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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本章匯整前章資料分析結果並概述研究發現與意涵，繼而說明研究限制並提

出未來相關研究之建議。第一節簡述研究命題與理論基礎，第二節依分析資料結

論回答三項研究問題，第三節闡明本研究之理論意涵、研究意涵與實務意涵，第

四節則討論研究限制並提出未來可供拓展研究範疇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摘要 

 

    第一章曾論及，中古世紀歐陸吟遊詩人在資訊流通不易之時扮演了傳遞異地

資訊之角色，轉述各處故事使人理解或想像遠方民情風俗與景緻。時至今日，科

技發展帶動了全球資訊流通，但當人們已能經由各式媒介獲得異地基礎資訊時，

何以仍有人願意說／聽旅行故事？此舉是否意味著旅行故事亦具傳遞遠方資訊

以外之其它傳播功能？ 

    本文首先整理以旅行為主題之書寫文本特色，釐清旅行書寫可能結合旅行實

踐與文學創作而具備之「雙重元素」，似可將「一邊是行動，一邊是文學」視為

旅行書寫之本質（詹宏志，1998）。但「旅行書寫」迄今尚未凝聚足夠定義標準

共識，故本研究採敘事典範並視「說故事」為人類建立生活意義之觀點（Fisher, 

1987），藉此探求旅行書寫何以成為故事及其敘述特點。 

    本研究設定「旅者實踐旅程後重述異地資訊與旅行經驗之故事」為旅行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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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有別於資訊性旅遊報導及文學性旅行文學，係以敘事理論蘊含之「故事」

及「言說」二概念為本研究主要思考路徑（見第一章[圖 1-1]），試圖透過旅行書

寫判讀故事「說什麼」及「如何說」。 

    第二及第三章均曾匯整敘事學者相關論述1以設定可供分析之故事元素（含

角色、動作、事件、場景、情節與主題）與單位（故事主題、核心情節與衛星情

節），藉此探究旅行故事「說什麼」。繼而採 Genette（1980;1983）之敘事時間觀

點，於第三章執行兩次研究前測後發現，原先根據 Genette 言說時間2及視點3設

定之言說技巧分析單位過於繁瑣，且彼此運作方式或有牽連（如言說持續時間採

「摘要」或「省略」技巧時亦同時拉遠言說距離），無須獨立分析各項目使用狀

態及其意義。調整後改以言說時間為核心之言說次序、言說頻次及言說速度，加

上言說立場（包括距離、焦點、視角、語氣及語調）而成四項分析「言說技巧」

之單位，旨在釐清作者呈現旅行故事之手法與特色。 

    最後，本文採 van Dijk（1988）分析言說架構並運用「命題」與「結構」概

念探析旅行書寫如何運用言說形式達成敘事目的，包括命題及結構如何規畫各自

附屬階層關係而具「宏觀─微觀規則」，以及命題與結構如何在旅行書寫中彼此

扣合且相互影響（或限制）。簡言之，經由言說架構組成之形式及運作規則似可

                                                 
1 見第二章所引 Fisher（1987）, Foss（1996）, Chatman（1978）, Bal（1985）與 Berger（1997）
等人之論。 
2 Genette（1972/1980）認為，關於言說時間之技巧可概分為時間次序、時間頻次與持續時間，

時間次序包括直敘、倒敘與跳敘，時間頻次具單一關聯、重複關聯、多重單一關聯與反覆關聯四

項，持續時間則有摘要、省略、場景、延續與暫停五種表現形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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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關聯的其它面向

─視點，其涵蓋概念包括距離、視角或焦點，以及表達態度或情感的語氣及語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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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悉各層次之言說功能與敘事目的，藉此釐清旅行書寫如何篩選旅行經驗並決定

故事走向，再由作品言說架構推敲作者試圖藉此語言形式建立與傳遞何種旅行意

義。 

    綜觀上述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之設計，皆為回答下述三項研究問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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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旅行書寫如何安排外在客觀環境與作者主觀內在感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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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概述研究結論 

 

    前章運用研究架構分析個案一、二（〈沒逛過酒館，沒到過威尼斯？〉與〈小

酒館的回憶〉）及樣本一、二（《地址：威尼斯》與《幻想威尼斯》），討論旅行書

寫具備哪些故事元素及以何者為重，再分就言說技巧與言說架構角度探析旅行書

寫呈現旅者經驗之策略與目的，以下依研究問題簡略回顧。 

一、旅行書寫如何運用故事要素 

    本研究分析個案一、二後發現，旅行書寫之故事主題多直接且立即影響核心

情節取材方向，如當主題為「藉小酒館文化理解威尼斯生活」時，核心情節便以

「講述威尼斯人平日逛小酒館舉動」或「描述酒館販售餐飲特點」相關資訊或經

驗為故事素材（如[表 4-1]所示故事主題一），故事元素多屬「場景」與「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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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且服膺主題亦以「場景」（酒館）元素為主軸。由此可知，旅行書寫故事主

題常直接影響核心情節，故事要素係以「場景」或「動作」為主，旨在刻劃旅途

畫面或串連旅行動態經歷。 

    相形之下，旅行書寫之衛星情節內容反與故事主題無甚密切關聯性，因其（衛

星情節）敘事功能在於牽引或補述核心情節故事內涵，選材標準則由核心情節決

定（見[圖 4-1]）。因此，衛星情節常以「事件」或「角色」等較無因果關係或時

間順序之素材（如異地基本資訊）為故事元素，補充核心情節為求符合主題要求

之資訊或經驗，亦為旅行書寫較不重視之敘事範疇 

    綜合上述可知，旅行書寫係以「場景」、「動作」、「角色」與「事件」屬性之

旅行素材為故事元素，搭建核心情節、衛星情節與故事主題三項故事敘事單位，

藉由核心情節描述對象之「場景」為旅行書寫故事要素，並常使用「動作」元素

串連各元素推展核心情節。 

    此外，前章分析資料業已揭示故事主題、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扣連關係非如

[圖 3-2]所示，故本研究擬修改此概念關係為[圖 5-1]，重新表述資料所示故事主

題、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三者相互扣合關係及其主要故事元素屬性。 

承上所言，核心情節依循故事主題安排內容與故事元素屬性（多為場景或動

作性質之元素），繼由核心情節敘事內涵決定相關衛星事件之數量及其內容（以

事件或角色屬性為主）。由核心情節指向衛星情節之方向性代表前者主導後者揀

選內容之方針，非指各情節所據言說位置之先後次序。簡言之，旅行故事之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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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可能出現在核心情節之前以鋪陳故事背景，但也可能出現在核心情節之後以

