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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前章已闡述敘事典範視人類轉述真實經驗之舉動為「說故事」，並依敘述目

的決定該說什麼（故事元素）及如何說（敘事語言）等敘事策略。延續問題意識

及文獻陳述之概念，本章將依次說明並定義相關分析單位，包括研究對象、研究

方法及研究程序。第一節將就前章陳述之故事元素及言說技巧與旅行書寫扣連，

藉此確立研究分析項目與範圍。第二節依研究樣本（旅行書寫作品）說明選用原

則及研究方法，並於第三節講述研究分析步驟與論述層級。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分析概念 

 

    敘事典範認為人類用以描述、解釋及溝通的傳播形式即在說故事（Fisher, 

1987），因而同為記敘個人經驗、感受與價值觀的旅行書寫理當具備故事論述特

質，適合以敘事理論闡述此類文本敘述特徵。因此，運用敘事觀點視旅行及書寫

同為故事時，研究分析面向將包括旅行書寫所欲解釋的項目與重點，以及作者擷

取何種真實生活素材編排故事的時間性與因果關係，甚至理當找出作者意圖呈現

的旅行故事情節，藉此理解安排過程與整體敘事目的之關連。 

    「問題意識」一節（第一章第四節）曾提出旅行書寫包含何種敘事元素及何

者為重等疑問，因此如欲預釐清旅者／作者如何因旅程而影響書寫策略（如揀選

故事元素之方針），即須探問旅行書寫各分析單位如何對應敘事理論內含故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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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便在執行研究時得能解釋各項目的敘事功能與意義。 

一、旅行書寫之故事元素 

    如上章所述，旅行書寫兼具「行動」與「文學」雙重要素（詹宏志，1998），

故事內容則囊括各項旅程相關事物為書寫對象，其主要敘事特性在於跨越真實世

界與文本二場景（胡錦媛，1996）。因此，如欲分析「真實世界旅行實踐及鎔鑄

旅者／作者內心感知同等重要」之旅行書寫（彭盛裕，2004），勢必將真實旅途

事件納入敘事過程以共同討論其功能及意義。 

1. 事件 

簡單來說，發生在旅行故事成形之前的旅途經驗即屬陳述故事前實際發生之 

客觀事件（Martin, 1986），亦為形塑故事之「材料」（素材），旅行書寫的故事自

此開展；若缺乏實際旅程經驗便無故事來源，遑論作者敘述故事之策略。由此應

可預設，旅者旅行方式與過程影響作者書寫之故事內容（詹宏志，1998）。 

    在本文中，「事件」專指自真實世界客觀事件透過書寫轉成敘事文本之實際

旅行歷程，客觀事件發生之刻尚無明確銜接或影響等互動關係（Champigny, 1972），

乃作者將其客觀事件時序賦予連貫性及敘事意義（Foss, 1996）。[圖 3-1]說明本研

究如何解讀客觀事件（旅者經驗）轉為故事事件（作者統整）之過程： 

    旅程經歷之不同狀態、遭遇困境並解決問題等各類情境皆可分別視為獨立故

事事件（如[圖 3-1]所示客觀事件 1、客觀事件 2 以至客觀事件 N），須由作者透

過書寫改變客觀事件之排列順序，使其出現於故事不同段落而有推進故事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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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及意義。 

 

 

 

 

圖 3-1：旅行書寫客觀事件轉為故事事件過程概念圖 

來源：本研究 

    Chatman（1978）討論故事要素時曾針對事件特性提出「核心事件」及「衛

星事件」各有組織故事重要性之看法，藉此當可推敲故事主題及敘事目的，意謂

著作者挑選旅程各形態事件並重述時，必先經過某些特殊考量而將某些事件安排

為故事主軸（核心事件），另又淘汰或編列其餘與故事相關性不高之事件為衛星

事件。 

    綜上所述，旅途之出發、經驗、遭遇困難、解決難題及返家等各式過程不僅

為敘事成形前之客觀事件，亦屬故事事件之素材，彼此或因情節及主題需求而有

核心與衛星事件之主次之分。至於作者編列何種事件為核心事件以及安排不同事

件為核心與衛星事件之因，皆屬研究分析要務。 

2. 角色 

Foss（1996）認為，廣義而言，牽引事件及動作以推動故事前進之角色即屬

「人物」，然而這些「人物」亦有可能係以動物或非生命體之物件形態出現，能

客觀事件 1 

客觀事件 2 

客觀事件 N 

旅 
者 

旅行故事 
作

者 事件 1 事件 2 事件 N 



4 
 

否視其為「角色」端視此人或物是否具備操作動作及串連狀態變化之功能。 

    由於書寫旅程之作者亦為故事角色（即旅人），其在旅行過程曾經遭遇各地

人事物，本研究執行分析時除將旅者及與其互動之異地人物歸為故事角色外，亦

須考量作者描述的異地之物（如食物、文物或其它物件）是否同具串連事件之功

能。 

    整體而言，作者選擇描述與其互動之人或物當即決定了由「誰」與旅者共同

展現故事，連帶凸顯哪些真實經驗足以解釋旅行地特色（如居民、建築、食物或

風俗文化），並可自角色與動作的關係進而歸結角色類型專責講述某些旅行事件

（如某些作者總是安排居民講述當地歷史）。 

3. 動作 

    故事動作意指角色所有行為（如口語對話及肢體動作），可反映角色特質或

價值觀（Fisher, 1987），某些強調話語及角色行動的故事甚至可以動作為敘事主

軸（Bal, 1985）。旅行書寫具備記錄實際旅行動作之本質，故其所載之動作不僅

代表真實世界之記錄，又屬可影響作者安排故事元素如何串連之標準。簡言之，

旅者實踐旅途之動作（如飲食、行進、觀察或與人交談等）除了與角色共同推進

事件外，亦可能成為敘述旅行故事之主軸要素，藉此凸顯故事動態及似真度，使

作者經驗得以生動開展。 

    前述故事元素（事件、角色與動作）固可協助歸類旅行經驗之各類素材，實

際執行研究分析時卻可能遭逢所屬類目彼此重疊的狀況，如「品嚐當地飲食」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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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事件亦或動作則涉及如[圖 2-1]所示之故事元素層級結構。此時歸類文句分

析單位即須考量敘事前後脈絡（van Dijk, 1988），或不可斷然判讀其為動作（品

嚐）或事件（品嚐飲食之過程）。 

    因此，實際操作敘事分析時如遇上述單位歸屬問題將以完成研究目的（見第

一章第四節所述問題一至三）為主要考量。換句話說，本文分辨類目之研究目的

在於，理解旅行故事包含何種元素以及何者為重（問題一），釐清作者如何區分

旅行各類經驗素材以為不同故事元素應屬初步分析階段（詳細研究程序將待本章

第三節說明）。相較之下，各元素扣連方式及旅行書寫是否有明顯主導敘事之故

事元素等問題才更為重要。 

4. 場景 

    旅行故事係以旅行經驗為素材，故旅者行經之地必屬故事元素之場景類目。

但除描寫親眼所見以為事件之實景風光外，旅行書寫是否運用其它抽象景致（如

回憶人生其它場景）並以其同為故事場景亦為分析項目。 

    如前章所述，除了區辨作者使用何種旅行素材以塑造故事背景外，場景亦為

營造語言情境促使故事「似真」之要素（Rybacki & Rybacki, 1991）。作者如何安

排場景締造旅行故事並予讀者「身歷其境」之感，亦須觀察其描述方式及場景如

何與其它故事元素相互搭配、呈現。 

    此舉或有助釐清問題意識（問題二），即旅行書寫包含哪些外在景物及旅者

內心意識始得彰顯異地景物及旅者內心感知之不同層次場景描寫；至於敘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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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與轉換旅行故事場景，將於本章言說分析一節詳述。 

