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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料分析 

    本研究旨在分析旅行書寫敘事特色，盼能說明旅行故事「說什麼」以及「如

何說」之規則，包括旅行書寫採取哪些素材組成故事、其組成形式為何、敘事功

能與目的為何等。本章將針對研究目的依次說明分析過程與研究發現，第一節介

紹分析樣本使用之基本資料（包括旅者／作者、旅行範圍、旅行與書寫方式），

並將說明第一至第二分析階段之討論範圍。第二節至第五節擷取個案書寫特點並

按前章規畫之研究架構說明資料意義，旨在解釋旅行書寫安排故事元素、言說技

巧與言說架構之狀態，進一步比較言說架構異同及其意涵，藉此洞悉旅行書寫有

別於傳遞資訊之其它傳播功能或目的。第六節則回顧整體分析結果兼而回答本研

究之研究問題。 

 

第一節  樣本資料概述 

 

    前章業已說明，本研究選擇獨立作者撰寫旅行過程再經出版社發行之書籍為

研究樣本，旨在減少其它可能影響研究發現之媒體運作因素。因此，本研究以「單

一作者出版書籍」形式為挑選樣本首要標準，其次以「描述相同旅行地點」為篩

選規則，藉此避免作者因描繪不同地景而採不同敘事策略以致產生難以比較之窘

境。由此，本研究所選皆屬自助旅行之書寫，包括《地址：威尼斯》（韓良憶，

2007）與《幻想威尼斯》（林玉緒，2004）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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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址：威尼斯》 

    本書作者韓良憶與夫婿 Honig 二度採「居遊」方式遊覽義大利水都威尼斯，

爾後獨力撰寫此書並記錄旅行體驗（以下簡稱本書為「樣本一」）。全書偶有照片

輔助說明，係由Honig負責攝影工作。然因本研究分析旅行書寫時皆以文字為主，

圖片取角或構圖所具功能與目的本非研究範圍，故仍視此作品之書寫過程為韓良

憶個人作品，並未針對圖片內容（如攝影取角或構圖）之敘事意涵另作討論。但

選取哪些圖片搭配文字說明應仍為作者書寫決策，似可解釋「如何說旅行故事」

之言說策略，故作者安排文字與圖片之選擇應俱屬本研究討論範疇（參見本章第

三節之「言說技巧」）。 

    《地址：威尼斯》依不同旅行主題規劃而章節獨立，皆以旅者遊覽地景（如

威尼斯眾多廣場）或特別行動（如飲食）為準則，各有所屬特定描述對象。本研

究挑選韓良憶描述「威尼斯小酒館」第八章，篇名：〈沒逛過酒館，沒到過威尼

斯？〉為分析故事元素及言說技巧的討論個案（以下稱「個案一」）。 

    執行分析時，首先掌握此篇故事主題以釐清所屬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進而

陳述類目範圍疊合之處並探究其主要故事元素。 

二、《幻想威尼斯》 

    作者林玉緒現為旅遊文字工作者，曾自助旅行造訪威尼斯並撰寫《幻想威尼

斯》。全書文字與攝影圖片皆獨力完成，以文學筆觸記錄個人旅行經驗而非報導

類文本，本研究因而選取此書為第二份研究樣本（以下簡稱本書為「樣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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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書講述亦以威尼斯為主軸並依不同主題規劃各自獨立之章節。由於前章已

設定正式分析時僅挑選單一篇章各自陳述樣本選定之故事元素及言說技巧，並以

描寫相同景觀或主題為比較標準，執行時挑選本書篇名〈小酒館的回憶〉一章（以

下稱「個案二」）對應前述韓良憶之〈沒逛過酒館，沒到過威尼斯？〉。下節即以

此二篇文章（個案一、二）為本研究第一與第二階段小範圍樣本，討論各自安排

故事元素之特點與意義。 

    個案一主要講述威尼斯常見的小酒館，這種酒館供應各式酒類與簡單餐飲，

憑藉獨特經營方式成為威尼斯人日常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作者韓良憶旨在介紹此

類小酒館的形貌、氣氛以及她與丈夫實地考察的特殊經驗。個案二同樣以威尼斯

小酒館為描述對象，作者林玉緒除簡單介紹小酒館起源與經營特色外，皆以曾造

訪且印象深刻的六間威尼斯酒館為書寫對象。相較於全書講述篇幅而言，二篇皆

藉「記錄威尼斯小酒館」呈現威尼斯旅程之片段，下文將就故事元素、言說技巧

與言說架構分別討論個案一、二之旅行書寫策略。 

 

第二節  旅行書寫故事元素扣連之分析 

 

    故事主題多藉情節累積而成，其意義涉及概述、解釋因果關係或給予評價，

因此一篇旅行故事可能具備多項主題（Barthes, 1977）。本研究即憑上述敘事功能

判讀個案一、二蘊含哪些故事主題，藉此掌握相關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分布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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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一、概述「個案一」之重要故事元素 

    此文安排之三個故事主題皆以「酒館」場景為描述對象，作者分從「文化」、

「體驗過程」與「推薦」三個面向決定故事主題走向。[表 4-1]可見主題一（「逛

酒館」是威尼斯居民日常生活的傳統）發展出兩個核心情節，皆以酒館空間為故

事場景分述威尼斯人「日常活動與酒館」的關係（核心情節一），兼及酒館內琳

瑯滿目「酒類與餐點的美味」（核心情節二）。 

表 4-1：個案一旅行書寫故事主題與情節扣連狀態 

故事主題一：「逛酒

館」是威尼斯居民

日常生活的傳統。 

核心情節一：介紹威尼斯人逛

酒館的習慣，解釋傳統小酒館

深植威尼斯人生活的原因。 

衛星情節 1：某位義大利人（為

作者友人）曾推薦作者，造訪

威尼斯必得體驗酒館文化。 
衛星情節 2：說明威尼斯傳統

小酒館的不同名稱與經營型

態。 
核心情節二：描述傳統酒館販

售酒類與餐點之特色  
衛星情節 1：解釋「ombra」
一詞為何成為威尼斯人「喝杯

小酒」的代名詞。 
衛星情節 2：作者評斷威尼斯

小酒館的酒類與餐飲水準的

經驗。 
故事主題二：記敘

作者逛威尼斯酒館

的有趣經驗 

核心情節：某次特地巡遊幾家

小酒館品嚐佳釀美食。 
衛星情節 1：午後在小酒館喝

至微醺時觀察周邊其他食客

如何互動。 
衛星情節 2：簡述某家小酒館

已有開業五百年的歷史。 
故事主題三：介紹

威尼斯值得一再報

到的小酒館 

核心情節：記述各家酒館「經

典」之處，如哪家應該點什麼

酒或哪家的餐點比較美味。 

衛星情節 1：共處於酒館的威

尼斯居民或遊客偶爾會與作

者交談互動。 
衛星情節 2：描繪各家酒館空

間規畫與整體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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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同樣具備場景元素，但核心情節一運用較多「動作」元素1，如：「反正

本地客人一本威尼斯商人的務實作風，通常沒有在酒館裡一待個把鐘點的習慣，

而是在辦完事或下班回家的路上，拐過來喝一杯波歇渴氣泡酒（prosecco），吃兩

口小菜，吃喝完了和酒保和酒館裡其他常客聊個兩句，便打道回府，所以用不著

做下，站著就行了」（頁 140），也因此決定了衛星情節補述威尼斯小酒館場景特

色：「一直到現在，仍有小酒館恪守傳統，只供立飲立食，僅賣酒和涼菜小吃，

而且到晚上八點多就打烊，擺明不做晚餐的生意」（頁 140）。 

    相較於核心情節一，核心情節二則藉描述各類店內食物及擺盤構築酒館內部

陳設細節，因而較常運用「角色」元素2，如：「典型的傳統酒館一進門就是木頭

櫃台，台上的玻璃櫥櫃裡擺了一盤盤 cicheti（另一拼法為 ciccheti），也就是下酒

小菜，有洋蔥醋漬沙丁魚、水煮蛋、肉丸（polpette di carne）、火腿臘腸、乳酪，

以及義文叫 panini 的夾餡麵包等」（頁 140）。 

    依上述觀之，同樣為呈現酒館與威尼斯人的關聯，附屬於相同主題的核心情

節可能分別自「動作」與「角色」烘托此場景內運轉的生活樣態。 

    相關衛星情節則多用以解釋核心情節未能敘述之處，如發生於場景（酒館）

或其它時間外之事件則安排於衛星情節以補充與故事主題相關歷史背景，如說明

                                                 
1 依第三章所述，「動作」元素可定義為：故事角色有所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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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處提及「喝」、「吃」、「聊天」或「站立而食」

之舉皆屬「動作」元素。 
2 依第三章所述，「角色」元素之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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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出

現，能否視其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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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處描繪「各

式下酒菜」皆為「角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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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傳統小酒館的不同名稱與經營型態，或解釋「Ombra」一詞於威尼斯飲酒

