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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如前章文獻整理所述，本研究擬探索「美感傳播」之讀者與作品互動歷程，

藉此說明讀者詮釋文本之結果與感受。就接收美學典範言之，核心概念包括「文

本結構」、「閱聽人」、「互動過程」及交流結果等層次，以此延伸之研究問題包括： 

（一）「審美視域」之確切意涵為何？讀者如何以「審美期待」與作品交流？

此期待如何引導閱聽人選擇若干元素來詮釋？  

（二）讀者與文本交流歷程為何？如「補白」、「渲洩」與「否定」在解讀過

程中扮演哪些角色？ 

（三）「美感體驗」之精確定義為何？是否僅限於 Jauss（1982b）等人所提

出之類目？有無其他發想空間？ 

本章擬以上述議題為軸，並考量接收美學典範近年之轉變與討論核心，選擇

合適案例為研析對象。 

首節論及 Jauss（1982b）與 Gadamer（洪漢鼎，2008）主張之閱聽人「詮釋」

（或接收）歷程必與「視域」相關，而「視域」又隨在地文化之陶冶而有不同並

進而促成相異之解讀及感知結果。Jauss（1982b）與 Gadamer（洪漢鼎，2008）

均曾表示渴望理解「華人文化」（如類型、聲韻及審美歷程等）如何得以為詮釋

歷程研究另闢蹊徑，本節擬以此為基礎帶入「華人」獨有之「俠文化」，將賞析

「武俠小說」歷程作為剖析案例並以其連結接收美學，本節亦從當代較為典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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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說中選擇相關研究讀本以進一步討論。 

第二節則從 Jauss（1982a, 1982b）對「閱聽人」之體認為旨說明研究策略。

Gadamer（1986／洪漢鼎譯，2005）等詮釋典範學者均曾以「相互主觀」、研究

者與觀察對象之「共識」與「不斷對話」為思考起點。研究者則多以「深度訪談」

為瞭解閱聽人視域之方法路徑（許馨文，2002），可作為本文之參考。 

第三節擬說明理解「閱聽人」（「審美視域」及與文本之「交流歷程」）之具

體方法，並選擇合宜之「武俠小說」讀本為分析「審美歷程」之依據。如前所述，

Jauss（1982a）剖析小說結構之指標時共提出包括「共時」及「歷時」系統之兩

個面向，故本節擬考量武俠類型之「當代著作」（共時）及「系譜」（歷時）並選

取較具代表性者為訪談讀本，隨即闡明具體研究策略，如：選擇受訪者之方法、

預期進行訪談之方式等，並將「審美視域」、「文本結構」、「交流歷程」與「美感

體驗」等概念具體化以融入提問。 

 

第一節  研究策略及案例選擇：以「華人文化」為考量對象 

上節曾觸及「異文化情境」影響「審美歷程」之議題，乃因異文化讀者易受

限於「歷史情境」與「教化」等條件約制而有不同「審美視域」或體驗（Jauss, 1982

／顧建光等譯，2006: 2）。 

如Gadamer曾指出，他渴望多認識華人文化以能擴展「詮釋學」範疇（洪漢

鼎，2008: [7]-[9]）。Jauss（1986／顧建光等譯，2006: 1-3）更在《美感體驗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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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詮釋學》中文版序言指陳，他相信華人文化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觀」，可惜

限於語言隔閡而未能深入探究。凡此種種似可說明詮釋學及接收美學皆曾關切

「在地文化」之趨勢，特別是Gadamer及Jauss曾盼進一步了解華人之「審美歷程」

以開展新的研究方向。 

在「閱聽人」部份，Jauss 欲探究華人之「審美理解活動」，惜因語言不同而

未竟其功。吳思敬（2005: 9）亦呼應 Jauss 觀點，指出不同民族之審美歷程應有

差別。若以「審美視域」（含狹義及廣義之「審美期待」）言之，帶入華人文化視

角則可探究： 

其一，華人之狹義「審美期待」為何：1如不同社會背景（政治、經濟和文

化條件）如何蘊育出「華人」對「文類」之「審美期待」。 

其二，華人之廣義「審美期待」樣貌為何：如研究者曾云，「賦、比、興」

即為華人之「聯想」思維特色（葉嘉瑩，1997；轉引自朴炳元，2002: 211）。2而

「華人」特有「聯想方式」可能在解讀活動中扮演要角，反映「在地文化」情境

對閱聽人解讀訊息之影響。 

另就「文本結構」層次言之，Jauss（1982a, 1982b）曾擬出「歷時性」與「共

                                                 
1 由於華人之組成多元，涵蓋多種文化社群。故本篇研究擬回歸 Jauss 等人對「效果歷史」之考

量，選取符合其理論架構之對象予以剖析。 
2 所謂「賦、比、興」係指心（閱聽人）與物（小說創作）之互動方式，「賦」乃直言其事（劉

成漢，1992: 31），《文心雕龍》亦云「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再如鍾嶸《詩品序》

曰「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轉引自：劉成漢，1992: 20）。「興」是經「物」（作品）刺激

後而引發若干想法，多屬感性直覺而較少理性成份（葉嘉瑩，1997；轉引自朴炳元，2002: 211）。

而「比」則是欣賞者以固有「想法」為基礎再託「物」寄情，表述過程不同於「感性」詮釋而有

「思維」成份在其中（葉嘉瑩，1997；轉引自朴炳元，2002: 211）。華人之「廣義審美期待」似

與西方不同，可略分「賦」（直書其言）、「比」（將新事物與舊經驗相比並託物寄情）及「興」（感

性詠嘆，少有理性思辨成份）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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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性」之分析策略。依「在地文化」層面來看，俠文化一向為華人社群獨有，而