5. 情節 

    旅行故事事件、角色與行動共同搭配場景以鋪陳故事結構並逐步產生各式衝

突環節，故事因而產生轉折並有吸引讀者之效果（Rybacki & Rybacki, 1991）。如

此漸形複雜之組織便如[圖 2-1]所示，係由角色、動作、角色特徵等基礎層級向

上組成相對而言較高層級的情節。 

    旅行書寫既以實際旅行為基礎，因行動連帶出現之情節必為旅行故事主軸，

因此研究可觀察面向包括角色（旅者於旅途遭遇之人或物）、事件（住宿、飲食

或觀賞景色等事項）、行動與場景（與旅途相關之場所或地景）等故事元素並進

一步分析其如何推導情節發展，以及哪些要素足以創造內在或外在衝突而產生情

節轉折。 

    Chatman（1978）認為，故事核心事件是支撐整體敘事結構之樞紐，亦與情

節發展狀態環環相扣，因此掌握故事核心及衛星事件之組成方式便能進而理解情

節作用及整體故事。反過來說，研究者若能辨明旅行故事安排核心情節之規則，

察覺某些旅行事件是組成故事之主軸，甚至能回溯事件蘊含之角色、動作或角色

特色（故事元素層級）何者應為旅行故事的主軸元素。 

6. 主題 

    由於故事可能蘊含數個主題以彰顯敘事意義（Barthes, 1977），旅行書寫亦隨

角色、事件、動作與情節等元素組成方式而有不同故事主題。舉例來說，書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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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旅行書寫或以篇章為敘事之故事單位，各篇章不盡然僅以單一主題為故事內

容核心，看似與核心情節無直接關聯之其它衛星情節（或事件）亦有鋪陳其它故

事主題之可能性。 

    如前所述，實際分析旅行書寫時一旦掌握各單位故事主題，猶可向下揭示各

項故事基本元素之因果關係與組成方式。 

二、旅行書寫之言說技巧 

    上述各項定義涉及了旅行書寫內含之故事元素，在實際分析嘗試解釋「說什

麼」（旅行書寫有何故事元素）時或有助於確認樣本中各概念歸屬類目及分析範

圍，並在釐清素材屬性之際討論旅行書寫看重何種故事元素。此外，作者如何選

擇與安排敘事以呈現旅行故事之相關問題（問題二、三），將於確認樣本故事材

料歸屬後進而以之討論言說技巧與策略。以下定義旅行書寫之相關言說概念。 

1. 故事／言說時間次序 

旅行書寫開展前必以實際旅行為前提（敘事素材）。由於實際事件必然存於

「說故事」之前，故 Genette（1972/1980）所述之故事線與言說線關係勢將影響

整體書寫過程。旅者實際旅程雖位處「故事線」而順著真實世界之時序運作（見

[圖 2-2]），作者書寫其經歷時則須重新整理事件次序，為了整體敘事目的採用直

敘、倒敘或跳敘言說方式（「言說線」，見[圖 2-2]）。 

    言說策略顯示之語用形式不僅顯露敘事特色，亦凸顯作者敘事目的（Edley, 

2001）。因此，依此定義進入敘事文本或可理解旅行書寫的「故事線」與「言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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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是否具有特殊次序對應關係，以及作者選擇言說次序策略究竟呼應何種敘事

目的。 

2. 故事／言說頻次 

    前章提及之 Genette（1972/1980）觀點認為，最值得觀察的言說技巧即為「重

複關聯」（實際發生一次之事卻多次提及）與「反覆關聯」（在真實世界頻繁發生

之事卻僅提及一次；見[圖 2-3]），原因或在於此種故事線與言說線對應關係最易

從言說安排彰顯情節或故事結構之敘事意義，研究分析時則當注意作者是否刻意

改變旅行故事某些元素出現於真實情境之頻次以及如此安排之功能與目的。 

3. 故事／言說持續時間 

作者安排故事元素實際發生之時間長短如何對應於敘事時間，似就決定了作

者說故事（以及讀者看故事）之速度與節奏。反過來說，若作者完全依照真實世

界之時間長度描述客觀事件發生過程不僅顯見說故事者的言說技巧低落，更易使

敘事呆板無趣（Genette, 1972/1980）。 

    本研究分析言說技巧之「持續時間」類目將考量旅行客觀事件理應花費的時

間及其對應至言說線時之改變幅度，不論是以省略方式進行摘要式描述（見[圖

2-3]）或刻意放慢言說表現故事之速度，都是言說分析觀察重點。 

4. 距離 

    同理，作者決定描述多少故事細節不僅影響讀者如何掌握敘事意義及感受故

事氛圍，亦表現敘事所欲凸顯之故事元素彼此扣連狀態；此技巧亦與前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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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說持續時間」策略息息相關（見[圖 2-4]）。若選擇「摘要」或「省略」描述

呈現某段故事，則連帶影響作者以模糊筆觸描繪故事元素變化之細節（Genette, 

1983/1988）。 

    觀察旅行書寫轉換言說距離之策略顯亦須同時參照敘事脈絡之次序、頻次及

持續時間，藉此方能理解作者如何搭配近景與遠景以呈現旅行故事之角色、角色

特性、動作、事件、場景及情節。 

5. 視角與焦點 

    言說「視角」可分屬單一敘事者、第一人稱敘事及第三人稱敘事等敘述立場，

運用聚焦內心意識或外界環境視點以呈現敘事角色之位置及感覺（Genette, 1983 

/1988）。簡言之，視角及焦點即為讀者觀看故事之「觀景窗」，可由言說安排讀

者觀看角度來推估作者如何試圖再現旅程實境之手法及其選擇之故事元素書寫

重點。 

    旅行書寫或有其特殊視角與焦點組成模式，焦點運用策略則更明顯牽涉作者

安排描寫個人意識及旅行景觀之手法。因此，分析旅者／作者採取什麼身分引導

讀者投入敘事情境並如何搭配故事進展安排讀者目光焦點，皆須於觀察旅行書寫

言說技巧運用時詳加解釋。 

6. 語氣及語態 

    作者敘述故事狀態或故事角色間之對話時，可由姿態、對話內容、角色表情

反應等描述透露角色對當時各故事元素的態度，此種角色說話態度即為「語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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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藉其洞悉作者秉持何種「語氣」以說明故事，繼而反映其對故事此時此刻的態

度。 

    旅行書寫取材自旅程各式角色、動作與事件，分析作者語態及語氣當可得出

旅者彼時體驗新事物之情緒，亦可探討作者係以何種態度重新描述自己當時的感

受。關注旅行書寫運用的語態及語氣亦可釐清作者說旅行故事時所含各角色、動

作及事件是否有特定對應的言說態度，以及如何利用語態或語氣營造旅行情境以

予閱聽眾「如臨其境」之感，如此方可扣連故事元素與言說技巧於旅行書寫的互

動關係。 

三、旅行書寫之言說架構 

    言說分析可理解旅者／作者如何安排敘事語言形式組合旅行故事，探析對象

包括言說技巧及策略。前文已定義旅行書寫可能運用言說技巧之相關概念，以下

進而確認言說形式分析單位及討論範疇。 

    敘事語言能串連故事元素並為整體故事建構順序與層級（Barthes, 1977）， 

van Dijk（1988）曾建議依「結構」與「命題」二核心概念延伸探討各敘事概念

之功能與階層關係，以此窺視言說運用哪些組合規則完成敘事目的。以下將就前

章介紹 van Dijk 提出之言說架構概念定義旅行書寫相關類目與範圍。 

1. 言說結構 

    結構可謂是敘事語言之骨幹，作者安排之結構就決定了說故事之方向。對應

至文本單位如書名、目錄、單位篇章、前言、導言與正文等段落位置關係、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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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圖片、段落標題甚至如一句話之句法，皆屬言說結構討論範圍，亦可謂是組

