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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訪談資料分析：華人讀者審美期待與美感體驗 

 

    本章分析深度訪談資料，以了解華人讀者之「審美期待」、與武俠小說文本

之「交流歷程」與感動。首節擬介紹受訪者背景，說明其所學及專長。第二節則

自訪談結果出發，剖析受訪讀者對武俠小說之「審美期待」，包括期許特定類型

表現手法之「狹義審美期待」及與生命歷程相繫之「廣義審美期待」。第三節討

論讀者與文本結構之交流方式，如文獻揭示之「創造」、「渲洩」與「否定」等，

另從讀者反應試析接收美學典範未曾著墨之互動形態。第四節論述「美感反應」

內涵及成立條件，除研析前文言及之「美感體驗」種類外，亦擬探尋接收美學典

範未及論述之「美感」概念。 

 

第一節 訪談背景與資料處理說明 

    本節擬說明受訪者基本資料，簡介其「通俗文學」等知識基礎及接觸武俠小

說之閱讀經歷。後文旋即解釋資料分析方法及步驟，如何由「詮釋學循環」出發

促使研究者轉換自身視域而漸次融入受訪者之世界觀。 

一、受訪者背景資訊 

本研究總計訪談十六位武俠小說讀者，均為文史科班出身且均曾拜讀金庸作

品，近三成讀者曾修習「武俠小說」等類型之專題課程。受訪者多曾接觸「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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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學理論」、「文本批評」、「俗文學」與「史學」領域，某些讀者亦曾分析

武俠文本及撰寫評論文章、參與網路武俠小說之接力寫作、繪製武俠漫畫或接觸

線上遊戲《金庸群俠傳》。部份接觸金庸小說已約二十年，拜讀全套作品次數已

不下五十回並曾接觸「舊舊版」（未改版）之小說版本。讀者背景資料如下： 

 

表 4-1  受訪者資料及訪談時地簡表 

編號 學經歷簡介 性別 訪談時地 時間長度

1 歷史所碩士，畢業論文鑽研服飾

文化。對華人文化有濃厚興趣，曾參

與「老子」、「莊子」等講座課程。曾

拜讀金庸、古龍、倪匡、溫瑞安等人

作品。 

女 2008/12/9

於餐廳；

12/15 電訪 

 

180 分鐘 

2     中文系畢業，修習「文學史」等

相關課程，曾拜讀金庸與古龍之作

品。 

女 2008/12/8

於受訪者工

作地點 

180 分鐘 

3     中文系畢業，曾修習「文學理論」

課程，並鑽研「映襯法」與「五感聯

想」且撰寫評析文章，關心「病態美」

題材，亦曾拜讀金庸與古龍作品。 

女 2008/12/9

電訪；12/12

於受訪者工

作地點 

150 分鐘 

4 中文系學生，曾修習「武俠類型」

相關課程，可掌握「武俠小說」類型

概念。曾拜讀金庸作品，《書劍恩仇

錄》是印象最深刻的一部。 

女 2008/12/26

於餐廳；

2009/2/2 電

訪 

100 分鐘 

5 中文系學生，曾修習「武俠小說」

相關課程，接觸作品包括臥龍生、金

庸、古龍、溫瑞安、雲中岳、黃易與

倪匡的創作。個案除閱讀武俠小說

外，也曾分析小說故事及撰寫續篇，

亦曾參與網路之武俠故事接龍及網

路社群討論。 

女 2008/12/26

於餐廳；

2009/1/31

電訪 

160 分鐘 

6 中文系學生，曾修習「武俠小說」

相關課程，拜讀古龍、金庸與溫瑞安

等人之作品。喜歡讀詩故其鑑賞新詩

女 2008/12/26

於餐廳；

2009/1/31

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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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歷程與期待，亦能融入閱讀武俠小

說之歷程成為美感體驗之來源。 

電訪；

2009/2/3 電

訪 

7 中文系學生，從七歲始便接觸民

俗故事，亦對藝術史、繪畫介紹有興

趣。曾修讀「武俠類型」專題課程，

從中學便開始拜讀金庸、倪匡和古龍

等人作品。 

女 2008/12/26

於餐廳；

2009/2/2 電

訪；2009/2/4

電子郵件 

100 分鐘 

8 中文所碩士，曾拜讀金庸與古龍

作品，研究興趣為新詩及從「讀者反

應理論」分析創作歷程。 

女 2008/2/6 於

餐廳 

60 分鐘 

9 中文系學生，曾修習「武俠小說」

專題課程，拜讀金庸、古龍與黃易之

創作。喜歡悲劇紀實類型文學，如波

特萊爾《惡之華》與《巴黎的憂鬱》。

男  2008/12/26

於餐廳；

2009/1/30

電訪 

40 分鐘 

10     歷史所博士候選人，曾修習思想

史並鑽研近代史相關議題，拜讀過金

庸與古龍作品。 

女 2009/1/14

於餐廳 

120 分鐘 

11 中文系畢業、影像類研究所碩

士，大學修習俗文學等課程，拜讀過

金庸、古龍與黃易作品。約六歲便讀

過《天龍八部》，接觸金庸全套作品

已超過二十年。曾採訪「金庸武俠小

說研討會」，與金庸本人、關心金學

發展之研究者作進一步接觸。 

女 2009/1/16

於餐廳；

2/17 電子郵

件 

180 分鐘 

12 中文所碩士，接觸文學理論、敘

事、符號學與美學等領域，曾拜讀金

庸與古龍作品。 

女 2009/2/8 於

餐廳 

90 分鐘 

13 中文系學生，修習詩詞等類型文

學，曾拜讀金庸、古龍與黃易作品。

女 2009/1/22

於餐廳 

100 分鐘 

14 中文系學生，曾拜讀金庸作品，

亦接觸武俠類別之線上遊戲，認為電

玩視覺設計可影響讀者之想像。 

女 2009/1/22

於餐廳 

60 分鐘 

15 歷史系畢業生，曾拜讀金庸、古

龍、倪匡與黃易作品。喜愛動物，此

番情感亦融入審美期待而成解讀武

俠小說的來源。 

女 2009/1/21

於餐廳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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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文所碩士，修習俗文學，曾拜

讀金庸、古龍、黃易、溫瑞安、梁羽

生、王度蘆、還珠樓主與倪匡作品。

賞析金庸作品經歷近二十年，自小學

接觸武俠小說並繪製武俠漫畫及接

寫續篇，曾拜讀「舊舊版」《射鵰英

雄傳》與《倚天屠龍記》。 

女 2009/2/6 於

餐廳 

150 分鐘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分析進行步驟 

（一）處理訪談資料之歷程 

在初次訪問後，本研究多在三天內整理出逐字稿與筆記，於訪談結束一個月

內分析出大致結果，並將逐字稿、筆記與部份分析寄予受訪者，請其勘誤（如逐

字稿中作者與小說篇名是否正確）與指正。十六位受訪讀者中，有十位曾回信或

另作補充，亦同意本研究之初步分析。若研究者發現資料不足時，則以電話訪問

或電子郵件之形式再次請教受訪者，進行第二、三波之訪談至讀者充份回應提問

為止。 

（二）「詮釋學循環」之落實與體現 

在處理訪談資料時，除以文獻探索提及之「審美期待」、「交流歷程」與「效

果」（有無「美感體驗」）等概念為骨幹，也從受訪者之回應歸納出與「接收歷程」

之相關質素。如研究者需「紮根」於訪問內容之逐字稿，從受訪讀者的每句話中

歸納出與研究旨趣相關資訊，得出與理論相關之「概念」及依附於此之「屬性」

（賴玉珊，2008: 31），而此研究發現也需對照訪談對象之生命經歷與喜好以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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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分析。 

研究者從「審美期待」、「交流歷程」與「美感體驗」著手篩選出契合研究主

題之文句，區辨出「重要敘述」並標示之（賴玉珊，2008: 29）。篩選出受訪者之

重要敘述後，研究者得從自身對「審美歷程」之前理解出發，並對照文獻探討言

及之「交流歷程」（如創造、渲洩或否定等），在「理論結構」與「訪談資料」（受

訪者原義與涉及之生命歷程）間往覆對話，以逐步跳出「文獻探討」預設並漸次

挪往受訪者之「視域」，來體現「詮釋學的循環」並期待能與讀者們「視域融合」。 

以個案 3 閱讀《神鵰俠侶》為例，他憶及楊過以蘇東坡詞作「十年生死兩茫

茫，不思量，自難忘」來追憶小龍女之情節，隨即依此詞作之觸動回想人生體驗

及現實情境，或可對應「同理型」渲洩式互動方式；而其提及「跨越時空」、「比

他同時代的人，更了解他［作者］」則可與「交心」感動參照，故能歸納出讀者

因「同理」作家心境而漸有「視域融合」感動。關於逐字稿之文句篩選及分析歷

程，或如下表舉隅（較完整之版本可參照「附錄一」）： 

 

表 4-2  逐字稿資料及分析歷程舉隅 

訪談逐字稿 研究者分析 

研究者：所以您在讀時，會把那些很感傷的經驗，擺在

小說閱讀裡面嗎？ 

個案 3：我看到十年生死兩茫茫，會蠻難過的。 

研究者：就是那種跟親人分隔的感覺。 

個案 3：對，我會蠻難過的。我當年看就蠻難過的。有

一些我曾經寫過，我很喜歡半夜讀詩。泡一杯濃茶，

半夜起來讀詩，那感覺還真的是跨越時空。我會覺

得說，那一刻，像李白的詩，杜甫的詩，真正的好

＊ 與文本的交流經

驗： 

同理。讀者同理

蘇東坡的詞作（畢竟

是在現實世界中發生

之事物），也能欣賞唐

詩的美感。了解詩人

之生離死別後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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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是在三離三別，三死三別……。 

研究者：在安史之亂以後。 

的感受與體驗。 

 

個案 3：對，妳在剎時之間真的非常感動，我真的感動、

落下淚的時候，就覺得跨越時空的壕溝。我覺得我

比他同年代的人，更了解他。對不對？那我們不就

做了一場無情友，有情友？中間沒有感情的聯繫，

但是事實上聯繫的很深。文學的魅力就是這樣。 

研究者：就是同理？ 

個案 3：對。 

研究者：所以就是同理，可能帶來更多心靈上的感動？

個案 3：對，掩卷嘆息。 

＊ 美感體驗： 

視域融合。「無形

友」、精神上的交流與

「視域融合」概念類

似。讀者有此體驗後

甚想掩卷嘆息。 

資料來源：本研究 

     

    本研究依上述方式逐步分析十六位讀者之訪談資料，揀擇關於「審美期待」、

「交流歷程」與「美感體驗」等質素。除考量受訪者個別差異（如不同世代之觀

影歷程可能引導審美期待，或讀者對動物喜好亦可能融入閱讀歷程中）外，本研

究依上述三層面歸結出受訪讀者「審美歷程」之共向，以發掘不同「互動歷程」

可能引發之美感體驗樣貌。下文擬從「審美期待」、「交流歷程」與「美感體驗」

三層次著手，分析華人讀者之審美理解過程。 

 

第二節  讀者之審美期待  

如文獻探討所述，審美視域可展現於讀者之「審美期待」，而審美期待亦有

狹義與廣義之別，前者專指讀者對類型表現手法之期許，包括「定向期待」與「創

新期待」；後者乃讀者以生命經歷與五感聯想出發，期待文學應有何種呈現方式。

以下擬從武俠小說讀者「狹義審美期待」及「廣義審美期待」分述，說明對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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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許」如何引導賞析歷程。 

一、狹義審美期待 

狹義審美期待可體現在讀者對武俠小說之「既定期待」與「創新期許」，前

者指文本結構應包括特定情節、角色或包羅哪些理念，後者為讀者期待的「創新」

風貌。下文分從「既定期待」與「創新期待」說明讀者之期許。 

（一）讀者對武俠小說之既定預期 

「定向期待」指讀者對作品的預期或假設文本應有何類資訊，此乃從讀者過

往接受的教育、文化陶成而來，如讀者耳濡目染之「電視劇」及「集體記憶」均

扮演要角。Jauss（1982a）曾提及角色、情節、公式、寫作視角與理念，下文續

以此些面向了解武俠小說讀者之既定期待。 

1. 武俠文學史之歷時系統： 

本研究發現，讀者接觸武俠小說時多已有「定見」，期盼作品應具某些特定

樣貌。多數受訪者均參照唐宋以來「話本」傳統，將近代武俠小說置於「文學史

系譜」（即「歷時系統」）脈絡解讀。研究發現，受訪者若以文學史傳統解析「武

俠」，可體現 Gadamer（1986／洪漢鼎譯，2005）之「效果歷史」精神，如從《史

記》的〈刺客列傳〉和〈游俠列傳〉出發，常強調武俠類型之核心精神為「節義」、

「歃血為盟」、為了知己「不愛其軀」與「捨身相報」之刺殺傳統（個案 5, 11）。 

如個案 5 認為，武俠小說特色即在「武」跟「俠」，其最出色之處便在「節

義精神」，亦是中國文化特有之意涵。他進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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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情、它的節義，才是它重要的地方。而且這是一個很能表現中國