「武俠小說」更屬箇中代表，一方面其取材與「中國古代歷史」相關，如小說家

喜愛納入刀、劍等古兵器於書寫而不愛用槍砲等具現代感之機械以免破壞「古中

國」氛圍（林保淳，2000: 148），符合「歷時」（傳接歷史傳統）之需。另就「共

時性」而論，武俠小說之「文本結構」（包括詞牌等古典文學形式）等具在地特

質而少見於當代他國文學形式。溫瑞安（1975，轉引自葉洪生、林保淳，2005: 434）

曾云： 

「武俠小說是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精神的，它的背景往往是一部厚

重的歷史，發生在古遠的山河；無論是思想和感情，對君臣父子師長的觀

念，都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一種精神。」 

由於武俠小說具有濃厚在地文化意涵，故可以此為起點來延伸「接收美學」之「文

本結構」概念。 

簡而言之，本章擬從華人讀者賞析「武俠小說」之歷程著手，先述及理解審

美活動之研究策略，其次說明選擇「武俠小說」文本之標準以作蒐集資訊參考。 

 

第二節  研究設計 

如前章所述，閱聽人「審美視域」包括「狹義」與「廣義」兩者，前者指對

「特定類型、情節發展之期許」，而「廣義」則指閱聽人之五感體驗等生命經歷

之作用，亦指讀者之補白活動與投射，可「望文生義」並加入自我詮釋而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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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節加分。換言之，讀者可以「審美理解」為基礎，回應武俠小說「文本結構」

之召喚，開展與文本交流的過程（即「審美理解歷程」）。 

第二章亦曾提及小說之文本結構含「歷時」與「共時」兩層面，本節擬選擇

若干讀本並詳細研析，以仔細說明華人讀者「審美理解」與武俠小說「文本結構」

之互動歷程。 

下文擬從研究方法入手說明武俠小說讀本之選擇標準，具體剖析閱聽人「審

美理解」之概念及歷程。 

一、武俠小說之讀本選擇 

如前所述，接收美學典範研析小說「文本結構」之法包括「歷時性」與「共

時性」等二層次。Jauss（1982a: 36）認為，共時系統指某類作品之橫切面，如組

成結構；歷時系統則為文學作品之演變過程，如創作背景、讀者接收能力（即其

體認出之作品公式及創新）。以下先從武俠小說「共時系統」及「歷時系統」析

論以闡述該類型之典型特質，再從現今創作中選擇典型作品為分析讀本。 

（一）「武俠小說」文本結構之共時系統 

Jauss（1982a: 83-87; 100）曾以「作者如何敘述事件」（使用第一人稱、旁觀

者或第三人稱）、「作品呈現形式」與「結構與意義」（公式化情節與社會教化意

義）分析「共時層面」意涵。以下依此分述： 

    1. 作者陳述方式： 

武俠小說創作者少用第一人稱，多採「第三人稱」敘述法寫作以予讀者「客



 73

觀」意象，讀者欣賞武俠小說時宛若作者跟著描驀之畫面而有視覺動線與鏡頭遠

近等暇想並聚焦俠行（陳墨，1998；轉引自羅賢淑，2003: 300）。 

    2. 作品呈現形式： 

如文獻探討一章所述，作品之表現形式乃依「類型」不同而變遷。若扣合武

俠小說相關研究則可發現，作品呈現形式常為「古意」時間感、故事場景為具視

覺奇觀之地理環境、行俠模式乃「平不平、報恩仇與立功名」，另寶劍器具及融

入武學傳統之招式亦是不可或缺因素（送銘池，2004: 135；陳平原，1997；葉洪

生，1994；葉洪生、林保淳，2006；戴俊，1994）。以下就「時間感」、「地域環

境」、「行俠模式」、武學淵源、器具及招式分述之： 

(1)類型與呈現之時間感： 

時空的描寫有助於刻劃人物性格渲染故事氣氛、時代與地域特色（陸志平、

吳功正，1993: 56-57）。小說家可從時空設置入手，透過環境變化來描寫人的遭

遇、周圍事物對人的影響、角色之性格變化等（陸志平、吳功正，1993: 54）。 

(2)犯禁場域：  

行俠場域可歸納出下列三類，包括懸崖山洞、大漠荒原及寺院道觀（戴俊，

1994；陳平原，1997）。 

懸崖在地表上有突起之徵，而山洞則為平緩地貌之凹陷處，均能帶給讀者深

刻視覺意象（陳平原，1997）。且懸崖山洞之地形嚴峻亦有不易親近之氛圍，繼

而帶出「與世隔絕」之義（戴俊，1994）。懸崖山洞除了「視覺表現」及「神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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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作用外，亦能增加武鬥之驚險效果（陳平原，1997）。 

大漠荒原則可營造「滄涼壯美」氛圍，增加視覺效果（陳平原，1997）。而

荒漠亦能與俠客「天涯浪子」特質相襯，突顯其孤獨疏離色彩，說明其不群並與

朝廷遙遙相對之特質。 

寺院道觀在中國傳統文化多屬化外之境的象徵，納入小說場景則能替俠客清

修、遠離俗世特性加分（戴俊，1994）。由於佛教與道教均相信「五兵百毒不能

中」是習武者致力之目標（戴俊，1994），而宗教多以「慈悲憫人」為懷且是武

術者追求之境界，此皆呼應俠客「仁厚」及「不嗜殺」特性（陳平原，1997: 225-226）。 

總之，懸崖山洞、大漠荒原及寺院道觀均是武俠類型常出現之地理環境，有

助於營造武鬥氛圍並為俠客正面特質加分（戴俊，1994）。 

(3)行俠模式： 

行俠模式包括「平不平」、「報恩仇」和「立功名」（戴俊，1994），分述如下： 

「平不平」模式乃以生死大劫為主軸，俠客犯禁動機在於平（自身）的不平、

報恩仇。主角可能是孤兒等弱勢族群，生來背負血海深仇得洗刷冤屈。如果加入

立功名的元素（如爭奪武林盟主），則俠客除了「平不平」外又多了名揚天下的

目標。「立功名」常是在懲惡揚善邏輯下的「善果」，畢竟俠行多半「不慕名利」，

很少做為武俠類型創作之訴求重心。行俠模式亦可以「社會公義」為軸，起點多

為江湖重大事件，情節則以協助清官破案為重點，講述主角輔佐朝廷的歷程，即

俠客為了「江湖道義」或「盡忠報國」而歷經重大試煉終能釐清案情並替天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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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行俠模式」包括「平不平」、「報恩仇」與「立功名」數者，均與當