文化的歷史淵源（見故事主題一）。此衛星情節亦有引導故事進入核心情節呈現

實際旅行情境之功能，如故事主題一之衛星情節 1 係描述某位義大利人曾推薦作

者造訪威尼斯時必得體驗酒館文化。 

    故事主題二（見[表 4-1]）描寫作者體驗威尼斯酒館的風味，核心情節便以

某次特地走訪各家小酒館的事件為主軸，依事件順序呈現此趟享受佳釀美食的過

程，且多描寫「食物」角色元素。衛星情節記述作者與酒館老闆及其它食客零星

互動的插曲，旨在表現人際互動之對話或其它舉止等動作元素，如：「有一對中

年男女聊得正高興，如歌一般的義大利語一波波地傳送至我的耳畔，我彷彿聽懂

了幾個單字，其實根本搞不清楚他們到底在說些什麼。這樣朦朧曖昧的瞬間，很

容易就使得異鄉的旅人驀地恍惚起來」（頁 144），其與主題試圖呈現的酒館空間

實無明確關聯性，且偏向記述作者個人感受而非補述場景特點。 

    故事主題三列舉了作者喜愛的幾間小酒館，但未明確指出店址及其它資訊，

仍以故事情節串連酒館特色及作者遊歷趣事。此主題掌控之核心情節皆在介紹各

酒館經典餐飲（故事角色），如迷你酒館 Osteria Da Lele 的美味 panini 與 ombra

酒，或是 Bancogiro 特製的糖心蛋及品質優良的 Chardonnay 白酒。 

    酒館空間或往來人物等場景與角色的刻畫反屬衛星情節，功能為建構酒館氛

圍與周邊環境之輪廓，如描繪 Al Marca 的雅痞氣息：「上午時分，可以看到挽著

菜籃或拉著菜籃車的老人和主婦，來這裡小啜一杯；中午和近傍晚時，則換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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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族來吃午餐或喝杯飯前酒」（頁 148）。 

    綜上所述，個案一以威尼斯小酒館為敘述對象，主題與核心情節多以「場景」

元素為主軸，或介紹餐飲等「角色」元素以組成酒館空間之更細微面貌。當旅者

專訪各家酒館之過程成為核心情節時，除介紹餐飲特色外更強調作者尋找與品嚐

美食等行為，因此核心情節亦強調「動作」屬性之故事元素。 

    衛星情節之敘事功能則在於牽引故事核心情節，如以「某位義大利朋友強力

推薦作者逛酒館」銜接更重要之核心情節「描述威尼斯人生活方式與酒館的關聯」。

此外，衛星情節亦能補述核心情節未能顧全解釋之故事細節，如說明「 

Ombra」一詞成為威尼斯人「喝一杯」代名詞之由來，或說明各類型酒館（bacaro、

osteria 及 tapas bar）經營型態差異。因此，衛星情節陳述主軸多為「角色」或「事

件」元素，較少出現「動作」性質之故事元素。 

    由此可自〈沒逛過酒館，沒到過威尼斯？〉一文呈現主題、核心情節與衛星

情節關係發現，故事主題多以「場景」（小酒館）元素為主要對象，因而核心情

節常以與此場景相關之「動作」與「角色」元素安排故事內容；相形之下，衛星

情節則多選擇具解釋用途之「事件」鋪陳或補充故事主軸。 

二、概述「個案二」之重要故事元素 

    此文與前述韓良憶作品安排之故事元素關係稍有不同。〈小酒館的回憶〉故

事主題仍以「場景」（小酒館）元素為主要描述對象，但全篇故事只有一項明顯

的故事主題：彰顯為何體驗小酒館是旅者貼近威尼斯人日常生活的路徑。附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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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節則多達六項（見[表 4-2]），彼此維持平行關係之緣由在於六項核心情節皆

陳述主題欲傳達之故事內容，即各酒館迷人與特別之處。 

表 4-2：個案二旅行書寫故事主題與情節扣連狀態 

故事主題：彰顯為

何體驗小酒館是旅

者貼近威尼斯人日

常生活的路徑。 
 

核心情節一：在小徑上意外發

現名為「La Pataina」的小酒

館，正巧座落於小運河畔。 

衛星情節 1：作者解釋自己審

核飲食標準以及喜愛小酒館

的理由。 
衛星情節 2：介紹威尼斯的

「Osteria」是哪種酒館。 
衛星情節 3：作者說明所屬星

座以解釋深愛水都威尼斯的

理由。 
核心情節二：描述自己著迷於

Antico Dolo 小酒館之處（食物

擺盤之講究）。 

衛星情節：飲食氛圍是旅行記

憶的重要部分（用餐周邊聲

響）。 

核心情節三：多年前造訪即結

下不解之緣的 La Zucca 小酒

館。 

衛星情節 1：回想首次與友人

造訪時的愉快情境。 
衛星情節 2：列出地址。 

核心情節四： Al Pantalon 小

酒館因位處充滿大學氣息的

Dorsoduro 區而深受青年學生

喜愛。 

衛星情節：解釋威尼斯歷史文

化中「Pantalone」一字附帶意

義。 

核心情節五：介紹 Osteria 
Giorgione 小酒館特色（附近

多以威尼斯畫派大師「喬喬

內」為名的商店，此處亦為可

品酒之 enoteca 型酒館）。 

衛星情節 1：說明「Osteria」
與「Enoteca」兩種威尼斯小酒

館的經營屬性差異。 
衛星情節 2：老闆的特殊威尼

斯口音是作者對水都的特殊

記憶。 

核心情節六：為了找尋教堂無

意發現酒窖式的 Enoteca 
Boldrin 小酒館，牆上高舉讚

揚酒神的標語。 

衛星情節：介紹某座位於

Cannaregio 的「奇蹟的聖母瑪

莉亞」特殊之處。 

各核心情節附屬衛星情節多寡不一，如核心情節一所具第一項衛星情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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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喜歡喝酒才去小酒館的，而是喜歡裡面那種難以言喻的氣氛。有些人用餐是

注重美味，即使站著吃也沒關係，只要舌頭滿足就好。至於我呢，則是捨本逐末，

就說是不切實際也可，我注重的是無形的感受」（頁 128），旨在簡述作者飲食偏

好及鋪陳後文所欲介紹的小酒館 La Patatina。 

    其後第二項衛星情節則解釋故事主題聚焦的酒館類型「Osteria」來歷：「在

早期的義大利，Osteria 提供旅人簡單的食宿，也是當地居民飲酒玩牌聊天之所，

更是流浪藝人的聚集地」（頁 128），如此才進入核心情節並描繪作者無意發掘

La Patatina 的過程及其內部空間特色：「裡面都是長條木桌及木椅，開向小運河

的不是羅曼蒂克的小窗，而是一扇門。鼎沸的人聲及食物的香味，就這麼大方地

向路人揮灑，就因為這份大方，反而招來更多想一親『小馬鈴薯』芳澤的顧客」

（頁 129）。 

    此文之故事主題仍以「場景」為作者描寫主要對象，故核心情節亦常刻畫場

景以求充分呈現旅者所見畫面。無論各核心情節所述時間點（記錄作者此趟旅程

或講述回憶）為何，故事主軸皆固定於威尼斯小酒館。 

    儘管核心情節所言為旅行書寫之主軸，其周圍仍存有許多攸關故事主題的瑣

碎經驗或資訊，因此作者猶需安排衛星情節以填補核心情節未能細述之敘事空隙

或為導言開展故事主軸（Chatman, 1978）。 

    基於上述敘事功能，個案二即可見衛星情節運用故事元素的屬性多元狀態，

不似核心情節彼此間係為切合故事主題而產生一致性（多採用「場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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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衛星情節旨在補充核心情節未及闡明之敘事空隙時，多以「事件」屬性之故事

元素為主要陳述工具，如核心情節五欲表現 Osteria Giorgione 小酒館經營特點就

得穿插衛星情節解釋酒館類型差異之處：「粗略而言，Osteria 是提供餐點的小酒

館，而 Enoteca 則是只提供酒單的酒窖，單喝不食」（頁 131），或直接以旅行場

景資訊為衛星情節之故事材料：「它的地址很簡單：『Dorsoduro 3958』」（頁 131）。

如此與旅行書寫故事主軸稍有區隔，既可補充故事內容無法涵蓋之資訊卻又不至

破壞故事完整性與連貫性。 

三、旅行書寫主要故事元素屬性 

    本研究問題一旨在釐清旅行書寫有何故事元素以及主要元素為何。綜合上述

分析可知，旅行書寫核心情節安排主要元素之屬性與故事主題選擇類型較為貼近，

且相同主題之核心情節所具故事要素類型相似性較高。相形之下，衛星情節為導

引出核心情節或補充吻合故事主題之其它相關資訊，所運用之故事元素屬性更顯

多元且與故事主軸較無直接關聯。 

    其次，以上章[圖 3-2]所示思考路徑觀察個案一與個案二安排之故事主題、

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間之關係與疊合狀態可知，旅行書寫所選故事元素類型多以

「場景」或「動作」為主，藉此刻畫旅者所見畫面及經歷並凸顯其特殊性。本研

究又自衛星情節選用元素情況得知，旅行書寫常視「事件」或「角色」為故事次

要屬性，慣依核心情節所述內容決定衛星情節功能（導引或補充）與敘述範疇，

而非直接由故事主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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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旅行書寫言說技巧及功能 

 