文化的東西，因為歃血為盟，或是節義精神。像《史記》裡面，〈刺客列傳〉

跟〈游俠列傳〉，像豪俠和游俠，中國武俠小說用這兩個點，把它弄的很漂

亮。……其實就隱隱約約查覺到，中國傳統文化在裡面。」 

個案 11 也指出，「俠義」精神乃潛移默化而來，為武俠小說不可或缺之元素，

可溯至史記及宋元話本《水滸傳》傳統。他以《史記》〈刺客列傳〉為例說明俠

客「講信諾」特質，再如《水滸傳》之阮家兄弟言及「這一腔熱血要賣予識貨的」

亦體現俠義精神。個案 11 認為：「裡面最聰明的軍師吳用，他也知道下場，他也

多番勸阻過。他去做這個的原因，就是為了俠義。」雖然英雄好漢們最後均慨然

赴義，但無人責怪領袖。他肯定金庸很精準地承襲了《史記》與宋元話本傳統，

體現俠士已諾必誠及「明知不可為而為」的浪漫情操。 

讀者從武俠小說之文學史系譜出發，肯定此類型應具忠孝節義、不愛其軀、

發揚正義之特質，亦稱許金庸作品承襲宋元話本、明清小說之「節義」及「懲惡

揚善」核心精神（個案 5, 7, 8, 11, 16）。如個案 5 指出：「金庸跟梁羽生來講，他

們最重要的是俠情，就是典型的隱惡揚善。金庸來講，……像比起《三俠五義》，

都走的是那個路。」 

如前文所述，逾三成受訪者修習過「武俠小說」專題課程（個案 4, 5, 6, 7, 9）。

參照其修課大綱後發現課程介紹之武俠系譜為「宋元話本」、「清代小說」以至「近

代小說」，與其對武俠類型認知相似。以此可見，過往學習歷程可融入讀者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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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審美理解」來源。 

2. 用字古雅與喚起時代感： 

    古雅用字構成了「古中國」之「時態」感，召喚華人讀者沉浸文本，易於融

入集體記憶或既有文化加以解讀。如個案 14 所述，「用字古雅比較容易帶你到那

個時空環境」且可融入更多華人「情感」與歷史背景。 

某些讀者認為，因「俠」存於古代（個案 5, 13），故用字遣詞亦應符合當時

語用習慣（個案 10）以突顯其古中國背景（個案 2）。另有讀者從「宋話本」以

來之傳統推斷現代武俠小說應具備之特質（個案 5），可見讀者之「武俠類型」

既定審美期待可構成理解武俠小說之「自然態度」。 

即使用詞稍具文言以致影響理解，讀者仍普遍傾向可在「篇章後面使用附註」

並願意前後「對照附註閱讀」（個案 4）。是而讀者不但接納武俠小說「用字古雅」，

甚至願意克服古文與白話文之隔閡來賞析作品，顯見讀者對「用字典雅」之既定

期待。 

細究其因，或許文辭古雅可營造合宜「審美距離」便於讀者融入更多想像。

個案 11 即表示，若用字過於現代「就很容易被抽離」情境而無法「沉浸」，如果

過於白話則難以想像古時情節。他分析： 

「就是希望有點距離，這個距離是讓我可以［有］想像的空間，如果

寫得太白的話，我就覺得沒辦法去想像。就是你給我一點距離感，可是也

不要讓我覺得太遙遠很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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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言之，古典字詞可予讀者悠遠氛圍並融入另一時空，且能喚引讀者懷古等諸多

想像。而此番審美期待又與前述讀者之「自然態度」相關，如肯定俠客存於古代

是而不會使用現代語言溝通。 

3. 時空背景及喚起參與感： 

金庸小說描寫之朝代囊括宋、元、明及清代，以「恢宏的、大的聲勢」來舖

陳情節（個案 5）。部份讀者表示，若作品加入了古代時空實可提供華人讀者「融

入歷史情感」便於涉入（個案 7, 14, 16）。個案 14 即曾如此分析：「寫自己的歷

史比較容易引起情感共鳴，畢竟我們以前好像都有這樣的情境，……可以把對時

代的看法放在裡面。讀者讀起來會比較有感覺。」 

再者，若小說融入歷史背景可讓讀者體會「因為裡面都是真的人的感覺，他

是有血有肉的人在裡面發生的事情」（個案 15），如金庸融入了歷史質素讓故事

不會「完全超越你認知的範圍」（個案 15），因而可協助讀者融入情境。當讀者

眼見古意盎然之描寫時，即可聯想起古畫以俠客衣著樣貌而備感親切，克服陌生

感。個案 15 即曾言及，「像《夜宴圖》雖然是在唐朝，可是因為看了那些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你比較容易去想像」，可直接把畫中人物衣服直接平移至俠客衣著。 

歷史謎團亦使華人讀者產生更多想像空間，如朱元璋憑明教起家與「闖王李

自成有沒有死」亦可當作書寫題材（個案 1, 11），頗具發揮空間，就算修改部份

史實亦無妨（個案 1, 10, 11）。 

讀者分析，武俠產生背景應在古代「律法不彰」時，故需「俠客以武犯禁」。



 119

但若設場景於現代，則可能轉成「古惑仔」或黑幫，難以解釋為何需「以武犯禁」。

如個案 5 指出： 

「現代武俠小說很容易流於黑幫，因為現代已經有律法在了。……只要

是在古代，我都可以接受。武俠小說就是要有古意嘛，在於它的古意盎然。

武俠也是存在歷史上的，……因為俠之武者，只有古代才存在。」 

畢竟「現代」已具律法制度不若古時可「隨便砍人」（個案 5, 6），是而讀者乃參

照古代「律法不彰」之想像，預期武俠世界應存於古代。 

總體言之，武俠小說若設置古代時空背景，一方面可召喚讀者文化認同、勾

起集體記憶（如個案 15 對古畫的回憶）與共享知識，而改編自史實之背景多了

想像空間可進而增加閱讀武俠小說趣味。 

從讀者之既定審美期待觀之，一來武俠小說本是「虛構」（個案 9），二來歷

史故事乃便於舖陳情節（個案 1, 7, 10）故不需以史實標準衡量。一般而言，讀

者期待武俠小說「時空場景」可為「古代」或融入若干歷史事件，讓賞析者可透

過古畫或古詩詞之傳統知識來與文本交流唱和；而相關歷史場景之運用也有助於

讀者克服疏離與陌生感，易與文本溝通。 

4. 角色刻劃與形塑性格： 

讀者對角色之期待亦與前述之「俠義精神」相關，渴盼見著具正義感之角色

（個案 4, 16）。如個案 4 言及，「明明自己身處的環境是很危險，但是他有正義

心。……一定要去救人」，此種「雖千萬人而吾往矣」特質為俠客必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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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亦期待見著「圓型人物」，可突顯角色不同面向而非僅具「扁平性格」

（個案 2）。讀者參照文學理論之知識，指出「圓型人物」意指角色性格多面且

明顯，有別於單薄較不具立體感之「扁平人物」（個案 2）。故「兼顧多種角色樣

貌」乃為金庸小說吸引人之處，使讀者感到「書裡面的人好像都是活的一樣」（個

案 1）及「每個人物有條不紊都刻劃的不同，栩栩如生，有各自的脈膊」（個案 3）。 

細究其因，若作家詳細刻劃角色之生長背景及心路歷程，應為構築圓型人物

之關鍵。個案 1 曾舉《倚天屠龍記》蛛兒與楊不悔為例說明，二人雖是配角但也

有完備身家背景、生命歷程、後天造就的性格、感情觀與想法。如蛛兒有「名字、

她有家世背景，還有個性，她有心路歷程，還有經歷給她影響心路歷程」，再如

配角楊不悔「有名字、個性、家世背景，還有父母對他的影響，還有他的愛情跟

他追求」，完整地刻劃了角色各個面向。 

此外，藉著「映襯法」可突顯角色的特殊氣質，亦是建構圓型人物的要因。

個案 3 曾為文研析「映襯法」對寫作之影響並在訪談時指出：「美感跟『映襯』

也有關係。有些人物之所以突出，是因為有其他人、情節襯出他們的不同。楊過

的孤獨為什麼引人注意？因為其他人物沒那麼苦情，所以突顯了他們的際遇。」 

由於角色背景、性格設定完整及映襯手法，故能讓讀者多面向地了解人物特

質並體現角色是具「存在感」的「圓型人物」（個案 2, 3）而更受小說吸引。 

5. 劇情張力與期待結局： 

讀者對武俠小說之既定期待亦反映在此類型之既定行俠模式，如搶奪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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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奪盟主與江湖爭鬥（個案 1, 5）。讀者認為此種安排可帶入人性衝突，近似黑

暗面的描寫可引人入勝（個案 2, 5, 9），如從「奪」及「爭名、利」中見著角色

性格與心理掙扎（個案 5, 6, 15）。 

個案 1 與個案 15 均曾言及，在追求「絕世武功」過程中會涉及「搶」的歷

程，以此突顯「每個人的個性、出現的角色性格差異」。個案 5 指出這些慣例情

節必須存在，為武俠小說不可或缺之元素： 

「如果沒有，這武俠小說不知道要寫什麼。因為『武』跟『俠』嘛！

如果武俠小說只有情，那就直接看言情小說。而且你看奪秘笈，人家說老

套。可是如果你沒東西奪，帶不出其他人的聲音。就是因為『奪』，才知道

人心。有衝突點，他的掙扎在哪裡。好看的地方都在於……那些搶、那些掠

奪，那些掙扎。」 

而個案 4, 7, 14,16 則進一步分析衝突面向之成因展現在「主題張力」及「誤

會累積與消解」層面，亦能吸引讀者一探究竟。以主題為例，個案 14 分析小說

中有許多衝突點，與傳統禮教文化相悖亦是引人之處，使讀者備感震撼： 

「中國傳統的觀念的影響，也是吸引讀者的要點。比如張無忌劈四個

人、楊過和小龍女是師徒，是跟傳統不合的。……現在受儒家觀念的影響，

不是非常開放。……如果把這些點拿出來，很有震撼力。」 

另情節張力可能來自主角一路受到不平之冤，沉寃即將得雪時又橫生枝節

（個案 7），造成讀者心理不斷「懸宕」並延續閱讀歷程。個案 4 提及：「它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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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個人在被誤會，……然後他就受了很多委屈，之後有慢慢剝洋蔥，把它解開。」 

故角色間人際誤解與化開謎團乃是情節吸引人之因，也讓讀者不願中斷賞析

歷程直至真相水落石出為止（個案 1, 2, 12, 13, 14, 16）。讀者雖已猜到結局與謎

底，但隨著更多旁枝、離奇情節介入，其猜想結局之期待亦不斷延遲。如個案 7

即云： 

「這就是通俗小說一定要的啊！它下一句一定會延遲。明明你就會知

道，壞人是誰，它就硬要延，明明他就是被欺負的，但是仍會受到妨礙。」 

由上可知，「延遲」結局對「體驗曲折情節」極為重要，而讀者詮釋武俠小

說劇情之模式時，實融入先前對「通俗類型」的理解，肯定旁生枝節或「延緩解

謎時間」為通俗作品之既定表現。故讀者理解武俠小說之情節或公式時，乃將武

俠類型置於「通俗類型」系譜解讀，因而「類型知識」對交流歷程當具影響力。 

此種公式及類型觀察並非如 Levi-Strauss 之「結構主義」想像般是獨立於外

在或可被客觀分析或操作之對象。研究發現，讀者預期之人生願景亦會引導其注

意故事的某類情節，反映在其對行俠模式之詮釋（個案 1, 11, 12）。如個案 1 期

待淡泊名利的人生，故留意《神鵰俠侶》等書之主角多「退隱江湖」，即便有天

大本事或握有實權仍多歸隱（關於讀者之「人生期待」及其對作品詮釋，在下節

「廣義審美期待」中會有更詳盡介紹）。 

6. 寫作視角與營造旁觀氛圍： 

讀者心目中之武俠小說「寫作視角」乃從理想的「虛構小說」書寫觀點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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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來，認可「虛構類型」宜於用「第三人稱」寫作，而武俠小說亦屬「虛構類別」，

故適用此標準。 

個案 2 與 6 提及，第三人稱的寫作策略彈性較大，一來作者可描寫角色「內

心戲」，二來可帶入客觀視角以便讀者從旁觀察，也提供讀者「旁觀」之參與空

間。個案 1 也提及金庸宛如拿著「攝影機」以旁觀者的立場完整的呈現人物、場

景，感到「好像這是個歷史事件，紀錄片從頭放到尾。就是這個朝代紀錄片看完，

再看下一個朝代紀錄片」，縱觀歷史發展繼而融入劇情。 

（二）讀者對武俠小說的創新期待 

讀者對武俠小說之創新期待乃植基於前節所述之「既定審美期待」而來。如

部份受訪者體認武俠小說多設在古代江湖，故盼融入「現代」元素（個案 4, 9）

或強調「草莽」亦可為創作對象（煩見下文說明）。此外，讀者也感覺武俠小說

之英雄人物過於完美（個案 1, 2, 9），反而期待寫實或具「缺陷美」英雄（個案

9, 13, 14）。以下從小說場景及英雄性格層面剖析讀者之創新期待。 

1. 小說場景之設定： 

讀者指出一般場景多在「江湖」（個案 5, 14），若設在不同場域亦可為創新

起點。個案 5 認為，一般人多予「草莽」負面意象，若小說家能多方運用則亦能

彰顯作品之獨特性。如他分析：「草莽是綠林，很多人覺得草莽是不好的。那要

怎麼發揮？我覺得……以雲中岳來講，是他那本小說的特色。」此種「草莽」傳

統也與《水滸傳》「綠林好漢」相繫，可溯及慨然義助之俠客精神（個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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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個案 9 認為，武俠小說背景設於古代，他渴望創新並突破原初框架以增加