時社會風氣（如提倡「忠孝節義」）相關。 

(4)武學淵源： 

萬籟聲（1989；轉引自葉洪生、林保淳，2006: 18）認為，「內功」在中國武

術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氣功及道功練法等。又如梁羽生曾於《萍踪俠影》引述經

脈理論，建議讀者應參考《中醫學概論》以闡釋「古代習武之人，多少懂點中醫

的道理」。小說家肯定中醫對人體之考察，也進一步提出「氣」、「內力」筋脈之

關聯性（送銘池，2004: 135; 240），如武林高手之「任督二脈」多半打通故氣能

暢行無阻，功力得以盡情發揮（送銘池，2004: 127-128）。整體言之，「運氣」及

「內力」觀點在俠客故事中扮演要角（葉洪生、林保淳，2006），而中醫學對「氣」

與「人體經絡」之想像亦影響武俠小說類型發展。 

  (5)武器揀擇與華人文化： 

    中國古代便有歌詠寶劍之傳統，相信劍器具辟邪之效。如歐陽修詩作〈寶劍〉

曾云「此劍在人間，百妖夜收形」，而白居易〈李都尉古劍〉之「願快直士心，

將斷佞臣頭」亦足說明寶劍為懲凶伏惡之象徵（陳平原，1997: 134）。寶劍亦有

助於俠客形象塑造，如陶潛詩作〈擬古〉言及「撫劍獨行游」以其寄託恬淡曠遠

之境（陳平原，1997: 133）。由於寶劍具美觀意象，正可襯出俠客瀟灑風範，反

之若俠客扛九齒釘耙或耍大斧，顯乃難營造秀逸特質（陳平原，1997: 133）。 

    3. 作品結構及呈現之社會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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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獻探討一章所述，作者安排之情節足可反映其人生觀與當時社會氛圍。

扣合武俠小說之相關討論，可知敘事者欲訴說之價值觀如下（倪匡、陳沛然，

1997；林保淳，2000；陳沛然，1997；吳明麟，2003；羅賢淑，2003）： 

 (1)明辨是非、改邪歸正： 

小說若能「使人對之，齷齪都銷盡」，便具淨化心靈、排除心靈汙垢之效（陸

志平、吳功正，1993: 188）。如司馬翎寫《纖手馭龍》時即曾將化育概念帶入，

以彰顯其為社稷謀福之功： 

「我是崇尚墨家之說的，只要能有利於世，不惜犧牲自我。我當真是

篤行實踐的人，所以不太計較成敗得失，不太害怕死亡；只問這件事做得

對不對而已」（葉洪生、林保淳，2006: 101）。 

故武俠小說應有「教化」作用，提倡「明辨是非」與「正義」之道德價值觀（羅

賢淑，2003: 313）。  

(2)兒女情長： 

    如前所述，武俠小說類型發展史中原本就有「兒女情俠」傳統，如王敬三

（2000；轉引自吳明麟，2003: 4）亦指出，武俠小說之核心可為「人生經歷」與

「發展」，從性格刻劃來表現人心奧秘及感情世界玄妙。 

 (3)反映現實社會： 

吳明麟（2003: 4）曾云，好作品需能反映人生課題，而小說家恰可用反諷等

非教條式語調來揭示生命的矛盾，讓讀者通透人性；武俠小說需深刻地「反映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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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人生」，此亦為其核心旨趣。 

總體言之，武俠小說「共時系統」之典型特質除採第三人稱視角描述外，亦

多採「古代韻文」等形式呈現並帶入慣常出現之時地、武功描寫及行俠模式。而

其欲呈現理念包括：明辨是非、兒女情長與反映現實人生。下文將闡釋武俠小說

之「歷時系統」，藉此理解當代小說「承先」之脈絡，並以承襲文學系譜較多者

為選擇讀本之依據。 

（二）歷時系統 

前文曾言，「歷時系統」意為「讀者之接收方式及作品之社會功能」，如文學

映射之集體記憶及「歷史文化情境」（Jauss, 1982a: 83-87; 100）。 

武俠小說起自唐代「傳奇」（短篇小說體例），再轉成宋代茶坊「說書」與「話

本」等形式，以至明清終出現「章回小說」類別並涉及「忠俠」、「歷史演義」與

「兒女情俠」主題。二○世紀之武俠作品仍以明清創作為基調，衍生出「劍仙奇

俠」、「兒女情長」、「歷史故事」和「鬼俠」等主題。3較特別之發展可見「歷史

                                                 
3 民國時期之武俠類型傳承先前特色，如「兒女情俠」、「劍仙奇俠」、「鬼俠」、「歷史故事」和「武
林爭霸」均曾盛行一時。 

在二○至四○年代，平江不肖生（向愷然）、顧明道、還珠樓主（李壽明）及白羽（宮竹心）
合稱「北派五大家」（陳平原，1997: 285）。此派小說受「劍」、「奇幻」及「道術」影響深遠，如
平江不肖生之《江湖奇俠傳》言及「道術」厲害，非常人血肉之軀所能抵擋；或如還珠樓主之《蜀
山劍俠傳》提及，仙人瑩姑劍光一出，凡間任何兵器均無法阻擋（陳平原，1997: 112），均可顯
示傳統文化思想對當代武俠小說之影響。 