    前章曾依 Genette（1972/1980）討論言說時間的概念設定言說時間次序（直

敘、倒敘與插敘）以及言說時間頻次（以觀察「重覆關聯」或「反覆關聯」為主），

並於第四節執行第二次前測後合併言說持續時間之「摘要」與「省略」為「快速

言說速度」，統整「場景」、「延續」與「暫停」三項為「慢速言說速度」。此外，

亦將言說距離、視角、焦點、語調及語氣等項目統一為「言說立場」。 

    此節討論將按上述所示四個項目（言說時間次序、言說時間頻次、言說速度

與言說立場）依次闡明言說技巧，再就分析結果討論言說技巧搭配故事元素特點

後將創造何種旅行書寫之敘事「觀景窗」（見前章[圖 3-3]）。 

一、概述「個案一」之言說技巧 

    個案一安排言說線串連故事元素之時間次序係以「直敘」技巧為主，偶爾摻

入跳敘方式補述故事情節。如[表 4-3]故事線／言說線時間次序之例 1 所示，此

篇旅行故事由作者造訪威尼斯行前經驗說起，首先是友人里歐的大力推薦：「逛

酒館在威尼斯可是已流傳數百年的傳統…，因此你在酒館時碰到本地人的機會比

較多，也比較能看到威尼斯日常生活的一隅」（頁 138）。其後作者幾度遊歷威尼

斯皆不忘至酒館品嚐點酒菜，直至最近二次來此皆有丈夫陪同，故得以安排「巡

遊酒館」計畫專心品味威尼斯酒館的文化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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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個案一旅行書寫言說技巧分析 

故事線／言說線

時間次序 
例 1：引據義大利友人「里

歐」解釋體驗威尼斯小酒館

重要性之言談，中間補充說

明里歐的來歷及其與作者之

關係。 
例 2：說明威尼斯小酒館經

營特點及如何成為威尼斯人

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例 3：作者記述特地巡遊威

尼斯各酒館之過程，包括飲

食內容、與旁人互動及感

受。 

分析結果 1：以直敘為主，

背景說明則為跳敘技巧。 
分析結果 2：相關事件之故

事點無確切時間次序，故解

釋酒館名稱、所屬經營型態

等資訊應屬「跳敘」而無明

顯「直敘」或「倒敘」言說

技巧。 
分析結果 3：直敘言說技巧。

故事線／言說線 
時間頻次 

例 1：至酒館喝酒、吃些小

菜是威尼斯人日常習慣，此

客觀事件應頻繁出現於故事

線，然而對應至旅行書寫之

言說線僅單次說明此習慣之

流程。 
例 2：陳述巡遊威尼斯酒館

之歷程，如實記載光臨哪家

酒館、喝什麼酒及吃哪些美

食。 
例 3：內文介紹 Al Marca 與

Osteria Al Ponte 等幾間小酒

館亦附有店面照片及圖文說

明， 

分析結果 1：故事線重複出

現各點僅對應於言說線一

點，此為「反覆關聯」言說

技巧。 
分析結果 2：講述故事切合

客觀事件發生頻次，言說線

各點皆有與其對應之故事

點，此言說技巧為「多重單

一關聯」。 
分析結果 3：內文講述故事

元素重複出現於圖片或圖文

說明，當多個言說點僅對應

故事線上一點時，此即「重

複關聯」。 
言說時間速度 例 1：開頭簡述自己與丈夫

同遊威尼斯前已多次造訪威

尼斯且愛上小酒館氛圍。 
例 2：描繪典型傳統小酒館

自入門所見小菜、酒架上各

式酒類及店家手製海報。 
例 3：解釋「Ombra」一詞來

歷僅以事件串連因果關係而

無動作、角色或其它場景描

寫。 

分析結果 1：運用「摘要」

與「省略」技巧交代旅者過

往對威尼斯小酒館的印象，

加快言說速度略述此趟旅行

背景。 
分析結果 2：單純記述所見

物品以建構酒館場景畫面，

此處客觀事件發展時間接近

言說時間應屬「場景」技巧，

故可視為平穩的言說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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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4：巡遊酒館時描繪不同

酒類的口感以及品酒感受：

「我感覺得到體內的酒意慢

慢升起，索性倚靠在櫃台

邊。時值午後，日頭正烈，

炙熱的陽光卻曬不進位於窄

徑一側的小酒館…」（頁

144）。 

分析結果 3：簡單解釋旅程

相關資訊之緣由，摘要描述

可加快言說速度卻不至於省

略 
分析結果 4：不僅刻畫外在

環境狀態，亦花費言說時間

呈現旅者當下感知與心境，

超出實際客觀事件所需時

間，此刻旅行書寫顯已放慢

言說速度。 
言說立場 例 1：「『到威尼斯而不逛一

逛傳統的小酒館，簡直就沒

到過威尼斯！』里歐如是宣

稱」（頁 138）。 
例 2：介紹酒館經營型態與

場景特色，或解釋 Ombra 來

歷。 
例 3：記述巡遊酒館品酒歷

程，包括與店主或其他酒客

簡單互動之過程及感受。 

分析結果 1：引述友人（故

事角色）斬釘截鐵推薦威尼

斯小酒館之言，藉此語調映

證下文欲呈現的小酒館文化

重要性以及作者對此特色之

態度。 
分析結果 2：旅者並無實際

參與酒館文化成形過程，因

此介紹歷史與景點概況時採

第三人稱言說視角並以外部

聚焦視點呈現所得資訊因果

關係及遊歷環境，無法呈現

其他故事角色內心意識，但

仍可近距離描繪酒館裝潢或

食物擺設等場景細節。 
分析結果 3：作者運用單一

敘事者呈現旅行動線，可描

繪所見之景（外部聚焦）並

穿插個人感觸（內部聚焦），

亦近距離呈現餐飲外觀及滋

味。 

    記述旅者親身經歷之情節皆以直敘技巧鋪排而成，包括行前如何產生對威尼

斯酒館的認識、試驗對酒保說不同「行話」能點到什麼類型酒類以及巡酒之旅等

情節，皆符合故事線上客觀事件之發生時序。 

    但在故事進入巡遊酒館之核心情節前（見[表 4-3]言說時間次序），作者以「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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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技巧先行介紹與個人經驗較無直接關聯之其它情節，如威尼斯酒館文化由來、

趣味性及普遍風格，旨在建立讀者對「威尼斯酒館文化」的基本認知，如：「威

尼斯的傳統小酒館叫做 bacaro 或 osteria（複數形分別為 bacari 與 osterie），介乎

酒吧和 tratttoria（小酒館）之間，有點像是西班牙的 tapas bar，不同處在於，tapas 

bar 既供應涼菜，也有熱食…」（頁 140；括號內出自原書），此段隸屬故事主題

一之衛星情節。 

    其它如解釋逛酒館技巧：「從例牌酒的好壞，可以評量店家酒窖的水準」（頁

142），或者介紹巡遊過程某間酒館的悠久歷史：「坐落在魚市附近的這家小酒館，

開業已經五百多年了，櫃台兩端的臉孔不知已換過多少世代」（頁 144）。此類與

直敘技巧鋪陳情節並無直接關聯之資訊多以跳敘方式補入整體故事，多屬個案一

之故事衛星情節。 

    自故事線／言說線時間頻次可知，作者係運用「反覆關聯」言說技巧處理旅

行地之背景資訊（如文化歷史與生活習慣）。例如，威尼斯人逛酒館的生活文化

本屬頻繁發生之客觀事件，旅者本人並無全程參與經驗，故雖仍屬某部分旅行書

寫故事主題之核心情節，卻簡述實際運作頻次以淘汰與旅者無明顯關聯之動作或

其它故事角色。 

    相較於旅行地點背景資訊之言說形式，以旅者實際旅行經驗為主的核心情節

則多搭配「多重單一關聯」技巧，因此附屬於核心事件之「場景」或「動作」 

元素（如逛過幾家酒館或品嚐酒食、與人互動之舉）出現於故事線之頻次均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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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對應至言說線。此外，前節分析時曾論及個案一設定主題皆以「場景」為故事

要素，以威尼斯酒館為記述對象之旅行書寫亦於時間頻次言說策略反映此「場景」

的重要性，即採「重複關聯」技巧而於內文、照片及圖文等處重複述說某些酒館

之環境特色。 

    時間頻次言說技巧同時影響旅行書寫言說速度運作狀態及言說立場。當作者

以多重單一關聯或重複關聯技巧呈現故事核心情節（旅者實際體驗）甚至故事要

素（酒館場景與餐飲）時，連帶使言說速度轉慢以便得以「近距離」觀看旅行故

事核心要素，並轉採單一敘事者講述立場而合理聚焦於外部旅行情境與內部旅者

感知。 

    因此，旅行書寫之「觀景窗」旨在利用言說技巧聚焦於故事核心情節，且多

以旅者旅行經歷為記述對象，經由放慢言說時間、如實呈現各元素發生頻次並以

旅者單一敘事者角度帶領讀者領略實際旅程重要細節。以[表 4-1]所示故事主題

二（記敘作者逛威尼斯酒館的有趣經驗）所具核心、衛星情節為例，[圖 4-1]可

展現個案一之言說技巧如何配合故事元素而成旅行故事「觀景窗」。 

[圖 4-1]顯示，旅行故事主題如何安排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右下角方框），

圖中央所示四項言說技巧皆為配合此主題之核心情節所設定，因而可將此概念圖

視為表現個案一故事核心情節之「觀景窗」。 

至於「角色」或「事件」等旅行地背景資訊易於受到近似新聞報導的第三人

稱言說視角影響，常採較快言說速度簡略描寫以捨去與故事主題無關之素材，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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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件間之簡單因果關係串聯成衛星情節用以補充故事，或用以牽引核心情節而