合故事材料之各種「形式」。 

    分析旅行書寫結構形式亦當以上述類目為討論基礎用以切割樣本「骨架」，

並根據前述「宏觀─微觀規則」觀察各類目相對關係及位置，如此或可得出旅行

書寫微觀結構單位以組織宏觀結構整體之過程（如句法結構如何扣連出段落結構，

而段落結構又如何向上堆疊產生單元章節結構），藉此理解作者擬定「如何說」

旅行故事之方針。 

    van Dijk（1988）亦認為，分析言說架構無法斷然切割結構與命題二部分，

須一氣呵成以觀其相互影響狀態，且重點不在於釐清結構決定命題抑或命題主導

結構形態，而是自二者擁有之「宏觀─微觀規則」探尋敘事整體如何藉由言說架

構達成敘事目的。因此，描繪旅行書寫特定言說架構有助於探討內容時操作分析

路徑，確認各言說命題單位如何設立敘事目的以易於判讀言說結構組成規則。 

2. 言說命題 

    根據前述 van Dijk（1988）之論，敘事宏觀命題亦可視為故事主題，決定整

體故事「該說什麼」與敘事目的。旅行書寫命題包括旅行地點、旅行方式、文本

名稱、篇章名稱、前言與正文內容（包括各段落論述）、影像圖片及其描述或其

它相關補述資訊，分依上述類目釐清言說命題而皆以「主旨」及「目的」為論述

範圍。 

    各言說宏觀及微觀命題皆為故事靈魂，決定說故事過程之所有選擇與安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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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因此，分析旅行書寫之言說命題當可推知作者選擇哪些敘事面向以觀看自己

繽紛龐雜的旅行經驗，進而判斷作者認為旅程有意義之部分以及如何使旅行故事

顯得生動且可信。 

    由此可知，針對同樣旅行地點，不同旅者將有不同旅行、觀看及體會方式，

因而言說命題（各單位言說主旨及目的）亦有差別，連帶影響了其後說出旅行故

事之形式與內容。 

    上述有關本研究分析概念之定義與範圍設定不僅回應研究問題，又可修改前

章[圖 2-1]所繪故事元素概念圖，其因在於[圖 2-1]僅預設故事各元素可能出現順

序及影響故事範圍（基本或進階），尚未置入樣本（旅行書寫）合併言說技巧及

架構以觀其實際組成敘事之過程。因此，融合故事與言說探究旅行書寫「說什麼」

及「怎麼說」是否改變[圖 2-1]之概念關係，亦為研究分析目的。 

 

第二節  樣本選擇與研究方法 

 

    由語言符號組成具內容、結構及敘述範圍之整體皆可視為文本，舉凡印刷媒

介（如報紙、雜誌）或電子媒介（如電視與電影）皆為呈現敘事之平台（Bal, 

1980/1985）。因此，在分析旅行書寫前尚需說明研究選定文本特性及選擇理由，

以確認執行與解釋研究發現之範疇。以下將界定媒介特性，繼而說明本研究選擇

何種媒介呈現之旅行故事為討論樣本，包括選擇方式及理由。 



13 
 

    一般而言，就媒介特質與顯現型態可分「電子媒介」與「印刷媒介」，前者

包括電視、廣播、有線電視等，後者則指運用印刷物傳遞訊息的媒介，包括書籍、

報紙、雜誌等出版品（蔡念中、張宏源，2001）。 

無論電子媒介或印刷媒介皆屬大眾傳播媒介，可傳遞資訊如新聞、意見、知

識及娛樂以大量傳播、及時傳播、同時傳播或有效傳播方式傳遞多數大眾並影響

人類思想行為。其中影視技術（如電視、電影）結合文字、聲音及影像三種基本

媒介素材看似強力且立即影響人類生活與思維方式，但不論現代大眾傳播如何拓

展更新，「圖書」這項最古老的大眾傳播媒介仍持重要地位，原因在於它儲存可

利用資訊之便利性與耐久性高於其它媒介形態，且閱聽眾最能自主從容由此擷取

資訊（王洪鈞，1987）。 

    若以敘事內容資訊豐富程度為考量，電子媒介形式承載之旅行故事（如現今

台灣各式旅遊主題之電視節目）當為首選，且其記錄方式或更服膺討論旅行文學

者（陳平原，1990；詹宏志，1998；羅智成，2000）所言之「可動態記述」，宛

如讀者跟隨旅者觀看景色生動真實之感，適合探討旅行故事「說什麼」及「怎麼

說」。 

    然而媒介內容亦為其後多股勢力交相競逐之結果，所有參與製產內容的人物

皆可能對內容或敘述方式造成影響，如媒介持有者常掌握決策權而影響媒體制度，

甚至進而使得制度影響製產訊息的模式與內容（蔡念中、張宏源，2001）。 

    由此可知，相關研究不僅要認清選擇呈現敘事之媒介特性，猶須考量操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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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媒介之組織關係。簡言之，故事說了什麼或為何有此說法已不再只是單一敘述

者（旅者）之決策，研究故事內容及形式還得連帶視整體媒介組織各相關環節為

變項。    

    然而本研究無意亦無力討論媒介組織如何影響敘事形式及內容之過程，在文

本類型選擇上只得盡力排除其它可能影響敘事之變項，盡可能選擇旅者／作者個

人能對旅行書寫內容及形式發揮最大決策力之文本。若以此考量為基礎，由報社

或雜誌社出版之平面報導式刊物因其可能深受主管或編輯群影響而排除在樣本

選擇條件以外。 

    綜上所述，為了盡可能摒除媒體運作環節可能影響旅行書寫作品之人為因素，

本研究將選擇由單一旅者／作者獨立完成（包括企劃、寫作、提供資訊及圖片）

而僅由出版社協助排版及印刷作業之書籍為選擇樣本條件。 

    以個人名義出版書籍雖仍無法由個人操作出版全程作業系統（如編排版面、

印刷、裝訂及上架），其版面視覺動線（包括旅行圖片取景及地圖）或其它美編

效果並非問題意識關懷範圍，且後續出版流程對旅行故事內容之影響力不大，因

此上述環節不須納為影響旅行書寫言說形式及故事內容之變項。 

    確認樣本將採書籍形式為基礎，接著就是關乎「選擇哪本書」及「選擇幾本」

之研究方法問題。 

    旅行書寫既以實際旅行為本，便須接受旅行方式及經驗內容將影響書寫方向

之可能性（郝譽翔，2000；彭盛裕，2004），因此若欲分析來自不同旅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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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行故事之敘事差異，則應盡可能挑選旅行範圍及方式相近之旅程，以求聚焦問