  新派小說家之「新」乃因其帶入「散文」體例，突破以往話本說書窠臼，包括古龍《孤星傳》、
上官鼎《沈沙谷》及秦紅《無雙劍》均為新派小說翹楚（葉洪生、林保淳，2006: 165）。其題材
包括「兒女情俠」、「劍仙奇俠」、「鬼俠」與「歷史故事」等，分述如下： 

以「兒女情俠」為例，王度蘆以「任俠與愛情相並言之」，男女俠客除了打鬥過招外，亦將
對方視為情感寄託，生死與共（陳平原，1997: 120）。讀者對俠客的感情世界頗有興趣，貼合常
民的閱讀期待，讓「兒女情長」成為武俠小說「賣點」之一。另如古龍的《楚留香新傳》與《陸
小鳳》亦涉及此一主題，如陸小鳳因「太不討厭女人了」而成為眾女青睞對象（陳平原，1997: 121）；
而楚留香亦有類似困擾，如《借屍還魂》言及：「他自己很明白自己的毛病，那就是一遇見美麗
的女孩子，他的心就軟了，隨便怎麼樣也板不起臉來說話。也不知為什麼，也許是因為他的運氣
太好，也許是因為他運氣太壞，他時常總是會遇見一些美麗的女孩子。最要命的是，這些女孩子
也都很喜歡他」（古龍，2008: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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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與「武林爭霸」類型（彭世民，2002: 592；葉洪生、林保淳，2006: 285）。

以「歷史故事」言之，梁羽生《萍踪俠影》以明朝土木堡事變為背景，帶入朝廷、

奸臣與忠良的矛盾來發展「忠俠」主題（彭世民，2002: 108），即「以史馭奇，

以奇補史」，在「歷史視野」中完成傳奇故事（彭世民，2002: 584）。 

以「武林爭霸」言之，如臥龍生《飛燕驚龍》描寫各門派欲爭《歸元秘笈》

所引發之一連串爾虞我詐惡鬥（葉洪生、林保淳，2006: 69），主角楊夢寰身懷秘

笈，引發反派人物陶玉之嫉恨。最後陶玉帶著偷來的寶笈墜崖，身死未卜，留予

讀者極大的詮釋空間（葉洪生、林保淳，2006: 70）。 

前文曾略述武俠小說之發展脈絡至明清「章回小說」與民國「新派小說」等

情節架構日趨完善，並衍生出「武林爭霸」及「兒女情俠」等數種題材。就武俠

小說之系譜而論，可知其主題包括「兒女情俠」、「劍仙奇俠」、「鬼俠」、「歷史故

事」和「武林爭霸」數類，而後兩者乃近代延伸出之類型並受矚目。 

（三）選擇金庸著作為研究對象之因 

                                                                                                                                            
楚留香的風流倜儻讓許多俠女不由自主地愛上，衍生出癡情、迷情、不解風情等多樣俠「情」故
事。 

以「劍仙奇俠」言之，此類型自還珠樓主之《劍仙奇俠傳》衍生而來（葉洪生、林保淳，2006: 
164），包括海上擊筑生《南明俠隱》、醉仙樓主《太乙乾坤》和秋夢痕《翠堤潛龍》均為箇中代
表（葉洪生、林保淳，2006: 164）。 

  再以「鬼俠」為例，著名作品如陳青雲《血魔劫》、孤獨生《血海殘魂》與江南柳《血雨腥
風》等，其主題多以鬼怪及妖魔為主，描寫魔道相互殘殺狀況（葉洪生、林保淳，2006: 165）。 

最後，如「歷史故事」之新派小說家梁羽生、金庸與雲中岳等在文壇及學界均備受推崇（彭
世民，2002: 592；葉洪生、林保淳，2006: 285）。雲中岳亦是箇中翹楚，其《風塵三俠》描寫明
朝鈔票流傳狀況，與顧炎武《日知錄》及《明史．食貨志》記載相近，其創作《八荒龍蛇》也引
述了《隋書．地理志》、《寰宇記》和《晉問上》等記述，相繼描寫「地貧」與「人民個性剛強」
等特質（葉洪生、林保淳，2006: 289）。雲中岳細究史實之程度亦呈現在服色、糧船樣態、轎子
等級設色與出家年歲，巧妙融合「史料」與「武俠」情節，讓小說之歷史感份外濃厚（葉洪生、
林保淳，2006: 291; 373）。 

武俠小說之發展脈絡乃始自唐「傳奇」、宋元「話本」、明清「章回小說」至民國「新派小說」，
其情節架構日趨完善，並衍生出「武林爭霸」及「兒女情俠」等數種題材，顯示武俠小說之發展
與當時社會文化密不可分，如道術、幻術與忠孝節義傳統等均能影響作品題材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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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文所述，「典型」武俠小說需考量「共時」及「歷時」特質，創作必須