少近距離描述細節或陳述旅者內心意識。 

 

 

 

 

 

 

圖 4-1：個案一故事元素搭配言說技巧形塑旅行書寫觀景窗 

來源：本研究 

二、概述「個案二」之言說技巧 

    個案二選擇排列言說線時間次序之策略與個案一近似，除核心情節三描述

La Zucca 小酒館採由旅行現況回溯記憶之倒敘技巧外，皆以直敘方式（如[表 4-4]

時間次序之例 1）展示故事核心情節（實際體驗內容），並以跳敘技巧（如[表 4-4]

時間次序之例 2）補充某些店家資訊（如地址）或故事主題背景知識（如 Osteria

為何種酒館型態），亦屬故事衛星情節補充或牽引核心情節之方式。 

表 4-4：個案二旅行書寫言說技巧分析項目與結果 

故事線／言說線

時間次序 
例 1：作者在記述發現 La 
Patatina 小酒館之過程突然

提及：「我的星座屬性為水，

這也是海會特別吸引我的原

分析結果 1：多以「直敘」

陳述旅行趣事過程，再使用

「跳敘」技巧添加旅者解釋

或回憶。 

放慢言說速度 

直敘經歷過程 

1.多重單一關聯：如實

記載動作次數。 
2.重複關聯：內文及照

片均呈現核心情節。 

近距離、單一敘事者

視角搭配內部與外部

聚焦。 

作者走訪

多間威尼

斯小酒館 

（經驗素材） 

（故事主題二） 

記敘作者逛威尼斯

酒館的有趣經驗 

巡遊幾家

小酒館品

嚐佳釀美

食 

1.觀察周邊其

他食客如何互

動。 
2.簡述某間酒

館開業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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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頁 129）。 
例 2：先介紹現今小酒館迷

人之處：「其實這種稱為

Osteria 的小酒館很合我的

胃口，它小小的，帶有粗獷

的鄉野味…」爾後才解釋：

「在早期的義大利，Osteria
提供旅人簡單的食宿，也是

當地居民玩牌聊天之所…」

（頁 128）。 

分析結果 2：先就當前時空

描繪小酒館特點，再回溯

Osteria 起源與過往樣貌，如

此由今至古鋪陳故事資訊之

言說技巧為「倒敘」。 

故事線／言說線 
時間頻次 

例 1：作者曾與友人造訪過

La Zucca 小酒館，此趟旅行

竟無意路過並再次進入用

餐。此段穿插描寫今昔於此

酒館品嚐美食之經歷。 
例 2：說明 Osteria 類型之酒

館受威尼斯人歡迎，亦常為

學生高談闊論用餐之地。 
例 3：內文描述小酒館菜色

的粗獷風格、奇蹟聖母教

堂、Antico Dolo 與 La Zucca
酒館皆附照片及圖文說明。

分析結果 1：真實世界發生

二次的客觀事件（至 La 
Zucca 用餐），旅行書寫亦穿

插講述以維持此經驗事件於

言說線之時間頻次，故為「多

重單一關聯」言說技巧。 
分析結果 2：客觀事件（學

生常聚集於 Osteria）發生次

數頻繁但旅行書寫僅簡單提

及一次，故為「反覆關聯」

言說技巧。 
分析結果 3：故事線上單一

客觀事件卻對應多個旅行書

寫言說點（內文、圖片及圖

文），此為「重複關聯」言說

技巧。 
言說時間速度 例 1：描述 Antico Dolo 環境

特色與旅者用餐經驗時，亦

摻入當下感受：「這是民族天

性，不管配色、用料…，看

似漫不經心，其實是用心考

究過的；然而他們的精緻是

大方的，細微處則自由發

揮，所以認為烹飪的最高等

級就是『幻想』」（頁 129）。
例 2：描寫奇蹟的聖母瑪莉

亞教堂外觀及周邊環境。 
例 3：簡述傳統 Osteria 小酒

分析結果 1：作者安排此處

放慢言說速度以拉長描繪故

事的時間幅度（言說線）。 
分析結果 2：單純以「場景」

技巧介紹景物輪廓及其與周

邊環境之關係，此控制時間

之技巧屬平穩的言說速度。

分析結果 3：作者未詳述

Osteria 酒館發展歷程或文化

歷程，而於言說線壓縮客觀

事件實際運作時間，此摘要

（甚至是省略）技巧表示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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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場所功能與用餐氛圍。 行書寫加快了言說速度。 
言說立場 例：介紹 Patatina 不僅刻畫

場景外觀、說明地理位置還

提及旅者星座以解釋喜愛

La Patatina 的理由。推薦其

它酒館時除記述酒館佈置及

餐飲特點外，亦摻入旅者感

知或回憶。 

分析結果：作者採單一敘事

者言說視點呈現遊歷各家酒

館之體驗，因此可靈活運用

外部聚焦描繪外界景觀或以

內部聚焦說明旅者此刻心

境。 

  前節分析結果顯示，〈小酒館的回憶〉僅安排一項故事主題，其所屬核心情

節涵蓋故事元素之狀態雷同（皆以「場景」為主要描述對象）但彼此間卻無顯著

關聯，使得整體旅行故事係以「跳敘」技巧鋪陳各服膺故事主題之核心情節。 

    作者將威尼斯酒館背景資訊（如不同酒館名稱之經營型態）設為衛星情節，

因此運用「反覆關聯」言說技巧去除客觀事件實際發生次數，僅於言說線單次提

及以涵蓋威尼斯逛酒館文化成形之歷程。 

    除了事件因果次序外，個案二並無其它場景或動作等故事元素組成衛星事件，

僅快速且遠距離地簡述事件背景及概況，其反映之旅行書寫衛星事件因而常以

「反覆關聯」、「快速言說速度」等言說技巧處理，並因距離較遠及第三人稱視角

敘述旅行地相關資訊而無法採「內部聚焦」擷取旅者心境感受為故事元素。 

    但個案二亦有將旅者個人感知劃分至衛星情節單位之狀態，如：「我的星座

屬性為水，這也是海會特別吸引我的原因。那種蘊含於波浪底下的韻律是無解的

永恆秘密，在水都這種磁場更強烈了，我身陷其中無法自拔，這間『小馬鈴薯』

就這麼抓住我了」（頁 129）。作者此處係自核心情節（描寫 La Patatina 小酒館）

跳敘加入衛星情節補述，但因其旨係在解釋作者喜愛 La Patatina 的理由，涉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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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者之個人觀感而以單一敘事者言說角度採內部聚焦視點呈現衛星事件。觀看核

心情節一的旅行書寫觀景窗在此放慢了言說速度，因而拉近讀者觀看距離並進入

旅者此刻思維，其它外在旅行環境與動作彷彿同時靜止，如：「無意之間路過『La 

Zucca』小酒館，我震住了，並沒有刻意要找尋卻意外出現，這很令我心驚！難

怪水都的氣氛詭異，因為這是多年前威尼斯友人帶我前來，如今他們已不知身在

地球何處，這家『南瓜』小酒館就這麼毫無防備地像我迎面擊來，那股對時光流

逝的惆悵頓時衝向腦門。」（頁 130）。 

    而個案二核心情節主要刻畫之故事對象皆為酒館，言說技巧較常搭配慢速度

近距離觀景窗以放大場景元素。但其言說焦點並非全然置於外在環境，而是隨情

節發展加入旅者延伸外界事物的內在想法：「小酒館的好處就是門禁不像高級餐

廳般森嚴，家庭式的經營使你看到的總是親切的笑臉。『南瓜』的特別之處就是

沒有提供海鮮，如今我獨自一人在此翻閱過去和朋友共同寫下的回憶，那種感覺

真好，無人打擾的水都寧靜夜，…不知午夜 12 點整它會不會變成灰姑娘的金馬

車？」（頁 130），使讀者得以透過旅行書寫觀景窗同步體驗旅者所見與所感。 

以[表 4-2]核心情節三為例，作者亦採實際走訪威尼斯酒館之經歷為故事素

材，透過[圖 4-2]中央四項言說技巧組合呈現旅行書寫「觀景窗」，藉此可知其如

何塑造核心情節，以及其與故事主題、衛星情節之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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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個案二故事元素搭配言說技巧形塑旅行書寫觀景窗 