補充其它零星資訊。 

 

 

 

 

圖 5-1：修改後之旅行書寫故事主題、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影響關係 

來源：本研究 

二、旅行書寫言說技巧組成「觀景窗」形式 

    Chatman（1978）視「言說」與「故事」為彼此扣連之二項敘事概念，本文

首章[圖 1-1]亦曾指出故事必須透過言說方得呈現。本研究發現，旅行書寫之言

說技巧乃依故事核心情節及衛星情節而有不同搭配形式。敘事者選擇烘托核心情

節故事元素之言說時間次序係以「直敘」為主，採「多重單一關聯」比照實際旅

程客觀事件發生頻次講述故事，甚至在主文外另行搭配照片、圖文說明或條列資

訊重複述說相同故事元素（重複關聯言說技巧）。此外，旅行書寫亦可能放慢言

說速度而使作者得以近距離描述旅行當下所見（外部聚焦）、所感（內部聚焦），

此時單一敘事者之視角將可營造旅行體驗的真實性及讀者「如臨其境」之感；上

述一系列言說技巧皆為旅行書寫專門處理核心情節之「觀景窗」（可見 [圖 4-1]

與[圖 4-2]）。 

事件 

角色 

衛星事件 1 

衛星事件 2 

場景 動作 

旅行書寫故事內容 

故事主題 

核心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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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星情節亦有相對應之言說技巧組合形式：當故事講述係為牽引或補充說明

核心情節之衛星情節時，言說距離將較核心情節更遠，甚至以概述全景之遠距離

方式略述情節內容，因而採「反覆關聯」形式省略部分客觀事件發生頻次，並以

「跳敘」（言說時間次序）技巧穿插於核心情節周圍。衛星情節亦常採第三人稱

言說視角遠距離描述旅行資訊或經驗，或以「外部聚焦」方式呈現與旅者無關之

歷史文物資訊或外界景觀，但仍無法記述個人內心意識及觀感；此種旁觀異地既

存資料之言說技巧即為搭配故事衛星情節之「觀景窗」。 

    回應研究問題二（旅行書寫如何安排外在客觀環境與作者主觀內在感知？）

可知，烘托旅行故事之言說技巧非以「外在客觀環境」或「內在主觀感知」為區

隔原則，旅行書寫之言說技巧主要依循故事情節重要性及書寫對象而打造不同情

狀之「觀景窗」（如[圖 4-1]與[圖 4-2]顯示不同個案之觀景窗採不同言說時間次序），

旅途風光包括景點既存背景事件（如歷史、文化、主要地點之地址等）、旅者所

見畫面、感觸與評議皆為作者替旅行故事挑選之素材（見[圖 5-2]）。 

 

 

 

 

圖 5-2：言說技巧配合故事情節所成觀景窗之串連形態 

*註：圖框大小表示故事篇幅，虛線表故事敘述支線 

核心情節觀景窗 衛星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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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情節 
觀景窗 

衛星情節觀景窗 

故

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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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過程 

衛星情節觀景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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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顯示，言說技巧旨在重新排列各素材敘事順序及重要性，並運用「觀

景窗」遠、近、快、慢等節奏與層次形塑作者有意呈現的旅行故事樣貌。講述過

程中，核心情節多獲得篇幅較大之觀景窗，因而有足夠空間近距離且放慢言說速

度描寫經驗素材。反之，包裝衛星情節之觀景窗所占篇幅較小，且不盡然位處故

事講述過程之主軸，可能僅為補充某核心情節之內容而另成分支自行描述（如[圖

5-2]虛線連結處，顯示旅行書寫亦常以「跳敘」技巧安排衛星情節觀景窗）。因

此，作者或可輕描淡寫地掠過非故事主軸之旅行經驗（甚至完全省略不談），盡

力刻畫其較為重視的旅途畫面與當刻心境以重現旅行真實感，並藉由串連各類觀

景窗而營造情節節奏起伏之感。 

三、旅行書寫言說架構異同之功能 

    本研究觀察個案一、二與樣本一、二所含言說架構（包括命題與結構）後曾

進而比較策略安排之異同。根據資料所示，兩個個案及樣本所具言說命題與結構

搭配形式有異：個案一與樣本一規劃言說命題與結構之階層較為對等，即命題之

「宏觀─微觀階層」均可對應階層數相同之結構位置，因此各命題自宏觀至微觀

皆具固定關聯之言說位置與敘事範圍（如第四章[表 4-9]例 A 之微觀命題 1 與命

題 2 整齊對應至[表 4-10]例 C 之二項微觀結構 part1 與 part2），附屬於不同命題

之故事單位彼此互不影響或交錯並立於相同結構。此類言說架構策略顯示了井然

有序的言說形式，各項故事素材係依所屬命題及「宏觀─微觀規則」而獨立存在

於旅行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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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即示個案一與樣本一內蘊言說命題及結構之扣合關係，不論其影響

次序為何皆具相互影響及框限狀態。 

 

圖 5-3：個案一與樣本一所具言說命題及結構之扣合關係 

    個案二與樣本二卻具截然不同之言說架構，主要差異在於此二例皆未劃分命

題階層數目等同之結構，因而「宏觀─微觀規則」並無明確扣連或影響關係，隸

屬不同命題（宏觀或微觀皆然）之故事單位亦不受言說結構階層規則之限制，得

以平均座落於旅行書寫各言說位置。簡言之，個案二與樣本二所含言說架構顯示，

某言說結構可能蘊藏多於二項之言說命題，且彼此隸屬不同命題階層，其互動關

係如[圖 5-4]所示，不若個案一與樣本一所具明確互動狀態，命題與結構之扣合

關係較為迂迴。 

 

圖 5-4：個案二與樣本二所具言說命題及結構之扣合關係 

    但上述二者（個案一、樣本一與個案二、樣本二）言說架構搭配故事情節與

言說技巧之形式仍有相似之處。本研究為回應研究問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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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現，核心情節與其對應之「觀景

窗」多由階層特性較宏觀之命題所掌控，且均座落於核心結構位置（如正文中央

段落）。而具有牽引用之衛星情節則處於第一至第二段落，或穿插於各核心情節

轉折處進行補述，甚至以附錄形式說明異地基本資訊，均分配至較低階或外圍之

言說命題 言說結構

言說命題 言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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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與結構位置。由此可見，言說命題與結構亦具安排旅行素材之功能與策略，