涵括該類型之特有形式、寫作模式及理念，且需與過往文學傳統相互呼應。 

以「共時系統」而言，一九七九年金庸作品在台解禁後，不但《中國時報》

和《聯合報》大幅報導，還刊登了研究者曾昭旭等人之文章（林保淳，2000: 2-3），

遠景出版社隨後發行金庸小說集，而依原作改編之影視作品亦受青睞。 

金庸作品不但廣受社會大眾喜愛，亦為學界欣賞，舉凡碩博士論文、學者專

書、「金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相繼出版（許彙敏，1996；羅賢淑，1998；

王桂秋主編，1999；吳明麟，2003；蘇惠美，2003；送池銘，2004；陳韻琦，2004；

楊瑩薇，2004；吳家齊，2006；葉燕容，2006；劉玉華，2006）。故若就讀者青

睞程度等言之，幾可宣告「武俠的『金庸時代』」早已來臨（林保淳，2000: 3）。 

就呈現形式而言，金庸頗能善用「百鳥朝凰」詞彙來形容「晚輩朝覲前輩」

招式，而其間之「字面聯想」與「虛擬形容」（如「降龍十八掌」之剛柔並濟）

也可展現文字造詣及想像力（林保淳，2000: 81-82），展現了典型武俠小說「融

入古文」之呈現方式。 

再就歷時層次論之，前文提及明清以降武俠小說主題包括「兒女情俠」、「歷

史故事」和「武林爭霸」等數類，後二者乃是晚近炙手可熱題材。以「歷史故事」

言之，金庸作品「歷史」質素濃厚實為當代翹楚（林保淳，2000: 173）。如《天

龍八部》以宋遼之爭為背景，《射鵰英雄傳》及《神鵰俠侶》帶入了成吉思汗和

全真七子等歷史人物，《倚天屠龍記》則有朱元璋及韓林兒等抗元事蹟（林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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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174）。至於《碧血劍》場景為清人入關，《鹿鼎記》與《書劍恩仇錄》則涉

及康熙與朝隆年間之事（林保淳，2000: 174）。 

由此可知，金庸擅長以歷史為軸帶入虛構之俠行軼事，「藉亂世突顯豪俠」，

其對史實（如摩尼教）之精熟程度即連史家也十分賞識，甚有文學家直言其有「歷

史癖」（林保淳，2000: 170-171; 181-182）；故金庸作品在武俠小說系譜（即「歷

時層次」）應具代表性。 

考量金庸作品符合武俠類型之「共時」與「歷時」特質，本研究擬以金庸著

作為分析對象。一如接收美學典範先前者 Gadamer 及 Jauss 所言，「文本」對讀

者「理解活動」頗為重要，他們盼能從華人之在地文化了解讀者與作品如何交流

以及效果。研究者 Dilthy 亦曾倡言「作品」可不拘泥於聖經等宗教類別，乃因各

類創作均與讀者「理解活動」相繫（洪漢鼎，2008）。故本文擬從「武俠小說」

讀本入手，藉以了解華人「審美歷程」並深化接收美學之研究旨趣。 

再如 Gadamer（洪漢鼎，2008）言及，讀者「審美理解」乃需與文本頻繁交

流（照面）後方能漸次增生，其賞析時亦可重新釐清自身思緒並反觀想法成因（洪

漢鼎，2008），故研究「讀者理解活動」時似需請教其感受方能確切掌握「審美

期待」對「美感體驗」之影響。由此可知，研究者需與讀者接觸及溝通以取得較

確切之資料。如 Gadamer 言及，「相互理解」得有賴共通之文化情境，假若雙方

均相當知悉討論話題，則可減少「誤解」出現機率且進一步保證「互相瞭解」之

可能（洪漢鼎，2008）。 



 81

故本研究擬以金庸小說為例，試從共同閱讀經歷、語境及武俠文化中同理讀

者與金庸小說之文本互動歷程。就在地文化、共通語用情境言之，金庸小說應可

作為「理解讀者」的合宜讀本，方便研究者融入賞析者之視域並減少誤解機會。 

由於金庸著作甚多，難以逐一細究並鉅細靡遺地請教讀者，下文考量其創作

特質擬揀擇特定小說，作為了解「文本結構」與讀者「審美視域」交流歷程依據。 

（四）金庸長篇小說簡介及揀擇樣本說明 

  論者曾謂，金庸武俠小說之長篇勝於中篇，中篇又勝於短篇，似因篇幅越多

愈可激發作者才華（陳平原，1997）。由於長篇有利於作者舖陳高潮迭起情節或

製造更多想像空間以供讀者涉入，而短篇小說則限於文長，多只能扼要交待情

節，難以營造詭奇氛圍來吸引讀者（陳平原，1997: 104）。另外，作者接寫長篇

小說時可能突發奇想，增加更多精采片段（陳平原，1997）；凡此種種均可說明

金庸「長篇」作品較為吸引人之因。考量作品受歡迎程度及讀者涉入心理，本文

擬以金庸「長篇小說」為討論對象以深入解析。 

金庸專書「俠客故事」之長篇創作包括《射鵰英雄傳》、《神鵰俠侶》、《倚天

屠龍記》、《天龍八部》與《笑傲江湖》。如前所述，武俠小說之核心概念包括了

「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盡忠報國、兒女情長、反映現實人生及明辨是非等主

題，下文擬說明選擇研究讀本之因，作為後續分析之基礎。 

1. 考量原因之一：考慮讀者審美期待 

以「讀者反應」言之，《神鵰俠侶》和《倚天屠龍記》均能適切地貼近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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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溝通於俗」之「通俗文學」代表。如金庸至交倪匡表示，金庸當初並

