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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旅行書寫之敘事傳播 

    延續上章重點（如旅行如何牽扯上敘事？旅行作品的優劣如何判斷？除了傳

遞資訊或以文學修辭包裝資訊外，旅行經驗尚有多少元素可納為講述故事之材料？

安排故事元素與故事呈現有何技巧？這樣安排目的為何等），本章首節將整理以

旅行為主題之書寫文本特性，描述旅行實踐性及敘事記錄性間之共存關係。第二

節繼而從敘事觀點提出幾項可資觀察、描述旅行的元素，包括故事材料與其結合

要點，並從言說分析探究各類敘事單位之概念定義、互動過程與組成結構。 

 

第一節旅行書寫之意義與內涵 

 

一、何謂「旅行文學」 

    對歐美國家而言，旅行不僅是習以為常的休閒方式，更是生命成長的儀式。

如十七世紀後，英國知識分子幾都須至歐洲大陸進行至少一次「壯遊」才算完成

「成年禮」（徐淑卿，1997）。幾百年來，西方先行者挾帶著強大國力、求知慾和

觀察力，不僅努力開拓人類視野，也從旅行的難度和深度建立了評斷旅程價值的

標準（羅智成，1998）。 

    在眾多且歷時悠久的書寫文化中，根據歷史面向與文化動機或可將「旅行」

分為朝聖（pilgrimage）、遍遊（grand tour）、名勝之旅（resort travel）、冒險之旅

（adventure travel）、探險（exploration）、殖民旅行（colonial travel）或當代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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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tourism）等型態（Theisen, 2004），而區分類目如動機、目標、過

程、歷時長短甚或目的地皆有差異。 

    即便如此，「旅行」始終因須遠離熟悉環境並進入陌生世界而帶有探險成分，

並使旅人藉此得有接觸他人價值觀、理解世界與體驗文物之機會。當這些旅者試

圖對旅行過程留下任何形式的記錄時，除了實用性或指示性的環境資訊外，亦常

描繪個人在旅程中如何與新事物相遇以及私人情緒感受為何成為吸引他人（讀者）

接觸旅行經驗之重要因素（黃孟慧，2004）。因此，明確的旅行時間、著名景點

之景觀描述與個人自傳式（autobiographical）的資訊等材料都屬具有真實性或

非虛構的旅行記述（Theisen, 2004）。 

    回顧西方早期文學及中古時代的旅行文學多以戰爭或宗教為其背景，藉以凸

顯人世間的悲歡離合或昇華心靈。十四世紀以降，隨著政治版塊擴張造成的殖民

及移民浪潮，人們開始遠離家園移居他鄉或遊覽各國，除了改變政治經濟等社會

環境，尚締造歐洲文壇撰寫行旅異地之風尚，及至文藝復興時代的旅行文學、旅

行日誌都逐漸改以人對世界、宇宙的認知為基調甚至透露自我反思（王儀君，

2002）。而這類型的書寫皆屬回憶錄的亞種，係依敘事者與遙遠或不熟悉資訊相

遇而產生的事件為原型，摻雜近似自傳體的敘述（陳長房，1998），「傳主」以說

故事方式包裝個人體驗並向讀者／聽者呈現其過往人生歷程（陳香玫，1999）。 

    因此，旅行記述實如傳記敘事係從當下（敘事時）之觀點重建過去經驗（旅

程中的事件）與回憶，修飾過去與現在時序、作者與其描述角色以及真實與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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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元素之重疊處，藉此將看似彼此無關之細節或事件轉換成一致且有協調性的整

體故事（Theisen, 2004）。簡言之，任何旅行過程經旅者整理記錄後即可轉為各

種不同形式的故事。 

    此外，任何旅遊記錄若可稱為「旅行寫作」尚有兩個必要考量基礎：首先，

其內容所述應以旅行為前提，並以散文筆調或小說敘述手法書寫（方群，1997）；

換言之，旅行寫作應述及實際旅行並輔以文學敘述手法。然而當代台灣旅行作品

多在記實文類邊界「張望」，猶未能跨出腳步去開拓其他各種可能寫作形式，雖

完成旅程記述卻常缺乏任何故事素材所須之創意及技巧（胡錦媛，1996）。 

    由此可知，評斷旅行作品之優劣尚得囊括從純記實至文學性筆法之要求，然

而差異究竟何在？文學是由文字書寫而成，本質上理應含有表達情意的基本傳播

功能，因此廣義而言，文字是文學的基本因子，其原有傳播特性也必然存於文學

作品（楊素芬，1999）。西方文壇最初亦將旅行文本歸類在虛構小說創作文類，

然而伴隨六○年代「記實非虛構記述」的創作轉向，旅行記述也逐漸逆轉虛實比

重，改以真實世界之歷史為基石不斷挖掘旅行議題，再運用雷同小說的文學創作

巧藝重新組織（陳長房，1998）。至此，旅行寫作的記實與故事性描述皆為文學

敘事手法或環節而密不可分。 

    在記實與文學筆法相互挹注影響下，記遊文章的傳統全知敘事觀點借鏡文學

創作技巧後亦有了更為豐富的人稱敘事策略。例如：較能掌握敘事者／旅者心理

活動的第一人稱敘事係採旅人腳步順序描寫所見景物，亦強化「作家之筆隨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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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旅者）腳步與眼睛移動」之動態而使記敘更形真實（陳平原，1990: 197）。 

    然而何謂文學敘事手法？同為「記錄旅行」若要從純記實文類跨越到有創造

性的故事「寫作」，首須確認旅行寫作的特性與意義。詹宏志（1998）認為，旅

行寫作就是「旅行家」所撰的「文學」作品：在旅行面向上，旅行家的實踐旅程

都不輕鬆也絕非休閒或尋歡的觀光客之旅，反而期待藉由旅行與他者產生一來一

往之互動。而在文學面向，旅行家在回歸（返鄉或返家）後認真記錄自己的發現

及感觸，其後誕生的作品就會充滿能量並與觀光客遵循的旅遊指南不同。 

    因此，一篇好的旅行文學作品不能只是蜻蜓點水式的旅遊記實報導，不僅要

以實際旅行經驗為行動基礎，尚須具備文學的形象性與藝術的感染性（黃孟慧，

2004）。當旅行不再只是觀光客式的搜珍獵奇描述而能與人類生存、社會文化或

宇宙「對話」時，才有可能產生旅行文學之書寫（郝譽翔，2000）。旅人的主要

功能亦能自記錄見聞進而抒發情感，並由事件旁觀者轉為故事參與者（陳平原，

1990）。 

    由此可見旅行家的旅行本質原與一般觀光有異，但其記錄旅行的主要特色則

在於「旅行」和「文學」之結合。然而身具虛構性及創造性的文學與基於實踐性

的旅行有何共通處？它們如何共存並融合成為旅行文學？ 

    羅智成（2000）認為，文學與旅行二者的連結點源於各自創造之衝擊力量，

而旅行之衝擊元素存在於旅程所遇各種新事物所引發的新奇感與個人實踐。旅者

經歷之環境與事物固能激起平日缺乏的體驗及情緒，旅行作品在描述旅行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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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在表達內心感受，作者甚至在創作過程中仍能繼續享受旅行之異時空衝擊