來源：本研究 

三、旅行書寫言說技巧使用特點 

    承上所述，當旅行書寫設定故事主題以「場景」元素為主軸時，核心情節亦

以「場景」為故事組成要素並藉「動作」串連情節進展，搭配有助於聚焦核心情

節之言說技巧以凸顯故事生動性，包括放慢言說速度使作者有足夠言說空間近距

離描繪旅行體驗內容（如所見景觀或美食的滋味），並使用單一敘事者角度講述

旅行故事，靈活運用外部及內部聚焦視點以融入旅者個人感受或評論，進而營造

讀者產生與作者同步旅行「身歷其境」之感。 

    衛星情節因其故事屬性（補充或牽引核心情節）及功能，常以跳敘技巧摻入

故事主軸額外說明或記錄資訊。另當其負責解說旅行地相關角色之背景資訊時，

因素材非屬旅者親身經驗內容故少「動作」元素而僅單純陳述事件，介紹場景亦

停留於描述旅行地輪廓之層次。此因搭配衛星情節之言說技巧多採遠距離第三人

體驗小酒館是旅者貼近威

尼斯人日常生活的路徑。 

1.回想首次與

友人造訪時的

愉快情境。 
2.列出酒館地

址。 

結下不解

之緣的 La 
Zucca 小酒

館。 

作者走訪

多間威尼

斯小酒館 放慢言說速度 

倒敘進入回憶 

1.多重單一關聯：如實

記載動作次數。 
2.重複關聯：文字外另

安排 La Zucca 照片 

近距離、單一敘事者

視角搭配內部與外部

聚焦。 

（經驗素材） 

（故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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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視點，不僅略述環境全景而無法探知角色（包括旅者或其他人物）內心狀態，

講述節奏亦快於處理核心情節時使用的言說速度。 

 

第四節  旅行書寫言說架構功能與目的─命題與結構之「宏觀─微觀規則」 

 

    本節以單一篇章為分析範疇討論個案一與個案二如何安排言說架構，包括言

說命題與言說結構具備之「宏觀─微觀規則」3，分別處理〈沒逛過酒館，沒到

過威尼斯？〉與〈小酒館的回憶〉言說架構階層關係，再就分析結果討論旅行書

寫如此規劃言說策略所彰顯之功能與意義。 

一、概述「個案一」之言說架構分析 

    此文自宏觀結構（篇章標題）即已設定宏觀命題（以「逛酒館」體驗威尼斯），

由言說結構之「宏觀─微觀」對應關係（如[表 4-5]所示篇章標題與引言副標）

可知，引言副標的功能在於彰顯敘事主軸，並展現其（引言副標）言說命題之旨

在於營造故事場景氛圍。而篇名結構規劃出之四項主題小標（微觀結構）恰可對

應二項從屬宏觀命題（全篇敘事目的）的微觀命題：描述威尼斯酒館文化與呈現

旅者體驗過程。 

表 4-5：個案一言說結構階層關係 

                                                 
3 言說命題與言說結構接具備階層關係，其內蘊含「微觀」單位堆疊至「宏觀」狀態之主從順序。

藉堆疊過程遵循之規則可透析命題或結構預達成哪些敘事目的，而此階層從屬關係即為「宏觀─

微觀規則」（macro/micro rule）（van Dijk,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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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結構 相對微觀結構 宏觀─微觀規則分析 

例 A：篇章標題（沒

逛過酒館，沒到過威

尼斯？） 

例 a：引言副標（陰涼的

空氣中盈滿笑語，異鄉

的旅人也變得恍惚起

來…炙熱陽光曬不進的

小酒館，酒意漸漸升起）

副標引自正文某段話，作用應為提

示此篇敘事主旨：「酒館」，且在正

式敘述內文前營造「威尼斯小酒館」

的空間氛圍。 

例 B：篇章標題（沒

逛過酒館，沒到過威

尼斯？） 

例 b：主題小標（愛上威

尼斯的傳統酒館，來喝

一杯「影子」吧，典型

的小酒館巡遊，值得一

再報到的小酒館） 

篇章標題決定四項主題小標如何

「各司其職」而將故事自背景介紹

推進至旅者親自體驗過程與心得分

享。 

例 C：主題小標（愛

上威尼斯的傳統酒

館） 

例 c：主題內段落（排序

大致如下：友人里歐宣

稱小酒館是展現威尼斯

生活文化的重點，幾次

造訪威尼斯皆愛「逛酒

館」，傳統小酒館名稱與

分類，典型小酒館經營

方式，酒館提供餐飲特

點） 

為服膺此區塊主題之敘事目的，十

個段落彼此扣連介紹故事背景，由

作者如何認識威尼斯小酒館至酒館

文化與餐飲概況，試圖在介紹實際

旅程前建立讀者對威尼斯酒館的概

略印象。 

例 D：主文 例 d：照片、圖文說明與

資訊條列區塊。 
類似衛星情節，旨在輔助核心情節

以說明故事之敘事功能，穿插於正

文旁之照片、圖文或店址資訊皆意

在補充正文為求敘事完整性而無法

另行說明的旅途相關資訊。此外，

照片與圖文說明亦有助於讀者理解

場景或角色之形貌。 

    承上所言，主題小標與段落之結構階層關係亦可表述微觀命題如何堆疊整體

宏觀命題。如第一項主題小標「愛上威尼斯的傳統酒館」其下擁有十個段落（微

觀結構）並各具陳述命題，此區所屬宏觀命題為「解釋威尼斯酒館文化重要性何

在」，而其下微觀命題則包括「針對幾項概念介紹歷史由來並陳述日常生活酒館

運行概況」。十個段落分別描述背景事件、名稱由來、現今經營概況、餐飲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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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旅行素材，既凸顯了微觀命題之敘事目標及其如何成為更高層次宏觀命題的一

部分，亦可推論言說命題及結構之層級（宏觀或微觀）各有特定對應關係，如[表

4-6]例 B 規劃例 b 之命題策略正巧在[表 4-5]例 C 與例 c 顯示結構從屬關係的範

疇內。 

表 4-6：個案一言說命題階層關係 

宏觀命題 相對微觀命題 宏觀─微觀規則分析 

例 A：將「逛酒館」

塑造為欣賞威尼斯的

重要途徑。 

例 a：須描述威尼斯酒館

文化究竟為何，其次為

呈現旅者體驗過程，最

後再推薦酒館。 

將背景資料與旅者體驗視為同等重

要之路徑，藉此組成旅者對威尼斯

的印象及實際接觸經驗。 

例 B：解釋威尼斯酒

館文化重要性何在。 
例 b：針對幾項概念介紹

歷史由來並陳述日常生

活酒館運行概況。 

作者選擇藉描繪文化成形過程（如

Ombra 一詞由來）與現況（如呈現

典型酒館櫥櫃擺設）來塑造一般人

對威尼斯小酒館的認知及印象。 
例 C：呈現旅者體驗

過程。 
例 c：描述旅者所見外界

環境及記錄當刻內心感

受或評議。 

旅行書寫將旅者於旅程之「體驗」

整理區分為「所見具體事物」及「所

感抽象情緒思維」二類，凸顯旅者

身處旅行情境的即時性與真實感，

讀者似乎就在旅者身旁看其所見並

聽其所感。 

例 D：推薦威尼斯酒

館。 
例 d：描述店家特色（場

景或餐飲水準）及旅者

造訪時之現況或趣事。

雖以陳述酒館資訊為目的，卻發展

為「刻畫特色」及「記錄親身經歷」

二項微觀命題以達成敘事目標。 

例 E：刻畫典型威尼

斯小酒館場景。 
例 e：分別自威尼斯人逛

酒館習慣、酒館經營型

態及酒館販售餐飲內容

三項目組成酒館景觀。

當宏觀命題設定描繪「場景」為敘

事目標時，微觀命題分從人物動

作、空間氛圍及內部主要角色（餐

飲）述說威尼斯小酒館「有什麼樣

貌」。 

    此外，可藉各單位「宏觀─微觀規則」或命題及結構的對應關係觀察作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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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角度鋪陳自己遊歷威尼斯酒館的特殊經驗，此亦影響旅行書寫篩選旅途經驗

素材之標準。例如，當作者依言說結構組合形式決定各階層言說命題時即包括各

單位陳述範疇，故主題小標「典型的小酒館巡遊」結構區塊便以「描述旅者親身

經驗」為命題目的與範疇，此刻將「威尼斯酒館融入市民生活之歷程」放入此區

塊介紹的機會就不高。 

    就個案一可發現，旅行書寫言說命題與結構內含「宏觀─微觀規則」可能彼

此牽連對應而完成敘事目標，如透過結構即能確認命題以便作者排列旅行相關訊

息，卻也可能因彼此對應的穩定性而使不同屬性之故事素材不易相互融合（如解

釋故事基本資訊時就不易納入旅者與此部分相關的個人經驗或感觸）。 

二、概述「個案二」之言說架構分析 

    與個案一相較，〈小酒館的回憶〉安排言說結構的層次較少，篇章標題相對

之微觀結構層級即為正文段落。因此，除了篇章標題可對應此篇宏觀命題（「『逛

酒館』是旅者理解與體驗威尼斯的素材」）外，其它言說命題劃分之「宏觀─微

觀階層」散落於各段落結構。 

表 4-7：個案二言說命題階層關係 

宏觀命題 相對微觀命題 宏觀─微觀規則分析 

例 A：「逛酒館」是旅者

理解與體驗威尼斯的素

材。 

例 a：必須說明威尼斯酒

館文化形成之背景或相

關資訊，再介紹酒館場景

佈置或用餐氛圍（如氣

味、聲響）等元素如何構

成旅者對威尼斯酒館的

印象。 

由「理解與體驗威尼斯」

此一言說宏觀命題決定

微觀命題分別以說明資

訊及描繪旅者各項感官

體驗（包括記憶）為認識

威尼斯酒館情境之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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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B：聽覺是體會酒館氛