題意識於敘事元素、組合及呈現方式、敘事目的等分析範圍。 

    本章第一節曾論及即使經歷相同地點之旅程，不同旅者（或因個人經驗）依

舊有不同故事內容及敘述方式，使旅行故事看起來有所差異。既然關於「作者如

何安排及其敘事目的」亦屬問題意識觀察面向，選擇不同旅者／作者觀察他們如

何針對相同旅行環境而以不同形式說故事，或更可彰顯言說技巧與架構影響敘事

目的之功能。 

    依據研究問題及上述選取樣本原則，本研究擬選擇兩本以自助旅行完成同一

地理空間且彼此旅行時間不至相去甚遠（避免自然或人為因素大幅度改變地景之

可能性）之書籍為分析樣本，分別為：韓良憶（2007）所著《地址：威尼斯》及

林玉緒（2004）之《幻想威尼斯》。 

    兩位作者皆為知名旅行作家且常自助旅行遊歷各國後以不同於報章雜誌或

其它旅遊工具書之文學筆觸記敘個人旅行過程，如韓良憶便常以「居遊」（於旅

行地租借民宿並短期定居，宛如向當地人「借取」片刻生活，因此更能貼近異地

生活的時間與機緣（韓良憶，2007））為旅行方式並記錄有別於一般人走馬看花

的經驗。 

    韓良憶另著有《我在法國西南，有間小屋》（2004）、《我的托斯卡尼度假屋》

（2005）及《在鬱金香之國小住》（2006）等作品，林玉緒亦曾出版《狂戀埃及

─死生尼羅河畔》（2007）、《溫柔西西里》（2006）、《羅馬拼圖》（2004）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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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皆有豐富旅行及撰寫書籍之經驗。 

  此外，樣本二書皆以中文為書寫語言，分析時可排除語言翻譯所造成之文意

落差問題。再者，二書作者個性或人生閱歷不同可能連帶影響旅行方式或書寫風

格，但作者個人特質如何決定作品形態本非研究範圍，且旅行方式不同所形成之

旅行書寫異同已於前章文獻探討說明，視客觀事件為故事素材亦屬研究前提，分

析應著重旅行經驗轉為故事之安排過程而非比較兩位作者敘事風格異同。 

    為比較兩本書並彰顯作者安排旅行故事之策略差異，除依前述定義故事類目

論述不同旅行故事各具哪些元素回答研究問題一（旅行書寫運用哪些敘事元素使

它成為一則好故事？重要元素為何？），本研究並將採言說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

以回應研究問題二與問題三，原因在於言說理論首要觀察字義與文法之語言結構

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可視文字符號彼此扣連關係為動態的語言行為（Taylor, 2001），

且其主要原則在於處理位居各式媒體或傳播方式之語言使用，不僅關注口語言說，

文字、符號或圖片影像皆屬言說分析處理範圍（Cameron, 2001）。以此論點分析

樣本為書籍文本型態之旅行書寫，理應較易彰顯研究者關注旅者／作者如何「說」

旅行故事之立意。 

 

第三節  研究次序與分析層級 

 

    經前章文獻探討說明研究相關概念之定義並於前節確認樣本及內涵敘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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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單位之闡述範圍後，本文將接續介紹實際分析《地址：威尼斯》與《幻想威尼

斯》敘事內容與形式之步驟及討論範圍。 

    研究分析步驟將根據文獻論述程序（由故事元素、言說技巧及策略以至整體

言說架構）先觀察二書各據哪些故事元素，再比較何種類目運用於哪本作品之次

數較高，或者二者共同選擇了某類目或情節為故事發展主軸，繼而探討旅行書寫

之故事主題是否有所異同。 

    藉此手法將可釐清旅行書寫挑選哪些旅行經驗為故事素材及其重要性強弱

為何。若二書選擇故事元素之方針雷同，或可說明其乃旅行書寫之核心內容，其

後當再解釋其為旅行書寫故事要素之理由。 

    如同處理故事元素之分析層次，本研究著手分析旅行書寫言說技巧及策略時

亦須根據本章第一節之概念定義以釐清二書特有言說技巧（如時間與視點等項目

之安排）並比較彼此是否有明顯異同，進而解釋此言說策略模式（彼此相同或大

異其趣）是否與作者所選故事元素相關，以此彰顯言說組合故事元素之功能與過

程。 

    言說分析旨在藉由語用規則理解敘事目的，因此以上述分析層次關乎分析

「如何說故事」之敘事語言層面，不僅回應本研究意圖解決「作者如何安排故事

元素（內在感知與外在景物）」之問題（問題二），或可持言說組合故事之特點確

認「重要故事元素為何」（問題一）之研究發現。如從旅行書寫言說技巧蘊涵效

果推敲如此組合與呈現故事元素之因，便能肯定旅者／作者確實視某些元素為旅



18 
 

行書寫之要角。 

    以言說分析為研究方法主軸除探究旅行書寫如何運用言說技巧組裝故事元

素外，猶須提升至更宏觀的層次討論旅行書寫敘事目的，由此始能解釋此類敘事

「說故事」之舉為何有別於中世紀吟遊詩人與現代旅遊報導所作之「功」，旅行

書寫是否於傳遞異地資訊之餘還完成其它傳播行為。 

    為此，研究問題三必須自旅行書寫之言說規則探求敘事目的，因此將以前述

van Dijk（1988）之言說分析為基礎以提供相關概念為解析樣本第三步驟。 

    首先將依「結構」與「命題」為處理二書之論述主軸，分別描述其建立結構

與命題之狀態，過程將自宏觀層次細探至微觀層次以為研究發現論述層次。理解

二書由何言說結構與命題搭建而成後，繼而觀察各擁敘事語言特色以及彼此是否

有策略異同之處。 

    若發現相近的選擇及安排手法，則將解釋此狀況是為了完成哪些敘事目的且

是否為旅行書寫特有；反過來說，亦有可能於同樣言說命題使用不同言說結構（或

是相近之言說結構卻選擇相異言說命題）。若察覺此層次之安排策略有所差異，

將從敘事目的之角度探討二書選擇不同「說法」之理由何在。此分析層次探究重

點在於釐清旅行書寫敘事目的，除了描述旅行地景或介紹當地相關資訊外，還能

透過言說傳遞哪些人類活動要素（如情感、價值觀等）。 

 

第四節 前測個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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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前測樣本 

    為確認上述分析單位、選取樣本標準、研究方法及討論範疇於正式分析時能

確實運作並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按此步驟（包括挑選樣本、分析及說明結論）

進行前測，藉此釐清正式分析可能無法確切完成之步驟，或完成某些研究步驟所

得結論卻無法回答研究問題之情況，繼而依前測發現缺失修改本研究之架構。 

    進行前測目的係修正研究方法，因此為求有效率地完成前測工作且不違反樣

本選取標準，本研究採用兩本介紹托斯卡尼（Toscana）的旅行書寫，分別為《慢

遊，在托斯卡尼》（宋新民，2006）與《我的托斯卡尼度假屋》（韓良憶，2005），

從中挑選兩篇獨立描述義大利城市─西耶納（Siena，或譯「席耶納」）之章節〈紅

磚砌成的哥德式城市─西耶納〉以及〈迷路席耶納〉為前測樣本，分依故事元素、

言說技巧、言說架構等面向分析，並依討論程序及範疇說明前測研究結果。 

二、第一次前測發現研究方法障礙與修正 

    按本章設定研究單位、分析步驟及論述範圍執行前測後發現幾項因研究設計

造成不易分析之問題，以下依前測樣本發現說明實際執行障礙及可能因素。 

1. 不易明確切割故事元素所屬單位 

    本研究曾於前章[圖 2-1]表述故事元素可能互動層級，並於此章設定事件、

角色、動作、場景、情節與主題等六項為分析旅行書寫「故事」層面之基本單位，

卻於前測過程中發現不易歸屬樣本蘊含故事元素之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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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紅磚砌成的哥德式城市─西耶納〉一文，作者曾對賽馬活動與西耶納