閱讀動機：「還蠻想看一下現代的。……武俠小說太被限制在一個框架之內。文

學，應該是要一直都有創意的。……不用古代的背景去做一個故事。」 

而讀者的創新期待想法也與其接觸的媒體經驗相關，如個案 4 對「現代」武

俠之想像是以周星馳的俠幻片型《少林足球》及《功夫》為參考框架，為武俠小

說設想創新角度。他認為，只要融入武打且看來有趣，「古中國」時空並非決定

性因素，仍可發展詮釋理想的「現代風」武俠小說面貌。 

2. 英雄角色之形塑： 

部份讀者指出，武俠小說中的英雄較為完美。如讀者深覺《神鵰英雄傳》及

《神鵰俠侶》中之郭靖為大忠大義之輩，並進一步將此「期待」延續郭靖「身殉

襄陽」之結局，認為結果「不感意外」（個案 5, 13, 14）。 

然而亦有讀者論及，想見著較不完美甚或有些缺陷者以符「寫實」氛圍。如

個案 9 言及，「武俠小說，有個讓我比較不能接受的原因，就會有那種太完美的

［角色］」。個案 14 也認為武俠小說若打破「完美英雄」或「男俊女美」描寫亦

是創新起點，「角色不用每個都很高強，……也不用每個都很漂亮。一般人還是

平常比較多，很美還是少數的人」，或可帶來另種「閱讀的樂趣」。 

讀者接觸之文學史、先前閱讀經歷或近用媒體歷程等均可為「創新期待」之

來源，故「創新期待」並非憑空而生，除根植於「既定審美期待」外，相關「類

型」知識與表現亦為其參照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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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義審美期待 

如文獻探討所述，廣義審美期待包括生命經歷及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與

觸覺聯想，讀者可以此為出發點回應文本之召喚而涉入小說世界。在個人生命歷

程部份，本研究發現讀者之先備知識及使用媒體經歷（觀看電視、電影或玩線上

遊戲）均能引導審美期待，顯示需從熟知之日常事物出發，方能進一步建構出想

像之武俠世界。以下分從「個人生命經歷」及「五感體驗」說明讀者預期與美感

體驗之關聯。 

（一）個人生命經歷 

1. 歷史知識之於閱讀期待： 

金庸武俠小說之時空背景多設於宋代之後。個案 1 分析，此乃因中國庶民文

化在宋朝成熟且近代官制多在明代確立，故作者易掌握背景資訊並可適時融入創

作歷程： 

「通常在宋［朝］以後，歷史的背景比較好掌握。……在宋朝之前，一

般民間生活的資料掌握度很低，大部份的武俠小說背景都選在宋朝、元朝、

明朝的時候，只要寫清朝就會牽涉到清朝衣服及滿洲人，那很麻煩。還有

滿文，那也是麻煩的事情。在漢人的時代又夠近代，最齊全的東西就是明

朝，……二兩銀子啊，普遍變成貨幣是在明朝以後。很多官制、制度和名稱

啊，用純漢人的社會比較好寫。而且宋朝之後的庶民文化比較齊全。」 

他從文字、貨幣、官制、種族問題及庶民文化等知識來剖析武俠時空背景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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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知識背景對分析故事之影響。 

而個案 2 為中文系畢業，喜歡接觸各家思想，也從文學史知識來解析武俠小

說之典故引用章節。論及《神鵰俠侶》中楊過吟出蘇軾之「十年生死兩茫茫，不

思量，自難忘」追憶小龍女之情節時，特別對照該詞之寫成背景（約宋元時期）

及《神鵰俠侶》發生時間（南宋理宗）來詮釋故事：「十年生死兩茫茫，不思量，

自難忘，那是蘇東坡寫給他已經過逝的愛妾的詞。好吧……那是宋元，可以」。

由此可見，文學史訓練對讀者詮釋歷程亦具影響力。 

前文曾言及，讀者考量武俠小說乃為「虛構故事」或許不需完全符合史實，

但讀者之「廣義審美期待」似仍期待典故需合時序安排，間接說明了金庸改版時

悉心交待典故、融入考據資料之因。 

質言之，讀者對文學史與庶民文化之知識亦能影響審美預待，使其焦點著重

於歷史背景及典故引用合宜與否，皆可見所學背景對審美理解的影響。 

2. 觀看媒體經驗與審美期待： 

讀者先前接觸電視劇及線上遊戲（如《金庸群俠傳》）亦影響其審美期待，

此為由影視、非文字媒介引發之審美期待，反映在小說人物及場景之構思與表現

手法。而 Jauss（1982a, 1982b）等人多以文字媒體為評析對象，尚少論及影視媒

體對小說審美歷程的影響，值得後續觀察。 

由於金庸武俠作品已被廣為改編成電視劇、電影及線上遊戲，若閱聽人曾先

接觸上述類型再閱讀武俠小說，其審美期待易受「影視媒體」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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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分從電視劇、電影及電玩等項，細述媒體經驗之於審美期待之影響。 

(1)電視劇與審美期待： 

個案 7 看完電視版《神鵰俠侶》後拜讀小說原著，故對「神鵰」及「小龍女」

之樣貌已有先入為主的假想：「我印象中國小就先看過，這一部的電視劇。……

那版，鵰還蠻帥的。一直到我接觸金庸小說的時候，鵰不是……鵰就是要長的醜

醜的。」故電視劇引導下的審美期待讓讀者帶入相關視聽畫面來詮釋小說，如原

先預期《神鵰俠侶》的鵰是帥氣的，直到接觸小說後才發現「猛禽」原初造型。 

而讀者對小龍女之想像亦受電視版本影響。如個案 7 憶及：「我被范文芳影

響了。整個就是要有靈氣的感覺，就是剛開始要是年輕的。……應該是瘦瘦小小

的，所以我已經被她影響過了。」 

個案 10 亦言及，幼年時觀賞潘迎紫版本之《神鵰俠侶》記憶亦融入小說閱

讀經驗，拜讀小龍女相關情節時，潘迎紫的影像不自覺地浮現，成為構塑小龍女

樣貌之材料。凡此種種，皆可見先前之觀影經歷對閱讀歷程之效用，如讀者心中

的角色樣貌或可隨電視劇牽引而有審美期待。 

(2)電影與審美期待： 

電影也可引發讀者之審美期待。讀者表示，若先欣賞電影再拜讀原著，耳邊

不自覺地浮現主題曲之音樂，如《笑傲江湖》即曾被徐克改編成電影，並有主題

曲《滄海一聲笑》傳唱。個案 7, 13, 14 均表示，事後拜讀小說之琴譜描寫時，彷

彿又聽見了《滄海一聲笑》。如個案 7 表示：「《滄海一聲笑》已經被電影譜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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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所以大家一定會看過。你看到那個，耳邊就會自動浮現出那首曲子。」 

故先前觀影經歷亦會融入武俠小說成為解讀訊息的來源，而聽覺聯想未必是

小說字句引發，而是先前觀影經歷造就之審美期待。 

    (3)線上遊戲與審美期待： 

    在電動遊戲部份，個案閱讀小說場景與角色描寫時，會先浮現電動遊戲《金

庸群俠傳》設置之視覺場景，之後才慢慢融入自己的想像。個案 13 亦以玩線上

遊戲之歷程為基點，說明對「跑江湖」意象之創新期待：「我玩過一個遊戲，是

中西歷史走下來，會到唐代來。但是兩個歷史是並行的，但它還是個武俠遊戲，

會覺得自己是個江湖人士跑江湖。」 

總括言之，影音媒介在廣義審美期待扮演要角，可形塑具體、明確之情景繼

而成為閱聽人之「感知」及「體驗」來源。此番歷程異於接收美學討論之「純粹」

賞析小說、不觸及其他媒介類型之情境，不單從符號、語詞及意涵等「線性思考」

過程來構塑場景。在影視媒介的介入下，讀者可用非線性的圖像思考起始，並將

此心像挪用至賞析過程，成為想像虛構故事「視覺美」及「聽覺美」的來源。 

3. 讀者人生期待與審美期待： 

    讀者崇尚之生活方式、價值觀及人世體悟等亦是影響審美期待之重要因素，

另儒家文化對讀者審美預期亦有影響，可見「在地文化」亦能涵育個體審美思維；

此亦為 Jauss（1982a, 1982b）較少論及之處，值得細究。 

    (1)人生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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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之人生期待亦會引導審美期待並引領其注意若干章節，以此歸納出「武

俠公式」與小說之創作理念。如前述個案 1 希冀淡泊名利人生，故多留心主角「退

隱江湖」之結局。而個案 14 愛動物之情感亦融入審美期待，對楊過有神鵰相伴

情節印象深刻：「我很喜歡每一段避世的地方，包括楊過避世的地方，……如果

可以給你一隻鵰、心靈相通，是件很美的事情。」 

若讀者喜歡平和、不喜面對衝突，則易期待圓滿結局。如個案 3 憶及衝突場

面時曾有感而發：「我喜歡天下太平。像如果辦公室裡有什麼事，我都是第一個

跳出來，把它做好。我不喜歡有衝突，喜歡平平靜靜。……我喜歡平和，也喜歡

大團圓結局。」 

由上可知，讀者對人生之期許似可展現在推衍武俠「公式」（如退隱江湖）

及所想望之情節（如面對衝突場景之反應及結局），顯見人生期許對審美期待之

影響，猶可能引發讀者對結局之期待或後續進展的想望。 

(2)感情觀： 

如前所述，武俠小說之重要元素為「兒女情俠」，故情愛場面幾是武俠類型

不可或缺之描寫，亦是引發讀者涉入與否之重要因素。研究發現，讀者賞析愛情

故事時融入之感情觀及期許為「認同」角色之重要因素：若其肯定角色的正面特

質，即易好評並認可角色進而引發「認同式鑑賞」交流方式；反之，或易減低讀

者讚許或投入。如個案 2 肯定「感情期待」可影響角色認同並投入故事情節：「其

實我最喜歡的是楊逍。妳就可以看到人物的真性情，他也不會拖泥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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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個案 3 則肯定內歛及淡雅之抒發情感方式，認為此乃「人性美」之表現，

亦為「美感體驗」的質素之一： 

「我記得有一幕還蠻深刻，那就是《神鵰俠侶》中有一次楊過要走

了，……程英和陸無雙蠻難過的，就看著天上的雲，她就說，天上的雲來了

又去，去了又來，像人生的聚合。我覺得她們是強忍悲痛，把人生的聚合

看作天上的雲，把雲的聚散成為一種永恆之美。……而且她們講的很淡。我

覺得很多東西，並不是用很濃的言語去表達。……那是最難的。因為我們很

多都用大哭、大喜、大悲。」 

個案 3 以白雲為隱喻，「賦」予其聚散無常之義，將此段與「大哭、大喜、

大悲」相「比」即可突顯出淡筆的優雅、人生的美感。而此段也讓讀者「興」起

情緒而有詠嘆，備受感動之餘體會「人生之美」。 

    總之，由於武俠小說具「兒女情俠」傳統，作品常伴隨愛情故事之描寫。讀

者眼見此類書寫時，可將對感情之期許與想像融入詮釋歷程成為認同角色或詮釋

故事情節之依據。 

 (3)儒家禮教文化： 

禮教文化可影響讀者之審美理解，使讀者由文化及傳統價值觀推衍出審美期

待，如儒家文化之「天地君親師」倫常概念引導了讀者對楊過與小龍女戀情之詮

釋及後續期待。如個案 3 帶入道德觀來闡述：「我覺得我對楊過和小龍女之間的

感情，我沒辦法那麼感動。我這個人可能還有點道德意識，我還是覺得他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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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師徒」。 

由此可見讀者承襲之儒家、華人文化特有價值觀（「天地君親師」等概念）

會引導審美期待，亦可能阻攔其與文本之交流。如個案 3 不太能接納楊龍「師生

戀」，後來也明確表示期待看見楊過選擇新女伴，甚或能「跟郭襄在一起」。易言

之，若讀者能認同作品欲傳達之價值觀，即可構成與作品對話、產生角色認同之

關鍵，並得出「符合審美期待」結論。 

而讀者亦從禮教文化切入，說明現代女性喜愛看武俠小說、認同女性角色之

因。如個案 2 分析，傳統社會之女性只能唯唯諾諾，受男性支配而備受壓抑。但

現今女性擁有較高的自主權，可突破儒家傳統中女性只能「相夫教子」的約制，

若武俠小說涉及較多「支配」描寫，實可滿足女性讀者之掌控。 

如他分析「黃蓉配郭靖」乃「巧婦伴拙夫」，此為小說吸引人所在：「如果郭

靖是個精明能幹的人，你就不會想看。你要知道巧婦要伴拙夫，那種感覺就是女

人會有掌控，所以近代為什麼這麼多女生喜歡看武俠小說？……在武俠小說找到

的行徑是能夠愉悅自己的支配慾。」易言之，在先前禮教文化抑制下，女性難以

求得表現自我之管道。但隨禮教限制之鬆綁，女性取得自主權後可藉精明角色來

「愉悅自我」故能認同厲害女角。故傳統「禮教」與「男尊女卑」概念之鬆綁，

亦可能引導讀者著重不同的情節公式並成為審美理解之來源。 

    由上可知，華人傳統之「儒家文化」亦為讀者賞析之「背景資訊」。讀者或

許未曾直接點明所受儒家教化之影響，但其解讀歷程多少體現了傳統文化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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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亦為「效果歷史」影響教化與審美期待之例證。 