圍的路徑。 
例 b：杯盤碰撞聲、食客

交談聲、侍者與廚師的吆

喝聲、威尼斯人獨特的子

音發聲方式、教堂附近流

瀉出的古典樂。 

散落於不同故事情節的

聲響旨在完成宏觀命題

設定之敘事目的：「聲音

聆聽」即旅者體驗威尼斯

的一部分。 
例 C：解釋酒館文化背

景。 
例 c：介紹 Osteria 酒館前

身為旅人休憩之處及此

場所特色，藉以說明

Osteria 和 Enoteca 經營形

式的差異。 

旅人未造訪威尼斯前即

已存在的酒館歷史與型

態分類等資訊。當「解釋

文化背景」為旅行書寫之

敘事目的時，便延伸出微

觀命題負責描繪或介紹

旅者之前備認知。 
例 D：記錄旅者體驗過

程。 
例 d：旅者如何發現小酒

館、用餐趣事、喚起相關

回憶、心得與評論皆為親

自造訪酒館之故事素材。

言說宏觀命題設定「記錄

親身體驗」為敘事目的，

故旅者品味威尼斯酒館

之動線即決定了微觀命

題之負責方向。 

    如[表 4-7]可見微觀命題例 b 堆砌宏觀命題例 B 之階層關係，但例 b 所示各

項言說單位並非依段落結構順序排列而是穿插於各段落間，如介紹 Antico Dolo

時就描繪周邊音樂以及他人用餐與交談的聲音、提到 Osteria Giorgione 小酒館時

則納入胖老闆腔調特殊的威尼斯語音、發現 Enoteca Boldrin 時則兼而述及附近流

瀉之古典音樂。整體而言，各式服膺宏觀命題「聽覺是體會酒館氛圍的路徑」之

言說單位並無對應的獨立言說結構（如特別規畫某主題區塊介紹「酒館聲音」），

反而座落於前後段落脈絡促使宏觀命題逐漸成形。[表 4-8]可見個案二規劃言說

結構之命題形式： 

表 4-8：個案二言說結構階層關係 

宏觀結構 相對微觀結構 宏觀─微觀規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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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A：篇章標題 例 a：正文段落 篇章名稱無其它附屬微觀結構階層

（如引言副標、主題小標）區隔正

文脈絡，故正文段落排列次序及為

篇章標題之言說微觀結構。 

例 B：正文 例 b：照片、圖文說明 微觀結構之功能在於協助作者建構

旅行故事所述對象（場景或角色）

之形貌 

    個案二之其它言說命題所屬「宏觀─微觀規則」亦與言說結構無明確關聯，

原因或為此文段落以「接連介紹各家使旅者難忘之威尼斯酒館」為主要串連關係，

因此言說結構安排策略無法配合言說命題規畫形式，[表 4-7]所示各項附屬於整

體宏觀命題（例 A）之微觀命題（例 a）全貌皆須閱畢整篇文章方可浮現。而「篇

章標題」此宏觀言說結構是唯一與宏觀命題（「將『逛酒館』塑造為欣賞威尼斯

的重要途徑」）有明確關聯之架構關係，亦確實達到標題有助於敘事者掌握宏觀

命題之敘事功能。 

    綜上所述，個案二確實可見言說命題與結構各擁「宏觀─微觀階層」狀態及

規則，卻無彼此協助確認言說功能與策略方針之關聯，階層關係較鮮明之言說命

題系統則將各微觀言說單位置於段落間。因此，[表 4-7]中例 B、例 C 與例 D 之

敘事功能與目的並無優先達成之順序，須待旅行書寫完成此篇故事方可判讀其階

層內容與依循之「宏觀─微觀規則」，此部分則與言說結構排序策略及階層規則

無明確而固定之關係。 

三、篇章內敘事架構策略異同之功能與意義 

    綜觀[表 4-5]至[表 4-8]展現個案一與個案二安排言說架構之策略，個案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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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言說結構的層級數目多於個案二，且個案一之言說命題所具「宏觀─微觀規則」

與言說結構有較密切的關聯。簡言之，由〈沒逛過酒館，沒到過威尼斯？〉可見

言說結構自篇章標題、主題小標至安排段落結構之狀態均可扣連言說命題由宏觀

至微觀單位之階層關係，如主題小標安排的的結構區塊亦等同於[表 4-6]例 A 安

排例 a 各微觀單位出現的次序與講述範疇。 

    相對而言，結構協助命題組織階層與確認敘事目標之言說功能（見個案一）

於結構相形單純的個案二〈小酒館的回憶〉即不復見，顯示旅行書寫安排簡單結

構系統不見得會限制言說命題拓展階層內涵。相反地，由於結構與命題少了彼此

扣連的緊密狀態，言說命題所具「宏觀─微觀規則」反倒不需完全配合結構階層

系統，各宏觀命題可自由安排相對微觀命題於結構何處達成敘事目的，如[表 4-7]

於例 B 之各項微觀言說單位（例 b）即出現於不同故事情節及言說結構（段落）。 

 

第五節  全書言說架構分析 

 

    由上節單一篇章觀察，言說架構形式與敘事功能僅為旅行書寫冰山一角。本

研究雖已自個案一及個案二匯整旅行書寫故事元素、言說技巧及言說架構形式特

點及功能，但作者設定言說架構之策略關乎其敘事目的，若欲探討旅行書寫除表

述資訊外仍曾企圖達成哪些傳播行為，樣本討論範疇僅設定於單一篇章顯然不夠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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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研究架構規劃於第二階段擴大樣本討論範圍至全書，觀察《地址：

威尼斯》（樣本一）與《幻想威尼斯》（樣本二）呈現的言說架構形式，並針對言

說命題與結構所具「宏觀─微觀規則」以及彼此間相互扣連狀態討論其敘事功能。

首先討論樣本一及樣本二全書言說命題究係設定何種敘事目的以及安排言說結

構之形式如何協助旅行書寫達成目的，繼而探究兩者安排策略有何異同及其功能

與意涵，藉此回答研究問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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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樣本一」之言說架構分析 

    觀察樣本一言說架構內涵可知，言說命題與結構相互扣連影響敘事功能之狀

態與前述個案一〈沒逛過酒館，沒到過威尼斯？〉所示言說架構雷同，即旅行書

寫規劃言說結構之階層近似言說命題之階層內涵，因此言說命題對應結構所占篇

幅或為其（命題）肩負敘事目的之範疇。 

    如[表 4-9]例 A 規劃二項微觀命題（如何觀察威尼斯及觀察所得，如何藉餐

飲了解威尼斯）扣合[表 4-10]所示內文（例 C）畫分為二（part1 與 part2）之結

構階層，因此隸屬於「藉餐飲了解威尼斯」宏觀命題之微觀命題可全數劃入 part2

言說結構，而不可能於 part1 結構篇幅內發現與飲食相關之故事情節。 

表 4-9：樣本一言說命題階層關係 

宏觀命題 相對微觀命題 宏觀─微觀規則分析 
例 A：記述遊歷威尼斯之

經驗。 
1. 如何觀察威尼斯及觀

察所得。 
2. 藉餐飲了解威尼斯。

企圖分別自「實際觀察」

與「親自體驗」二路徑表

述旅者欲呈現的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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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貌。 
例 B：如何觀察威尼斯及

觀察所得。 
1. 介紹景點 
2. 介紹特殊事物 
3. 描寫生活形態 

各微觀命題旨在拼湊宏

觀命題的敘事任務，即凸

顯旅者旅行路徑、觀察方

式以及他眼中的威尼斯

有何特色。 
微觀命題之目標亦有層

次存在，即由記錄宏觀的

靜態場景至動態運作其

間之人事物或生活氛

圍，皆屬作者對威尼斯的

觀察或體驗。 
例 C：藉餐飲了解威尼

斯。 
1. 解釋飲食文化相關資

訊。 
2. 親自品味餐飲。 
3. 親自下廚。 

各微觀命題間存有次序

關係：先理解、品嚐而厚

創作，皆為勾勒威尼斯人

生活飲食之輪廓。 
例 D：作者看待「旅行」

的態度。 
1. 解釋「居遊」的優點

與旅行意涵。 
2. 描述觀察與體驗的方

式。 

此宏觀命題為作者對「旅

行的意義」之宣稱，透過

微觀命題自居遊特色、個

人觀察及體驗等角度完

成宏觀命題的敘事目的。

 

表 4-10：樣本一言說結構階層關係 

宏觀結構 相對微觀結構 宏觀─微觀規則分析 

例 A：書名 例 a：書名副標 解釋書名意義。 

例 B：書名 例 b：圖片集錦、自序、

目錄、內文、作者推薦

美食名稱對照表。 

各微觀結構存在任務皆為提供

作者闡明作品意涵之管道。 

例 C：內文 例 c：主題（part1「遊」

與 part2「食」）。 
將豐富的內容資訊依主題切割

為較微觀的二項言說結構。 

例 D：主題 例 d：獨立章節（篇章

名稱與引言副標）。 
二項主題之言說結構各有微觀

結構即獨立章節 

    宏觀言說結構（內文）向下切割出二個位階相互平行之微觀結構（part1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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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提供了旅行書寫藉由兩大命題（「遊」與「食」）體驗及呈現旅者接觸的