城市氣氛格格不入而感好奇，並向義大利友人提問以了解此傳統對西耶納市民的

意義，但本研究之言說分析類目並未設立標準以資判斷「詢問」與「友人說」二

項究係「動作」或「事件」。 

    又如〈迷路席耶納〉頻繁提及「迷路」該歸類「動作」、「事件」還是「情節」

亦難以定論，而兩篇文章皆提及的西耶納（席耶納）廣場為實際旅行重點。但若

判讀「廣場」為故事場景元素，可能不足以解釋廣場如何與其他故事角色（市民

或遊客）互動以及為何重要。 

  此外，若以[圖 2-1]為陳述故事元素分析結論之工具，將難選擇如何以複雜

層級（如主題或情節）或基礎層級（如角色或動作）之分析單位處理樣本較為適

切，且無法明確決定是否所有部分皆須細究至最基礎層級，或自基礎元素向上拼

湊出某獨立故事主題之論述才算完整。 

  上述問題起因在於研究設計並未確立分析次序及範圍，因而可能導致執行實

際分析時疲於確認類目歸屬的規則是否一致，無助回應研究問題一。 

    問題一雖以分析旅行書寫故事層面為主，其核心目的卻非問題前半段（旅行

書寫運用哪些敘事元素使它成為一則好故事）而在於釐清「重要元素為何」。簡

言之，本研究旨在確認旅行書寫重視哪類故事元素（如作者以描寫場景或記述動

作為主），但現階段設計敘事單位及分析步驟卻可能造成「辨別哪類元素出現次

數較多即視為故事要素」之判準與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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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修正前測所見上述問題，似應調整[圖 2-1]呈現的故事元素扣連關係，藉[圖

3-2]表述故事元素關係架構： 

 

 

 

 

 

 

圖 3-2：故事元素組織架構（以單一主題附屬相關元素為例） 

*註：核心情節可能超出某故事主題而與其它主題重疊 

來源：本研究 

    [圖 3-2]首先彰顯故事各類元素皆運作且受控於「主題」（見上圖外框）。前

章曾論及故事可能蘊含多個主題，因而建構某主題的故事元素亦可能存在於其它

主題（如「情節」，[圖 3-2]下緣核心情節虛線邊緣超出故事主題範圍即為此意；

Barthes, 1977）。 

    van Dijk（1988）曾言，以主題揭示故事重點遠較先釐清基本卻瑣碎的元素

更易掌握整體故事概況。因此，本研究正式討論旅行書寫故事面向時將改變分析

步驟而先行確認故事主題，由此開始探究「故事說了什麼」。 

  「情節」概念以虛線呈現之意（見[圖 3-2]之核心及衛星情節）在於凸顯無

故事主題 

衛星情節 A 

故事要素 

核心情節 

衛星情節 B 

動作 

動作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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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其重要性為何（屬核心或衛星情節），各情節皆無明確終始界線且常彼此牽連

或相互補述（如衛星情節可補充核心情節未能完整說明之功能）。因此，調整故

事層面分析方式除改以「掌握主題」為第一步驟外，亦將依循主題挑出附屬情節

並判讀何者為核心情節、衛星情節，進而說明衛星情節如何扣連（或補充）核心

情節。 

  此外，前測發現實際分析時不易區辨旅行書寫陳述各式元素所屬單位（如「動

作」不易明確切割自「事件」），試圖確認旅行故事選用的事件是否涵蓋動作或角

色更形困難，且其結論與研究問題一（重要故事元素為何？）無直接關聯。因此，

[圖 3-2]亦除去事件、場景、角色及動作之階層屬性而改視其為「基礎故事元素」，

藉此說明主題可安排情節並決定重要性，且具選擇哪些故事元素（事件、角色、

動作、場景）進入情節之決策力。 

    綜上所述，針對此問題調整旅行書寫故事元素的研究架構，將以掌握主題及

其如何安排情節重要性為主，無須細究每單位應歸屬哪類故事元素。但當故事主

軸（如主題或核心情節）常運用某類型故事元素為陳述對象時（如[圖 3-2]所示，

可能由右下角「動作」類型元素進入三項情節單位交疊處而為「故事要素」），此

現象或可凸顯旅行書寫常操作某類型故事元素組成情節及主題之情事，因此亦須

另加說明解釋。 

2. 類目分析功能彼此重疊 

    前測分析之二樣本皆曾遭遇敘事單位分析功能重疊之問題，如〈迷路席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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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故事主題與言說架構之宏觀命題時所得結論皆為：第一，作者行經席耶納獲

得最大樂趣為悠遊於巷弄間；第二，作者由他者提供資訊（其它旅遊指南與當地

居民介紹）介紹席耶納歷史與傳統。 

    由前測發現可知，本研究原初規劃將旅行書寫分為故事與言說二面向，但其

各擁敘事單位卻常歸結出相似分析結論，如故事主題與言說宏觀命題或核心情節

及言說微觀命題皆可能重複闡述。為此，本研究顯須再行確認二類目（「主題／

情節」與「宏觀命題／微觀命題」）之分析功能及目的，以決定是否有合併分析

單位之需。 

    以〈紅磚砌成的哥德式城市─西耶納〉為例可歸納幾項故事主題：第一，作

者描寫西耶納知名建築物外觀及特色；第二，作者觀察來往人群舉止；第三，說

明西耶納既存歷史與傳統文化活動。由此，自主題可繼而推展核心情節：第一，

西耶納設計如日晷的田野廣場與鐘塔是城市最大特色，使作者心嚮往之；第二，

西耶納幾百年來之歷史事件（戰爭）使城市發展有戲劇性起落；第三，古式賽馬

與教區生活特徵是西耶納市民傳統文化的主軸；第四，當居民與遊客如何共存於

西耶納知名建築空間，眾生相亦為旅行風景；第五，介紹郊區聖卡卡諾「石中劍」

典故；第六，描述作者眼見當前聖卡卡諾已成廢墟之景況與感觸。 

    而此樣本之宏觀命題應為：第一，作者記錄遊歷（包括西耶納與聖卡卡諾）

所見之景與其感受；第二，介紹異地過往歷史意義及其特殊傳統文化。分析結論

不同以於故事主題為分析單位之處在於，最高層次之宏觀命題甚至負責陳述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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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行書寫目的，自然不同於主題「概述故事內容」之功能，因此，解釋言說命題

的作用應在論述不同層次之敘事意圖。 

    簡言之，分析言說宏觀命題旨在洞悉作者嘗試於此故事達成哪些傳播行為

（如介紹資訊、塑造某地氛圍或表述個人價值觀），並藉此掌握微觀命題各自肩

負的敘事任務，由此始能回應研究問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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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正式分析時尚不需合併故事主題與言說命題等類目，因二者皆具

