而影響作品在連載上的時間呈現、還有在寫作內容與寫作經驗上的變化。 

  從訪談結果當中也可以發現，作者個人的主體性、寫作與閱讀的習慣、對於

網路小說環境的想法，的確會跟讀者的回饋還有外來的權力產生交互作用，從而

影響他們的寫作經驗、對於作品的經營、以及和讀者之間的關係。本節將以五個

小節分別討論，作為對於研究旨趣的回應。 

 

一、文本：拼貼與興之所致的集合體 

 



  與文本相關的理論從結構主義演變到後結構主義，意味著具有現代性的敘事

與後現代的敘事中間畫出了一條分隔線（吳筱玫，2003）。早在網路小說出現之

前，具有後現代性特色、以非線性方式進行的多向文本創作就已經出現過，表示

後現代的敘事方式並不是網路文本的專利；但一般認為，網路文本深具後現代的

特色，理由在於，超文本與多媒體文本的均具備後現代斷裂、拼貼，去中心的多

元化主義，在詮釋上也沒有標準答案。而本研究雖然沒有選擇超文本作為研究對

象，然而，透過觀察文本的寫作跟呈現，本研究同樣發現到，純文字的介面雖然

不像超文本或多媒體文本般的明顯，但是從寫作的題材以及筆法上面，還是可以

隱約看出後現代式的拼貼、多向性寫作手法。 

  網路小說當中拼貼的特色，可以在寫作的題材當中看見。時下的網路小說有

許多傳統小說沒有的類型，它們是將一種或者數種傳統小說的類別組合變調之後

寫作而成，例如作品的內容是西洋奇幻風的故事，但是寫作的筆法卻是武俠小說

的筆觸；或是內容是東方武俠小說，但在為角色或是地區命名時卻使用上西洋風

格的命名方式，或是充斥動作武打的科幻小說、以及使用網路遊戲作為題材，將

虛擬和現實的生活化為小說作品等等，在書寫上的風格迥異於一般的小說作品。

其組合方式完全沒有既定的規則，一切依照作者的喜好設計，並且要加入什麼元

素也是由作者自行決定。偶有作者會願意吸收其他人的意見，例如 12 位受訪者

當中有 3 位就會跟朋友一同構思小說故事當中的某些段落或場景，也會請親近的

朋友兼讀者修改文章，在敘事當中加入了作者以外的人的意念。 

  除了內容上的呈現沒有一定的規則性之外，網路小說在時間方面的呈現，也

就是更新狀況上，由作者興致決定的成分也相當之高。12 位受訪者當中，提到

自己盡量要求定時更新的人有 5 位，但是實際上有在定時更新且不間斷的只有 3

個人，其他的受訪者們更新都不一定準時，經常拖稿，或甚至作品中斷。尤有甚

者，根據研究者的觀察，也有人是同時寫作數個故事，每隔幾天就開始一個新的

長篇，但每一個長篇的生命都不久。 

  思考上面的現象，也就是拖稿或是作品中斷的原因，受訪者們最常提到的理



由是「靈感消失了」，12 位受訪者當中有 7 位曾在訪談中提到靈感對他們寫作進

度的影響。靈感本身是一個非常籠統的概念，而 12 位受訪者也均未準確地提出

什麼樣的情形叫做靈感消失，但是，在所謂「靈感消失」的理由背後，其實存在

有很多個現實方面的原因，例如作者的工作或是課業忙碌，或者在某一個故事行

進的關鍵上遇到瓶頸，暫停進度之後就再也沒有辦法寫下去了。作者們多半不樂

見作品中斷，但作品一旦中斷卻又不一定試圖挽救、並會將原因歸咎於靈感消

失，或許不一定代表著現代人有不願被一樣事物綁死、也不一定事事追求完美的

性格傾向，不過，已發表的作品會有不穩定的更新速度以及中斷的情形，是只有

網路小說才有的特性之一，並不會出現在需要準時刊載出版的實體書小說上。論

及作品延遲更新或是中斷的原因，也沒有一個清晰完整的脈絡可循，呈現出後現

代思維中沒有固定標準、也不依照線性方式進行的，斷裂不連續的風貌。 

 

二、作者風範：深陷拉鋸戰當中的主體性 

 