可重組「旅行經驗」為「旅行故事」並凸顯或淡化不同元素，敘事目的旨在重現

旅者旅行經歷（所見所聞）及心得，而非陳列異地既存文物或資料。 

 

第三節  研究意涵 

 

一、理論意涵 

1. 客觀事件與旅行書寫之關聯 

    客觀事件指先於敘事結構存在之事件，須經言說表述後始能轉化為故事

（Martin, 1986）。此外，尚未由敘事者轉換成旅行故事之瑣碎經驗（包括所得資

訊、旅行路程與親身見聞）亦屬客觀事件，彼此間仍無情節重要性之等級區別，

在敘事完成前無從得知其將建立何種關係。 

  由此觀之，旅行經驗提供了編排故事之基本素材，在敘事者決定採用了某些

元素（如場景、動作、角色等）後進而依敘事目的聚焦某些元素而組織成故事情

節，其後並依各情節之重要性使用不同言說技巧及言說架構而成有秩序、劇情、

敘事意涵之旅行故事。 

    依 Fisher（1987）之敘事典範原意，人類乃係透過敘事向他人描述自我行為，

並藉不同情境評估故事「好壞」，此皆處理生活經驗之敘事本質。簡言之，敘事

典範旨在強調人類透過「說／聽故事」經驗世界之方式觀其如何藉此確認價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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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而非探求事物真實與否。 

    由此可知，分析旅行書寫之敘事內容並非旨在確認客觀事件之真實性，而係

釐清作者如何運用敘事元素（如角色、動作、場景等）陳述異地資訊及旅者經驗。

作者們之安排係以「場景」為主軸，藉著刻畫其與角色（如酒館顧客與食物）之

關聯呈現空間狀態，或透過角色及其動作串連各式場景（如旅者走訪各間酒館）

以開展旅途之時空變化，此皆可見作者如何挑選旅行經驗重組之而創造新故事。 

    綜上所述，言說分析雖可辨明作者如何自無序之客觀事件（經驗）編列為情

節起伏之旅行故事，相關討論仍須回歸敘事理論觀看旅行故事究竟「說了什麼」

以及「如何說」。由此可知，旅行書寫透過故事展現之敘事價值在於其能連接旅

者／作者生命與異地文物並產生意義，拓展旅程（客觀事件）建立故事之想像力

及可能性。 

    此外，旅行書寫之作者能否視為「現代吟遊詩人」？如前章所述，中古世紀

吟遊詩人透過故事及個人講述技巧吸引觀眾並傳述各地訊息（Scodel, 1998），而

現代旅行書寫作者亦以敘述生命故事之標準及旅行經驗呈現異地固定資訊與文

化事件，經由敘事行為促使旅途遭遇之事物圍繞個人而成其獨有之故事。因此，

即便面對相同地理景觀，本文仍然期待自不同旅者／作者撰述之故事拓展對異地

之理解與想像，此點似與早年吟遊詩人之作為相近，故可視旅行書寫之敘事者為

現代吟遊詩人。 

2. 如何定義旅行書寫之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並判讀故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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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man（1978）曾謂，核心情節通過提出或回答問題等動作推動故事發展，

藉此表現敘事連續性。相較之下，重要性較低之衛星情節之動作則係在故事結構

中修飾或補充核心情節之細節，甚至鋪陳下一階段核心情節發展之可能性。 

根據前章分析旅行書寫之結論可知，衛星情節挑選故事元素之屬性非由故事

主題直接決定，反與核心情節選擇故事元素屬性明顯關聯，由此不僅映證

Chatman（1978）提出核心情節能影響或決定衛星情節內容之敘事功能與關係，

尚可將第三章闡述研究架構如何處理「故事要素」階段所繪[圖 3-2]調整為[圖 5-1]，

藉此呈現研究旅行書寫可概分故事部分為主題、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三項敘事單

位以及三者間之主從互動狀態。研究結果顯示，衛星情節係依循核心情節內容決

定選材方向（包括故事元素屬性及情節鋪陳範疇）而非遵從故事主題選擇旅行經

驗，亦即衛星情節編排內容是以「配合」核心情節為準則。 

    旅行書寫旨在陳述故事，亦以各項故事情節串連、表達異地資訊與旅者所見

所感，因此可由情節連貫性判讀各情節之重要等級，進而辨識核心情節與衛星情

節。例如，個案一〈沒逛過酒館，沒去過威尼斯〉介紹威尼斯小酒館時為了勾勒

景觀與氛圍係以威尼斯人為故事角色並透過「逛酒館」、「吃小菜」與「站立閒聊」

等動作串連出[表 4-1]核心情節一之內容，並轉向描述旅者眼見酒館內陳列美酒

美食之畫面，繼續滿足「威尼斯小酒館是什麼模樣」之好奇心，且進展至相同故

事主題之核心情節二。 

    而衛星情節可能先出現引導核心情節（如義大利友人推薦作者之往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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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稍後補充核心情節為求故事完整性而捨棄之相關資訊（如介紹「ombra」一詞

由來）。整體而言，衛星情節彼此間連續性較低或甚至毫無關聯。 

本文繼而發現，依循故事主題、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之扣連狀態分析旅行書

寫可自故事主題4著手，藉由主題確認核心情節故事內容便能進而辨別衛星情節

內涵，待大致釐清各情節敘述範圍後，亦能解釋情節內含之故事元素。而若欲自

眾多故事元素探析旅行書寫故事要素，則須將觀察目標聚焦於故事主題與核心情

節疊合處。如[表 4-2]所示，當單個主題具備多項核心情節時，其雖各有動作或

角色之運作差異，卻仍遵循故事主題以「場景」為主要描述對象，因而凸顯「場

景」元素為旅行書寫故事要素。 

回頭檢視 Foss（1996）所論故事元素功能之觀點則可發現，本為掌控「動作」

推動故事進展之「角色」元素應屬內容主軸，本研究之分析資料卻顯示旅行書寫

之核心情節均以描述「場景」為主，此結論似可拓展旅行書寫故事元素敘事功能。 

原因或為旅行書寫旨在記錄旅者／作者遊歷過程，因此運用單一敘事者言說

視角之作者不僅為故事角色亦為旅行故事主角。然而相關研究者認為，一般故事

係由作者安排行動與事件以牽引出具衝突性之扣連關係並發展為情節（Abrams, 

1999），但旅行書寫蘊含之故事情節卻少見作者（角色）運用特殊動作與其它角

色或事件產生衝突，或因作者習視旅行經驗為故事核心而多著墨於時空變遷。 

由此可知，過去常僅為故事情節發展背景之「場景」元素，反因其易於影響

                                                 
4 Van Dijk（1988）曾言，故事主題具概述情節組合內容與意涵之功能，因此掌握主題便能輕易

揭示全篇故事重點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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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呈現旅途空間與時間而已成旅行書寫之情節主軸。換言之，旅行書寫作者（旅