(4)人生體悟： 

讀者會帶入社會歷練來解讀武俠小說劇情以說明闖盪江湖的情況。如個案 2

已在職場工作數年，即從人生體悟出發強調認同某些角色與否之因。如以「明劍

易躲，暗劍難防」來形容面對「偽君子」（如岳不群）的不安： 

「你會覺得小人就小人，我最怕偽君子。因為你不知道跟這個人到最

後，會不會被出賣。……明劍易躲，暗劍難防。」 

而個案 7 亦強調人世體悟對閱讀之影響，明確指出小時候很難了解「生離死

別」等深刻情感，長大後始知「人情世故」，面對小說時也才更有感觸： 

「小時候可能還不理解，長大後就覺得好可憐，還拿出面紙來拭淚。

小時候你比較不懂得人情世故，……你聽到、你知道什麼叫愛情，可是你不

能很深確的去了解……那種生離死別。我覺得你就是要有這些歷程，才去

看，才比較容易了解。」 

再如個案 15 亦從人生階段分析角色經歷與讀者「自我投射」之程度： 

「像有時候在想，我們都青少年時候看的。所以可以投射到自己，從

零開始。可是如果是事業有成的中年人，他會不會不失去耐性？會不會說

張無忌這種角色，……不想同情弱者？」 

從讀者反應可知，「深切體認」及「人生歷練」等均為詮釋故事之重要線索，亦

是引發感動與否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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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感體驗 

如前所述，讀者可藉文字描寫並與「已知事物」連結而有視覺、聽覺、味覺、

觸覺及嗅覺等聯想。如 Jauss 弟子 Karlheinz Stierle 即曾認為，此番歷程也是美感

體驗之源（Holub, 1984: 112）。讀者聯想的聽覺意象包括「武鬥音效」及「國樂」，

視覺意象包括從典故中理解角色樣貌與武鬥招式，觸覺聯想則與角色散發氣質及

場景溫度相關，味覺與嗅覺意象多與「美食」和「野味」相繫。以下分述之。 

1. 聽覺聯想： 

(1)武鬥音效、器樂之聲： 

讀者聯想之聲效包括「武鬥音效」與賞析時為小說編製之「配樂」，此二者

均能召喚讀者潛入武俠世界並與文本唱和。 

    在武鬥音效部份，當讀者賞析林間武打情節即可聯想風聲、樹葉窸窣聲、衣

衫飄動聲（個案 4）；而如小龍女舞動武器「金鈴綢索」時，個案 5 感知到「綢

帶的飄、鈴的響」。個案 6 進一步分析，假如音效描寫具體，則易從真實生活經

歷聯想音質。故聽覺聯想歷程乃奠基於讀者日常經歷，若文中描寫切合其生活脈

絡，則讀者之聽覺意象愈形清晰。 

讀者對武俠小說之「聽覺聯想」也展現在國樂聲效上（個案 1, 7, 9, 10），乃

因武俠小說具有華人文化質素，故需國樂來襯托。如個案 7 與個案 9 均認為，武

俠小說之聽覺元素應與「國樂」相繫，以此烘托古中國之意境。即使個案 9 期待

現代、科幻情景的描寫，仍肯定武俠小說得用「國樂」來幫襯。另個案 7, 9,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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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等亦均論及，聽覺聯想之門檻較高，很難若視覺聯想般地具體描繪；假如具

有國樂素養並了解音律特質，即可更為細緻地描摹樂曲及樂符。 

總之，審美期待可與當地文化與生活經歷扣合，反映讀者對器樂及音律的「自

然態度」，據此期盼武俠小說配樂應具中國風格。 

(2)聽覺詞句之修辭意境美： 

如前文所述，華人審美時會強調「意境」帶來的感動，如以白居易的〈琵琶

行〉來描摹聲音、稽康〈廣陵散〉描述滄茫心境，這些都難以「具體化」，故賞

析重點乃是聲音引發之「意境」、「境界」而非具像呈現之音符。 

而武俠小說之聽覺描寫似亦體現此傳統，其元素可能為舖陳氛圍或氣勢以召

喚讀者想像與融入另一層意境。如《神鵰俠侶》小龍女與蒙古國師對打時，前者

之金鈴綢索發出悅耳之聲，符合萬物生息；後者之金輪則嘈雜不休，亂人心志。

個案 3 認為此處文字優美，但較難具體描述鈴噹之節拍與聲量高低。如個案 5

拜讀「射鵰三部曲」後有感而發： 

「歐陽峰的鐵錚、黃藥師的玉簫，還有洪七公的長嘯。這就演不出來。」 

由此可見，聽覺足可引發讀者睱想，但屬意領神會而非具體摹聲。故此審美

歷程實與接收美學先賢所云之「具體化」歷程相悖，讀者們賞析作品時不若該典

範所述，得經感知符號具之「聲律」並在腦中形成若干「具體」音響（Ingarden, 

1973a, 1973b, 1986）。由前例可知，華人傳統強調之意境美、意像幽遠等似亦有

異於該典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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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藉「聽覺」烘托意境之手法似可溯及中國文學傳統。如個案 3 以〈黃小

玉說書〉、〈秋聲賦〉和〈琵琶行〉等描寫聲音之文章為例指出，「需刻意想像」

方能營出聲音，否則多半只見優美「譬喻」、形成意境但不聞其聲。個案 3 指出：

「其實文字要聯想聲音都很難。比如說我們有四大音樂的文章。比如說〈黃小玉

說書〉、〈秋聲賦〉、〈琵琶行〉，它們都是音樂。『大珠小珠落玉盤』，誰會去想像

大珠小珠的聲音？但是我們一定要去想像時，才會刻意的去想像。」個案 2 亦認

為硬要具體摹聲誠難矣，但他肯定意境美難以全然落實：「大珠小珠落玉盤。……

彈珠可以對著玻璃彈……意境完全不對了。」 

總體言之，在中國文學描寫聽覺之傳統中，文字帶來的可能是意境美或修辭

美感卻未必是聽覺之具像呈現。以此系譜觀之，武俠小說可用聽覺描寫來營造角

色氣勢與武鬥氛圍，但「具體化」與否恐非讀者鑑賞的重心所在。 

2. 視覺聯想： 

(1)角色樣貌的聯想： 

拜讀武俠小說時，讀者會形成某種鮮明形象。讀者雖不刻意想像角色的樣

貌，但在面對「具像化」後之電視劇版本時則可很快地反應出角色長相「合乎」

（或「不合」）預期，顯見閱讀時已對角色樣貌存有期待。如讀者或許未能精準

描繪小龍女樣貌，但普遍認可該角需「白」且漠然。故若提及小龍女身著「黑衣」

則普遍未能接受，可見其強烈之審美期待。 

讀者亦可從情節線索構築視覺畫面，如個案 5 並非單純地聯想視覺場景，而



 136

是先從相關情節與典故來構思角色樣貌。他提及《倚天屠龍記》丘處機藉梅花描

寫小龍女之詞以構築角色「冰清玉潔」形貌：「高高瘦瘦。……白色的。小龍女

是脫俗的，……對這世界沒有認識，是淡淡的、漠然的態度。……就是仙女嘛！」 

故讀者對角色之視覺聯想可由文中描寫、角色刻劃及引據典故而來。或許未

能清楚描繪角色輪廓，但在觀影時可即時發現某角色不合期待，亦為「審美期待」

確實存在之顯例。 

(2)招式動作的聯想： 

對讀者來說，如果招式動作明確則易有「視覺聯想」。如《神鵰俠侶》楊過

與金輪國師比試歷程曾提及「紅拂夜奔」、「綠珠墜樓」與「文姬歸漢」等招式描

寫，個案 15 即以「紅拂夜奔」之跑步意象為例，分享武打招式之聯想： 

「『紅拂夜奔』的話，會有車輪戰的感覺。會覺得他的手很飄忽，看不

清楚，但是招式就一直來，有種夜奔是一直往前。所以我會幻想說，他不

斷的在進攻。他的手因為是奔跑，所以就是圓弧狀的。」 

讀者可從對「跑步」之背景知識與「夜奔」概念出發，詮釋俠客手部動作。個案

13 則認為文學史造詣對其解讀具有影響，需先知道故事內涵才能具體聯想招式

樣貌： 

「要知道故事的意思，像『綠珠墜樓』，如果不知道故事，會覺得綠珠

會不會是珠子。但是知道時才會覺得有感覺。不會只是個招式的名字。要

知道典故，才能解釋。要有背景知識才能曉得。……第一步是把典故擺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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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第二想像招式情景。」 

個案 14 則以此類審美理解歷程說明，如要聯想招式樣貌，需再三閱讀才能「每

一個每一個細看」，且需了解「典故再配合招式的身段」。故讀者若要具體了解招

式樣貌，得先理解典故並扣合至情節方能詳細勾勒武打歷程。 

    (3)場景聯想： 

如前文曾云，若小說場景與讀者真實生活貼合，則易激起視覺聯想（個案

6）。個案 5 曾以《倚天屠龍記》之「冰火島」為例，說明由於此島有火山、冰及

海豹，讓他聯想到現實生活中的北歐「冰島」，此種聯想也促使他繼續細想古人

是否有可能從中土漂移至極圈： 

「以冰火島來講，實在太像了。因為冰島本身是有冰又有火山的地

方，……張無忌去那兒，好遠喔！然後教地理的時候，問老師這可能嗎？那

老師就停幾秒，……如果那年的洋流夠強的話，他真的去得成。」 

個案 13 則表示，眼見場景之描述會有「直覺的感動」與聯想。讀者可依據

旅遊經歷構築視覺意象並引發舒服之「美感體驗」： 

「比如說百花谷，會想到是一大片花草。小說裡可能沒有很詳細的寫

是什麼花，但是你想會覺得，站在那邊時會放眼望去一大片綠色，彩色的

花長滿。……會想是晴天，亮亮的照下來很舒服的陽光。會覺得很美。」 

如個案 13 另也揭示，「小說可能幾筆帶過，但是想像空間是無限」。故讀者可結

合生活經歷與相關知識，打造出心目中的江湖場景進而有直覺式的心靈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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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觸覺聯想： 

    雖然小說中的武鬥場景少不了刀光劍影的描寫，但受訪者較少提及「痛覺」

及「筋骨損傷」之感，讀者興起觸覺聯想之章節似較無關武鬥且亦少見血。此點

或因「審美距離」作用使其能用旁觀角度賞析情節故難聯想「痛感」；少數如個

案 11 及 15 均曾提及觸覺聯想，或可作為說明。 

個案 15 以《神鵰俠侶》女魔頭李莫愁為情自盡，自焚於大火並歌唱「問世

間情為何物」場景為例，說明火場景象予其燒灼之感，並進一步體認李莫愁的淒

豔之美：「會幻想火不是有熱空氣嗎？會一直撲到她臉上的感覺。她的長髮就一

直飄揚，然後她講出這句話。你會覺得這一切都成了，這心中愛情的樣子。」強

調「愛情」描寫乃是《神鵰俠侶》一書之旨趣，可見讀者確能透過觸覺聯想感知

角色之悲壯成份，繼而捕捉到小說之核心理念。 

個案 11 亦從小龍女出場情景聯想到「冰鎮」與「不燥熱」繼而感知小龍女

「冰清玉潔」： 

「她慢慢走出來。……明明是白天，……日光也變成了月光。就覺得再

熱妳看到小龍女，就覺得是有一種冰陣之感。……她身邊陽光有點像白熱

光，就是過度曝光那種感覺……非常亮。……不是燥熱的光，感覺是冬天的

太陽。晒在身上沒溫度。」 

讀者從冬陽與冰涼感受描繪角色氣質，係從觸覺聯想出發，多面地詮釋角色特質

並體現「圓型人物」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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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味覺聯想： 

讀者之味覺聯想也不離其生活脈絡，以熟悉或喜歡之食材類比，想像武俠小

說中的野味妙處何在。 

讀者多肯定「美食描寫」乃金庸強項，亦是小說吸引人之處。以洪七公之叫

化雞為例，讀者們想到「烤雞」（個案 6）、「桶仔雞」（個案 5）與「客家白雞」

（個案 11），藉日常生活之熟悉食材「具體化」小說描述之野味。如個案 11 以

「客家油雞」之多汁、肉質與略帶鹹味推演叫化雞特色：「我想到的是客家油

雞。……肉汁很多的，雞的味道很濃郁的感覺。……只有一點點鹽。只要有鹽的

調味，就可以吃雞的原味。」而個案 11 亦以吃蝦為喻，從蝦殼酥脆及肉味肥美

以類比洪七公所愛的大蜈蚣餐：「會覺得好像蝦子喔！那種殼脆脆的，裡面很肥

美，我就覺得很像蝦子。」 

再如讀者見「炙牛肉條」的描寫時，會想到先前欣賞的中國旅遊節目，聯想

到實際存在的食物。個案 7 言及：「看到的時候，你就很想去中國看看。去吃吃

道地的肉串。像是烤牛，烤牛肉串，新疆維吾爾那邊的烤羊肉，……就會開始出

現一些想像。」讀者聯想食物的味覺後隨即召喚出許多期待，希望能真的嚐嚐這

些食材。即使在真實世界難尋，卻也想去中國大陸找些類似菜色，看看自己的「預

期」與現實有否差異。個案 7 也分析，雖「不會有實際上的感覺，可是會覺得有

期待。也很想去嚐嚐看，它跟想像中口味是不是一樣」。 

研究亦發現，「審美距離」亦在「味覺聯想」中扮演要角。如果讀者將武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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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說視為虛構書寫、未必合於現實，則難以自身經歷融入小說中。因缺少心理上