並延伸旅程的新奇經驗與體會，同時更要營造讀者「身歷其境」之感；因此，旅

行文學可視為是創造人類活動美感最直接且最有利的工具。 

    綜上所述，作為一種書寫型態，旅行文學是一種行動的文學，用文字記錄所

見所聞，不僅向讀者敞開旅者見聞過程的內心體驗，亦以文字記錄延續旅行實境

體驗（周憲，2001）。儘管旅行必須身體力行而文學只要發揮無限的想像力即可

達成，本質上旅行和文學都是人類為了「憧憬」所做最偉大、最有趣的行動（羅

智成，2000）。 

    由此可知，旅行文本似具雙重元素，一邊是行動，另一邊則是文學，且非得

同時具備此二要素才能構成「旅行文學」（詹宏志，1998）。再者，旅行文本可稱

作是具「包容性」的書寫方式，乃因旅者在旅程結束後所書寫之對象涵括所有與

各類和旅途相關的人事物（並不限於任何特定對象），包括踏上旅途前、旅行當

下與完成旅行後的自我想像與回憶，藉此鎔鑄抒情、議論、敘事、書信與想像等

不同書寫文體（胡錦媛，1996）。 

    旅行書寫雖然免不了經過作者想像與整理，此點並不意味著其內容應消除旅

行部分之記實性，而是強調重新安排比例與結構對記述內容的重要性，因而曾有

作者稱其（旅行書寫）為旅行本身的再創作或旅行經驗的再現（羅智成，2000）。 

    旅行文本的書寫特色變化多端，作者不但要思索文本與地理空間的游移、流

動疆界的逾越，也進行多重知識範疇的研究，交織不同時空的文化，包括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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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地質學、文化考掘與動物學等（陳長房，1998）。也就是因為它如此多元、

自由且給了書寫者極大的決定與敘述權力，卻也難使旁觀者對「旅行文學」提出

合適定義。 

二、旅行文學的行動與敘述 

    從上述二種（旅行實踐及文學筆法記述）文本組成特性來看，旅行寫作可謂

是跨越書寫類型疆界的行為：旅行作者離開旅行地點之「直接現場」後隨即來到

寫作之「間接現場」，以文字再現旅行行為及表達橫跨真實地理與書寫文本空間

之「行動」（胡錦媛，2004），描寫其出走後再回歸的旅者與他人互動過程，作品

內容實已跳脫一般習以為常的視野，不但向外探險也向作者內心探索（林大鈞，

2006）。 

    簡言之，旅行文學之作品常能提供讀者一段有意義的旅行經歷，好的旅行文

學作品也應分別包括好的旅行內容以及好的文學描述（羅智成，1998）。然而此

言非指作品的文學創作特性理當優於旅行實踐，畢竟旅行文學不全然只是個人內

心思想的文學表現形式。倘若它是虛構作品而無真實旅者及旅行，充其量只是一

般文學作品猶非旅行文學，由此可知旅行與文學同為界定文本可否成為旅行文學

之基本要素，且缺一不可（彭盛裕，2004）。 

    因而自旅行與文學相關概念判讀旅行文學時，內容首應奠基於創作者之個人

旅行體驗，藉此觀察其如何與特殊時空互動。尤以多數作者均係返鄉回家後始重

新追述旅程，除了知性與感性之激盪情緒記載外，重點尤在作者能否藉由旅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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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行動思索、學習及獲得啟發（彭盛裕，2004）。 

    隨著旅行風潮不斷擴展，18 世紀以來旅行文學漸成西方文學史之通俗敘事

文類（毛文芳，2000）。而台灣發展的旅行文學則從早期的留學生記述文學或旅

者出外蒐奇的獵異式寫作，進展到今日之個人主題旅遊式的深入體會（羅智成，

1998）。 

    然而評斷當代台灣旅行文學優劣的標準仍屬多元，原因除了旅行文學尚未在

文學與個人實踐記錄間妥適定位外，部分原因也在於眾多書寫與出版分歧方式早

已造成旅行文學之主題、作者觀點、意識形態或敘述語言使用愈趨多樣（駱貞穎，

2002）。如迄今仍持續推出的旅遊文學名家新作之書寫主題分類包括鎔鑄生活與

行動記錄的跨文類寫作，甚至結合建築與旅行路線的旅遊書寫，另亦有年齡層降

低的旅遊分齡書寫（鍾文音，2002）。 

    此外，依作者屬性的區隔方式包括：由學者執筆的「文化導覽」、由生活家

所撰寫的「旅行記實」、「主題旅遊」專書、新新人類觀察所得的「創意著作」、

穿插隨筆描繪與塗鴉的「旅行書」等（駱貞穎，2002），琳瑯滿目之餘卻難藉由

界定旅行文學的意義來判讀旅行故事的優劣因素。 

    綜觀台灣旅行文學書寫除了商業滲透寫作的問題外，絕大多數都還停留在印

證與反芻的「觀光」階段（郝譽翔，2000），意味著旅者雖有出國夢想，但置身

異國時卻仍是個局外的旁觀者，極少見到與異文化交鋒的觀察與敘述。 

    上述評價當代台灣旅行文學作品之標準，多著重於書寫者如何看待與實踐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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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的形式，認為其可同時決定旅行書寫的內容與文學性。但在定義旅行文學文類