  英美主流文學批評理論尊重文本，將作者譬喻為文本的擁有者。與批評理論

相抗的讀者反應理論認為作品在讀者介入之後就有了新的詮釋空間，主張應把詮

釋權交給讀者。結構主義將作者從作品當中抽離，只專注在探討作品的內容結

構；而後結構主義雖然反對結構主義只探討語言意義的行為，卻也不認為作者在

文本當中具有主導的地位。Barthes 提到將作者當成作品之父只會把後人對於作

品的解釋綁死，Derrida 反對文本只有一種意義的說法，認為書寫的文字有延異

的現象，會因為讀者閱讀時所處時間空間的不同，而改變文本在讀者眼中的意

義。Poster 引用 Derrida 的觀點，加上電子書寫的概念，認為透過電腦介面，不

是手寫的文字將會失去手稿所具有的作者個人風格，從而讓作者主導文本的權力

消失。當作者寫出文本發表於網路上，它就已經離開了作者的控制範圍；而在網

路的另外一端，讀者讀到的文本，跟作者所寫出來的文本，兩者雖是相同的東西，



但兩方的看法必定不會相同。 

  本研究延續這一連串的觀點，並加入回饋的因素，觀察作者對於作品的主體

性，是否在網路時代受到衝擊。 

  結果發現，從身份上來看，網路介面的確淡化了主體、客體的觀念，也就是

說，文本的敘事者跟接收者兩端並不一定永遠是作者跟讀者，兩者的身份會起交

互作用，例如有一位受訪者曾提到他回頭閱讀自己的作品時，看待文本的眼光會

完全不同，就像自己變成自己的讀者一樣；顯見，所謂作者跟讀者越來越接近同

一人的想法，其實在網路文本當中的確是存在的。 

  但與此同時，身為小說文本的敘事者，作者們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敘事權

力。儘管他們實際上所擁有的權力已不如文學批評理論當中所高揭的那麼強、在

網路上，他們的作者權經常受到挑戰，但他們卻還是下意識地會去維護自己在作

品當中的主權。 

  作者維護自己主權的行為，反映在好幾個地方。首先是時間呈現，正如前述，

長篇連載的網路小說常出現更新時間不定、乃至於作品中斷的現象；此時讀者的

意見會介入，要求作者處理時間呈現上的問題；但作者們多半不接受，12 位受

訪者當中，沒有人曾經因為讀者意見而更動作品的更新時間，已經死亡的作品也

從未因為有人催生而復活。 

  其次是作者對於故事的設計跟詮釋，反映在故事的基本設定方面。12 位受

訪者當中，只有 1 位同意讀者的回饋跟詮釋可能會對他們的作者主權挑戰成功，

讓他們動手修改作品；其他的 11 位當中，有 2 位明確地提起主流文學批評理論

的主張「小說作品就像是作者的孩子」，明確地宣示其主權。同樣地，來自讀者

的批評通常也無法撼搖他們的地位，受訪者們均表示如果是合理而且不影響小說

基本設定的讀者批評，就算不樂見也可以接受，最低限度就是不理睬。性別可能

在這裡造成影響，6 位男性受訪者當中有 3 位與讀者起過爭執，女性受訪者則全

都沒有此種經驗。 

  然而，不與讀者起爭執、或是有限度地接受建議等等的行為，或許並不代表



作者們一定寬容大度虛心接受別人的想法，或許只是因為他們雖然知道自己是作

者，並且掌控著寫作文本的權力，但畢竟是網路使用者出身，也認同網路是一個

容納大量意見的場域，所以會對讀者們有較多的讓步，身段較為柔軟。 

 

三、社群：個人與外在權力的交鋒場所 

 