的接近感，故讀者難以被文本召喚，也不易喚起審美期待。如個案 9「不吃野味」，

故難以想像武俠小說提及的美食。他分析，武俠小說是虛構文類，因此並不會特

別將它與日常生活相對照，會維持一定的審美距離。 

從上可知，小說描寫召喚了讀者之味覺聯想，引發了若干期待與想像（與現

實口味相不相符），使讀者進一步融入其中。而此種審美期待乃與生活脈絡相關，

讀者可融入喜愛之美食來描摹小說之野味。 

5. 嗅覺聯想： 

嗅覺聯想過程亦涉及讀者參照生活脈絡所引發之想像，如個案 5, 7 憶及洪七

公之叫化雞時會想到「香香的」或「有香味」的烤雞。此為讀者接觸日常生活的

烤雞後，根據其嗅覺印象進一步挪用至賞析小說歷程。讀者對美食之既定期待融

入交流過程可用描述嗅覺意象。 

大致說來，讀者可從生命經驗及五感體驗出發，隨著文本內容之召喚而有不

同聯想與詮釋。即便面對虛幻場景，讀者仍需從「真實情境」起始以變更或改造，

可見生命經歷對「審美理解」之影響力。關於讀者之「審美期待」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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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武俠小說讀者之審美期待 

（資料來源：本研究） 

  

   總之，讀者之審美期待可分為「狹義」及「廣義」層次，前者包括依俠義文

學及通俗文學傳統而來之「既定期待」、體現類型公式後之「創新期待」；「廣義

審美期待」則與讀者生命經歷與五感體驗相關，可助其激起創造力而有更多閱讀

體驗。 

第三節  讀者與文本之交流方式  

 

一、狹義審美期待 

（一）既定期待 

1. 俠義文學之傳統： 

(1)宋元話本之敘說方式 

  (2)古意盎然：用字古雅、時空

背景。 

  (3)作者第三人稱之「旁觀」說

書視角。 

2. 通俗類型之講述方式： 

(1)衝突情節與刻劃「圓型人

物」。 

(2)情節曲折。 

（二）創新期待 

  1. 體認傳統文學之俠客較完

美，期盼見著較寫實的一面。 

  2. 體認俠義文學多置於古代

場域，期待見著現代描寫。 

 

二、廣義審美期待 

（一）讀者之生命經歷： 

1. 華人文史知識。 

2. 儒家思想引導之人生觀、

個人感情觀。 

3. 先前觀賞武俠影視經歷。 

（二）五感聯想： 

1. 視覺：受武俠小說引導，

想像中國山水及角色樣貌。 

2. 觸覺：依視覺意象而感知

之觸覺感受（如場景溫度）。 

3. 聽覺：受武俠類型影響，

而有「古樂」等聯想。 

4. 味覺：依憑熟悉之食物想

像「野味」。 

5. 嗅覺：依味覺聯想而來的

「嗅覺」體驗。 

 

審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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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造式的互動方式 

如文獻探討章節所述，接收美學研究者肯定讀者可帶入「創造式」互動方式

與文本交流。而此創造式互動體現在下列兩層次：其一，讀者能以想像力「補白」

懸而未決之情節，使故事看來完整、前後連貫且具因果關係（Jauss, 1982b）。其

二，讀者可分析文本內容以揭示作者隱含意圖（Jauss, 1982b）。以下分述之。 

（一）讀者以想像力補白 

如接收美學典範先賢 Iser（1978）提及，文本之「空白」或「懸而未決」情

節可激發讀者「想像」，使讀者採「創造式」交流方式與作品互動。如讀者拜讀

武俠小說時，亦曾揭示了角色性格與場景「留白」魅力。 

1. 角色性格與暇想空間： 

若角色在文中扮演重要功能、武術境界頗高，然作者又未詳細交待背景則讓

讀者看不透便易引發暇想空間。如個案 5 言及某角色雖然只出場一次，但卻能適

時扮演具神力之支援者，對「拯救主角脫困」頗有幫助。因該角色雖戲份不多但

卻能讓讀者體察其影響力，故賞析者願融入更多想像並推斷此人職業與年歲： 

「去問的話很多人對瀟湘夜雨都很有興趣，因為他雖然只出來一場，

但是他是個圓型。就憑那把二胡，瀟湘夜雨是個有趣的人物，你就會聯想

這個人到底在做什麼，究竟幾歲？」 

易言之，「留白較多」之角色實具吸引力。 

個案 6 亦有類似相法：「留白也是一種美。……如果通通已經講明了，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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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都可以猜到啊！我就覺得這個人我一眼看到底了，就不會有更多餘的感

想。」 

於此可見，若相關細節交待仔細，可能讓讀者易於預期而感「一切都在掌握

中」，反而減少想像空間。 

    2. 古代時空與暇想空間： 

    除了角色特質外，武俠小說場景設置亦能激起讀者想像力。如個案 15 言及，

若武俠小說場景置於古代，讀者預期「很多事情都有可能發生」（個案 15），進

而破除對現代世界之定見，如猜想「一點油燈，可能就有奇怪味道出現，就會昏

倒了」（個案 15）。若故事設於現代則暇想空間或許有限，畢竟「我不會今天突

然跟你射飛鏢，你也不會拿筷子直接點我穴……，不會一開燈就會有暗器，或是

一陣清風你就昏倒了」，許多事物已是理所當然地存在。可見場景設置亦能引發

審美距離，且給讀者更多空間詮釋情節、多了馳聘想像力的機會。 

（二）讀者分析文本內容與再造 

此外，文本中「懸而未決」之處亦能激起讀者想像力。如 Iser（1978）言及，

此種懸念在「系列作品」中尤能得見，讀者需努力回想先前情節、重溫舊夢方能

持續閱讀歷程。此種解除「懸念」狀態亦可見讀者賞析金庸作品之歷程。 

如《倚天屠龍記》乃「射鵰三部曲」之最終篇章，許多線索承接《射鵰英雄

傳》及《神鵰俠侶》而來；讀者賞析時若遇上謎團需追憶相關線索來終止懸念。 

如該書之「黃衫女子楊姐姐」即為顯例，行俠仗義之餘未透露真實姓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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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終南山下，活死人墓。神鵰俠侶，絕跡江湖」便飄然而去。「黃衫女子」引

發讀者的好奇與想像，紛紛推斷其與楊過的關係。如個案 6 指出，「大家都在猜

年代」，此女應「是楊過的後人。孫字輩的角色」。個案 5 則以黃衫女子的長相與

時空背景推斷身份：「我一直在想她到底是楊過的女兒，還是楊過的孫女。以長

相來講，因為一來黃衫女子一來年紀沒有說很大，二來《神鵰俠侶》是設定……

宋末時期，已經是金朝，但是《倚天屠龍記》是元朝，成立一段時間。」 

個案 11 也以宋代禮教大防、楊過及小龍女師生戀不被看好為由說明「黃衫

女子」神秘出場之因： 

「我覺得宋朝人還是不會接受。所以到最後大家頂多是不責難，因

為他們兩個都說要去『絕跡江湖』，再也不會出現了。這條線一直串到《倚

天屠龍記》，他們的後代楊姐姐、黃衫女子，她出來都是神神秘秘的生活

著。……都只是想要把過去淡化，淡化他們的祖先是段師生戀。」 

個案 6 進一步分析，「黃衫女子」可增加讀者涉入感，不斷回味《神鵰俠侶》

相關情節以詮釋《倚天屠龍記》文本間隙，此角色之安排也能滿足讀者審美期待

（如讓讀者了解楊過、小龍女後續發展）並製造出更多閱讀樂趣。 

由此可見，讀者面對身份未清角色時可動用先前閱讀知識（如「神鵰三部曲」

之相關線索）並對照作品脈絡以釐清懸念，而在解決懸念過程亦可融入推斷與對

思想史之理解，進一步地詮釋該角色言行舉止，逐步為角色「完形」來揭曉謎團。 

二、渲洩式的互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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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獻探討章節所述，「渲洩」是指讀者以聯想、讚美、同理、釋放等方式

來詮釋作品。在聯想型互動方式中，武俠小說讀者可直覺地想像場景樣貌，亦能

連結典故相關情節而有美感體驗。以至讚美型互動方式中，讀者可因角色美質而

克服「審美距離」進而讚許和認同。而讀者同理武俠小說人物時，易將自身感受

與遭遇融入以體會角色內心世界，開啟「交心」感動之可能性。另讀者面對悲劇

描寫時亦能隨情節牽引而體會悲壯美，亦與「淨化」效果相關。 

以下分由聯想、讚美、同理與釋放等概念闡述閱聽人與文本之交流歷程。 

（一）聯想型的互動方式 

1. 地域／空間的聯想與解讀： 

如文獻探討所述，人們在「聯想型的鑑賞方式」中可想像較具距離感之人、

事及物以獲得愉悅感，並擺脫集體約束等窠臼（Jauss, 1982b: 155）。經此審美歷

程，閱聽人亦可重新習得道德價值並進一步達到「社會整合」（Jauss, 1982b）。

讀者賞析武俠小說時多從其場景與古老時空體會「避世」之感（個案 11）及紓

緩身心（個案 14），較少言及「離世」情境予其之教化意涵。 

受訪讀者指出，透過文字表述以「具體化」的歷程實可提供更多想像空間加

以詮釋（個案 4, 9），如從「九寨溝」美景可描述武林的脫俗之境（個案 14）。讀

者賞析武俠小說時曾聯想中國山水與水墨畫，建構出「人間仙境」而感「心曠神

怡」（個案 7, 4）。而讀者「審美愉悅」亦來自「圖像化」呈現小說場景。 

如個案 9 言及閱讀小說宛若「腦子裡面在看一部電影」，而個案 13 則帶入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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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元素「遠景」、「燈光」與場面配置，自行構築了楊過知曉小龍女墜崖之畫面： 

「很陡峭的崖，但背景是橘黃色的黃昏。……會給你一幅畫面。……不

太近也不太遠，你會看到主角一個人跪在地上哭泣……。但是你又可以看到

大自然的壯觀。峭壁上應該是凸岩石，長一些小小的雜草。」 

在「聯想式鑑賞方式」中，讀者可連結小說場景與現實美景以擁有奇幻感受；

其將文字轉成畫面之歷程亦能滿足「創造力」，而有另一層審美愉悅。另武俠小

說亦提供奇幻元素使讀者擁有美感體驗，然此番聯想未必與社會整合相關。 

2. 意境相似的聯想： 

除場景聯想外，受訪讀者亦可從「意境相似」出發作出更多元詮釋。如個案

3 憶及楊過獨自面對大海練劍情節，讓他想起《老人與海》中主角與大海、大魚

搏鬥的過程而感滄茫的壯美： 

「美也有孤獨的成份。像《老人與海》的奮鬥，當中就突顯了孤獨與

努力。……楊過的情況跟《老人與海》很像，茫茫然面對大海來練劍，有種

滄涼的壯美。」 

而《神鵰俠侶》李莫愁為情自焚而死之畫面，個案 3 則援引梵谷畫作說明「燃

燒意象」及「病態美」體悟： 

「梵谷的畫，你看他割下耳朵多不真實啊！也很病態。但是他畫出的

太陽卻十分特別，有那種燃燒自己的感覺。……如果從『燃燒』想到金庸，

就會讓人想到李莫愁，在山莊裡自焚而死。很病態，但也是種病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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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言之，視覺聯想涉及「場域」與「意境」聯想，均能促使讀者連結眾多

典故並引發獨特美感體驗。而在「意境」聯想部份，先前接收美學研究似未著墨，

值得多加探索。 

（二）讚美型的互動方式 

如文獻探討所述，「讚美型的鑑賞方式」折射了人們心中的想望與楷模，可

反映在讀者欽羨之英雄人物中；若讀者認可角色，即會模仿與複製英雄人物之表

現。對武俠小說讀者來說，若俠客具英雄氣概、人性美質、符合讀者理想者則易

獲認同。但部份讀者亦指出「讚賞」俠士之困難，畢竟俠行離現實生活太遠，再

者因年歲及際遇增多而漸難視俠士為奉行之楷模。 

下文擬先述讀者讚許角色並引發認同感之因，次則舖陳賞析者難以全然贊同

角色行徑因素。 

1. 讀者稱許角色之因： 

俠客角色可以反映某些讀者的人生夢（如成為強者）與認同對象（個案 2, 9, 

14）。如個案 14 自承希望有黃蓉的聰明能「學得很快……輕鬆淡然的過日子」，

並可像「企業家第二代，縱橫江湖」。而個案 2 表示，在儒家重男輕女脈絡中，

他稱許俠女能「活出自己」，故直呼敢愛敢恨的「趙敏才是王道啊」；可見讚許型

交流方式與「人生期許」及「角色認同」之關聯。 

另外，若俠客具有「人性中的優點」（個案 3）即可減少「審美距離」而讓

讀者與角色更為貼近並增加認同感。反之，若角色予人距離感則較難提供「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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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如個案 3 一開始見著小龍女描寫時覺得她「太有距離，冷冰冰的」，直至