特性時似亦可另探討作品意義，如旅者在出發（離家與旅行）至回歸（返鄉）的

收穫或是如何與異文化對話皆可構成旅行寫作內容，藉此反芻實踐旅程後的改變

（包括對世界的認知以及自我內心的體驗與反思），而擁有此類書寫素材即為與

其它書寫文類最大不同之處（胡錦媛，1996）。 

    由此可見，旅行文學呈現的雙重世界乃是客觀外在世界與旅者內在世界的融

合與統一。這樣的敘事方式實建立在行動與文學的互動，如旅者選擇旅行路線的

想像力決定了後來的文學內容潛力，足以把旅行情境及經驗轉化成一種和異地及

異文化對話的文體（郝譽翔，2000）。 

    綜上所述，旅行文學的整體價值不僅在平面文字呈現，還囊括旅者／作者完

成旅途與記錄的過程及角度。也就是說，旅者如何決定到何處旅行以及其選擇旅

行、觀察與體驗的方式及細節，在在都將影響書寫旅行文學的題材、觀點與其它

敘事元素。 

三、旅行書寫的語言特性 

    由於使用「旅行文學」一詞略有偏重思考文學性靜態修辭技巧之嫌，且在釐

清相關概念與實作分析時易受混淆，反倒忽略討論文本內蘊之特質、功能或意義

的立場。在此暫先設定探討主題的概念名稱為「旅行書寫」，或可同時將文學作

品視為把意義從作者傳達給讀者的修辭形式，因可將文本整體視為更具動態的傳

播活動（Martin, 1986），以便進一步從下節之相關文獻圈畫研究概念範圍。 



9 
 

    「旅行觀」是旅者對旅行這個行動所秉持的理念，係從個人的價值觀賦予旅

行意義；其同時展現在旅行書寫，常屬旅者人生觀的表達（林大鈞，2006）。旅

行書寫既以文字記錄旅途中如何與他者眼光、陌生現實交會的遭遇，儘管攝影或

錄影式記錄似可經由畫面栩栩如生地呈現所見所聞，書寫形態卻更易在描述外界

景觀之刻向讀者開展個人旅行時的內心體驗。對作者而言，旅行書寫不僅以文字

記錄所見所聞，更在文字中重新體驗自己的經歷；對讀者而言亦復如此，此即文

字書寫旅行經驗的魅力所在（周憲，2001）。 

再者，旅行書寫善用優美文辭，常以文學創作時使用的各式言說技巧講述旅

途所見，因而與報導性旅行文本的排列資訊方式多有差異（歐宗智，1999）。然

而傳達異地形貌與文化的旅行書寫特色僅在修辭優美與否嗎？旅行書寫表達體

驗的策略有何特色？旅行書寫使用的語言有何要素？ 

 

第二節旅行書寫之故事與言說 

 

一、敘事典範下的傳播特質 

    如第一章所述，敘事的本質反映了社會文化甚或人類生命的本質（White, 

1981），可謂人類自有歷史記事以來便與敘事文本產生不可分割之關係（Barthes, 

1977）。由其內涵觀之，敘事主要根據人類思考及行動常規來規限敘述結構，因

而除文學作品蘊含敘事以傳述意義，連非文學文本亦具敘事元素與結構（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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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因此，自文學領域套用敘事理論轉而應用於旅行書寫，當可協助我們洞

察旅遊世界。 

    Fisher（1987）曾提出「敘事典範」（narrative paradigm）作為當代思考體系

的建議，包含以下預設：首先，人類之本質就是說故事者，擁有了解與評估故事

之能力，因此可將敘事視為不需透過特別學習皆可具備之常識（common sense）。

再者，透過敘事人類能在不同情境、溝通類型或傳遞媒介中建立多種型態的「好

理由」，並以此進行各項溝通與決策。而好理由的產生與實踐受到歷史、文化或

敘事語言結構影響，這些因素同時決定了判斷敘事可能性（probability）與似真

性（fidelity）之標準。 

    在敘事典範的概念架構下，人類傳達經驗或建構真實的方式不同，不僅可視

所有人類溝通形式為故事，且不再強調探求一切事物之客觀真實而改從「生活似

真性」（lifelikeness）來說服他人，並以「好壞」而非「真偽」來評估故事價值（Bruner, 

1986）。在敘事眼光下，我們的認知世界係改以一連串不同故事組成，亦即所有

言說形式都是故事的呈現，個人得以在眾多故事中選擇轉換而持續創造新故事

（Fisher, 1987）。 

  此外，敘事亦可理解為描述性（descriptive）活動，用以解釋人類如何在事

件中進行選擇與行動（Fisher, 1987）。敘事同時亦為個人向他人解釋自我狀態的

工具（Bamberg, 2007），如旅行書寫者藉由敘事（故事）介紹其籌畫、實踐與完

成旅行過程中之各種判斷及經歷，從而向他人解釋外界環境與自我內心狀態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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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由上述可知，敘事理論提供了建構真實與排序經驗的機制，有助於人們認知

事件的因果關係，透過敘事陳述而擁有個人價值觀並藉此了解世界（Bruner, 

1986）。Rowland（1989）因而認為敘事典範適合解釋明顯且具故事性論述（即

包括角色、場景或情節等）的文本，而上述所言亦可歸結出旅行書寫深具故事性

論述之特點。 

    Gergen & Gergen（1988）曾描述敘事中的故事特徵，認為每個故事都在於

表達某些重點。一旦說故事者決定了重點，便有助於其選擇能表達重點的素材並

組成內容且編列成具有因果關係與時間序列的故事，包含清晰可辨的開始、中場

與結局。 

    Fisher 及其他敘事論者的觀點雖提供了思考人類敘事的哲學基礎，卻仍未有

一套確切分析敘事活動之方法及完整結構。為此 Foss（1996）首先縮小敘事的定

義為：藉由描述角色、行動與場景等元素的情境而組織並呈現個人的世界觀。他

建議在檢視敘事整體前應先釐清文本之個別元素，諸如：角色、事件、場景、因

果關係、時間關係、敘事者、主題等。 

    而敘事與文本主要區別在於，文本是由語言符號（即字詞）組成之有限及有

結構整體，任何可閱讀作品如報紙、書籍或電影皆可視為文本（Bal, 1980/1985）。

相較於文本的靜態定義，敘事卻屬在一段特定時間內所發展的故事，有其連續性

（Berger , 1997），如新聞、小說或戲劇等。因此，敘事固可表現於各式文本，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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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每篇文本內蘊敘事；此處或可定義敘事為表述文本意義之手段，文本則係呈現