不想為《神鵰俠侶》安排「皆大歡喜」的結局（孫宜學，2004: 120），但考量到

讀者期許而得有些權變。如倪匡所言： 

  「金庸在寫《神鵰俠侶》時喜劇收場，絕對可以諒解；因為那時正是

《明報》初創時期，《神鵰》在報上連載。若是小龍女忽然從此不見，楊過

淒淒涼涼，鬱鬱獨生，寂寞人世，只怕讀者一怒之下，再也不看《明報》」

（倪匡，1980: 36-37；孫宜學，2004: 120）。 

  另外，金庸自承： 

  「作者寫小說時還是希望接近廣大讀者的興趣，不能完全不顧讀者意

見。一般讀者意見總希望人生圓滿，總是一個圓滿結局」（轉引自羅賢淑，

2003: 31）。 

研究者亦指出，金庸撰寫《神鵰俠侶》及《倚天屠龍記》時相當看重讀者的

「審美期待」，畢竟《明報》多刊些廣受喜愛的文章方能吸引讀者。若小說不合

普羅讀者之想法或期待，《明報》銷量也會受到牽連（孫宜學，2004: 120）。 

由於《神鵰俠侶》和《倚天屠龍記》之武俠文類系譜、核心概念均具顯要角

色，且金庸寫作時亦考量到讀者期許故作品應可適時地反映賞析者之「審美期

待」。但因本研究擬以「審美期待」了解「理解活動」如何影響美感體驗，故研

究文本需包括《神》書及《倚》書方能剖析讀者「審美期待」與賞析歷程關聯。

而除《神》書與《倚》書外，本文亦考量到新舊版本議題故將《笑傲江湖》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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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讀本中，詳細原因煩見下文所述。 

2. 考量原因之二：金學新舊版本問題 

如研究者所說，金庸當年連載版本、舊版、新修版（修訂二版和三版）已能

成為「版本學」加以剖析。以長篇小說為例，金庸於六○年代多在《明報》發表

作品，其後委由香港及台灣書商出書（此即舊版；林保淳，2000；吳家齊，2006）。

金庸近年來仍筆耕不輟，在八○年代提出了「修訂版」，另於 2005 至 2006 年間推

出「修訂三版」（林保淳，2000；吳家齊，2006），不同版本之文字風貌、情節及

角色性格等變異程度頗高（林保淳，2000: 211；吳家齊，2006）。 

如在《射鵰英雄傳》中，金庸除省略文言式對白外也融入了較多白話、通俗

成份（林保淳，2000: 220；吳家齊，2006）。而此部作品情節更動甚多，如舊版

著名的「蛙蛤大戰」（邪派人士為參透歐陽峰「蛤蟆功」秘訣，特別找來青蛙、

蛤蟆與蛇類觀察其互鬥方式）便遭刪除（林保淳，2000: 223）。變動最劇者則為

角色部份，如舊版痴情的黃藥師在「新修三版」中竟與女弟子梅超風談起了「師

生戀」，打破眾人對「黃老邪」痴心印象（吳家齊，2006）。另外舊版之楊過生母

為秦南琴，其遭楊康玷汙後生下楊過後性情為之大變並怒毀《武穆遺書》（林保

淳，2000: 223），此激烈性格或為續篇楊過之表現埋下伏筆（吳家齊，2006）。但

新版之中，秦南琴一角已遭剛去，改由穆念慈對楊康暗生情愫再產下楊過；凡此

種種，皆可見《射鵰英雄傳》之用語、情節和角色特質等均有明顯變異。 

而《神鵰俠侶》之新修版變動較少，僅增添了楊龍二人在古墓中相戀，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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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感情故事埋下伏筆（吳家齊，2006）。金庸為免遭讀者抗議「悖離史實」而

將「全真七子」之尹志平（史上真有其人）更名為諧音相近之甄志丙（吳家齊，

2006），另在「禮教大防」、「師生戀」和「法王／國師」名稱上亦有更多修改說

明。故《神鵰俠侶》情節更動較少，而劇情發展與架構也更形完備。 

在《倚天屠龍記》部份，金庸除了增多白話文比例外，劇情亦有些許更動，

但幅度不大。如張無忌幼時玩伴、頗具奇幻色彩之「玉面火猴」，在新修版中已

不見蹤影；而舊版之金毛獅王、張無忌義父謝遜原本會彈奏《廣陵散》，但新版

亦被刪去且將《廣》曲情節寫入《笑傲江湖》（林保淳，2000: 222-224；吳家齊，

2006）。 

《天龍八部》恐是更動最大作品。在舊版中，段譽和王語嫣最後「有情人終

成眷屬」，攜手走過後半生。但在新修版本中，金庸為突顯「冤孽和渡脫」主題

故將段迷戀王之情愫寫成「心魔」，爾後因段譽看破迷障而與王漸行漸遠。故事

終了，段譽與四位女子成婚，而王語嫣則心甘情願地陪同發瘋的表哥慕容復走過

後半生；可見作者為了符合武俠小說之「核心旨趣」，屢將故事結尾全然改寫。 

《笑傲江湖》部份，據金庸（2006）在後記所說更動不多，其角色性格與情

節安排等，多與舊版相仿。 

總體言之，金庸作品中《神鵰俠侶》與《笑傲江湖》之變異成份最少，讓讀

者較易銜接舊版與新版劇情，故本研究傾向以變動幅度較少之版本（如《神鵰俠

侶》、《倚天屠龍記》及《笑傲江湖》）為分析對象。 



 85

整合「讀者審美期待」及「版本變異」兩考量因素，可發現《神鵰俠侶》、《倚

天屠龍記》與《笑傲江湖》既符合傳統之創作意涵又兼具版本改動較少的特質。

故下章擬以此三書為分析讀本，以剖析觀者閱讀小說時涉及何種接收、回饋歷程

及美感體驗。 

前文論及，小說文本之「共時結構」包括「寫作視角」與「呈現形式」且可

反映「作者意圖」，而「歷時結構」則指小說承襲之「文學史傳統」與特殊文化

情境。下文試從「共時結構」及「歷時結構」分析金庸創作《神鵰俠侶》、《倚天

屠龍記》及《笑傲江湖》旨趣及其傳承之文學史脈絡。 

（五）金庸作品之共時結構與歷時結構 

1. 金庸小說文本之共時結構： 

(1)寫作視角： 

以金庸寫作視角言之，其多採「第三人稱」敘述法，焦點聚於「俠客」，好

像拿著攝影機般地跟隨俠客「走到哪裡，攝像機就跟到哪裡，拍到哪裡」（陳墨，

1998；轉引自羅賢淑，2003: 300）。讀者欣賞武俠小說之視點可聚焦於俠客（陳

墨，1998；轉引自羅賢淑，2003: 300），跟著金庸「攝錄」場景想像行俠歷程。 

(2)作品呈現形式： 

以作品呈現形式言之，可從「類型與呈現之時間感」、「行俠場域」、「武學淵

源」及器具等剖析之。 

(a)類型及其呈現之時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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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時空情景可襯托角色性格、故事氛圍並具體呈現特定時空背景