劇情轉折而小龍女較具人性後，他才融入角色內心並認可其具親和溫暖特質：「小

龍女一直到她內功逐漸散去，臉頰上有害羞的紅暈，而且有著妝，才不會讓人覺

得那麼矜。這時候她人性化，可以親近，不會覺得距離太遠。」故「可親近」之

角色可讓減少讀者距離感，亦能增加認同程度，可見「審美距離」與讀者涉入、

感知之關聯。 

整體言之，若角色具有人性美質且言行符合讀者「理想的自我」，即能幫助

賞析者「圓夢」，易受讚賞而收認同之效。 

2. 讀者難以全然讚賞角色之因： 

另一方面，讀者難以認同之因可能出自對武俠類型（虛構小說）的理解，二

是與生命歷程比對後發現俠客的人生、性格與遭遇並不發生在現實世界。如個案

1 表示，「誰的人生會這麼豐富啊！……人生不會這樣跑來跑去啊！波瀾壯闊又身

世之謎又愛恨分明」。 

再如讀者年少拜讀虛構小說時常會希望自己長大變成某角色並融入劇情，但

隨著年歲漸長後逐步體認現實便難寄情於虛構人物，也難全然認同主角想法。如

個案 3 指出，「我只有想像自己是在瓊瑤那個時代，我們在小的時候看瓊瑤，就

會想像自己長大以後變這樣，後來你看小說就已經不太能進入」。 

另故事情節若不合審美期待，也易阻礙讀者之角色認同。如個案 3 偏好喜劇

情節，眼見悲劇英雄會覺「悲到看不下去」，自然也難視之為效法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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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性別之於認同亦有影響，如女性讀者普遍很難認同書中男角（如楊過或張

無忌）心猿意馬或一男配多女的情況，個案 7（女）則認為「性別差異」與投射

等應是關鍵因素：「他帶到的不是我很認同的，就是一男配多女。……裡面只有

楊過是從頭到尾，可是他前面還是有心猿意馬的時候。……男生跟女生看的角度

會不一樣，男生會很理智的看待這本書。」 

大體言之，讀者對「類型」期待、生命歷程與人生經驗均能影響「讚許式」

鑑賞歷程，其亦左右角色認同。 

（三）釋放型的互動方式  

釋放型互動方式與「淨化」效果相關，係指讀者可從悲劇英雄視角出發，抒

發個人情感並自現實利益及情感紛擾中解脫（Jauss, 1982b: 177），如賞析武俠小

說時若能跟隨情節轉換而融入其中，或有悲壯之感。個案 9 即曾表示，他隨小說

情節安排而漸次沉緬於悲傷情緒中「慢慢的沉迷，慢慢的哀傷」，顯被內容引導。 

部份受訪讀者曾論及《射鵰英雄傳》主角郭靖「身殉襄陽」結局、《神鵰俠

侶》楊過等人之苦情。如郭靖、黃蓉及獨子郭破虜「恪守襄陽，死而後已」部份，

讀者肯定此屬悲劇收場。個案 10 及 11 皆認為，由於《射鵰英雄傳》與《倚天屠

龍記》之時代背景（南宋與元末）已有距離，且經他人之口點出郭靖一家遭遇，

悲慟感似較不強烈。另在《神鵰俠侶》中楊龍苦戀部份，多數讀者在幼時已觀賞

電視版本而知曉結局為喜劇收場，故較難引發悲傷情緒。 

而《天龍八部》之蕭峰則為受訪者公認的「悲劇英雄」。他經歷丐幫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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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逝世、國族認同困境，爾後發現平生欲尋之「大惡人」竟是生父、憎恨的「帶

頭大哥」竟是師尊。如個案 11 即曾引述魯迅對「悲劇」的定義來說明蕭峰之「悲

劇美」：「你把一個很美的東西，放在你眼前活生生的毀滅掉，可是你對它無能為

力、束手無策」。讀者僅能「眼睜睜地」看著事件發生（即蕭峰從丐幫幫主到自

盡身亡），充份體會人生之「無奈感」。 

個案 5 亦表示，此種悲壯感覺亦能烘托出武俠小說氛圍、意境而有美感體

驗：「我覺得武俠小說美的地方，不在於它的事，真正美是在它的氛圍。……金

庸裡面最美的一段小說……它很壯闊，美在它悲壯的感覺。」 

若置於華人審美期待下，個案 7 分析華人審美觀似與西方人相異，不崇尚悲

劇而喜「大團圓」結局。即便是小說開場、中段具悲情成份，後來也會順應讀者

期待而轉喜劇收場，足可反映華人「審美期待」之特殊性。 

個案 7：「在西方文學裡面，他們覺得最好的就是悲劇，然後接著才是

悲喜劇，然後才是喜劇。悲劇的部份，……我們中國的，就是比較喜歡大團

圓的結局。它會讓你前面有點缺陷，到後面又會全部都恢復好的東西。」 

總之，讀者賞析武俠小說時若眼見英雄人物遭逢巨變卻束手無策，或可隨情

節牽引而感悲淒，從而肯定小說氛圍具「悲壯美」。而讀者亦揭示了華人審美期

待特殊處，如面對「悲劇」時之互動方式異於西方，傾向崇尚「大團圓」結局。 

（四）同理型的互動方式 

在讚許型之鑑賞方式中，人們會採仰望英雄角度而有審美距離。但若眼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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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缺點及不完美處則同情之感油然而生並克服審美距離，此為「同理型互動方

式」，即人們可了解英雄處境，也能從中理解道德標準。讀者面對不完美俠行時

亦然，會隨情節轉換而心緒跌宕並融入自己的價值觀及感受（個案 2）。 

如個案 7 表示，自己融入故事情節時宛若活在武俠世界裡，假如遇上很糟糕

的人物則會「跟著一起罵」並隨「書裡的感覺走」。當角色境遇好時，個案 7 也

跟著開心，見角色遇上悲慘之事則會打報不平、心急落淚並想「幫他說話」。  

再如個案 11 以《倚天屠龍記》張無忌難忘周芷若為例，同理張無忌之心境： 

「小時候對他那種一粥一飯之恩，無法忘懷這樣子，我能同理他。你

在童年時的東西，我自己就覺得很瞭解，如果那東西是小孩子記住了。施

惠給大人的恩，不像給小孩子那麼強烈。張無忌小時候奄奄一息，快死了，

又有種大家都不容的感覺。」 

易言之，讀者可從「共同感」出發以「人同此心、心同此理」之精神解讀武

俠小說，而在理解過程中因共同感故有涉入感與情緒起伏，是而角色呈現出的真

實人性（個案 16）亦是吸引讀者參與之質素。 

三、否定型的鑑賞方式 

如前節所述，「否定性」涉及讀者「審美視域」之變遷歷程，透過不斷「校

正視域」以體現故事意涵。武俠小說讀者可從對「俠客」認知著手，剖析其具浪

漫情懷且可能天資聰慧，雖可意會為知己而死，但仍願為愛或義氣助對方圓夢。

此種「體認角色特質」、「遭遇險境仍意無反顧」至「身死無憾」之解讀過程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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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特質相對，從「否定性觀點」進而體認俠客特質。如個案 11 論及： 

「他是自己已經知道後果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行。……他們比其他

角色更多智慧，預想到後面。預想到我還是要做……。就不是莽撞的去送死，

而是很清楚的覺得求仁得仁。……黃蓉可能在守襄陽城第一天，就知道自己

會死在這裡。可是他另一半都是比較純善的人，可是他們為了對方的純善

而感動，其實要守護的對象是對方。比如對方要的世界，他們也一併守護，

我喜歡這種感覺。」 

易言之，俠客可為愛情執著而坦然地接受悲劇命運，或許接下來人生未必喜樂，

但仍願毫無保留地付出。個案 11 指出，對照常人之「你知道後果還去做，其實

很難」情況，更能彰顯俠客「不愛其軀」浪漫情懷。 

否定式之閱讀亦與「伏筆」寫作方式相關。如個案 1 賞析《笑傲江湖》時，

一直到第三、四集才發現林平之性格扭曲一面，對照該角色原先家門遭滅的淒慘

意象，讓他格外覺得驚異與憐憫。 

而否定式鑑賞方式也與「人生歷練」相關。如個案 3 剛開始不能接受《天龍

八部》一夫多妻的段正淳，但因往後十多年看了很多社會新聞故能接納該角，從

當年討厭變成現今的欣賞：「我後來對段正淳的形象還蠻正面的。他雖然有四段

感情，但他對每一段都很真，有付出，不是遊戲而已。而且不只是甜言蜜語。」 

  大體言及，「否定式交流方式」可來自閱讀歷程，賞析者可根據先前視域及

情節轉變（伏筆出現）而翻轉想像。另外，此種交流歷程亦不限於閱讀當下，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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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經十數載後再回味當年拜讀之小說而有不同體悟。 

四、華人特有的歷史情感融入 

華人讀者之歷史情感亦是交流之重要質素，此為接收美學典範先賢未言及

者。如讀者分析，武俠小說「具有的元素就是歷史情感」（個案 2），會反映「漢

族為中心」（個案 1）及「驅除韃虜、光復漢家山河」想法（個案 2, 14, 15）。 

此種與文本交流引發之歷史情感似已觸及華人文化深層底蘊，如關於岳飛抗

金元義舉及諸葛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精神對讀者而言幾已是「共識」或近

乎「常識」，外國讀者或難體會。個案 1 分析歷史情感之於交流歷程的影響： 

「這是文化的部份。……當我們講諸葛亮時，就知道那個是代表什麼子

的人物，代表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就是什麼。……那已經變成文化的部

份。……已經超過歷史人物的意義了。」 

故讀者可從文化社群之「共識」為賞析基礎，同時華人讀者亦可能帶著民族認同

之情感與金庸所撰之文本交流。 

個案 13 則分析，若讀者從既有「愛國」或「儒家」傳統出發，較易與文本

產生情感交流。個案 14 亦指出，當目睹《神鵰俠侶》江湖人士群起抗蒙古，但

朝廷卻一味退縮時，曾感「江湖人士比較守護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呈現很大反差」

而有極大的情感觸動。如他融入在群俠抗敵之情節時，對異族入侵之事備覺反感

故難以認同。 

    總而言之，武俠小說讀者可藉「創造」、「渲洩」、「否定」與「華人歷史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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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與文本交流，憑思想史角度「創造」情節以彌補文中空白，或依傳統文化而「聯

想」山水、「認同」俠士義舉、「同理」角色心境及「釋放」悲壯情感，也可從閱

讀歷程、生命閱歷與日常生活取材以進行「否定式」互動，而「華人歷史情感」

亦讓讀者面對「夷夏相爭」情節有另種體會。 

 

第四節  讀者與文本交流後之美感體驗 

    如前章所述，讀者以「審美理解」與文本相唱和並可能擁有「忘我」之「美

感體驗」，包括「視域融合」、「發掘新視野」、「沐浴神恩」與「道德教化」等，

以下扣合武俠小說讀者之反應具體說明並找尋接收美學典範可再著墨之處。本節

擬先介紹讀者體會之「美感體驗」及成立要件，再詳細說明美感反應之種類與樣

貌。 

一、「美感體驗」之內涵 

讀者認為，美感體驗乃是「心靈上的感動」（個案 11），宛若心靈受到「光

照」而「突然亮了起來」（個案 14）。此種感動可能源自視覺意境與感動，會讓

個體發出讚嘆或驚嘆（個案 10 與 14），也可能源於「體悟人生」等精神啟發（個

案 3）或受人性美質感召（個案 3, 8, 10, 16）。 

以視覺意境與感動來說，讀者們肯定「數大便是美」而有壯美之感動（個案

3 與 8）。而個案 7 也指出美感體驗與「虛構場景」相關，可營造特定意境，若設

於日常情境則多了務實考量而難以感受到奇幻之「美」，故場景設置遠離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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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仙境「很難寫出不美的東西」。 