  在研究旨趣中曾提及，小說作者經常被認為抱有孤高、孤立的心態，但事實

並非如此，從大大小小的網路小說網站不斷出現並且生存發展就可發現，其實作

者們更喜歡集結成群。 

  進入社群之後，就會接觸到社群內的權力架構。須文蔚認為網路文學社群當

中需要有權力管束，本文借用 Jordan 對於網路權力的區分，認為個人在網路上

保有屬於個人層次的權力，他們有權經營屬於自己的身份及生活；但是個人層次

的權力，經常與來自菁英的權力、與社群層次所謂想像的權力互相衝突。 

  若說小說作者們是孤高的人，那麼處身於社群當中，他們所謂「孤高」的個

人權力就受到社群大量的挑戰，包括了其他的使用者，掛著透過點閱數而產生的

名聲與頭銜之光環的菁英使用者、以及社群的管理者、乃至於審稿等等各式各樣

的權力象徵。 

  本研究發現，在網路上，個人層次的權力跟來自外在的兩種權力，亦即菁英

所擁有的社會性權力、還有社群內存在的想像之權力，在互相壓制衝突的時候，

個人層次的權力會對菁英的權力加以反抗或挑戰，但卻會屈服於社群的權力之

下。論及名聲與常見的頭銜「大大」以及象徵更強權力的頭銜「大師」時，12

位受訪者並不把網路上其他使用者的權力象徵當一回事，也有 4 位受訪者直接提

出他們並不將此一頭銜當作尊稱。衡量名聲的標準，也就是數字形式的點閱率及

排行榜，也不受受訪者們的信任，有 3 位受訪者同意它的存在會成為鼓勵自己繼

續寫作的動力，但與此同時，他們多半不太看重數字訊息背後所隱藏的意涵，不



認為點閱數高有什麼特別的意義。推測原因，或許是因為小說的作者們雖然身份

與他人無異，但心態上已不是一般的使用者，在加入社群的時候，就已經抱有比

一般使用者高出一階的心態，因此他們不認同別的使用者所具備的權力。 

  可是，當權力觀點、涉及社群的時候就是另外一回事。網路是反階級的，但

是在網路社群中卻會形成另一種權力架構，須文蔚研究網路文學社群時也提到這

一點。12 位受訪者當中有 4 位認可管理者對於社群當中文學創作的影響力，認

為管理者的意向足以左右社群當中小說創作的生存命運。若是社群管理下的既得

利益者，會選擇順從社群的權力意向；但如果跟社群的權力起衝突，使用者會選

擇出走，不會試圖與之相抗，12 位受訪者當中有 4 位就曾經因為對社群的管理

或是風氣不滿之故，離開了自己曾經待過的網站、另尋落腳之處。這一點顯示出

使用者們在網路上的流動性強，可以同時出現在好幾個地方，同時也不一定會對

一個社群保有永久的忠誠。通常對於社群最多的期待，就是平時保持自由放任不

要管束，但遇到論戰時要出面處理。 

 

四、社會：出版、閱讀、書寫的不平衡狀態 

 

  台灣的網路小說出版市場，目前是呈現大型出版社穩紮穩打，小型出版社朝

生夕死的狀況。判讀受訪者們對於市場的觀感、看待網路小說素質的態度、以及

閱讀習慣時，可以發現一個相當矛盾的現象，就是受訪者們普遍認為網路小說可

能可以出現很優秀的作品，不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認為出身網路的作品就是文

筆不如人，但是有半數左右的受訪者即使在網路上也不太看網路小說，而不看網

路小說實體書的受訪者更高達 9 人（75％），與網路小說追求大量讀者的初衷完

全背道而馳。回顧這個現象，會發現這並不是很稀奇的事：許多初次進入網路小

說領域的寫手，經常寫了作品然後四處拜託別人前往閱讀評判，但是與此同時，

他們自己並不去閱讀別人的作品。受訪者 06M 談論閱讀跟寫作的人口比率，曾



說數年前閱讀的人較多，催生新作品的情形也較蓬勃；但現在大家都是貼出作品

然後坐著等別人看，作者大量增加，遠遠超過讀者的增加速度。若是將不去閱讀

別人作品的行為解釋成出於文人相輕的心態，那麼作者的大量增加，勢必會造成

閱讀跟寫作人口的不平衡情形更為惡化。 

  回到市場方面來看，當作者數量大幅增加，作品數量也跟著大幅增加，給出

版和市場所帶來的除了會有更多的優秀作品之外，還有其他的問題，例如小說出

版市場上大量的競爭者，除了台灣本土作者所寫作的網路小說以外，還有來自大

陸的作品，以及國外的翻譯小說，競爭者眾而市場不堪負荷，除了審稿的機制不

足以應付大量的作品、導致小說作品的同質性大大增高、素質相對降低以外，消

費作者的問題也變得更加明顯，小型出版社的運作大起大落，受訪者們當中有 4

位提到小型出版社的命都不長，開一家倒一家然後又換個名字東山再起，出版商

賺錢，但作者跟作品就相對被消費及剝削，形成每下愈況的惡性循環，並且讓許

多作品在出版社倒閉的同時就此永遠中斷。 

  市場的不健全，並不一定會對網路小說的作者們帶來太大的影響，因為透過

網路進行創作的作者們當中，有許多人其實並沒有想要真正出書成為作家。談論

寫作的動機時，12 位受訪者都沒有什麼明確的答案，也沒有文以載道之類偉大

的志向，單純只是為了想寫而寫或是看到別人的作品想要來個狗尾續貂，或甚至

於對別人的作品素質感到不服氣覺得「我也可以」，衍生性的同人作品動機則更

簡單，只是單純因為喜歡某一樣東西而寫。在出於興趣的動機之下，會特別想要

去出書的作者就很少，12 位受訪者當中只有 1 位提到出書是她的夢想。沒有出

書的受訪者們對於出版後的市場抱著樂觀的想像，有接觸到出版市場的 4 位受訪

者則以悲觀的角度看待台灣的網路小說出版環境。但不論是抱持何種態度，都不

影響他們持續進行寫作的行為，也不干涉他們看待他們自己的作品與讀者的態

度。 

 