（陸志平、吳功正，1993: 56-57）。如《神鵰俠侶》場景設於南宋理宗時期，故

金庸帶入了北宋歐陽修之詞句藉以呈現「宋代」之時代感： 

「『越女採蓮秋水畔，窄袖輕羅，暗露雙金釧。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

只共絲爭亂。……霧重煙輕，不見來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離愁引著江

南岸』。……船裡五個少女和歌嘻笑，盪舟採蓮。她們唱的曲子是北宋大詞

人歐陽修所作的〈蝶戀花〉詞，寫的正是越女採蓮的情景……。歐陽修在

江南為官日久，吳山越水，柔情密意，盡皆融入長短句中。宋人不論達官

貴人，或里巷小民，無不以唱詞為樂，……江南春岸折柳，秋湖採蓮，隨

伴的往往便是歐詞」（金庸，2005c: 4）。 

文中並曾言及歐陽修詞作〈蝶戀花〉以說明故事背景發生在宋代。利用文學

類型來表現時態實為眾多小說特徵，即如 Ingarden（1973a, 1973b）曾云，小說

家可利用「動詞時態」來經營「時間氛圍」（如過去、現在或未來等）。若以上文

為例，作者亦能帶入某朝代之特有語法、詞牌來舖陳故事時空情境。 

再如接收美學典範先賢 Ingarden（1973a: 49）曾云，聲音形式可藉「韻律感」

來表現以傳達作品之「藝術質感」。而金庸（2005d: 1724）常謂其盼小說「要有

古意」以烘托古代中國世界，如《倚天屠龍記》章節條目即從詞牌格律衍生，可

見作者可藉「韻律感」或特定語用規則以打造武俠世界。 

(b)行俠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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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俠場域如懸崖山洞、大漠荒原及寺院道觀等（戴俊，1994；陳平原，1997），

均曾在金庸小說出現。如《笑傲江湖》中令狐冲在思過崖練劍並與任盈盈在山洞

中禦敵，從而增加了故事之奇險氛圍，《神鵰俠侶》融入全真教等道觀情節亦可

見金庸對道教傳統有所理解。在行俠場域部份，金庸在《笑傲江湖》中另曾融入

了苗疆等邊境民族之描述，也帶入放蠱與毒酒等情節，因而更添俠「幻」之趣。 

(c)行俠模式： 

行俠模式包括「平不平」、「報恩仇」和「立功名」（戴俊，1994），均可見於

小說研究讀本。如《笑傲江湖》中林平之背負血海深仇，扛著慘遭滅門之陰影成

長，因而引出一連串「平」自身「不平」及雪冤之情節（戴俊，1994；陳平原，

1998）。在立功名因素部份，如俠客爭奪武林盟主、搶奪秘笈等亦在讀本中頻繁

出現，可藉此刻劃人心面對名利誘惑時之取擇、角色是否良善等特質（倪匡，1980: 

6）。若以「社會公義」言之，如郭靖與楊過均為公理而戰（倪匡，1980），後者

甚至劫富濟貧並嚴懲貪官而成百姓口中的「神鵰大俠」，凡此皆與「忠俠」性格

及行徑相互呼應。 

(d)武學淵源與器具： 

武學淵源部份，金庸亦承襲了「養氣」及「內力」傳統（葉洪生，1994；葉

洪生、林保淳，2006）而帶入了楊柳及棗核禦敵場景。而中醫學亦在《倚天屠龍

記》中扮演要角，如張無忌師事神醫胡青牛故習得解毒等醫術。在器具部份，金

庸作品似較少描繪劍器之外觀。如楊過之君子劍看來質樸但若灌之以內力則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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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師相抗，另《神鵰俠侶》中亦有以樹木代劍而從容抗敵之描寫，可見金庸

強調「養氣」等修為而似少著墨器具之威力。 

(3)作品反映之社會意涵： 

(a)明辨是非、改邪歸正： 

作品結構及呈現之社會意涵部份，金庸在《射鵰英雄傳》序言中鼓勵讀者行

善並為所當為，呼應「明辨是非、改邪歸正」等共時系統特徵。 

金庸（2005c: 1756）認為，閱讀武俠小說時需「跟隨……正直而衝動的角

色，……做正直的、不違背自己良心的事，不自私自利」且當「時常想著應該還

是不應該」。是而武俠小說應有「教化」作用，提倡「明辨是非」與「正義」之

道德價值觀（羅賢淑，2003: 313）。「改邪歸正」亦是小說中常出現之旨趣，如《射

鵰英雄傳》與《神鵰俠侶》中，郭靖將楊康之子取名為「過」、字「改之」，乃期

待楊過「知過能改」，不要重蹈楊康貪慕榮華而「認賊（金人）作父」。 

(b)兒女情長： 

在兒女情長部份，《神鵰俠侶》表現尤為突出。金庸摰友倪匡曾謂此作乃是

「情書」，從楊過與小龍女之互動、書中人物吟唱詩詞「問世間，情為何物」以

至「情花」之毒需「斷腸草」來解等，無一不與「情」之主題有關（倪匡、陳沛

然，1997；陳沛然，1997；林保淳，2000；羅賢淑，2003）。如倪匡所云： 

    「《神鵰》從頭到尾，整部書，都在寫一個『情』字。『問情是何物』，

是全書的主旨。書中所寫的各種男女之情，各種不同性格的人所遇到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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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愛情，有的成為喜劇，有的成為悲劇，可以說從來沒有一部小說中，有