者）可描寫自己造訪（動作）某場景所見細節（角色）或介紹此景點之文化歷史

（事件），運用各類元素營造場景之空間形貌，並由旅者行進之動作連接各式場

景以塑造故事之時間流動，此皆旅行書寫操作故事概念之特點。 

3. 「時間」是否為言說技巧之使用要素 

    本文採用 Genette（1972/1980 ; 1983/1988）之言說策略觀點，其言說時間次

序、時間頻次、持續時間等技巧皆以「時間」為決定要素，而言說策略（言說線）

調整與實際事件（故事線）相關之時間亦影響了敘事者以何種言說距離陳述故事，

連帶決定視角與聚焦範圍甚至牽連語氣及語態。即便第三章之前測曾修正「持續

時間」為「言說速度」，仍可自[圖 4-1]與[圖 4-2]所示資料分析發現，「時間」實

為影響言說技巧及整體策略之要素。 

    但旅行書寫之「行動性」來自於旅者實際旅行過程（詹宏志，1998），亦即

作者必須不斷鎔鑄旅行期間各類客觀事件並編織成故事情節，因此旅程實際運作

時間（故事線）勢必全程對應言說時間（言說線）。作者如何配合故事發展以調

整言說時間並創造情節起伏與節奏即為言說技巧差異之處，明顯反映了時間呈現

旅行故事之重要性。 

    延續前述旅行書寫者經常操作時間關係以調整故事情節起伏之觀點，「觀景

窗」概念應可解釋言說技巧之運用意涵。如 Bamberg（2007）曾言，敘事者再述

經驗為個人生命故事與他人分享，藉此建立並認同個人內在價值體系。同理，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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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書寫作者透過言說技巧之時間性重組旅行時空以形塑獨特故事情節，而當單純

記述空間關係納入旅者體驗之時間流動性時，不僅得以呈現曾經親臨現場之資訊，

亦將原先與自我無關之異地事物編排成故事，藉此自我講述與他人傾聽之傳播行

動而將旅途相遇之人事物內化為個人生命經驗，展現敘事擴充個人生命意義之可

能性。 

4. 旅行書寫之言說架構特點 

    解讀前章資料後可初步檢視言說命題與結構功能乃在協助作者安排故事內

容及路徑，包括該從何種角度述說旅行地點特色（說故事的路徑）以及挑選與其

相關之部分旅行經驗（故事內容）。例如，當作者設定「逛酒館」為宏觀命題時，

親自造訪各家酒館所品嚐的美食或圍繞於酒館空間內之各式聲響皆可呈現「威尼

斯」或「威尼斯酒館」故事路徑。 

    而言說結構負責的敘事功能，即在協助言說命題安插各項宏觀命題所「指派」

之微觀命題。簡言之，當結構階層規劃狀態接近命題階層關係時，旅行書寫命題

「宏觀─微觀階層」關係即會依循言說結構關係排列順序。例如，〈沒逛過酒館，

沒到過威尼斯？〉言說結構規劃出「篇章標題與主題小標」以及「主題小標與正

文段落」之階層關係，其言說命題亦依此區塊安排宏觀命題及微觀言說單位。因

此，當旅行書寫完成「解釋威尼斯酒館文化重要性何在」之敘事目的（[表 4-6]

之例 B）後，處理下個結構區塊對應之敘事目標「呈現旅者體驗過程」（[表 4-6]

之例 C）時即不會置入其它宏觀命題附屬之微觀命題故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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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言說策略如〈小酒館的回憶〉一文（個案二）不曾安排命題與結構具階

層關係同等豐富「宏觀─微觀規則」，其所展現的言說命題「宏觀─微觀規則」

不似個案一之言說架構般次序鮮明且固定。因言說結構階層關係遠較命題階層內

涵簡單，各宏觀命題策劃微觀命題及其附屬故事素材分佈狀態（座落於言說結構

安排的正文段落）反而平均許多。換言之，如[表 4-7]所示，宏觀命題例 D（記

錄旅者體驗過程）安排服膺其微觀命題例 d 之各式故事素材（旅者個人旅行經驗）

的形式時將不受限於與結構相關之言說區塊，因此個案二自第三段至最終段落皆

能不時穿插由此「宏觀─微觀規則」篩選之故事情節。 

    綜上所述，旅行書寫者安排之言說架構旨在顯示其所篩選及安排旅行經驗的

標準，亦可見其試圖以哪些特點「包裝」旅行地點，包括文化歷史、場景氛圍、

旅者體驗趣事或觸發更屬內心意識之回憶及評論，此皆可能影響言說命題與結構

的階層關係及各言說單位之敘事目的。 

5. 言說結構之「核心」與「邊陲」位置 

    根據前章資料分析與討論可知，故事元素與言說技巧依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

分別搭配專屬「觀景窗」：且其若配合核心事件，則多座落於言說架構核心位置

以呼應宏觀命題（如[表 4-1]巡遊酒館之核心情節即呼應[表 4-6]宏觀命題例 A），

或位處較中央之結構段落（如個案一核心情節分布於第一主題區塊之後三個段落，

以及第三主題區塊之前三個段落，因此以段落位置而言，可見核心情節集中座落

於整體言說結構之中間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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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依衛星事件組成之觀景窗所處言說架構則相形次要，其功能乃在將隸屬微