五、延異現象：延異的不是只有文本 

 

  讓我們回過頭，重新檢視網路小說的傳播行為當中，作者與讀者之間交流訊

息的方式。 

  第二章當中曾敘述過，網路小說的作者—文本—讀者關係，是斷裂的，互相

之間不能完全劃上等號。儘管寫作可以是自我的展現，但作者所寫出來的東西依

然不能夠完全代表作者本人，讀者讀到的文本，其意義也不一定等同於作者寫作

文本時所希望說出的話。 

  若是從傳播的流程來看，則通道是透過網路的介面，作者發出訊息，使用文

字創作作為形式表露自我，而讀者接收到文本的訊息之後，依照自己的經驗解讀

出訊息，並再次透過網路介面將自己的解讀回饋給作者，形成一個傳播的循環。 

  然而，在這個傳播的流程當中，有一樣是本研究所並未特別討論到，但實際

上卻的確存在、也可能使文本的意義與作者和讀者的詮釋產生分歧的現象，那就

是所謂的重寫（re-write）。Poster（1990）亦曾言及，電腦書寫的介面讓文本的

修改成為可能，當然也表示作者在收到讀者的回饋之後會修改文本。儘管修改的

幅度很有限，程度小到錯字、大也通常只及於修改錯誤或不合理的設計，不會更

動到主線劇情，但本研究的受訪者都或多或少地有重寫的行為。 

  事實上，經過無數次大大小小的修改之後，「寫作」這個表露自我的行為，

也隨著文本在不斷的修改當中產生了意義上的變動。Aciman 說寫作是揭露、迴

避、捨棄自己心中隱藏的神經，那麼也可以說，作者們在不斷重新檢視並且更動

自己作品的過程當中，是不斷地在心中接觸那根隱藏的神經，並且調整想像力的

走向。就如同許多小說家將寫作視為崇高的生命之再現、同時卻有人單純只是為

了不服輸、或者為了喜歡什麼東西而寫作一般，「寫作」的動機與寫作的意義和

目的也因人、因時間、因環境而異，更可以說是，其實對許多受訪者來說，寫作

並沒有什麼特別崇高的意義或是目的，而更像是在戲耍，純粹只是浸淫於文字這



種遊戲方式當中、並且透過它來高唱自己的存在而已。從這種角度來看就能發

現，其實產生 Derrida 所提及之延異現象的，並不是只有文本或者文本的意義而

已，連寫作的人、以及寫作本身，都在跟著一起延異。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網路書寫文本理論的不足之處 

 

  本研究將焦點放在網路小說作者的寫作經驗與他們和外在情境之間互相影

響的情形，尤其注重作者和讀者之間的關係。在本研究之前，也有許多相關的研

究討論網路書寫與文本。然而，由於本研究注重的是人與外在情境、和人與人的

互動觀念，而忽略了研究文本本身的相關理論。研究者在閱讀相關文獻時，就文

學批評的一環，並未深入探討與文本本身有關之理論，使得本研究缺乏與文本本

身相關之論點，在寫作經驗是否受外在環境與讀者影響的論點之上，缺乏來自於

文本分析的相關理論探討。 

 

二、文本種類的限制：超文本與多媒體創作 

 

  網路上的創作有非常多的形式，其中，關於超文本（hypertext）以及在文本

當中加入圖像、音樂、動畫等各種不是純文字的元素、用以表現更多元化的敘事

形式的多媒體（multi-media）文本，也隸屬於創作的一環，並且在後現代的書寫

理論上面，超文本的相關研究將可更多樣化，更能瞭解後結構主義去中心化、多

元化、圖像化、非線性化的後現代特質，但本研究在選擇小說創作時，本於著重

寫作、詮釋之經驗與經營讀者的焦點，更因為與超文本與多媒體文本相關的理論

與純文字作品的文學理論屬於完全不同的領域之故，而放棄對超文本以及多媒體



的文本進行研究，致使與電子書寫上所能體現的「玩」結構之性質，以及去脈絡

化、非線性的文本相關之後現代精神的應用，無法完全發揮出來。 

 

三、單一研究方法的缺陷 

 