威尼斯面貌。    

    該書之第一部分（part1 遊）自命題「宏觀─微觀規則」可見敘事目標旨在

表述旅行方式（居遊）與獲得旅行故事素材（經驗）的關係，不僅講述所見景物

特點（如介紹「貢多拉」）亦規劃闡述旅者體驗方式（如以居遊方式潛入威尼斯

人日常生活）或特殊感觸（以威尼斯人眼光觀察威尼斯如何不同於「遊客」）之

微觀命題，藉著各式面向凝聚成旅行書寫蘊含「記錄旅行」及「旅者以經驗說故

事」之意涵。 

     該書第二部分（part2 食）依各言說結構（獨立篇章）安插之言說命題隸屬

相同宏觀命題（藉餐飲了解威尼斯）而彼此平行，但落實六項微觀命題（六個章

節各具言說命題）時仍有次序性關聯。簡單來說，自餐飲呈現威尼斯文化之言說

命題脈絡為：先介紹飲食文化歷史及特色，其次介紹重要餐飲內容，最後藉實際

操作（購買食材及下廚）之旅者經驗作結。綜觀此結構提供之命題「宏觀─微觀

規則」即可見言說架構試圖表述旅者如何透過飲食體驗威尼斯以及希望讀者看到

何種威尼斯風貌。 

    除了不同部分之旅行經驗各具獨立命題與結構外，其它言說架構階層內容亦

可見命題與結構之敘事功能互動狀態，如結構 part1 包含篇章名稱為：住進天堂

威尼斯、享受午後陽光下的廣場、威尼斯常客其樂無窮、感覺威尼斯的古老靈魂、

航向瀉湖、威尼斯日常塗鴉共六篇，六項微觀結構（獨立章節）亦可謂是提供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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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微觀命題完成目的之言說位置。 

    各篇章所具命題彼此間並無因果或絕對次序關係，但皆自不同角度表述旅行

方式（居遊）及觀察威尼斯所見景致，相同終極目標即為此部分對應之宏觀命題：

觀察威尼斯景觀與環境。 

二、概述「樣本二」之言說架構分析 

    作者林玉緒記錄旅行及呈現旅途特色的策略（宏觀命題）為：一方面介紹威

尼斯城市資訊，另方面描繪旅者行進動線與所見所感；前者既存於旅行地點，屬

旅者可自行獲取之資訊，後者則為以旅者為軸心所累積之經驗。二者同屬此書之

宏觀命題，敘事任務皆為集合相關事件轉為旅行書寫的故事素材。 

    《幻想威尼斯》之言說結構於內文劃分五項主題之區塊結構，以各區塊為宏

觀結構之微觀結構即為獨立篇章。其結構劃分之言說篇幅間未見命題「宏觀─微

觀階層」與其對應，如第一部分「威尼斯的時間」（宏觀結構）之第三章「逃到

潟湖島」（微觀結構）記錄旅者觀察威尼斯潟湖島上居民生活方式之經驗與心得，

應屬[表 4-11]例 C（描寫所見人事物特點）下層微觀命題 2「旅者特殊體驗」；但

位屬相同言說結構位置之第八章「繼續狂歡吧」卻說明威尼斯嘉年華盛會之歷史

及現狀，無旅者親身體驗之故事情節且屬[表 4-11]例 B（介紹威尼斯）下層微觀

命題 1「城市的歷史與生活文化」。由此可見，此書規劃之言說架構於命題及結

構各具「宏觀─微觀規則」間並無「一對一」安插言說位置之關係。 

 



32 
 

表 4-11：樣本二言說命題階層關係 

宏觀命題 相對微觀命題 宏觀─微觀規則分析 

例 A：記述旅行威

尼斯之經歷。 
1. 介紹威尼斯。 
2. 所見人事物特點。

全書宏觀命題為介紹旅者認識

的威尼斯，分配微觀命題由不同

面向安排旅行經驗以呈現「威尼

斯印象」。 

例 B：介紹威尼斯。 1. 城市的歷史與生活

文化。 
2. 民間故事。 

作者以此宏觀命題選擇由城市

背景資訊及民間故事表述威尼

斯予人何種印象，並概述威尼斯

人如何生活，藉此微觀命題分別

呈現旅者理解的威尼斯。 

例 C：描寫所見人

事物特點。 
1. 威尼斯經典場景。

2. 旅者特殊體驗。 
 

宏觀命題以旅者親身經歷為主

軸，故安排描繪所見場景畫面及

身歷其境之過程，藉此呈現旅者

體驗的威尼斯。 

例 D：記錄特殊經

驗。 
1. 旅者與威尼斯相關

角色互動過程。 
2. 旅者聆聽專屬於威

尼斯的聲音。 

分別記錄旅者與其他角色互動

之外在經驗以及場景聲音賦予

的主觀感知，藉此拼湊旅行印象

獨特之處。 

 

表 4-12：樣本二言說結構階層關係 

宏觀結構 相對微觀結構 宏觀─微觀規則分析 

例 A：書名 威尼斯地圖、目錄、內

文。 
規劃三項不同結構供作者安排

旅行資料，依結構所占篇幅大小

可知「內文」為呈現故事素材之

主要位置。 

例 B：內文 依主題區分五項微觀

結構（威尼斯的時間、

威尼斯的傳說、威尼斯

的大運河、威尼斯的橋

以及威尼斯的聲音） 

宏觀結構（內文）劃分五項微觀

結構安排不同主題故事素材所

屬位置，各結構階層平行且所占

敘事篇幅相去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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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C：主題區塊 獨立章節（篇章名稱） 主題區塊各設有數量相近之獨

立篇章，彼此言說結構階層皆相

互平行。 

    此外，作者手繪跨頁威尼斯城市地圖則亦顯示另種結構與命題的互動關係。

封面之後未見此書序言，卻有作者繪製的威尼斯城市地圖，包括彎曲水道、重要

建築景點座落位置與外觀，並依不同行政區著色。有趣的是，作者地圖所示各項

地標及文字說明皆為目次篇章名稱（與此地圖頁屬同階層之言說結構）所述之旅

行故事發生位置。 

    一般來說，言說安排「地圖」結構之命題應以明列空間位置等資訊為目的，

但《幻想威尼斯》徒手繪製地圖顯示言說命題應不僅是「陳述資訊」，藉此反可

見到旅者憑旅行經驗與其認識的威尼斯描繪地圖的過程，其肩負之命題應較標準

格式產生之地圖更為豐富。換言之，樣本二之手繪地圖旨在標明內文篇章所在之

地，反映了旅行書寫者講述故事之空間概況，並也呈現旅者熟悉及喜愛威尼斯的

程度。 

    上述言說架構所具意涵似可回應研究問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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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言說結構（如地圖）涵蓋命題多於單項時

除明顯可見呈現旅行資訊外，亦可能協助解釋整體言說架構形式或凸顯旅者與此

趟旅程的關係（如賦予旅者的印象或意義）。 

三、全書敘事架構策略異同之功能與意義 

    樣本一與樣本二安排言說架構最大差異在於命題與結構各自開展之「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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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規則」是否彼此對應，即宏觀命題劃分各微觀命題敘述範疇時有無扣合結構

安排之言說位置（如屬同階層微觀命題皆座落同階層之微觀結構位置），而《地

址：威尼斯》（樣本一）即為命題與結構階層關係相互扣連之例證。 

    簡單來說，《地址：威尼斯》最上層宏觀命題（[表 4-9]所示例 A）規劃自「觀

察」與「品嚐」二路徑以描繪旅者親自感受的威尼斯樣貌，並依此規劃獨立章節

各自陳述旅者「觀察」及「品嚐」之歷程與心得。自文本所具言說架構分析其策

略似難判讀作者安排命題與結構成形之順序，故樣本一內蘊言說架構階層相互扣

連之狀態究竟為命題或結構所決定尚無從論斷。 

    此架構關係旨在闡明全書具備陳述範圍及目的明確之言說層次關係，隸屬名

為「食」主題結構之獨立篇章各負責敘述威尼斯飲食歷史、餐飲特色、採購及烹

調經驗（各篇章之宏觀命題），皆為達成此部分宏觀命題賦予「以食物體驗威尼

斯」之敘事目的，且不可能跨越陳述範圍出現於以「遊」為名之主題結構位置。 

    相形之下，樣本二《幻想威尼斯》則打破樣本一「宏觀─微觀」階層與規則

分明之界線。此書言說架構蘊含命題與結構之階層關係並無明顯對應狀態，不似

樣本一安排各項範疇嚴明的陳述目的，其規劃言說架構策略反而常見歸屬不同宗

旨之微觀命題以平行微觀結構形式（如各獨立章節）並存於相同宏觀結構（如主

題區塊）。 

    此言說架構之敘事功能在於，各言說結構層級內均可見多類從屬不同宏觀命

題之微觀命題，因此不論自旅行書寫哪項主題區塊進入旅者觀看威尼斯之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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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見其提供背景資訊、推薦經典場景或記錄所見、所聞及所感之言說，如「地