觀命題（如[表 4-2]所示核心情節二之衛星情節旨在記錄酒館內用餐聲響，亦為

完成[表 4-7]微觀命題例 b 所含敘事目的）分派至較為零碎、邊陲之結構位置（如

個案一提及店家地址出現於「圖說」之結構位置）。由於核心情節多以旅者親身

經歷為故事素材，異地基本資訊如城市歷史文化則歸屬衛星情節描述材料，因此

自上述故事元素、言說技巧與言說架構慣用搭配形式可知，旅行書寫講述旅行體

驗之主要目的並非介紹異地資訊，而在記錄旅者旅行所見（外界）與當刻感知（內

心），搭配言說技巧後進而將親身經歷轉為具有起承轉合之旅行故事。 

二、研究意涵 

1. 判讀旅行書寫「說什麼」及「如何說」 

    研究之初，本文採取了敘事觀點分析旅行書寫之故事成分與言說形式，其旨

乃在觀察整體敘事「說什麼」及「如何說」，因而編列故事元素、言說技巧與言

說架構三項分析架構。 

    資料顯示，旅行書寫內容係取材自旅者親身經驗或出自異地基礎資料，依主

題規畫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並擷取上述素材編排為旅行故事，其過程涉及了言說

技巧，或凸顯核心情節或淡化衛星情節內容（此即旅行書寫特有之觀景窗），藉

此敘事單位多採「場景」或「動作」為主要元素，並視「事件」或「角色」為補

充當地基本資料之元素。 

    [圖 3-1]顯示，旅行經驗（客觀事件）需經作者編排潤飾方得成為旅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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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即曾細究作者潤飾過程繼而提出「觀景窗」概念，指匯整言說技巧並呈

現各類故事素材之策略旨在協助作者「說故事」並創造情節起伏。如資料分析所

示，觀景窗可隨核心或衛星屬性而調整言說技巧，如包裝核心情節之觀景窗即可

運用「時間」元素放慢言說速度，順時且詳細地描繪故事細節。反之，處理衛星

情節時則可加快言說速度並僅略陳表面狀態（如簡述歷史事件或介紹景點位置）；

此皆為言說技巧述說故事內容時可展現之特點與功能。 

    此外，言說不僅串連故事元素，亦須為整體故事建構順序與層級（Barthes, 

1977），可依「結構」與「命題」延伸探討階層關係及言說功能，以此理解言說

組合規則如何敘述故事並完成敘事目的（van Dijk, 1988）。由此可見，「言說」不

僅彰顯旅行書寫述說故事之語言特點（解釋「如何說」之言說技巧），亦說明整

體敘事決定「如此說」之功能與目的。 

    根據本研究之分析資料所示，理解旅行書寫「如何說」可經由言說技巧及言

說架構（包含命題與結構）探究，前者表現了作者如何掌握情節節奏，言說架構

則旨在呈現作者篩選故事素材及組合過程，二者皆可將紛雜無序的客觀事件轉化

為旅行書寫，深深影響了作者說故事之歷程。 

    進入研究問題之初，本文選擇以 Chatman（1978）討論敘事、故事及言說之

概念設定研究架構，假設傳播環境（敘事）將可決定故事內容及呈現形式（言說）。

然而分析發現，敘事及言說二項概念並非絕對線性關係（即由敘事決定言說）：

言說分析概念源自結構主義因而強調系統性之結構分析，相信研究者能自各類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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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判讀系統性的組成及使用規則（van Dijk, 1988）。然而 Fisher（1987）提出「敘

事典範」之核心價值則在於認定故事展現之經驗仍具備多元意義（如個人或整體

社會），此舉之旨並非尋求敘述故事之策略通則，反應關注敘事策略意涵。 

  因此，本文認為不可單就言說分析所得之研究資料解釋故事「如何說」，仍

須自作者選擇策略扣連敘事之思考路徑一併討論經驗如何影響言說之形式意義 

，如本文資料曾經論及作者韓良憶如何安排言說架構，回到敘事理論可見其反映

了旅程所品嚐美食均藉「說故事」過程融入作者生活歷程，促使其建立意義以產

生新的敘事素材。反之，如欲理解作者如何透過旅行書寫建立此地與個人之關聯，

亦須透過言說分析層次以觀察敘述過程如何選擇及重組。 

  簡言之，執行分析時似須兼顧言說與敘事二者，不僅論述旅行書寫安排故事

元素、觀景窗及架構層次之特點，亦應延伸討論各概念連結形式之意義，避免單

視文本語用狀態而忽略整體敘事情境之影響性，此點可使研究者論述資料意義時

更形動態。 

2. 分析言說架構可延伸至觀察作者思維狀態 

Edley（2001）與 Lee（2003）雖分自外在社會環境與內在個人意識情境討論

語言使用意涵，卻同樣關注敘事者使用語言過程有何特殊形式及其意義，包括語

用者思考及選擇語言模式之過程與目的，顯示了任何語言的使用流動過程似可映

證述說者的思維與選擇歷程。 

因此，若要觀察旅行書寫之言說架構特點，應透過其語用特色進而推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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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旅途之心路歷程與選擇策略，藉此探知作者如何面對相同旅程景觀時以各異

其趣之思維選擇亦決定不同路徑以烘托不同況味之景點與體驗。 

3. 分析個案一、二與樣本一、二之關聯性 

    本文探究言說架構如何完成旅行書寫之敘事目的時，依分析範疇規劃兩階段

討論，第一階段先自二樣本書中各選出單一章節論述其言說架構，並設定「段落」

為最微觀之結構項目。根據資料可知，個案一與個案二同樣以陳述威尼斯小酒館

特點為最上層之宏觀命題，卻在設定結構層次時出現差異：個案一之內文言說結

構階層顯較嚴謹，不僅各層所占敘述篇幅相當，各結構亦整齊對應階層位置相當

之言說命題。 

  反之，個案二因未刻意劃分內文結構層次，缺少依「主題」差異而設定之結

構區塊，其言說命題因而得以自由座落於各段落（甚至是文句）間，命題「宏觀

─微觀規則」與結構安排亦無直接關聯。如[表 4-7]微觀命題例 b 以凝聚威尼斯

酒館相關聲響為宏觀目標（例 B），卻於某段落專門陳述用餐時周邊聲音，亦可

能於某段落運用幾句話完成此微觀命題（如例 b 所含「老闆獨特口音」）。 

    本文雖未能辨別兩位作者決定命題或結構階層之先後次序，卻能藉此理解其

實際編織故事時所決定之微觀命題及結構劃分方式如何大異其趣並產生觀感各

異之旅行故事。如個案一所具之整齊言說架構可清楚辨別「介紹資訊」及「描述

經驗」等不同經驗性質之敘述範圍，個案二之言說架構策略則易融合不同經驗性

質，塑造旅者邊體驗邊吸收資訊之觀感，使得通篇故事看似猶如出自作者親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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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 