以人性美質為例則展現「性格之美」，如黃蓉機警聰慧便有「智慧美」（個案

3）。個案 16 肯定「樂觀進取的精神」亦是美的表現，如「通俗文學」公式著墨

皆大歡喜情節並能促進社會整合；而角色刻劃亦能描述人性美好一面，鼓勵大家

向善。在情節轉折部份，就算是好人被誣陷蒙冤，到頭來依然會發揚人性光明面。

個案 16 指出，「對美的體認，可以是描寫人性美善面」以共創祥和世界，此點在

武俠小說很常見。 

而上述層面亦可相互影響。對讀者來說，「美感體驗」是種整體渾然之感動，

很難拆解成特定元素片面區分（個案 2）。再如個案 6 指出，「我會喜歡一部武俠

小說，主要是因為它給我的感覺，它整個營造出來的氛圍」，難以區分某部小說

單因修辭而美或僅因人物而美，美感乃諸多元素複合之產物。 

二、美感成立之條件：合宜的審美距離 

讀者認為，美感源於「合適的審美距離」，當人們沉浸於心靈感動後需能「跳

出來」反思，方能悟到彼時經歷了「美的感動」。如個案 3 以朱光潛《談美》為

例說明美感與審美距離相關，身陷其中則無法意識到「美」： 

「你身陷在其中可能不覺得美……要跳出來看。跳出來看時妳回顧就像

蘇軾的回首卻向來時路、也無風雨也無晴，辛棄疾的驀然回首、那人卻在

燈火闌珊處，那時發現那種美。」 

易言之，若讀者僅沉浸在劇情而全然消除距離就難有美之感動。如個案 3 分析，



 156

「比如說幸福為什麼叫幸福，有時是你在裡面你不覺得」而要「回頭去回憶」才

能體會，故適時抽離是「美感」成立之要素。  

    如前文所述，讀者能克服距離感並潛入文本中之「文本結構」層面因素如下：

其一，由「武俠小說」文學發展史出發，近代小說亦彰顯「節義」精神；其二，

武俠小說之遣詞用字若古雅則能召喚讀者融入另一時空，宛若見著古人說話之樣

貌；其三，古代場景能喚起華人之「歷史情感」，使讀者備感親切並願意跟隨作

者拆解歷史謎團；其四，武俠角色屬「圓型人物」易讓讀者感到栩栩如生，且情

節曲折能喚起讀者「追根究柢」之想望。 

    賞析者之參與及理解乃是「美感體驗」之核心因素。如個案 3 指出，「像李

白的水中撈月，一樣是不真實，但是我們可以想像，所以才有美感」。而讀者之

審美理解亦能克服「距離感」進而與文本相互唱和，包括賞析者從偏好事物作出

「五感聯想」，或從生命經歷、感情觀及文史基礎而有創造、聯想、同理、認同、

憐憫、變更視域及喚起「華人情感」等反應，均為讀者願與「虛構文本」交流之

因。另武俠小說的歷史場景也屬召喚華人讀者參與的平台，可提供具體線索、熟

悉人物以便涉入，讓讀者感知「真的有這個人存在過」或「這些事曾經發生過」。 

大體言之，若讀者與文本維持合適距離，或可從旁觀角度涉入而有美感體

驗。但這並非指讀者得遠離小說情境才能有美的感動，而是讀者需沉入文本世界

中陪同角色走一遭，再適時地反思或回觀心靈悸動，才能意識經歷「美感體驗」。 

三、閱讀武俠小說之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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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文獻探討一章所述，美感體驗包括「視域融合」、「道德教化（心靈滌淨）」、

「一圓心願」、「沐浴神恩」與「帶入新視野」，下文擬逐次說明。另研究發現，

讀者從在地文化知識「分析文本」時亦能獲得審美愉悅；也能從《紅樓夢》等禪

意氛圍作出更為多元解讀而感虛淨之美。「分析文本之愉悅」及「受禪意氛圍感

動」均為接收美學典範較少觸及之處，容後說明。 

（一）關於視域融合 

如文獻探討提及，Jauss（1982a）承襲「視域融合」觀念而肯定讀者與作者

「相互理解」或有交心感動，視野更新之餘易生愉悅感。而此種感動則與「同理

式鑑賞方式」相關，需融入小說世界方能與作者交心。 

讀者閱讀武俠小說時常有精神交流甚想掩卷嘆息。如個案 3 賞析《神鵰俠侶》

援用蘇東坡憶亡妻之詞「十年生死兩茫茫」時，直說她有掉淚的衝動。特別在拜

讀古人詩詞時，似能克服時空距離而多了交情匪淺的「無形友」： 

「你在剎時之間真的非常感動，我真的感動、落下淚的時候，就覺得

跨越時空的壕溝。我覺得我比他同年代的人，更了解他。……那我們不就做

了一場無形友？中間［現實生活］沒有感情的聯繫，但是事實上聯繫的很

深。」 

亦有讀者指出，金庸小說人物遭遇坎坷之處甚多，若要「全然同理」或追求

「視域融合」或得見多識廣，有更多人生歷練方易領會箇中旨趣（個案 2 與 13）。

如個案 2 分析，「我覺得金庸的書，要年過四十去看才有感覺。……因為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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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代其實是安平和樂」，故難全然同理大時代動盪、英雄心路歷程曲折。 

    而讀者與作者之「相互理解」亦展現在解讀「改編版」中。如個案 11 接觸

金庸作品已近二十四年，他以《天龍八部》新版結局大翻轉（王語嫣仍與表哥慕

容復廝守終生，段譽另娶四女為妻）為例，同理作者改版之因。他分析，或因金

庸年歲漸長，對人生多了較寫實之體認，故縮減了「王語嫣與段譽」之浪漫結局： 

「因為武俠小說有很重要的點在於，那一份浪漫……。王語嫣的部

份，金庸在舊版的部份把她做個很好的處理，很浪漫的結束。可是新版就

完全不饒恕她了。就是把她整個人寫完了，因為整個人是蓋棺論定的。」 

易言之，讀者可從作品版本之變遷體認作者人生觀改變與否，以此「理解」

文本世界。大體言之，讀者與武俠小說之交心體驗可展現在對古人詩詞之解讀、

對角色經歷之暇想，也能從作者改編處作為「同理」作者之來源。 

    （二）關於道德教化及淨化心靈 

    美感體驗具有「社會整合」作用（Jauss, 1982b: 4），此番歷程與「釋放型之

交流方式」相關，讀者若「淨化」心靈後或可修改品格而止於至善，亦收心靈自

由之效（Jauss, 1982b: 35- 36）。 

武俠小說多少體現了善惡對立的觀念，讀者亦有類似「審美期待」。如個案

2 指出，武俠小說「站在是非善惡對立的角度，……有的時候人也會走錯路啊！

可是看你能不能即時回首」。再如體會「吉人自有天相」、「傻人有傻福」、「知錯

能改，善莫大焉」、或從角色表現裡習得教訓等寓言功能，均屬武俠小說之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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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之效（個案 2, 16）。 

讀者眼見善有善報則樂意閱讀，或直呼大快人心。如個案 7 指出，「看了以

後就覺得好耶」，個案 3 提及此感覺可用「痛快」名之，「就是要惡有惡報，善有

善報」。個案 13 亦表示，希望見著「俠義、正義感的部份」、看到惡有惡報「會

覺得很開心」。讀者期待看到「懲惡揚善」結局，似可追溯宋元話本（如《竇娥

寃》）傳統。易言之，在華人既定審美體系中「（善）報文化」乃是重要觀念（陳

平原，1998），亦是構成審美愉悅之重要因素。 

    （三）關於「一圓心願」 

讀者若「認同」某角色，則亦可從「無功利的快感」釋放心靈繼而獲取成就

感。易言之，「一圓心願」之美感體驗可與「認同式鑑賞方式」相繫，讀者可投

射其想望至角色行徑而得滿足。 

如個案 2 提及，「一圓心願」乃武俠小說等通俗文學吸引人之處，人們可從

「角色裡面看到一個遠景」，並對「人生會更有所寄託」，特別「在一般現實生活

裡頭，對人生沒有著落的時候」更易寄情於文學。讀者亦提及，人生不免面臨傷

心事，故需見著「皆大歡喜」與「大團圓」結局以獲心靈安慰。 

如個案 7 認為，虛構故事及奇幻情節當可滿足「追求夢想」之需求： 

「就是因為它是虛假的，我們總是需要一點夢想，總是需要一點虛幻

的東西來滿足你。就是因為大家都過的很不快樂，所以會需要一點快樂的

東西，來慰藉你自己的心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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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言之，武俠小說等通俗文學可描繪美好願景，滿足讀者想望以慰藉苦悶心

靈，此亦為「審美愉悅」之泉源。 

（四）關於「發掘新視野」 

「美感體驗」涉及揚棄成見並以全新角度觀察事物，排除社會化後的「疏離」

因子（Jauss, 1982b: 12），此種暫離先前視域、接納新事物之反思歷程或與「否

定式鑑賞方式」相關。 

如讀者若對武俠小說情節產生「共鳴」，可能連結至自身過往。如個案 13

即曾表示，「會反省、帶回去想以前的事情」。他省思到「金庸把抽象影響具體化」，

如明白呈現不當的情感處理方式及後果，即可讓讀者對人生有所穎悟。 

個案 13 另以《神鵰俠侶》魔頭李莫愁為例，指出該角色情境失意故促成其

極端與乖戾性格，繼而危害武林且傷及無辜，實不足取：「敢愛敢恨是件好事，

如果像李莫愁一樣表達方式不對，會造成身邊很多人困擾」，故讀者可藉書中人

物表現反思所作所為，帶入新觀點來詮釋人生以翻轉先前認識（即「否定式鑑賞

方式」）。 

以「全新角度」剖析事物，也展現在讀者對歷史之重新定位。如個案 13 提

及，拜讀金庸小說後再讀正史，對真實人物有了不同想法： 

「像成吉思汗在小說裡是很美好的人，年輕時很有義氣。但歷史上大

家給他的評價是負面的。……歷史是勝者的詮釋，看要信多少，要給這個人

評價是多少，會有不一樣的觀感。武俠小說很吸引人，再用再從另一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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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去看它們。」 

而在反思歷程中，他也感到被「光照」而「亮了起來」，故有美的感動。他進一

步指出，讀書予人思想刺激時「會有被炸彈炸到的感覺」並湧現許多省思，故覺

得好作品「後勁很強」。是而讀者可用「否定式鑑賞方式」與文本、人生歷程互

動，發掘新視角詮釋史事，均為閱讀武俠小說之美感體驗來源。 

    （五）關於「沐浴神恩」  

美感體驗亦指人們接近上蒼之感動，被「上帝聖恩」所光照（Jauss, 1982b: 22）

並感到與神同在（Jauss, 1982b: 22）。如接收美學典範研究者所云，「沐浴神恩」

感動與「聯想型鑑賞歷程」相關，門徒可從宗教劇場景聯想神蹟與彼時背景，因

而產生沐浴神恩之感。 

若對照武俠小說脈絡，關於宗教意涵之描寫可能出現於寺廟場所，但讀者未

必感知沐浴神恩或「禪意」。由於讀者賞析武俠小說時感知到的寺院多為重大事

件商議場所，如果場景設置於此「通常是有重要事情發生」（個案 14），較難聯

想到宗教氛圍。讀者領會「禪意」之境多半植基於對「意境」之體認，如個案

11 引述小龍女談禪的片段，「明年還是有雪花，可是不是一樣的雪花」，雖事物

曾具體存在但「它有個空，不被真的掌控過」。讀者可從禪理、佛學（如「空」、

「無常」）概念出發，體認出文中具有禪意之片段。 

    再如個案 15 也引述曹雪芹《紅樓夢》結尾「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以說

明武俠小說的震撼，指出「乾乾淨淨，像曹雪芹講的那種，大地一片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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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轉寰在我心目中，會有種震撼」，並從「歸於原點」描繪憶及洪七公與歐陽峰

相爭一生最後互擁大笑而死之情節，認為安排很巧妙、「境界很高」。故讀者對禪

意體悟未必得由宗教場景著手，而可基於佛理或古典文學而來，此似為接收美學

典範較少著墨之處。 

此外，由於禪宗強調「直觀妙悟」或「不立文字」，實與接收美學典範主張

從具體事物「聯想」而有沐浴神恩之感，有所悖離。禪宗等佛學強調直觀式的瞭

悟，亦為接收美學未著力處。 

    （六）關於「分析歷程」與美感體驗 

讀者在「創造式交流方式」中亦能享有「審美愉悅」，如從理論架構分析文

本或從在地文化闡釋作者意圖，均得是美感體驗泉源。1 

如個案 9 依據先前修讀武俠小說的經驗，將習得的研究工具用來分析小說詞

語。他表示，先前可能只用自己所知語言來描述某個現象，但吸收相關知識後可

給予解讀更多層面因而帶來知性的愉悅。個案 13 亦指出，分析文本是很愉快歷

程，有助於重整及釐清想法，此乃「另外一次的作品接觸，還蠻喜歡」。 

就「在地文化」分析文本的層次來說，個案 11 曾剖析《笑傲江湖》之未明

情節，而有了與作者共享秘密之愉悅。他指出，「氣宗」高手風清揚年少時曾有

                                                 
1 本研究訪談讀者不全為「文學批評家」，亦訪談了另外四位非文史科班讀者。另就科班出身的

讀者言之，並非所有讀者均採行「文學批評」角度來賞析作品，如個案三便提及「視域融合」之

交心感動。故而「文學批評」或「文本分析」僅是一類交流角度，且因人而異。 
就實證主義所思「需與作品維持特定距離」、將文學作品視為客體等，似乎過於強調「審美

距離」。訪談結果發現，讀者們也可保持一定距離以賞析作品，但不意味著時時刻刻均處於此種

狀態，而會隨其情感、心緒而有所變動。故此處讀者提及「分析文本」之觀看視角與美感體驗，

並不會重蹈實證主義之覆轍（將文本視為頗有距離感之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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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約，可惜終不如己願而無法一結良緣。有回風清揚教令狐冲劍法時，談到八卦