論述旅行書寫特點之獨立觀察面向，雖可持言說宏觀命題協助釐清作者鋪陳情節

方式（如命題所示敘事目的即可能影響作者揀選故事情節之規則），卻不可混淆

命題（包括宏觀及微觀）與主題（或情節）解釋功能而認為言說命題係判讀「故

事概況」之分析單位。 

3. 無明確分析範圍 

    以前測檢視研究架構亦發現，本研究進行正式分析或將面臨樣本討論範圍過

大之問題，其因在於前測以旅行書寫兩篇獨立章節為樣本範圍，前段分析步驟（故

事元素及言說技巧）已可取得足量素材分析敘事元素組成特點與意義。但當正式

研究須探究整本旅行書寫敘事狀態時，完整說明全書故事元素特點及言說技巧將

拖延研究效率及篇幅。況且本研究三項問題意識皆無須依敘事單位出現數量多寡

闡明分析結論，應以能否充分探究論述層次回答研究問題為考量。針對上述分析

篇幅及層次深淺問題，本文將重新調整處理樣本之程序與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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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正式研究樣本依舊採《地址：威尼斯》及《幻想威尼斯》二書，但研

究步驟改以區隔出二分析階段並搭配不同樣本分析範圍。 

    第一階段主要回應研究問題一與問題二，須解釋故事元素及言說技巧運作狀

態，故將自二書各自挑出講述同樣地點或主題（如記錄遊歷相同城市或同樣介紹

當地美食）之篇章，以此獨立章節為討論故事元素（主題、情節為何及是否有特

常出現之元素類型）與言說技巧（如安排言說時間或節奏之方式）之範圍，並簡

述此章蘊含言說架構。 

    第二階段擴大討論全書以釐清言說架構為論述主軸，包含書名、章節命題與

結構組成形式（各章安排段落或文句之形式已於第一階段完成），藉此綜覽整體

旅行書寫敘事組織模式及目的。 

  此外，比較二樣本鋪陳旅行書寫之策略異同，亦修改範圍而聚焦於言說架構

（命題與結構）分析單位，故討論故事元素與言說技巧二部分時僅說明各樣本安

排敘事單位之狀況，而不比較二樣本選擇故事元素及言說技巧之異同。因此，綜

觀二樣本並比較旅行書寫策略之研究方法將於第一階段各自闡明章節內文言說

架構後進行比對，第二階段亦先釐清二書規畫言說架構之狀態，再解釋其間異同

是否顯示旅行書寫敘事特點及傳播功能。 

三、第二次前測個案說明 

    執行第二次前測旨在確認調整研究架構後是否提高可行性，故另於《我的托

斯卡尼度假屋》（韓良憶，2005）及《慢遊，托斯卡尼》（宋新民，2006）二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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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描述小城聖吉米釀諾（San Gimignano，或譯聖吉米納諾）之獨立篇章〈聖吉

米釀諾雨中的 Vernaccia〉與〈中世紀的曼哈頓─聖吉米納諾〉。 

四、第二次前測發現 

    以下將按第一次前測後修改之分析單位及討論範圍，依次說明第二次前測研

究結果。 

1. 故事主題 

    〈聖吉米釀諾雨中的 Vernaccia〉規劃三項故事主題，分別為：介紹聖吉米

釀諾建築保留下的特色、記錄作者遊覽經歷並解釋自己為何喜愛聖吉米釀諾。〈中

世紀的曼哈頓─聖吉米納諾〉三項故事主題各為：描繪聖吉米納諾城內街道景觀，

說明中世紀聖吉米納諾興盛與發展停滯之由，將城內所見人物行動視為旅行景

觀。 

2. 故事核心事件與衛星事件 

    〈聖吉米釀諾雨中的 Vernaccia〉核心情節之一為作者在某酒館品嚐當地知

名白葡萄酒 Vernaccia 以躲開店外遊客人潮，正巧又逢午後雷陣雨反而得以繼續

逗留多喝杯葡萄酒，觀看難得空曠的街道以體會山城之美。以此為軸線發展之衛

星情節分別為：第一，建築特色引來川流不息的觀光人潮使熱門景點（西斯妥廣

場）因常年座無虛席而有比他處更高額的物價。第二，夜晚遊客散去後更能於空

曠石板路上體會聖吉米釀諾清境、朦朧之美。 

    因韓良憶試圖區隔自我旅行情境與觀光旅遊，選擇故事素材亦以此經驗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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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核心情節因而敘述：「也好，索性回到原來的桌旁，再來一杯 Vernaccia，坐看

大滴的雨點，重重敲打在總算一個遊人也沒有的石板路上」（頁 145）。 

    而前述二項衛星情節分別陳述觀光人潮相關事件（物價較高）與場景（廣場

滿是喝咖啡、看建築的觀光客）以及入夜後清境的聖吉米釀諾，其旨皆在堆疊作

者為故事後段核心情節賦予之價值。 

    〈中世紀的曼哈頓─聖吉米納諾〉為服膺主題（描繪聖吉米納諾城內街道景

觀）之核心情節，即作者自城南盛喬凡尼城門進城並陸續觀察聖吉米納諾建築特

色（古老窗櫺、長窄的石板路、各式小店鋪、鐘樓、露天咖啡廳與幾座廣場）。 

而以此為情節主軸發展之衛星情節則為作者因友人委請推薦托斯卡尼境內值得

一遊之景，突然回想起美塔之城─聖吉米納諾。 

  此例因而顯示，作者安排衛星情節係產生於核心情節之前。不同的是，韓良

憶如此安排旨在烘托核心情節所營造之旅行氣氛與價值，宋新民則運用簡短衛星

情節為此主題範圍核心情節之導言。 

3. 故事線／言說線時間次序 

    以敘述此城歷史發展為例，韓良憶非採直敘方式（順應客觀事件發生時間次

序講述事件發展）而自故事線中段開始介紹： 

        西元 1348 年，托斯卡尼爆發瘟疫，肆虐四十餘年，整個托斯 

        卡尼有一半的人口死於這場疫病，聖吉米釀諾未能倖免於難， 

        城市的發展從此停滯不前，小城的中世紀建築和風情反而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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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保存下來，也因此被列入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 

        名單中（頁 142）。 

    隨後，韓良憶於下個段落回溯至 12、13 世紀並描寫聖吉米釀諾因發展興盛

而開始興築高塔炫耀財富之故事情節，此跳敘而後倒敘之言說技巧顯將深化讀者

對此城興衰起落不定之感。 

    同樣安排說明城市歷史之主題與情節，宋新民則全採直敘言說技巧，自朝聖

文化賦予聖吉米納諾興盛機會之情節為首，直至「如今，一波接一波的觀光人潮

似乎又把聖吉米納諾帶回往昔中古時期的榮景」（頁 69）。 

    不過，若作者僅直敘「事件」串連歷史情節恐稍嫌單調。因此，宋新民雖以

直敘為講述史事之主要言說方式，仍於其中跳敘幾句表述旅者「現今」位於同樣

故事場景之所見所感。如描述當年極盛時期城中曾林立七十幾座塔樓後說：「但

滄海桑田，如今只留下 13 座供人憑弔。想當年的意氣風發，卻不知失落在哪個

年代，好似塔頂竄動不息的風雲，令人謂嘆世事變化莫過於此」（頁 68）。 

4. 故事線／言說線時間頻次 

    〈聖吉米釀諾雨中的 Vernaccia〉論及旅者曾三次造訪聖吉米釀諾，言說策

略卻不安排次次詳細說明。例如，雖每回旅行至此皆購買冰淇淋（故事線），卻

以「反覆關聯」策略僅於言說線敘述一次涵蓋實際多次重複經驗，由此可推估「購

買冰淇淋」之舉應為此旅行故事衛星事件，故「濃縮」頻次以避免冗長或模糊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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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紀的曼哈頓─聖吉米納諾〉一文較明顯的頻次差異在於作者講述聆聽