  第二階段則擴大分析範疇至二樣本之全書架構，藉此觀察更宏觀之言說架構

如何編排豐富且複雜之旅行經驗。個案一與個案二之論述範圍固可討論作者處理

某段旅遊經歷之細微手法，擴大至全書言說架構之「宏觀─微觀規則」則可釐清

作者如何看待此趟旅行經驗以及如何處理之意圖。例如，樣本一如個案一之規劃

策略，劃分「遊」與「食」二命題之均等結構範圍藉此篩選旅行體驗，不僅顯示

作者著重「旅行方式」與「飲食內容」之經驗面向，亦可看出作者決定命題進而

安排結構階層之次序。 

    此種不同階段之言說架構討論方式，旨從觀察作者如何處理範圍較小且面向

較單純之經驗進而比較更全面且類型更為豐富之經驗究將依何種架構編列成故

事，藉此避免過於深究或簡化旅行書寫言說架構之敘事功能及意涵。 

三、實務意涵 

1. 如何定義「旅行書寫」 

    本文前章曾視記錄旅行之作品為表述旅程意義之故事，試圖釐清其內容與形

式如何有別於旅遊報導及旅行文學。 

    由資料分析章節可知，旅行書寫係藉「說故事」手法完成「介紹當地資訊」

與「講述個人經歷」等敘事目的（有異於旅遊報導），而以旅者親身經歷與心境

為故事主軸（核心情節）並自旁觀者轉為旅途參與者，亦有別於旅行文學天馬行

空抒發個人意識之手法（胡錦媛，1996）。但旅行書寫仍隨衛星情節跳敘異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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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訊（如歷史故事、社會文化脈絡），足可顯示此類文本實兼具「記實性」與

「故事性」講述手法。 

    羅智成（2000）曾論，旅行書寫經由作者重新編排經驗的比例與結構而成內

容，可視其為旅行的再創作或旅行經驗的再現。本文觀察三項敘事單位之策略運

用狀態（即討論旅行書寫如何選擇內容並編排比例與結構），似可明確解釋「旅

行書寫」蘊含了以旅者體驗為核心情節之故事內容，建立旅行經驗與異地資訊等

故事素材之輕重、主從關係，並搭配足以凸顯情節節奏之言說技巧及言說架構。 

    如旅行書寫多於核心情節安排放慢言說速度以利「觀景窗」之聚焦，便於同

步描繪外界景觀細節及旅者同時迸發的內在感受，甚至如實呈現客觀事件發生時

序與次數（言說次序及言說頻次），加強旅行書寫「如臨其境」的動態與真實感。

此舉當可以編織栩栩如生之故事以吸引他人進入語言情境，進而具備有別於記實

報導或文學創作之敘事規則。 

2. 決定旅行書寫言說架構之作者個人因素 

    作者韓良憶因夫婿為荷蘭籍人士而長年旅居荷蘭並頻繁遊覽歐洲國家，以寫

作為專職並自述熱愛享受美食及旅遊之生活（韓良憶，2007），其相關著作皆以

旅遊為主題並多著墨於介紹當地美食或記錄品嚐過程，如《鬱金香廚房》（2002）

與《流浪的味蕾》（2001）皆屬之。觀照本研究分析《地址：威尼斯》之言說架

構猶可見韓良憶個人喜好及寫作專長深深影響言說命題及結構編排，如特意為威

尼斯餐飲特點安排全書近半之書寫篇幅，依命題與結構所具「宏觀─微觀規則」



22 
 

陳述旅經威尼斯所品味之飲食經歷。 

    相較於韓良憶大幅記載餐飲特色，個案／樣本二作者林玉緒隻身赴義大利學

習義大利文並轉以旅行寫作為職，不同的人生經歷影響她以不同心境介紹義大利

城市，不僅出版多本作品（如《品味米蘭》（2003）及《羅馬拼圖》（2004）），而

自《幻想威尼斯》安排言說架構之策略及故事情節亦已透露其偏好介紹當地盛傳

之歷史或傳說（如規劃名為「威尼斯的傳說」結構區塊，專門敘述此城市內含市

民傳說）。此外，故事情節亦常以其過去與友人旅經威尼斯之回憶，不僅顯示作

者曾多次造訪當地，亦凸顯其認可旅行書寫涵蓋當次旅程內容及過往人生經驗之

觀點。 

    綜上所述，影響旅行書寫內容及形式之因素除客觀事件（如選擇旅行地點）

內涵外，作者／旅者所具人生歷練、個人喜好及專長等條件亦皆可能影響旅行方

式或個人關注焦點，繼而成為決定旅行故事形貌之要素。 

3. 突破結構框限命題之言說限制 

    前章分析資料顯示，旅行書寫言說架構之命題與結構各有不同扣合形式，作

者可能安排「宏觀─微觀階層」整齊對應之命題與結構層級內容，使各階層之結

構皆有固定言說命題且彼此亦具相同階層規則，因此不同層級或隸屬不同宏觀命

題之微觀命題不可能並存於相同言說結構空間。另種言說架構編排形式則不具工

整對應之命題與結構關係：當結構劃分階層數量不若命題階層豐富時，隸屬不同

宏觀命題之微觀命題將散落於不同結構位置，甚至可見某言說結構出現位處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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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之言說命題。 

    此研究結果表現了旅行書寫言說架構之安排彈性，即作者可於各結構專心述

說從屬單一命題之故事題材（如《地址：威尼斯》僅於「食」之結構部分規劃飲

食相關旅行經歷之章節），或選擇於不同結構位置均衡地介紹隸屬各命題（宏觀

或微觀）之情節。前者易於凸顯紛雜旅行經驗之趣味並協助觀者聚焦故事重點，

後者則可忠實呈現自己游走各方同時並存之各類經驗與心得，端視作者如何表達

異地樣貌與旅程點滴而選擇言說命題與結構扣合形式。 

  總結而言，當某位旅者完成旅程而欲將其經驗撰寫成旅行故事時，本文所完

成之資料分析及研究意涵均能提供什麼幫助？從言說分析洞悉之結構特點可知 

，旅行書寫絕非單純陳列資訊或經驗：旅者面對旅程蘊含之紛雜經驗時，可參考

本文討論之各類敘事項目（故事元素、言說技巧與言說架構），依此設定個人敘

事規則進而篩選及重組旅行經驗，編織成具情節起伏與層次架構之旅行故事。而

以敘事本質觀之，旅行書寫將個人經驗轉為故事之過程除了建立故事吸引他人聆

聽外，亦可藉此創造異地文物景觀與自我生命歷史之關聯，避免僅為走馬看花之

記述，此即旅者透過故事記錄旅程之意義。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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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理論基礎與研究方法之討論範疇 