卦象「歸妹趨無妄」時突然出了神，而金庸亦未交待箇中原因。個案 11 則從中

文諧音中理解作者意圖而享審美愉悅： 

「有時候是作者寫的很曖昧，他把一些線索故意不交待清楚。比如說我

寫了一篇分析，是關於說《笑傲江湖》裡風清揚在教令狐冲，教『氣宗』的

劍法，……其中他［風清揚］就講到一句『雷澤趨歸妹，歸妹趨無妄』。他

講到『歸妹趨無妄』時就出神了。……不清楚的交待，我就很有興趣。……

因為歸妹是一個卦象，這兩個字的意思就是嫁人。……可是風清揚想這件事

時，他可能就會想這場婚姻無望。所以歸妹趨『無望』。」 

個案 11 也分析，金庸未將詳細情節介紹給普羅大眾，故覺得「這一小塊的

趣味，我就覺得是我獨佔了」，且分析文本是「很快樂的，有種和作者成為共謀

的感覺，……是作者提供的 bonus」。顯然讀者可從學理角度拆解文本結構，亦可

從卜卦知識與中文諧音來分析情節，從中獲得審美愉悅。 

（七）關於「無奈感」與惆悵美 

接收美學研究之「審美愉悅」多基於相互理解而獲「真理光照」並能進一步

地融入群體，涉及較多「社會整合」之描寫。而本研究發現，讀者也有抒發情感

或留滯在悲傷情緒的需求（個案 7 與 9），體驗惆悵美的感動。此種悸動偏向心

靈上之「情感抒發」而少觸及「社會整合」，有別於接收美學對「美感」之認識。 

如個案 11 言及，美感伴隨著「無可奈何花落去」，讓讀者體會「落空」及「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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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真的抓到的幸福，不是快快樂樂結局」。特別是在無法確切掌握所愛之事物

時，更覺「失去的那剎那」感動格外深刻。他以《射鵰三部曲》等作品中人物之

悲傷情愫為例，像郭襄與楊過分別時充滿不捨之情，結尾帶到「相見相遇知何日，

此時此夜難為情」頗能展現惆悵之美。 

此種惆悵之美、悲劇帶予人心之悸動（並非全然為「淨化」等道德層次），

亦為讀者賞析武俠小說時之特殊美感體驗，過往接收美學典範較少觸及。 

總之，讀者可藉「角色認同」而享「一圓心願」之愉悅，亦能從「釋放」鑑

賞方式裡獲得「道德教化」之滌淨效果，也從「同理式鑑賞方式」中逐步實踐「視

域融合」理想。就武俠小說讀者而言，從宗教場景「聯想」沐浴神恩較少見，多

半由在地文化或禪理來悟道。讀者同時可從「分析文本」（創造式鑑賞方式）獲

得知性愉悅並感「與作者共謀」快樂，亦可從悲劇情節中感到無常及「惆悵美」。 

關於讀者與文本「交流歷程」及效果，或如下表所示： 

 

表 4-3  武俠小說讀者與文本之交流歷程及美感體驗 

交流歷程 可能引發之美感體驗 

1. 創造：從既定審美期待來想像與補

白；或依在地知識以分析文本結構。 

「創造」活動促使讀者從傳統文化

拆解創作意圖並享有「與作者共謀」

或為「圈內人」之審美愉悅。 

2. 渲洩： 

(1)同理式交流：從人生經歷著手以

了解角色經歷，或同理作者想法。 

「同理式交流」可引發「視域融合」

之感動。讀者感知「打破時空藩籬」，

似乎比當世人更了解作者，而多了情

感聯繫。 

(2)認同式交流：帶入華人文化價值

觀、女性認同而肯定角色作為。 

「認同式交流」能導致「一圓夢想」

之效，讀者可從中體察到無功利的暢

快，從角色冒險歷程中獲得滿足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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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 

(3)聯想式交流：由場景所引發的視

覺想像，如中國山水與水墨畫均為發

想對象。讀者亦可從古詩典故及意境

來聯想。 

「聯想式交流」可讓讀者想起九寨

溝等美景，宛若身置仙境而紓緩現實

生活之壓力。 

「虛構故事」可帶來避世及奇幻氛

圍，與暫離現實相繫。異於接收美學

典範強調的「沐浴神恩」及「社會整

合」體驗。 

(4)淨化式交流：因悲劇情節而引發

感動，亦可滿足讀者「情感抒發」需

求。然而，華人讀者可能期待「大團

圓」結局而影響了淨化式交流歷程。 

「淨化式交流」可帶來「善有善報」

的暢快。亦可使讀者體認「一切歸零」

之滄茫而備感惆悵，沉浸在悲傷情緒

之中。 

3. 否定式交流：在閱讀歷程進行或終

止後翻轉角色印象，也反映在史觀之

轉變。 

「否定式交流」讓讀者拋開成見，

宛若受真理之光照。讀者推翻先前觀

察時，可感到「心裡突然亮了起來」

而享獲得新知之喜悅。 

4. 華人情感之交流：帶入以漢族為中

心之歷史觀與情感來解讀武俠小說。 

「華人情感之交流」可激起讀者共

鳴。如以漢族本位解讀夷夏之防，引

發悲憫中原群俠之情。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五節  小結：讀者與文本結構交流之美感體驗 

    如首章所述，美感體驗之傳播系統包括「審美視域」、「交流方式」及「美感

體驗」三層次，以下結合武俠小說讀者之鑑賞歷程，依次研析。 

一、「審美視域」之確切意涵 

「狹義審美期待」涉及用字、場景、角色、情節等對「文本結構」既定期待，

也包括對類型之「創新期待」。讀者可將近代武俠小說置於《史記》及宋元話本

等文學史系譜（即「歷時系統」）賞析，體會俠士「節義」、「不愛其軀」與「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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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相報」等精神，此為「效果歷史」之作用。 

在既定期待中，「古雅用字」構成了古意氛圍，使讀者融入悠遠氛圍中並引

發思古之幽情。在武俠小說之「場景設置」層次，讀者期待背景可為「古代」並

結合歷史事件，可助其克服疏離與陌生感並同文本唱和。在「角色」部份，若小

說交待背景、性格及善用映襯手法即可協助讀者體現「圓型人物」特質。在「情

節」層次，讀者肯定行俠模式不脫搶奪秘笈、爭奪盟主與江湖爭鬥，能融入人性

衝突而引人入勝。研究發現，讀者預期之人生願景亦會引導其注意故事的某類情

節，並反映在其對行俠模式之詮釋。而讀者之創新期待則為「既定審美期待」一

體兩面，若讀者體認武俠場景多設於古代則希望融入現代元素；若感知英雄人物

過於完美，則具「缺陷美」角色。 

「廣義審美期待」包括生命經歷及五感聯想，讀者可藉此回應文本之召喚以

融入武俠世界。在個人生命歷程部份，讀者之先備知識及使用媒體經歷均與審美

期待相關。另讀者也可從日常生活體驗出發，聯想小說場景應具備之特質：如聽

覺意象可為「武鬥音效」及「國樂」，視覺意象為角色樣貌與武打招式，觸覺聯

想可涵蓋角色氣質及場景溫度，而味覺與嗅覺意象多與「美食」連結。 

二、讀者與文本交流歷程 

   （一）創造 

小說角色性格與場景「留白」均有助於讀者涉入，如以文學史知識以詮釋角

色言行，而古時場景設置亦能引發審美距離予讀者馳聘想像力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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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渲洩 

「渲洩」則指聯想、讚美、同理、釋放等交流方式。在聯想型互動方式中，

讀者多直覺地聯想場景樣貌，亦能引援文史典故或其他意境而有美感體驗，多與

「避世」氛圍相關而少觸及社會整合旨趣。在讚美型互動方式中，若俠客具人性

美質、符合讀者人生理想即易引發「角色認同」。而部份讀者亦指出難以全然認

同俠士，乃因俠行超乎現實生活且因際遇增多而拉遠了「審美距離」。在同理式

交流中，讀者可從「共同感」出發故有較多涉入感與心緒起伏。另釋放式交流方

式可能導致「淨化」美感體驗。另讀者亦揭示了華人審美期待特殊處，如對「悲

劇」態度或許異於西方而較崇尚喜劇收場。 

（三）否定性 

「否定性」涉及讀者視域變遷，透過不斷「校正」想法以貼近故事意涵。否

定式閱讀與「伏筆」寫作有關，也與「人生歷練」相繫，另此交流歷程亦不限於

閱讀時刻，讀者可在數年後重新反思而有不同體悟。 

（四）華人歷史情感之交流方式 

華人讀者之歷史情感亦是交流之重要質素，如讀者指出武俠小說「具有的元

素就是歷史情感」（個案 2）並反映「漢族為中心」（個案 1）及「驅除韃虜、光

復漢家山河」想法（個案 2, 14, 15）。 

易言之，讀者可「創造」情節以消除文本空白，並「聯想」中國山水樣貌、

「認同」俠行、「同理」俠客處境及「釋放」悲劇情感，也可從人生閱歷進行「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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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式」交流，另「華人歷史情感」亦是與武俠小說交流時不可或缺之元素。 

三、「美感體驗」之內涵 

美感體驗乃是「心靈上的感動」（個案 11）或心靈「突然亮了起來」（個案

14），也與「體悟人生」及受人性美質感動相繫（個案 3, 8, 10, 16）。另美感亦意

味著讓讀者感到「舒服」或無壓迫感之事物，如個案 14 認為「美是讓我覺得舒

服的東西。很開闊的地方……風很舒服，很安靜的。如果拿人來說，應該是很耐

看。會覺得沒有壓力」。故「美感」應與抒壓、精神上之釋放或心靈感動相繫。 

美感起源於「合適的審美距離」，當人們沉浸感動後需適時地跳出場景來反

思，方能確認自己經歷「美感體驗」。 

美感體驗包括「視域融合」、「道德教化與心靈滌淨」、「一圓心願」、「沐浴神

恩」、「發掘新視野」、「分析文本」與「無奈感下的調悵美」等項。 

以「視域融合」來說，此感動與「同理式鑑賞方式」相關。讀者需融入小說

世界或了解小說改版之因以與作者交心而趨「視域融合」之感。 

在「道德教化」部份，讀者期待看到「懲惡揚善」結局，故在華人審美體系

中「（善）報文化」乃構成審美愉悅之質素。 

而「一圓心願」美感體驗則與「認同式鑑賞方式」相繫，讀者可投射理想人

生而得無功利之快感，亦為「審美愉悅」之泉源。 

「發掘新視野」則與否定式鑑賞方式相關，隨著閱讀歷程進展、人生閱歷增

多，讀者可感知心靈受光照而有美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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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神恩」特質少見於武俠小說。如接收美學典範研究者所云，「沐浴神

恩」感動與「聯想型鑑賞歷程」相關，但對照武俠小說脈絡，寺廟場所未必使讀

者體現神恩或禪意。故讀者對禪意之領會或係基於佛理或古典文學異於接收美學

典範之想法。 

「分析文本」則為「創造式交流方式」之產物，讀者從理論架構解析文本旨

趣、從傳統文化捕捉作者想法，均是審美愉悅之來源。另讀者也有抒發情感並感

知「惆悵美」需求，似偏向「情感抒發」而少觸及「社會整合」，有別於接收美

學對「美感」之認識。 

華人讀者「審美期待」與文本之「交流歷程」及可能引發之「美感體驗」，

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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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華人讀者賞析武俠小說之美感歷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 

  武俠小說文本結構  

 

一、共時層次 

1. 第三人稱說書 

2. 作品呈現形式：

武學傳統、招式、

犯禁時空背景、行

俠模式。 

3. 作者寄託理念：

懲惡揚善、盡忠報

國、兒女情俠、真

實人性。 

 

二、歷時層次 

1. 文學史系譜： 

唐傳奇、宋元話本

至明清小說。 

2. 主題： 

忠俠、兒女情俠、

歷史故事與武林爭

霸。 

審美期待與可能之交流方式 

 

一、狹義審美期待與體驗 

1. 宋元話本之傳統、忠義精

神，體驗人性美質而激起「認

同式」交流方式。由於讀者

期待「喜劇」，故較難有「淨

化式」交流方式。 

2. 古意盎然之用詞與時空

背景，激起「創造式」交流

方式。 

3. 第三人稱寫作視角助讀

者融入古老時空環境，激起

「華人情感」。 

 

 

二、廣義審美期待與體驗 

（一）生命經歷 

1. 文史造詣「分析文本」。 

2. 儒家傳統涵育之價值

觀：可引發「角色認同」。 

3. 人生際遇：可引發「同理」

及「角色認同」，隨年齡增長

亦有「否定式」交流。 

 

（二）五感聯想： 

產生「創造式」交流歷程，

體會奇幻與避世感受。 

「認同」引發一

圓心願之感。

「淨化」可引發

惆悵美及「道德

教化」感受。 

「避世」等奇幻

感受。 

「情感抒發」之

體驗。 

分析文本之知

性愉悅。 

「認同」引發一

圓心願之感、

「同理」引發交

心感動、「否定

式」可帶來真理

光照。 

「避世」等奇幻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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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來說，武俠讀者可因「認同」而有「一圓心願」感動，亦能在「釋放」

交流方式得到「道德教化」效果，亦在「同理」文本世界中漸次體現「視域融合」。

讀者從宗教場景「聯想」神恩似較少見，多半由在地文化來悟禪。讀者亦可從「分

析文本」而感「與作者共謀」知性愉悅，藉「情感抒發」而感悲劇「惆悵美」。

簡言之，武俠讀者感知之「美感體驗」可為「心靈上之悸動」，可與角色美質、

情景聯想及稱許俠義精神相關，或從分析文本結構中得到知性美及反思之愉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