廣場樂手表演。雖說三位樂手演奏數首曲子且結束時總有人鼓掌賞錢，作者卻選

擇其中某段具波西米亞牧歌味道的曲子描寫聆聽時的感受、想像以及演奏完畢時

眾人反應。不同於前述韓良憶作品，作者宋新民此處反將此段敘述安排為核心情

節，由此可見運用「反覆關聯」言說技巧之功能或能匯集平凡（頻繁）事件而凝

聚核心情節之高潮。 

5. 故事線／言說線持續時間 

    韓良憶介紹聖吉米釀諾歷史與建築特色由來之情節，皆摘要講述並省略故事

線大部分事件情節（如城市發跡緣由以及瘟疫發生後幾個世紀內如何變遷），其

它包括作者幾次旅經聖吉米釀諾的瑣碎感想，亦以摘要技巧快速描述。唯獨進入

酒吧品嚐 Vernaccia 且幸運躲過大雨之事，言說線同時浮現場景畫面、角色對話

與聲音，可見作者放慢敘述此段核心情節的步調之意圖，並運用「延續」言說技

巧使此核心情節遠較其它事件更形鮮明立體。 

    而宋新民之作品描寫進城後所見採「場景」言說技巧，如「自高大的城門口

往裡望，就可瞧見一座高塔矗立在遠遠的街底，尖塔在拱門下，襯著藍天，十分

有味道」（頁 64），或「我信步向前，貼近一座高峻挺拔的四方形塔樓，站在塔

底下抬頭仰望，它高聳入雲，睥睨一切」（頁 65）。因講述故事速度（言說線）

貼近事物實際運作時間（故事線），讀者此處宛若跟隨作者之旅行腳步與眼光一

路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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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當作者安排旅行畫面加入旅者心境，言說線講述時間便長於事件實際發

生時間而成「延續」言說技巧，如：「一走進這裡，讓人不免有時光倒錯之感，

我緩緩環顧廣場四周的府邸、教堂及塔樓，試著將方才嘻笑喧鬧的心情沉澱下來，

降低和同伴說話的聲調，深怕太過驚擾這個數百年來似乎仍在沉睡的小城」（頁

65）。同步記述故事場景與角色行動（包括內心意識），於是實際步入廣場與降低

音量之舉花費時間短於完成此段情節所需言說時間，讀者因而有足夠空間體繪旅

者體驗之內外觀感。 

6. 距離 

    當韓良憶以摘要或省略形式包裝城市歷史背景時，僅以全景鏡頭快速且遠距

離呈現聖吉米釀諾。但因其擁有「美塔之城」別稱，作者安排核心情節選用「高

塔」（角色）與「築塔競賽」（事件）為故事要素，必須特意放慢言說節奏並「特

寫」聖吉米釀諾引人注目的塔樓建築。 

  此外，亦有採近距離言說技巧之例，如宋新民多以此方式呈現親身經歷：「桌

上的冰啤酒也換上此地頗負盛名的白酒，陽光下每個人的臉龐都帶著些微醺泛紅

的笑意，看來大家正十分滿意地享受一餐美力愉悅的托斯卡尼午宴」（頁 65），

或如「這個近乎封閉的中庭竟成為音質絕佳的演奏廳，音符在充滿中世紀氛圍的

時空裡盡情跳躍、迴盪。橫笛、豎笛的樂音原本就十分抒情，再加上這兩位外表

看起來有幾分潦倒的樂手，幾首田園風味的曲子從他們手中吹彈出來，竟頗有幾

分波西米亞牧歌的味道」（頁 70）；距離之近，宛如旅者伸手即可觸之故事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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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然紙上。 

7. 視角與焦點 

    韓良憶與宋新民皆以單一敘事者表現作者亦為旅者的語言情境，講述過程不

僅聚焦於個人遊歷聖吉米釀諾經歷，更以內部聚焦技巧呈現旅者鍾愛某段旅程的

理由與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當作者以單一敘事者立場講述遊歷聖吉米納諾故事時，舉凡

作者造訪前已存在的歷史文化資訊皆非作者親眼所見。此類採集自他方之故事素

材雖可由言說編入情節與主題，但作者無法親自參與此部分情節，因此僅能運用

歷史事件與相關角色（如朝聖者、城內貴族或大使）串連情節因果關係且聚焦事

物外部狀態，減少著墨當代場景細節甚至是歷史角色內心意識，以免旅行書寫喪

失合理言說視點。 

8. 語氣及語調 

    〈中世紀的曼哈頓─聖吉米納諾〉多處出現作者自言自語的內心意識軌跡，

如：「要不是曾經訂下嚴格的規矩：各家族建造塔樓的規模及高度均不得超越市

政廳 54 公尺高的格羅莎塔（Torre Grossa），真不知今天的模樣會不會更像美國

的曼哈頓？」（頁 67）。此處旅者語調展現的興味與好奇心亦為作者對此經歷（見

到中古世紀高塔林立的建築）流露的語氣，特別值得玩味之處即在於作者重視且

意圖於旅行書寫表達之異地特點。 

    不同技巧如韓良憶揣測遊客「吃盤有點貴卻不見得特別的番茄莫扎雷拉沙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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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心想「難得嘛，誰在乎這一點小錢哪？」（頁 142），因而流露些許「到此一遊」

觀光語調，不僅揭示旅者推敲遊客對遊覽知名景點持何種態度，亦驗證作者個人

對此「觀光心態」的些許排斥。因此，當言說語調異於整體故事語氣時，或將強

化作者試圖表述的旅行觀點及書寫語言情境。 

9. 章節言說命題與結構 

    可由宏觀言說結構（篇章標題）開始討論言說命題，如「聖吉米釀諾雨中的

Vernaccia」之宏觀命題在於引起讀者好奇「什麼是 Vernaccia？為何在雨中？」，

可見作者試圖以此標題（宏觀結構）營造出有別於一般人眼中的聖吉米釀諾，並

依此劃分三項微觀命題分別為：簡述聖吉米釀諾特色與歷史、描述遊客觀賞聖吉

米釀諾的型態、自己體驗此城的獨特之道，依此決定故事主題及作者該掌握之旅

行素材。 

    又如宋新民之篇章名「中世紀的曼哈頓」點明了將由「建築」或「城市屬性」

（「曼哈頓」對「紐約」的意義）為切入角度介紹聖吉米納諾。前言則以條列資

訊言說形式說明背景資訊（位置、人口與特色），內文包含二言說命題：一為作

者藉由串聯旅行經驗（所見景物與感受）重現聖吉米納諾現代景象與氛圍，二為

敘述相關歷史事件建構此城文化地位與特色。 

  因此，呼應第一項宏觀命題之微觀命題可由段落間組成形式窺見言說命題的

「宏觀─微觀規則」，如段落由講述城市全景（旅者外部環境）、部分角落細節、

遊客在城中享受午餐的姿態聚焦至作者個人停下腳步觀看四周而浮現寧靜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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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者內部感知）。微觀命題扣連方式顯示旅者由觀察、描述至感受自我心境之