圖」結構即已蘊含命題不僅是達成「呈現地理方位資訊」之目的，亦肩負並陳內

文篇章分佈概況及表述旅者熟悉及熱愛威尼斯的程度。又如名為「威尼斯的聲音」

之主題區塊內含七篇獨立章節，各自負責言說命題包括描寫威尼斯經典場景（如

〈小酒館的回憶〉）、記述旅者親身體驗（如〈黑色精靈〉）或介紹城市歷史等（如

〈用顏色說話〉），雖並存於相同階層之言說結構實卻各隸屬於不同宏觀命題甚至

位處不同命題階層。 

    綜而言之，樣本一《地址：威尼斯》之言說架構形式似可見反映作者藉由井

然有序的結構區域分配旅行經驗表述命題階層關係，有助於觀者聚焦體會某路徑

所呈現之威尼斯風貌。樣本二《幻想威尼斯》雖具備言說結構層次區塊卻無整齊

對應言說命題之關係，因而無法掌握各結構位置內含何項明確敘事目的。樣本二

此種架構形式安排言說命題「宏觀─微觀規則」之主軸策略雖較模糊（如各獨立

篇章所具命題彼此間無統一從屬之宏觀命題），卻反促使各言說結構蘊含較多樣

且層次豐富之言說命題， 

 

第六節  小結與整理 

 

    本節旨在探究上述分析結果如何回應本研究設定三項研究問題，第一部分藉

個案分析所得資訊匯整旅行書寫有何故事要素回應問題一：「旅行書寫運用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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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元素使它成為一則好故事？重要元素為何？」。第二部分就本章第三節分析

旅行書寫言說技巧所得有關「觀景窗」之結論用以回應問題二：「旅行書寫如何

安排外在客觀環境與作者主觀內在感知？」。第三部分則藉討論旅行書寫言說架

構之分析結果（本章第四節）回應問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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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說明本研究如何自言說架構探求旅行書寫敘

事目的。 

    本研究自〈沒逛過酒館，沒到過威尼斯？〉與〈小酒館的回憶〉內蘊三項故

事單位（故事主題、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從屬關係發現，故事主題決定核心情

節內容的主從關係較為直接，衛星情節則多為旅行故事導言或補充核心情節未盡

詳細解說之旅行資訊，故與核心情節的扣連關係更甚於故事主題。此外，透過[表

4-13]即可綜觀個案一、二依故事主題、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安排故事要素屬性

之狀態： 

表 4-13：比較個案一、二故事要素屬性分配狀態 

 個案一 個案二 

故事主題 場景 場景 

核心情節 場景、動作與角色 場景與動作 

衛星情節 事件與角色 事件 

    由此可知，個案一與個案二均以旅行景點（場景）為故事主題，且其核心與

衛星情節運用素材疊合處皆具「場景」與「動作」故事元素，顯示個案一、二安

排核心與衛星情節主要元素屬性之策略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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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章第三節歸納旅行書寫「觀景窗」則見各式言說技巧主要憑故事「核心

情節」及「衛星情節」分為二類組成特點。 

    核心情節常以「動作」串連或切換旅行相關場景與角色，作者以「直敘」言

說技巧順時鋪陳核心情節故事發展，且放慢言說速度以便聚焦於旅行當刻所見之

外部細節或並陳旅者內部心境感知。尤其當旅行書寫以「多重單一關聯」時間頻

次如實講述經驗過程時，即可提供讀者一處經由旅者視角體驗當下所見所感歷程

之旅行書寫「觀景窗」，使旅行故事的核心情節更形生動而如歷歷在目（如[圖 4-1]

與[圖 4-2]所示）。 

    旅行書寫衛星情節之相形靜態內容則來自其所屬言說技巧組成特點。作者安

排某些用以補述旅行實際經驗（如行前準備）或景點背景資訊（如威尼斯城市歷

史）之「事件」或「角色」屬性之衛星情節，不僅較少「動作」元素串連以推動

故事發展，亦因缺乏「現時性」而多採「反覆關聯」時間頻次言說技巧，藉此快

速且輕描淡寫略述，減少聚焦視點出現之機率，亦無陳述旅者心境意識流動過程

之敘事空間。 

    簡言之，分析個案一與個案二言說技巧與其具備故事元素搭配狀態，可藉[表

4-14]呈現二者運用「觀景窗」之策略異同實則取決於應用對象為「核心情節」

或「衛星情節」。 

表 4-14：個案一、二安排言說技巧之特點 

言說技巧 核心情節 衛星情節 

故事線／言說 多採「直敘」技巧講述旅 常搭配「跳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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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時間次序 程，或以「倒敘」方式鋪陳

旅行相關回憶。 
故事線／言說

線時間頻次 
搭配如實呈現真實旅行動

作或事件發生頻次之「重複

關聯」技巧，或安排內文、

圖片等言說線重複講述相

同故事元素之「多重單一關

聯」。 

以「反覆關聯」技巧略過故

事線上故事元素重複出現

之次數。 

言說速度 同時並陳客觀事件發生時

外在環境與內在感知而放

慢言說速度。 

壓縮客觀事件實際持續時

間而加快言說速度。 

言說立場 單一敘事者近距離運作「外

部聚焦」（如描述外在環境）

與「內部聚焦」（如旅者意

識）。 

第三人稱言說視角而僅操

作「外部聚焦」，言說距離

亦較遠。 

    此外，本章第四節與第五節分析言說架構所示之「宏觀─微觀規則」不僅透

露命題或結構組成形式（如言說命題如何依層級設定旅行故事該納入哪些素材，

見[表 4-6]），亦能透過各擁階層關係推敲彼此涵蓋之敘事功能與目的，如藉[表

4-5]所示篇章標題與主題小標之層級規則確認[表 4-6]之例 A 如何規劃例 a，此即

由言說結構層級規則釐清言說命題規劃方向及形式。 

    言說架構不僅揭示個案一選定「酒館」為認識威尼斯之途徑，更就此主軸切

割多項具「宏觀─微觀層級」之命題與結構，透過言說規則應可確認各言說單位

如何遵循上層架構之敘事方針（如[表 4-6]所示，例 A 掌控例 a 講述面向，例 B

與例 C 亦各自決定相對微觀之例 b 與例 c 須陳述的範疇）。 

  綜上所述，本研究針對個案一、二與樣本一、二所作言說架構分析可自[表

4-15]觀其策略異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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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獨立篇章與全書言說架構所示策略異同 

言說架構形式與意涵 個案一與樣本一 個案二與樣本二 

命題之「宏觀─微觀規則」 其規則顯示作者欲從哪

些路徑呈現異地風貌。 
其規則顯示作者欲從哪

些路徑呈現旅行體驗。 

結構之「宏觀─微觀規則」 結構明確且篇幅比例分

配平均，細微至獨立章

節內亦具主題小標及附

屬內文區塊。 

全書具備言說結構，但

各章節內除篇章標題、

內文與內文段落之階層

形式外，無其它區隔文

字之結構。 

命題與結構扣連關係 互動關係密切，各結構

搭配完整且獨立之命題

階層。 

無明顯影響彼此之關

聯，隸屬相同宏觀命題

之微觀單位可能散落至

不同言說結構。 

    由[表 4-15]可知，無論分析範圍為獨立篇章（個案一、二）或擴至全書（樣

本一、二），其所安排之言說架構策略均有異同。如二者均透過設定命題階層選

擇由什麼路徑講述及呈現旅程內容或旅行意義。兩者最大差異則在於，旅行書寫

可能藉由結構形式安插各階層命題之言說位置，亦可能選擇命題與結構扣連較不

密切之架構形式，使各式言說命題有機會出現於不同結構位置。 

    本章第四節各自分析二份樣本之獨立篇章及全書內含言說架構，討論後發現

言說命題主要彰顯作者如何安排路徑以描繪旅行過程及旅行地點的輪廓，此二樣

本無論在獨立篇章或全書分析範疇內均見多種言說命題，「以陳列基本資訊為目

的」之命題反而對應篇幅較小或階層性較低的微觀結構（如篇章內文外之資訊欄

或全書附錄）言說位置。 

    此分析結果顯示，異地基本資料（如歷史民情、古蹟地址等）若未歸屬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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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衛星情節以便作者簡述交代，即會直接分派至整體架構關係較邊陲之言說位置。

同理，位居旅行書寫故事主題核心情節的講述對象多採旅者真實經驗之角色、動

作或場景為素材（此即旅行書寫「說什麼」）。架構中心之宏觀命題與結構足以凸

顯「記錄及講述旅者體驗過程」為傳播主旨，作者選擇呈現之命題係在協助傳遞

風貌及氛圍給他人（此即旅行書寫「如何說」）。 

    簡言之，藉由故事形式記錄親身旅行經歷時，當以旅者對異地的體會與記憶

為主，兼可刻劃具個人情感之異地樣貌，此皆旅行書寫傳播內涵遠多於「陳列基

本資訊」之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