  本研究採用深度訪談方法進行研究，從 12 位受訪者的實際經驗當中歸納出

網路小說作者們的寫作經驗受他們與讀者的關係及社群之影響的情形。但因為使

用單一的研究方法之故，僅能夠依賴樣本的自我報告進行分析，而無法透過文本

來瞭解作者與讀者和外在的社群環境互動的歷程，反映在寫作經驗上的實際效

果。如能搭配文本分析或對於小樣本數作者的個案研究，相信更能瞭解作者在寫

作經驗上受到讀者回饋影響的情況。 

  另一個限制在於訪談的形式。限於受訪者的時間、意願與居住地，研究者無

法一一進行面訪，而必須使用到 MSN 訪談。根據林玉婷（2006）的研究，使用

MSN 訪談雖有不會讓受訪者覺得不自在的好處，但同時也會有無法瞭解當下溝

通狀況的壞處，可能會對訪談進行的節奏造成干擾。若能面對面訪談，將可以從

訪談當中獲得更多透過 MSN 訪談時所無法獲得的非文字訊息。 

 

四、招募受訪者與取樣對於研究結果的影響 

 

  由於網路小說的創作者人數眾多，母體的情形難以掌握，因此為了取樣方

便，研究者選擇了國內幾個特定的大型網站、以及風格較為特殊的網站，也就是

「小說頻道」、「巴哈姆特」、「冒險者天堂」、「風月大陸」及「鮮文學網」。不過，

卻也因為取樣範圍侷限在這幾個網站當中，而沒有擴及網路小說最初發展的地

點，也就是校園 BBS 網站上，讓樣本的出身會受到網站本身文章風格之限制，

且研究者自身的人際關係也有範圍上的限制，是故，研究者所能取得的樣本也有



一定程度的傾向，而無法獲得背景真正多元化的樣本。 

  本研究的受訪者年齡範圍在 19～35 歲之間，寫作資歷從 1 年至 10 年以上不

等，且全都為網路出身的寫作者，在此種受訪者範圍侷限之下，研究結果可能會

受到受訪者的背景資歷所影響，無法獲得年齡層更低的樣本、或是從實體書轉戰

網路的小說家。此外，本研究的樣本當中雖然有已經出版實體書的網路小說作

家，但卻並不包括現實當中知名的暢銷網路小說作家。如能訪問到知名的作家、

以及從現實轉戰網路的作家，勢必可以發現更多對於權力、名聲、以及和讀者溝

通時的不同身段。 

  此外，選擇的樣本為網路小說的作者，此乃因為讀者的母體比作者更不容易

掌握，取樣篩選也較作者更困難之故。但作者自然會對作品主張自己本身的主

權，因而使研究者難以從讀者角度觀察文本的斷裂、以及自由詮釋文本意義、擺

脫主體客體的現象。 

 

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除上述的研究限制之外，本研究亦在此對於後續類似主題的研究給予建議。 

 

一、深入探討讀者的詮釋對於作者和文本的影響 

 

  在本研究當中，初步發現到網路小說作者在作品的基礎設計上有很高的堅

持，也可說作品基礎劇情與角色的設計走向即是作者展示自己主權的表現。縱使

作者權會受到網路介面下來自讀者回饋批評的挑戰，也會與網路社群中的其他權

力互相衝突，但本研究發現，來自於他人的影響，只能讓作者做有限度的退讓，

最後的掌控權依然握在作者的手裡。  

  只是，作者面對讀者詮釋的挑戰時，究竟可以讓步到何種程度，其中究竟有



何種影響，又是如何反映在文本的寫作、以及作者自身的成長上面，其中的細節

依然有待進一步的討論。在作者與讀者的互動過程中加入文本的角度，應可歸納

出更為完整的網路小說寫作經驗。 

 

二、集體創作 

 

  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之內，對於集體創作卻不及定義，因此也不易納入討論

當中而；然而多人參與創作的網路小說，比單人創作的小說更容易看到電子書寫

的特性、「玩」文字的行為、以及不同的使用者用不同的筆法詮釋同樣一個故事

架構的現象。從集體創作的觀點，或許會更容易發現網路小說創作自由拓展、抽

離作者主體性等種種後結構主義所強調的電子書寫之特點。 

 

三、網路上的著作權認知 

 

  在研究者整理訪談結果時發現，在網路上，盜轉文章的事件層出不窮，受訪

者們對於此種行為也多半抱著不快。而近年來，隨著 Web 2.0 概念的增長，資源

由使用者共享、與自由引用的風氣有增無減，在網路上也開始發展出姓名標記符

號，宣揚著作權與授權引用的觀念。本研究雖受限於時間以及著作權相關理論的

領域不同，而未及深入討論，但卻認為關於網路上使用者對於著作權的觀念、還

有在網路上推行著作權規範的有效程度，是一個值得討論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