過程全由宏觀命題敘事目的主導，此例所示微觀命題堆疊宏觀命題之過程即為

「宏觀─微觀規則」。 

10. 全書言說命題與結構 

    《我的托斯卡尼度假屋》全書言說結構可分：書名、書名引言，其後為序言、

目錄、附錄與正文，正文內容又劃分六項微觀結構且再細分為各獨立篇章，各章

或含有補充資訊。書名首先揭示全書宏觀言說命題「如何遊歷並享受托斯卡尼」，

六項區隔正文之言說結構各有與其對應之言說微觀命題，如旅行方式（居遊）、

體驗旅途事物之面向、依旅行地點認識托斯卡尼等。 

  研究者可依宏觀命題與微觀結構之關聯（如書名展現宏觀命題與內文六項言

說結構）推敲作者如何安排微觀命題（如六項結構對應之言說命題或更微觀之篇

章命題）達成敘事目的。 

    綜觀《慢遊，在托斯卡尼》言說結構可得分析結果為：書名、書名引言，其

下有目次、自序、正文與後記之分，正文又細分四部分而各具獨立篇章。言說命

題方面以「書名」單位為例，「慢遊，在托斯卡尼」後接引言：「這裡有徐志摩筆

下令人心醉神馳的『翡冷翠』，英國『搖滾詩人』史汀選擇在這裡置產生活，美

國暢銷作家法蘭西斯‧梅耶思一連寫了三本書歌頌她。到底托斯卡尼有何魅力？

這個一生一定要去的地方正等著你來發掘她的美！」，可見宏觀命題旨在確認作

者旅行書寫範圍（托斯卡尼）及目的（親自探尋並體驗托斯卡尼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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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正文劃分言說結構具備之相對微觀結構與命題扣連關係，亦可討論言說

架構之「宏觀─微觀規則」（不單觀看結構或命題二項），如「玩在托斯卡尼─漫

遊大城小鎮」此部分言說結構（已為「正文」敘事單位之微觀言說結構）之微觀

階層另區隔出 13 章節，各章節以描繪托斯卡尼著名城市為目的，其命題服膺宏

觀命題揭示之敘事目的，即以各城鎮特色組成作者眼中的托斯卡尼及其魅力，甚

至可上溯至「書名」單位揭示作者強調「慢遊旅行」之敘事意圖。 

五、第二次前測發現研究方法障礙與修正 

    由上述第二次前測簡略結論可知，按第一次前測結論修改分析單位與論述範

圍確實提高研究可行性且更貼近問題核心，如由故事主題、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

等敘事單位扣連方式判讀旅行書寫有無偏重某故事元素（如角色或動作），相較

於修改前單就各元素出現次數判斷重要性，將能更準確回答問題一關懷核心（使

旅行書寫成為故事的重要元素為何？）。 

    但遵循研究步驟完成第二次前測後仍有問題尚待修正，以下將簡單陳述並說

明本文修改方式： 

1. 言說分析單位名稱 

  分析言說技巧第三步驟「故事線／言說線持續時間」旨在觀察客觀事件實際

運作所需時間（故事線）與作者陳述所費時間（言說線）之對應關係，Genette

（1972/1980）提出此敘事分析單位目的不僅為描述言說所用時間篇幅，更在於

協助研究者討論「說故事速度」之意義。因此，此處分析應以描述言說速度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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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釋其功能與意義為目的，故擬將單位名稱改為「言說速度」以貼近討論重點。 

2. 合併言說分析單位 

    第二次前測完整執行本文規劃步驟後亦發現，「言說技巧」概念下之分析單

位過於繁雜而易阻礙討論深度。前章雖曾論及言說視點涵蓋範圍可細分如距離、

視角、語氣等項目（Genette, 1972/1980），但總括而言，操作各式手法協助讀者

觀看旅者旅行經歷（包括所見景色、體驗與感受）即係言說安排故事元素之過程，

分析目的仍在釐清旅行書寫利用言說為讀者設計何種「觀景窗」。因此，作者透

過何種言說立場結合故事元素來說故事係為分析主軸，而非窮盡樣本內言說技巧

並探究其歸屬何類敘事單位（如距離、視角或語氣）。 

    如[圖 3-3]所示，左方客觀事件即旅者實際旅行體驗，必須通過各式言說技

巧安排而成右方有系統的故事主題與情節（即讀者所見旅行書寫內容），其中穿

越的模式即為旅行書寫特有之「觀景窗」。 

 

 

 

 

[圖 3-3]：言說技巧重組客觀事件為旅行故事之概念圖 

來源：本研究 

    言說功能在於串連故事元素（包括主題、情節等），表現敘事者看待客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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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形式與態度（Martin, 1986）。因此，[圖 3-3]反映本研究如何持此觀點分析言

說技巧，藉以理解旅行書寫挑選真實經驗為素材並組合成完整故事之策略。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匯整分析功能相近之距離、視角與焦點、語氣及語態三

項單位為「言說視點」，不另刻意獨立觀察及討論某單位之敘事功能，如此更易

自完整敘事情境考量作者安排說故事立場之策略。 

 

第五節 小結 

 

    本章旨在定義旅行書寫相關概念及分析範圍並解釋樣本選用原則及執行步

驟與分析層次，第一節以文獻探討介紹之敘事類目對應至旅行書寫，確認研究處

理故事元素、言說技巧與言說架構三部分之分析單位。第二、三節則分別說明如

何持問題意識挑選研究樣本並規劃研究方法及討論程序。為排除其它可能影響研

究發現卻非研究關懷之變項，本研究選擇以「書籍」為文本模式且須自助完成旅

途並獨自撰寫旅行故事，最終以書寫相同旅行地點之《地址：威尼斯》（韓良憶，

2007）與《幻想威尼斯》（林玉緒，2004）二書為研究樣本。 

    為確認本文規劃之研究方法可行且研究發現適合回應問題意識，第四節進行

二次研究前測以試探方法缺失，依次各挑選兩篇以章節為單位之旅行書寫樣本執

行前測。結果發現探究某些故事元素與言說技巧分析單位之結論過於瑣碎且無助

於回應研究問題，因而改以論述故事主題與情節扣合關聯為旅行書寫故事層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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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範圍，並以[圖 3-2]表示不再視其它故事元素具功能複雜度階層差異。 

    討論言說技巧方面除修改「言說持續時間」單位名稱為「言說速度」外，又

合併言說距離、視角與焦點、語氣及語調為「言說視點」，其旨在於跳脫歸納各

敘事元素屬性而使研究能專注於觀察故事與言說組成旅行書寫之過程。 

    另改變研究討論樣本範圍，研究層次自故事元素、言說技巧至言說架構皆討

論二樣本所具單一章節為限，繼而自第三層次（言說架構）擴大分析範圍至全書，

旨在探究旅行書寫規劃言說架構之策略。此外，比較二樣本策略異同之論述僅於

研究第三層次進行，而不另於故事元素或言說技巧部分細究。 

    綜上所述，本章修改後之研究層次如何對應研究問題之關係如下： 

1. 故事元素：討論樣本篇章故事主題與情節扣連狀態，藉此釐清旅行書寫採取

哪些素材組成故事，並由情節疊合處（如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皆陳述相同對

象）判斷何類元素常為旅行書寫故事要素，以此回應問題一：旅行書寫運用

哪些敘事元素使其成為故事？重要元素為何？ 

2. 言說技巧：分析各篇章運用言說技巧之狀態，並由研究發現討論旅行書寫如

何藉言說技巧凸顯或淡化故事元素（以主題或情節為分析單位），以此回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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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言說架構：自獨立篇章擴大樣本觀察範圍至全書，解釋旅行書寫決定哪些言

說命題以及如何安排言說結構達成目的，旨在藉言說分析探究敘事目的以及

完成目的之手段，得以回應研究問題三：除了傳遞資訊，旅行書寫的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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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完成了多少傳播行為？ 

    上述三項為本文依循研究設定之研究步驟與討論層次，將於下章論述正式分

析所得研究發現及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