敘事之平台。 

    法國敘事學者 Genette（1972/1980）曾提出「敘事學」（narratology）一詞，

假設有一客觀且實際發生之「事件」存在，這些原始素材形諸言說後被作者以口

語或書寫的方式組成故事，而言說之策略決定了時序的改變或呈現人物意識之方

式，進而影響了敘述者、故事與讀者間的關係。但對 Chatman（1978）而言，故

事不僅包含事件、角色及背景，安排敘事元素的情節（plot）架構亦為故事之主

要部分，言說則主導表達故事內容之方式（三者關係架構可見第一章[圖 1-1]）。 

    由上可知，敘事學者雖同樣探討敘事、故事與言說之關係，卻對彼此扣連層

級（如言說涵蓋故事（Genette, 1972/1980）或言說與故事共構敘事整體（Chatman, 

1978））以及各概念由何種元素組成等看法均有些微差別。 

    儘管敘事研究對敘事元素的類目與定義或是故事與言說的敘事功能都未提

出共同認定的分析標準，仍可依照研究問題與目的之需要選擇稍有共識之概念定

義並整理能共同合作執行之分析工具。 

如俄國形式主義學者曾從故事中的「事件」要素區分出屬性稍有不同之「客

觀事件」（fabula）1概念，理論上假定客觀事件之結構存於敘事成形之前，須經

言說表述為故事後始能轉視為敘事。講故事的行為本身便為敘述（narrating ; 

Martin, 1986），其意涵接近 Genette（1972/1980）定義之敘事意義與功能觀點，

                                                 
1 本研究採「客觀事件」一詞為方便代稱旅行過程，非指敘事過程具備絕對真實之「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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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認為敘事囊括實際事件經由言說整合與呈現為故事的整體過程。 

    本章第一節曾定義旅行書寫成立必要條件之一在於實踐旅行，亦即旅者確實

在旅途中經歷某些事件而成個人體驗。對應上述俄國形式主義敘事學的基本假設，

旅途所見事物可視為敘事成立前的「客觀事件」結構，亦即旅行故事的前事件及

材料。同理，延續旅行經驗的書寫行為即屬將實際事件講述為故事的「敘事活動」，

必須運用言說技巧組織其架構。 

    由此，我們似可藉由敘事理論探析旅者如何採擷部分旅途經驗為故事材料，

進而了解旅行書寫包括哪些故事與如何轉換客觀事件為故事，藉此描述作者經由

言說組織與呈現故事之過程。 

二、組成敘事之內容與形式 

    然而探究旅行書寫的故事元素仍須先行理解敘事所具備的基本元素以建立

普遍理解的有效術語。一般學者認為，西元前 330 年 Aristotle 的著作 Poetics 中

已有談論敘事的章節，認為其儘管有多種表現方式與媒介，但相似故事卻共有相

同事件結構特徵並以此構連成情節，因此情節可謂是故事的本質（轉引自 Berger, 

1997）。 

    俄國形式主義學者 Propp（1968）分析俄國民間故事時則宣稱，若要辨別故

事形態或理解同類型故事有何關聯，必得從各種角色在故事中的功能（function）

著手，視角色功能為故事基本要素便能歸納出敘事分析的原則。其意在於，每個

故事角色都有其要完成的動作，而同類型故事所共有的事件結構都是由同樣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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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出現順序形成故事的相似發展與結果。對 Propp 而言，動作可謂串連故事情

節之重要環節。其意在於，組成敘事之基本要素並非內容而在結構，一旦釐清某

種類型的角色功能便可推估負責動作與牽動情節之方法，並藉主要結構理解其它

媒介中同一敘事類型之內容安排。 

    Chatman（1978）針對敘事結構之特徵曾提出兩個關鍵性觀點：首先，敘事

理論的基本元素可續分為故事與言說兩部分，前者內含事件、人物、動作與背景

等材料與內容，言說則指組合與表達內容之手段，可謂是說故事所用之「語言」。

他又聚焦於故事中的事件元素，指出敘事事件不僅具連續狀態，還存有等級性邏

輯，即有些事件比其它事件更為重要，因而有核心（kernels）與衛星（satellites）

事件之區別。 

    在 Chatman（1978）觀察中，敘事結構核心事件是任何作者用來支撐整體結

構之樞紐，通過提出與回答問題等動作來推動情節發展，因而故事情節亦有核心

與衛星之重要等級差異。而位於故事後段的核心事件可作為前述核心事件之結果，

此即敘事的連續特性。相較於此，衛星事件雖不至於決定整體敘事的情節發展，

卻負責在結構中修飾或補充核心事件之細節，甚至藉此推論出下一步核心事件與

情節發展的可能性。 

    換言之，實際發生之事件可謂敘事原型，然其呈現方式與發展方向仍須倚賴

敘事中其它相關要素的重整與包裝，包括故事內含概念及言說結構技巧。為了理

解原初經驗事件轉為敘事的過程中尚須添加哪些素材，下節將續從敘事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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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探究其基本元素。 

三、故事元素及連結狀態 

    如前所述，生活中所發生之實際事件透過言說發展成故事，其中的「事件」

即代表一種狀態轉向另一種狀態之改變，因而可視為某個時間領域中受行動影響

之結果，可能引發另個事件發生並導致故事解決問題與結束（Champigny, 1972）。

因此，事件內容決定了如何表達故事之觀點，少了事件的鋪陳將破壞故事的連貫

性與整體意義（Foss, 1996）。 

    但故事進展又另須倚賴角色操作及牽引故事之所有動作。角色不僅是故事中

心（Rybacki & Rybacki, 1991），更因須推演事件並解釋事物之意義而為串連故事

動作之基礎（Berger, 1997）。除了人類或其它有生命體之動物外，故事中的角色

亦可能是生命體的心理或精神特性之表現，或根本以非生命體之物件形態出現。

作者不僅透過故事角色表述敘事訊息，更可藉由這些角色的扮演共同形構整體故

事結構（Foss, 1996）。 

    進一步則可由角色細節及其動作所反應之價值觀來揭示角色特色，甚至凸顯

其（角色特色）推動故事進展的敘述價值（Fisher, 1987）。敘事動作囊括角色在

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因此透過動作（包括人物的談話）即可突顯故事角色特色與

角色功能；在某些描述大量身體話語的故事中，動作甚至成為敘事主線（Bal, 

1985）。由此可見，角色與動作實為故事元素之部分，卻也同時負責串連故事其

它元素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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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具有時序性之故事元素仍需地點作為事件發生的背景，兩者共同介紹故