    本文最初係以敘事理論為討論基礎，分就故事元素之敘事功能及言說分析路

徑探究文本內容與語言形式，僅能闡述旅行故事書寫策略並推敲各項敘事目的。

因研究主旨為釐清旅行書寫敘事特點，未及處理閱聽人聆聽故事後之傳播行為

（如觀察態度或反應等變項），亦未訪談接觸旅行書寫之閱聽人，因而缺少足以

確切辨別旅行故事「好壞」之標準。 

    由上所述，本文研究問題皆僅觸及訊息特點與意涵，無法透過閱聽人之喜好

映證故事內容、言說技巧與言說架構之影響，故討論範疇受限於敘事策略而未能

擴展至辨明敘事影響力。換言之，研究結論僅能說明旅行書寫「說什麼」與「如

何說」，無法進一步定義何種旅行書寫才算「好故事」。 

    此外，本文分析了文本敘事狀態並推估其傳播行動，但未採訪作者以確認敘

事策略緣由，亦無法討論作者如此安排內容及形式究係出自哪些書寫風格（影響

因素包括社會情境、對象、語氣、個人特質等；臧國仁、施祖琪，1999），亦即

前章透過言說分析所得之各項結果均係本研究之推論而非作者主旨。 

    前文亦曾論及 Edley（2001）與 Lee（2003）等言說分析學者之觀點，認為

觀察語言使用形式即可探知敘事者選擇策略及語言情境所蘊含之社會文化。綜觀

此類論點可知，無論言說分析如何強調語言深受個人或社會意識結構所支配，仍

難明確劃分語言表現「內／外世界」之界限，即個人想像亦可能與外在景觀相連

結而非獨立生成之內部思緒。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原係探究旅行書寫如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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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內／外故事素材，試圖以言說內／外部聚焦概念分析作者如何透過語言轉換外

界景觀與個人感受之描述時，實則與前述言說分析基礎觀點相予牴觸。 

    換言之，若研究者無法論述語言如何受控於心理或社會意識，卻單純以言說

聚焦內部思緒或外部環境之二分標準，將僅能就文字表象描述作者運用言說技巧

之特點而難深究語用意涵。如作者敘述異地美食之技巧究因個人品味素養或為旅

行氛圍所致，若以上述二分法判斷言說聚焦內／外環境觀之實難確認其真正原因

及意涵。 

2. 樣本選擇標準 

    本文第三章曾說明為何選擇二本書為旅行書寫討論樣本，其目的係在於避免

他類旅行作品受媒體環境等各項因素影響以致本研究難以釐清敘事策略。 

    但敘事及言說相關理論關注及應用之文本並未侷限於平面文字，任何可閱讀

作品如報紙、書籍、電視或電影皆可視為敘事文本（Bal, 1980/1985），旅行故事

亦可能透過電視節目或電影形式講述經驗。本研究受限於選用樣本而僅聚焦於書

籍形式，無法認定結論適用於解釋其它文本類型之旅行故事書寫策略。但文本形

態之差異卻又可能影響故事內容與說故事方式，如旅行攝影集或須聚焦於圖片敘

事功能，而以旅遊為主題之電視節目更可能因編輯流程、節目定位、頻道等媒體

生態而牽動敘事形式。如何透過文類探求旅行書寫敘事策略之轉變，未來似需考

量更為複雜的變項關係。 

    此外，平面文本或較擅長於表現旅行之空間形貌，敘述者習以單一敘事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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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視角為主，鮮少轉換敘事立場並擴充言說線，故言說技巧之時間概念或難充分

展現，觀者亦無法確切掌握時間流動過程。但 Genette（1972/1980）之言說時間

概念或較易於影像文本呈現，如敘事者以旅者敘述搭配連續影像畫面時，組織旅

行故事時空關係之言說策略亦將產生變動，甚至同時運行多條言說線而使敘事者

安排言說時間之策略更形豐富。 

3. 研究架構限制 

    本研究分析旅行書寫敘事內容之預設乃在認定：先有故事元素作者始能決定

如何經由言說編排，此舉顯已影響資料分析偏向「言說技巧與架構係為配合故事

內容而成形」之觀點。實際上，作者或許在踏上旅途前即已產生言說架構，就此

決定故事內容與言說技巧甚至影響了旅者規劃旅行方式與範圍（客觀事件），而

非由故事元素導致言說內容之次序。 

  若真如此，本研究最初或應調整研究架構改視言說架構為第一分析步驟，即

當研究者認為旅行書寫首當設定言說架構以及某些言說技巧（如採單一敘事者視

角或第三人稱敘事）繼而藉言說形式挑選故事素材時，即可改變分析資料之立足

點並獲致不同結論，如韓良憶即可能因堅持「介紹威尼斯餐飲文化」為宏觀命題

而捨棄了描寫威尼斯建築歷史、特色與個人體驗趣事等客觀事件。 

4. 分析層次限制探討面向 

    本研究設定分析言說架構層次僅止於各段落（結構）所具言說命題，並未細

究各字詞間文法結構操作的語言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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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Martin（2002）分析 Mandela 的自傳 Long walk to freedom 一書時即稱，

語言結構可宏觀如整篇文本亦可微觀至扣連單詞的文法形式，二者皆可用來探究

作者所欲完成之敘事意義。如改變「自由」一詞之字詞形態（即形容詞之「名詞

化」）將可轉換語言使用方式，由抽象情境（形容詞）轉為可掌握之具體物件（名

詞）時，或將擴大說者與聽者理解及想像此概念之界限（如「自由」轉為可為人

所擁有之物體），敘述者即可產生更豐富的描述方式（如進而宣稱人們該為「自

由」奮鬥並努力掌握）。 

  本文並未觸及此類微觀層次之語言單位因而無法藉由字詞單位之屬性變化

討論言說架構承載的語用意義，亦未探究作者如何藉此擴大觀者想像旅程樣貌之

面向（如「聲音」成為美食一部分而能品嚐），更未述及此類語用策略如何影響

觀者反應（如感到身歷其境）。 

    此外，言說分析本當具備各項切入角度以回應不同研究宗旨（Taylor, 2001）。

本文選擇了 van Dijk（1988）提出之言說架構觀點，即意味了放棄其它言說分析

路徑，如自文類（genre）形式角度觀察以報章雜誌、書籍、電視節目或電影類

型呈現之旅行書寫有何敘事策略與功能差異，或由文類的「功能」角度比評旅遊

報導、旅行書寫與旅行文學敘事特色與傳播行為，亦無法藉批判路徑討論旅行書

寫有哪些既定語言形式又將如何反映社會意識形態。 

5. 結論是否為旅行書寫敘事通則 

    為了排除客觀事件差異影響後續故事內容、言說技巧與言說架構，本研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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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樣以「威尼斯」為描述對象及範圍之樣本，藉此解釋旅行書寫有何敘事規則