事周遭情境或狀態，此即故事「場景」（Berger, 1997）。當作者陳述時空場景符

合歷史與文化等情境脈絡時，閱聽眾才能毫無困難地進入語言情境（Rybacki & 

Rybacki, 1991）。假如作者描述自己在旅途中大啖海鮮，實際旅行場景卻係位於

非洲內陸撒哈拉沙漠，其故事之「可能性」及「似真度」皆難說服讀者，遑論締

造身歷其境之感。 

    此外，敘事結構常由描述某些行為或事件引出因果關係，因果關係夠強的敘

事體才能達成閱聽人的期待（Foss, 1996），而這一系列相互聯繫的故事成分（人

物、動作、事件與場景）透過作者的安排與講述即可發展成故事情節（Abrams, 

1999）。情節有許多發展方式，可能是角色遭遇問題、獲得好處或克服障礙，幾

乎所有故事都包含某種程度的危機或衝突（Rybacki & Rybacki, 1991），乃因其一

向是引發讀者興趣和情感的主要特點。 

    衝突有時發生在角色或角色與其它事物間而可稱為外在（external）屬性，

也可能以角色內心思慮之形式出現在故事中而成內在（internal）衝突（Berger, 

1997）。不同衝突下的情節重要性亦有等級差異，作者會選擇幾件特別事情來誘

發情節轉折，達成說故事想要得到的效果（Chatman, 1978）。反過來說，掌握情

節鋪陳的特徵即可了解那些要素影響作者安排角色採取行動或選擇（Bruner, 

1986）。 

    在情節牽引故事成形過程中，堆疊各元素逐步建構的意義即為「主題」。故



17 
 

事可含單一至數個主題，集結足以評價角色或尋找因果關係之事件及情節，皆屬

主題在故事中發揮的作用（Barthes, 1977）；反過來說，掌握主題便可輕易揭示故

事重點、核心概念及內容（van Dijk, 1988）。 

    綜上所述，角色、場景與主題當在敘事之初即已存在，可累積成故事整體卻

無法自行揭露本身位置、出現次序與意義，因而屬故事的靜態部分。事件、動作

或情節則為故事動態元素，能夠推動故事因果關係並使其依循時序發展（Barthes, 

1977）。 

    簡言之，角色、事件、動作、場景、情節與主題均為探悉故事部分時之主要

項目，彼此影響並相互組成看似有邏輯與組織的敘事（見[圖 2-1]）：  

 

                                

 

                                

 

                                    

 

                                     

 

 

                    圖 2-1：敘事成分組成故事之架構圖 

*註：本圖展現之元素層次並非固定，上下關係可調整 

                             來源：本研究 

    [圖 2-1]主要展現故事中各敘事元素的相對關係，如組合故事基礎成分的角

色、動作及角色特色即能提供事件與場景的敘事材料並突顯輪廓，並可續向上組

進階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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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成故事情節以逐步揭露故事主題。其中雖有基本與進階的層級特性，各敘事成

分的關係卻非固定不變，如某人出現在特定場景時，即便還未有動作呈現角色特

色，卻可能直接產生事件衝突影響情節發展方向。 

四、敘事語言的選用及技巧 

    洞悉故事組成概況的同時，尚須理解作者運用何種語言策略組裝及說故事，

才能完整描繪事件轉化為敘事的過程。因此，以下將就敘事範疇下的言說環節探

討故事之成形究竟歷經哪些項目組合的選擇以及「如何說故事」。 

    討論文本分析各元素組成敘事規則時，言說理論不單觀其文字意義、文法或

修辭，其重點猶在觀察敘事中的「語言」（見下說明）。而在拆解敘事的內容與形

式後，主要分析重點似在其形式特色及彰顯意義，如作品文句的否定句多於肯定

句時，即能從數量差異看見作者試圖藉敘事表述的態度，或推論出意圖安排如此

說話方式的敘事主導者，並洞悉其間語言意義及敘事目的（Fairclough, 2001）。 

可見言說分析所稱的「語言」不僅包含文意部分，還特別關心從語用形式看

使用者（作者）的策略與目的。語言因而成為語用者心理活動所留下的腳印（Edley, 

2001），旨在理解誰在什麼時候採用什麼視角及語言對誰說話，而其涵蓋意義範

圍遠大於字面所能顯現。 

    因而又可推論，言說乃某種表現口語或寫作的語言，用以串連故事元素以塑

造情節與敘事主題。但表達故事的作品不必從頭到尾都是作者（或敘事者）的單

一敘述語言，另也可能透過描繪或解釋場景甚至是角色間具有戲劇效果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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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言說構造中傳達作品意義（Martin, 1986）。 

    Tomashevsky（1965）討論敘事結構時即認為，每個敘事元素都有其身分

（identity），如故事人物、事件、行動以至情節或主題等項目，彼此間透過言說

相互扣連而成敘事整體並決定敘事目的與意義，研究者須先透過不同理論定義敘

事元素方有可能觀察更高層次的組織結構與方法。因此，除如上述釐清故事成分

外，尚須確認敘事的言說部分有何基礎元素，以便理解敘事語言並決定旅行書寫

如何說故事。 

    在敘事、故事與言說的三者關係中，Genette（1972/1980）以為「敘事」成

形與故事講述息息相關，言說則存在各種敘述方式的互動關係。簡言之，敘事言

說研究旨在描繪上述三者間的互動狀態及其互動如何彼此影響形式或內容的選

擇。Genette 特從敘事理論中獨立討論故事的講述部分，原因在於認為講述某事

構成之事件及內含的人物與動作皆屬言說範疇，是以任何表達故事之敘事若少了

敘事動作（narrating act）就無法作出宣稱。以《奧德賽》（Odyssey）中的尤里西

斯（Ulysses）為例，倘若荷馬未曾講述尤里西斯航海遊歷的故事，不論尤里西

斯的冒險事件是否實際存在都不會有這則故事出現；無論真實與否，事件終將無

法成為敘事。 

    言說的功能因而在於強調某些故事事件，常以表演或口說形式呈現情節，對

故事的個別部分選擇則給予評論或保持沉默，或者刻意聚焦於事件及角色的某些

面向。總之，言說在敘事中的重要性在於：故事可以只有一種，但不同的言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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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創造不同情節（Chatman, 1978）。 

    俄國形式主義者 Tomashevsky（1965）即曾提出，言說具有在時間軸上將故

事眾多元素完整串連成敘事的功能。一般而言，敘事中的時間可分為言說時間

（dicourse time）與故事時間（story time），Chatman（1978）解釋前者為閱覽故

事敘述所需時間，可謂為敘事創造的另個現時（present monment）情境，而後者

則為作者所欲表述事件發生之時間長度，即為真實世界的運作時序。 

    一旦二者（作者／敘事者與故事角色）都明顯存在於敘事，因作者講述而占

用的敘事時間將顯露「現時性」，並連帶將故事內蘊之事件及動作推向早先的「過

去」狀態（Chatman, 1978）。如 Pamuk（2003）在《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

（何佩樺譯，2006）中完全採用回溯童年記憶城市的敘述口吻，使作者（Pamuk

本人）與故事共存更能突顯故事情境的過往性質。 

    但當敘事者成為故事角色且隱匿於敘事，言說將僅描述故事元素的存在形態

與發生次序並全憑事件發生時序鋪陳，角色的對話或內心獨白也呈現當下（now）

狀態而無其他外於故事之敘事者協助串連或說明（Chatman, 1978）。 

    如全以日記口吻記錄旅行過程的書寫即排除了作者另外扮演敘事者的言說

空間，單純由現在正在經歷的言說形式呈現旅途所有故事；然而無論故事和言說

時間是否共存於敘事中，故事都需憑藉言說加以組合與呈現。那麼，故事事件本

身的發生次序與言說重新整理並呈現它們時安排的秩序有何關係？ 

    Genette（1972/1980）延續 Tomashevsky（1965）討論故事／言說時間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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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面向，提出敘事者隨時控制故事時間安排的論點，由言說選擇各式時態（tense）

技巧描述故事線（事件發生）與言說線（敘事過程）在時間及情境的差異與關係。 

    Genette 認為，最易被讀者察覺的言說策略是時間次序（order）的安排，指

故事元素在故事線與言說線上座落位置的對應關係。如敘事者或故事中的人物可

以透過倒敘或回憶交代過去發生之事件，亦可用敘事者推測或人物預期心理來描

繪未來（轉引自 Chatman, 1978），其位置關係可見 Liestol（1994）為 Genette 所

描繪之敘事時間概念圖[2-2]： 

          h   a   b   c   d   e   f   g 

言說線 
 

故事線 

                A   B   C   D   E   F   G   H 

                  圖 2-2：故事線與言說線之次序對應關係 

                     修改自：Liestol（1994: 93） 

    易言之，大部分敘事中的故事和言說並非同步進行，作者可採倒敘、直敘或

跳敘（flashforward）等方式將故事嵌入言說時序。而被言說設定出時間感的事

件可能位於整個故事的時間段落中（如倒敘或直敘），或如插曲處於故事主軸外

的事件時間（如跳敘），其目的皆在於加強或補充核心事件遭忽略的故事線索，

而其內容與時間或許來自不同敘事者。 

    另外，Genette 亦曾提出頻次（frequency）與持續時間（duration）等言說技

巧。首先，頻次意謂故事涵蓋之人物與事件被描寫的次數，是故事和言說相互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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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的數量，由言說決定這些成分出現次數多寡。 

    Genette（1972/1980）也利用兩端對應關係區分出單一關聯（singular）、重

複關聯（repetitive）、多重單一關聯（multiply singular）與反覆關聯（iterative）

四種呈現類型，其發生頻率之表現方式可見[圖 2-3]如下： 

         單一關聯     重複關聯    多重單一關聯    反覆關聯 

言說線 
 
故事線 

                圖 2-3：故事線與言說線之頻次對應關係 

                      修改自：Liestol（1994: 95） 

    一個言說點對照一個故事點（單一關聯）的頻次表現方式是最常見的言說技

巧，重複關聯則指同一故事有多個言說點（如相同旅行故事可呈現於報紙、書籍、

雜誌或電視節目），而當言說線上陳述的事件分別對照故事線中相似事件時即為

多重單一關聯。最後，反覆關聯意指故事線上多次出現的事件只對應於言說線上

的一點。 

    Genette（1972/1980）認為，重複關聯與反覆關聯皆為明顯表現言說安排敘

事時間之技巧，因為當言說安排多次提及某事、某人物或動作時，或能彰顯此元

素在情節或故事結構的敘事意義與功能。相反地，對反覆發生之事若只略為描述

一次（反覆關聯）即可稍微提示故事發展，或為了概括事件及情節而將其融入故

事場景。 

    言說操作敘事時間與實際時間異同的另一手法即為「持續時間」，指言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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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中所用時間長度或篇幅，不僅用以描寫情節或場景的推移，更在於表現說故

事的時間和事件發生時間之速度，亦即言說和故事的速度關係。Genette

（1972/1980）又依此分出五大表現方式：摘要、省略、場景、延續和暫停，其

對照狀態可見[圖 2-4]： 

              摘要      省略      場景      延續      暫停 

言說線 
 
故事線 

              圖 2-4：故事線與言說線知持續時間對應關係 

                    修改自：Liestol（1994: 94） 

    由[圖 2-4]可見摘要和省略都屬言說時間短於故事發生時間之技巧，利用概

括性的時間描述（如「一年過去了」）壓縮故事不重要情節與場景。「摘要」能說

出整體故事重點卻須靠「省略」技巧在言說線中刪除部分故事線，因而可視省略

為摘要的必須要件。當言說線長於事件實際發生時間段落時（如應可於五分鐘走

完某段路，卻因仔細描繪角色形貌、舉止、心境等故事元素，使言說花費更多時

間處理這段路程），可知言說利用「延續」技巧提供敘事仔細描繪故事內容的空

間，能更詳細解釋事件的意義、後續發展及影響，亦可憑此推論此段落在整體敘

事架構中之重要性。而「暫停」則指敘事主軸外的表達模式，如旅行書寫中穿插

的圖片、地圖或資料表格等，是其它暫處於故事發生與說故事時間外的敘事陳

述。 

    Genette（1972/1980）在討論言說影響敘事的功能後另提出敘事者與故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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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關聯的面向─視點（point of view），其涵蓋概念包括距離（distance）、視角