可循。但此二樣本是否足以代表其它旅行書寫，若不具代表性，則本文所得敘事

規則將如何協助定義其它作品？ 

    其次，前文曾認定客觀事件足以決定敘事內容與形式，因而將「書寫相同範

圍之旅程」視為樣本選擇標準（如比較個案一、個案二與樣本一、樣本二之敘事

內容與形式），但客觀事件或許不具絕對影響性，主要影響因素可能出自作者預

定之言說架構而非真實客觀事件。 

    綜上所述，除旅行地、旅行範圍或作者國籍為樣本之揀選標準外，旅者旅行

方式（如單人自助旅行、跟隨旅行團或居遊）以及決定故事內容（如故事主題、

情節）與言說形式之先後順序或均為影響作品異同之要素。 

二、未來研究建議 

1. 增加旅行故事書寫策略如何牽引閱聽人觀感之研究 

    本研究未及討論旅行書寫是否得有適當評估閱聽人觀感之途徑，研究範疇僅

及文本敘事策略以推估作者書寫目的，並聚焦於文字呈現之故事素材及言說形式

而排除分析圖像敘事功能。但文字、圖像與口語對話皆屬串聯與表達故事情節之

敘事語言（Martin, 1986），若僅就文字部分討論敘事與傳播行動，實難囊括全書

敘事單位之傳播功能，亦無法掌握旅行書寫足以影響閱聽人觀感之敘事因素。 

    建議未來研究可先分析旅行書寫之圖像敘事功能，釐清其言說方式與文字有

何異同以及彼此如何扣連，進一步並可規劃探測閱聽人觀看旅行書寫之過程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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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藉此理解各項敘事單位是否確實達成敘事目的，包括閱聽人關注內容焦點是

否為故事核心、旅行書寫「觀景窗」營造之敘事情境是否能使閱聽人產生「身歷

其境」之感、何種文字與圖像言說架構最能吸引觀者理解異地風貌與旅行經驗

等。 

2. 比較不同文本之旅行故事有何書寫策略差異 

    前章曾謂，受限於分析架構及樣本選用標準，本研究所得資料僅能解釋書籍

形式之旅行書寫，猶未處理不同文類是否具備不同故事內容及言說形式。 

    對 Swales（1990）而言，文類不但常以文學觀點泛稱為文學作品之種類，亦

以傳播觀點表述不同形式之言說類別，進而依傳播目的或其社會互動形式定義

「文類」，而非僅依產生言說之媒介類型（如書籍、報紙或電視）設定。 

  未來如欲比較跨文類旅行書寫之故事內容、言說形式或傳播行動之差異，亦

可採上述觀點以不同傳播目的劃分為：「如實轉述異地資訊」、「記錄旅行經歷」、

「帶領觀者體驗旅程點滴」或「塑造對異地想像之空間」等旅行書寫文類。分析

目標聚焦於語言形式如何改變及反映個人經驗或社會文化情境，以及此類言說文

類如何開啟並建立作品與閱聽人之溝通系統。 

3. 研究言說架構影響旅行書寫之範疇 

    前節研究限制亦曾論及，旅行經驗（客觀事件）轉為故事元素並影響作者規

劃言說技巧及架構之書寫並非固定之線性轉換過程，乃因作者可能於旅行前即已

構思故事書寫之言說架構。因此，未來研究或可觀察客觀事件與敘事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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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其它牽連方向，如：若言說架構先於旅程成形，則其究係如何影響旅者「創

造」（再現）客觀事件。或當作者結束旅行欲將經驗轉為故事時，如何自客觀事

件挑選故事元素，以至某些故事情節及主題較易成為敘事單位。 

    此外，未來研究或可擴充旅行書寫之蘊含單位及研究分析層次，如將內文附

圖、圖說、影片鏡頭之遠近項目納為言說結構而延伸探討其命題，或細究同層次

之言說單位彼此有何關聯（如前文曾述，同為字詞結構之詞性轉換有何共同命題）。

挑選研究樣本時不須以書寫相同景點為考量，或能設定「具備相同宏觀命題」（如

均以介紹異國建築風格為敘事目標）為觀察敘事規則之選定樣本標準。 

4. 探究影響旅行書寫敘事風格之相關因素 

    風格是什麼？如何辨識決定風格之敘事因素？廣泛而言，風格可視為表現個

人（或團體）行事特徵或特性之概念。若所談與所做之事為事物本身，風格係為

「裝飾」此事物之呈現方式，因此分析風格非著重於「說什麼」或「做什麼」，

而是探究什麼原因促使「如此說」與「如此做」（臧國仁、施祖琪，1999）。 

    未來研究若著手探究旅行書寫「風格」，可將文本敘事元素及架構合併為作

品之語言情境因素（包括上述媒介特性或文類），釐清旅行書寫內蘊哪些敘事風

格、決定此類風格存在之言說因素為何、是否能打造衡量旅行書寫敘事風格「優

劣」之規則體系。當後續研究需要進一步理解閱聽人如何接收旅行書寫故事內容

甚至釐清其喜愛或迸發其它觀賞感受之由時，或能結合旅行書寫敘事風格相關研

究結論進而描繪作者／旅者、作品與閱聽人三者間並存哪些傳播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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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 Martin（2002）所言，透過分析字詞形態之路徑最可探究文本內蘊宗旨及風

格，理解作品何以予人「優美」（grace）的愉悅感，並釐清此言說方式如何喚起

閱聽眾「燃起希望」的情感反應。若以此一路徑分析旅行書寫，或可洞悉不同旅

行書寫如何創造不同語言風格或氛圍，藉此討論讀者閱讀後所激發的情感，歸納

出旅行書寫的「優美」敘事規則（如轉換「旅行」概念的詞性可營造較吸引人的

「旅行書寫」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