（perspetive）或焦點（focus），以及表現態度或情感的語氣（tone）及語態（voice）。

若言說選擇的時態能決定故事與敘事的關聯，那麼從視點安排則可理解言說與敘

事以及言說與故事的兩組連結關係。視點顯示作者創作的敘事角度，不僅藉其可

推論觀者與所觀事物間之關係，作者尚能經由敘事者或故事人物表達看法（Bal, 

1985）。 

    敘事者在敘事中創造的「距離」意指描繪故事之細節多寡，亦即在假定所有

出場的故事元素都與情節推展相關時，選擇「說出多少」將決定讀者對敘事主題

的掌握與感受。當故事之眾多元素僅被摘要描述甚至省略時，可見言說企圖操作

故事的距離感，讓情節或場景都顯得模糊且不重要。而當敘事者仔細描繪故事角

色、動作、場景與細節變化之關係時，言說選擇近距離的敘述模式即有助於讀者

掌握現象理解此時此地的故事發展，使其貼近敘事主題試圖傳達的氛圍與感受

（Genette, 1983/1988）。 

    視角與焦點同時牽涉了「誰從什麼位置上看見了什麼？」的敘事問題，因而

被視為言說技巧中不可切割的兩元素（Genette, 1983/1988）。Martin（1986）整

理出敘述故事時常用的三種言說視角與其功能：首先是單一敘事者（即作者本人），

常見於回憶錄或自傳類型的敘事文本，因其所有描述活動皆為作者本人的體驗而

具有身歷其境之真實感，並能引導讀者投入敘事。 

    此類言說形式創造的情節受限於作者個人描寫及論述容易流於冗長而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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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倦，因而有了作者選定某一角色為敘事者的言說視角，作者與敘事有所距離後

反有更寬廣的視角來描寫場景及情節。因而雖仍採第一人稱敘事法，但在敘述過

程中亦可針對各故事元素關係加以戲劇性描寫。 

  在言說的聚焦部分，第一人稱敘述所提供的敘事焦點常以內部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模式貫穿整體敘事。而在作者即敘事者的視角中，角色完全吻合敘

事焦點而成為觀看或體驗事件及行動觀點的主體，可讓讀者直接得知敘事者經歷

情節當下所有內心意識，包括感受、情緒與思想。而同為第一人稱卻由敘事者代

替作者進入故事的言說視角，偶也運用外部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敘述模

式，協助作者在故事中放入情節提示、解釋或評論話語（Genette, 1983/1988）。 

    然而將故事讓與角色講述尚需考慮敘事者能否理解自己講述之事，包括故事

事件與角色心境，以免因不合常理的言說視角減弱整體敘事之真實感（陳平原，

1990），如作者選定某角色為故事講述者，便難以進入其它故事角色內心世界。

或當作者以自我立場陳述資訊時，則敘事者不屬故事內任何角色，亦無從參與任

一角色（甚至是敘事者）心理意識過程而僅能聚焦於外部故事成分與因果關係

（Genette, 1983/1988）。 

    外部聚焦模式更常以第三人稱言說視角的敘述（如新聞報導），亦可謂是全

景（panoramic）觀點，包含了所有故事角色及作者的視域，可描述所有同時間

區塊中的事件與人物動作。但也因其無法進入任何人的視角主導敘事整體，而難

以呈現內部聚焦的心理意識，僅能從大量外部細節脈絡組合故事（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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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另外，敘事語氣和語調皆為言說技巧中表現作者觀感的元素，如語調可謂建

構語氣的要素。當故事角色運用語調來表達對事件的感想或反應時，實則同時決

定了作者說明故事的語氣，不僅間接陳述自己對故事的態度，亦能向讀者展現文

本的主要敘事風格（Berger, 1997）。 

  儘管旅行書寫多以第一人稱敘述旅行經驗（彭盛裕，2004；林大鈞，2006），

作者不見得會設定多重人物以採第三人稱形式說故事，因此在語調與語氣上不必

然會如小說敘事於作者、敘事者與故事角色間有明確的層次差異。然而從語調及

語氣仍可略見作者透過言說展現個人意識觀點之途徑，因此在分析作者言說策略

時亦可探討其究竟選擇何種語氣或語調以呈現旅行時經歷各種事物的態度與感

受，藉此掌握作者情緒與言說技巧的關係。 

五、言說的結構分析 

    言說在敘事負責的功能不僅如上述係為串連各故事元素，還將排列順序與層

級以呈現整體故事（Barthes, 1977）。當敘事具備上述故事元素亦設定好各方面言

說技巧時，該如何將這些單位向上組織成更龐大及複雜的敘事結構，仍屬「如何

說故事」問題範疇。因此如何確認旅行書寫的各種敘事單位及其彼此間的關係，

甚至分析整體敘事的架構層級進而細究「該看什麼」及「怎麼看」，van Dijk（1988）

之言說結構觀點或能協助設定觀察與論證方向。 

    van Dijk（1988）認為，當代言說分析（包含口語或文字形式）業已鎔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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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學科觀點，諸如語言學、人類學、符號學或心理學。此跨領域特色在於，研

究敘事文字時不僅須考量語言學的語音或語意功能，亦得同時注意語言使用之當

代社會意義，或其文字背後符徵符旨扣連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脈絡。簡言之，言說

分析要看的不僅是故事元素如何組成，還包括其組成過程、功能與目的。 

    因此，van Dijk 依據言說理論之上述論點提出分析敘事文本時所能採用的言

說關係結構，不僅呈現敘事中的言說要素，亦討論要素間如何連結及其關係，而

此結構的主要特色就在其相對性的階層體系（hierarchial organization）。 

    首先，分析文本之主要概念可區分為「結構」與「命題」（proposition）二項，

前者可謂敘事言說之骨幹，如同主題決定故事之走向關係，結構亦決定了整體敘

事「該怎麼說」，如旅行書寫作者該如何安排外在體驗與內心感受的篇幅位置或

比例。而後者（命題）則可視為敘事言說的主旨與目的並決定「該說什麼」，亦

為語言和思想中最小、最獨立的意義所組成的單位，如作者採用何種視點與語氣

以呈現旅途之愉快體驗。 

    而上述二項各具有階層體系以進行言說分析：如在命題方面，其所蘊含的言

說主題、各段落子題與各句所表述的言說意旨皆對應於結構方面的書名、章節名

稱、段落標題或文法結構，其中又依分析層次深淺而有微觀（micro-）與宏觀

（macro-）的論證關係。重點在於，階層中各言說單位的階層性並非固定不變，

而是依研究設定範疇與目的改變階層位置與功能，因而屬於相對性關係。 

    宏觀結構涵蓋文章重點或核心概念的主題與標題（topic）文字，因此相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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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述中每個段落產生的小標題即可視為微觀結構的單位。或當分析聚焦於結

構之更微觀句型或字詞文意時，段落標題就相對成為宏觀結構。 

    如在命題項目下之「宏觀─微觀階層關係」，就宏觀而言可探究一本書的敘

事主題或目的或更深一層分析各個章節的立意，以及作者書寫的每一個段落與每

一句話之寫作主旨與目的；相對而言，書籍命題之層次即屬較微觀的分析單位。

同樣的，在結構項目下書名、目錄、章節前言、內容或詞句結構亦在言說中各司

其職，並與命題相互影響而決定其功能與意義。 

    因此，結構與命題的拆解與分析過程所要尋找的言說策略不僅在於區分出各

言說單位所屬的宏觀─微觀層級，更重要的是透析這些單位為完成某些言說目的

而遵循的宏觀─微觀規則（macro/micro rule），以及這些規則究能達成何種目的。 

    [圖 2-5]可見 van Dijk（1988）所強調階層關係相對的結構概念圖，可同時對

應於命題或結構項目下的單位組成狀態，P1、P2、P3 等微觀言說單位決定 M11

層之結構，而 M11、M12、M13 等相對微觀言說單位又決定更上層 M21 結構。由

此可見，宏觀言說單位皆由各微觀單位組成，並可繼續向上建構相對宏觀之命題

或結構，且結構與命題於水平或垂直層級關係皆相互產生影響： 

                               M31 

 
                   M21       M22         M23 
 
           M11     M12    M13 
 
      P1  P2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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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文本的語意超結構再現 

                       來源：van Dijk（1988: 33） 

[圖 2-5]顯示了整體言說由結構決定命題的邏輯。然而這二項目（結構與命

題）的影響關係並非絕對單向之線性關係，van Dijk（1988）旨在呈現任二單位

間的關係並非固定不變的宏觀─微觀屬性與方向，層級將隨著問題意識和分析聚

焦範圍的變更有所調整，而命題決定的言說方向亦將影響相對微觀結構之形式，

因此重點在於不同的組合樣貌究能突顯何種敘事策略與目的。 

 

第三節 小結與研究問題 

 

    旅行書寫除了重新整理複雜混亂的旅行過程與經驗外，尚需加入其它元素使

其不同於指引式資訊記錄或新聞報導形態而為動人故事，如作者親身體驗的趣事、

接觸異國事物的互動過程或個人內心感觸與獨白（Theisen, 2004）。而旅途上實

際產生的瑣碎事件亦可成為故事素材，從而使得旅行書寫不同於一般創作小說文

學的虛構性質。 

    由於書寫此類故事源自真實旅程，因此哪些事件可以經作者選擇後納入成為

故事的一部分，以及其如何透過書寫而重新敘述並組織整體情節秩序，即為觀察

旅行書寫策略之重點。本研究選擇敘事理論為論述基礎，前章曾以 Chatman（1978）

敘事觀點劃分敘事、故事與言說的結構關係，本章則進一步討論其規則與由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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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文獻分析可知，敘事一般均包含故事靜態元素（如角色、場景與主題）及

動態元素（如事件、動作與情節），二者皆需透過各類言說技巧連結彼此成為具

有規則及系統之故事，包括選用表述時間及描述事件的視角與深度，而言說使用

的語氣及語態更是呈現敘事文本氛圍與作者態度的軌跡。 

    由此可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一： 

    旅行書寫運用哪些敘事元素使其成為故事？重要元素為何？ 

  [圖 2-6]係本研究擷用 Chatman（1978）之敘事概念（見第一章[圖 1-1]）分

析旅行書寫之研究結構，其內涵呈現實際旅行（包含敘事與故事）之狀態以及傳

送者（作者／旅者）在旅行書寫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屬性。 

 

 

 

 

 

 

圖 2-6：旅行書寫之敘事組織研究架構 

*註：右邊虛線方框表示不擬在本論文觀察之部分 

來源：本研究 

    然而單就故事材料或表現技巧皆僅能略述敘事之呈現姿態，無法完整透析

故事

旅者 

敘事者 

作者 

敘事接收者 

隱藏接收者 

實際接收者 

言說

言說 

旅行書寫

實際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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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說出故事」過程。由本章第二節第三部分所述可知，言說功能不僅表現於

組合故事元素之重要技巧，分析「敘事語言」確能理解作者宣稱建構敘事之脈絡

與邏輯，並可藉此推估「如何說出故事」（說故事的方法）與「為何須如此說故

事」（敘事目的）。 

    文獻闡述言說策略及技巧如何反映作者選擇與安排故事則關乎研究問題

二： 

    旅行書寫如何安排外在客觀環境與作者主觀內在感知？ 

    此外，自言說架構推估敘事目的並理解旅行書寫除介紹異地資訊外尚能表現

何種層次之事物，此論述便扣連研究問題三： 

    除了傳遞資訊，旅行書寫的說故事形式完成了多少傳播行為？ 

    依文獻所示，視故事為敘事內容則言說即為敘事的形式（Chatman, 1978）。

van Dijk（1988）亦試圖提升探究言說策略之層次，觀看言說如何切割敘事結構

與命題並安排各元素的功能及位置，釐清宏觀─微觀規則之運作脈絡。由此或可

推知言說規則如何選擇故事材料，或如何影響（淘汰或加強）部分言說技巧如時

間安排、視點及語氣。相關研究亦能從敘事表面形態深入到組織邏輯層面，回答

問題意識中關於旅行書寫策略（如何安排旅程的內在感知與外在環境）與傳播意

義何在（說故事不僅在傳遞異國資訊）之疑問。 

    綜上所述，如同 Fisher（1987）所言，透過敘事典範觀看旅行書寫文本之旨

不在探究如何再現真實或追問故事所描述之時空是否全然真實，研究者所應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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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似應是敘事可能性與似真性之邏輯如何由故事元素及言說技巧相互搭配

而成，以及旅程實際經驗與故事間的互動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