這麼多關於愛情的描寫。《神鵰》中不但有『情花』，可以致人於死，也有

『黯然銷魂掌』，成為至高無上的武功。……《神鵰》是部『情書』，對愛

情描述之細膩，在金庸其他作品之中，甚至找不到差可比擬的例子」（倪匡，

1980: 33-34；羅賢淑，2003: 288）。 

金庸分析，《詩經》傳達之歡樂、懷念或哀傷等也與現代人的感情生活相似。

至於親情、友誼和愛情等皆仍為人稱頌，不因時空演進而變（金庸，2005c: 1759），

故「兒女情俠」類型不斷傳唱似亦理所當然了。 

(c)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此外，金庸亦服膺「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之忠俠傳統，如其在《天龍八部》

自序中曾云，早年書寫武俠小說時「漢人皇朝的下統觀念」很強，亦提及先前武

俠小說重視「民族精神」（金庸，2005a: 9）。金庸之作品因而多以「與異族相抗」

為背景，如《射鵰英雄傳》及《神鵰俠侶》寫南宋如何抗金元二國，《倚天屠龍

記》以抗元為背景。在《神鵰俠侶》中，郭靖曾云「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強

調愛國之重要（金庸，2005c: 1759）。郭靖力守襄陽時曾對楊過言其志，表明鞏

固社稷之心： 

「襄陽古往今來最了不起的人物，自然是諸葛亮。此去西二十里的隆

中，便是他當年耕田隱居的地方。諸葛亮治國安民的才略，我們粗人也懂

不了。他曾說只知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功失敗，他也看不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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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我與你郭伯母談論襄陽守得住、守不住，談到後來，也總只是『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這八個字」（金庸，2005c: 880-881）。 

最終郭靖與黃蓉勠力抵禦蒙古人「襄陽失陷」時「雙雙殉難」，後人稱頌「為

國為民的仁風俠骨，……學武之人，終身當以郭大俠夫婦為模楷」（金庸，2005d: 

322-323）。而郭靖夫婦則留下遺願，希望「武穆遺書」及《九陰真經》等秘笈能

善盡其用，叮囑後人「武穆遺書／九陰真經／驅胡保民／是為號令」（金庸，2005d: 

1660），可見武學的服務對象仍在報效國家、復興民族大業。 

另在《倚天屠龍記》中，峨眉派掌門人滅絕師太臨終時叮嚀弟子「我漢人終

究不甘為韃子奴隸」（金庸，2005d: 1618），並云「為師的生平有兩大願望，第一

是逐走韃子，光復漢家山河」（金庸，2005d: 1623）。《倚》書卷末，明教教主張

無忌將「武穆遺書」之兵法贈予朱元璋大將徐達，希望「兵書是驅趕韃子之用」，

其後徐達承此遺訓來統領千軍，成功地將元人逐回蒙古，終能實現岳飛（武穆）

「打退異族」心願（金庸，2005d: 1669）。凡此種種，皆可見金庸武俠小說具「保

家衛民」之「忠俠」傳統，是而俠客「以武犯禁」乃有別於黑道或宵小，需以「公

義」為出發點並有利民生社稷。 

(d)反映現實人生： 

反映現實社會部份，近代如金庸眼見「文化大革命」亂象而將其觀察官場奪

權醜態寫進《笑傲江湖》（羅賢淑，2003: 43），有關「五嶽派」之合併與鬥爭等

情狀描述，均易讓人聯想至當時政局之縮影。金庸本人亦曾分析，箇中角色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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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主寶座、秘笈之行徑乃以文化大革命「政治人物為原型」，企圖說明「奪取權

力，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年是這樣，今後幾千年恐怕仍會

是這樣」（引自羅賢淑，2003: 43）。又如吳明麟（2003: 4）曾云，好作品需能反

映人生課題，而小說家恰可用反諷等非教條式語調來揭示生命的矛盾，讓讀者通

透人性；武俠小說需深刻地「反映現實人生」，此亦為其核心旨趣。 

總體言之，金庸武俠小說「共時系統」特質包括：以第三人稱視角「說書」，

並以「古文」類別等形式呈現、融入慣常時地、觸及武功描寫及行俠模式，其欲

呈現理念如：明辨是非、兒女情長、盡忠報國與反映現實人生，而其創作意圖則

為反映人性共相、情感及勸人為善之價值觀。如金庸看遍世事寫下《笑傲江湖》、

受《詩經》所動而寫下「兒女情俠」情節，亦體現俠義文學旨趣故鼓勵讀者「為

所當為」，憑正義感行事。 

2. 金庸小說讀本承襲之歷時系統： 

前文曾言，「歷時系統」意為作品反映之集體記憶及文化情境（Jauss, 1982a: 

83-87; 100），以下即從文學史系譜及華人文化情境剖析金庸作品體現哪些「歷時

元素」。由於「武俠小說」之「俠」、「武鬥」及行走場域「江湖」乃為必要元素，

故擬從此三層次著手，說明金庸作品傳承之古典文學、華人歷史情境之脈絡。 

(1)金庸小說之「武俠」概念與傳承： 

「俠」可指見義勇為、路見不平而拔刀相助者，其性格具扶弱濟傾特質（龔

鵬程，2007: 32）。另俠客亦不顧朝廷法令來執行正義，在懲兇助弱過程中就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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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亦不足憾（Liu, 1967；轉引自龔鵬程，2007: 32）。 

如龔鵬程、林保淳（1995；轉引自羅賢淑，2003: 112）在《二十四史俠客資

料匯編》曾言，秦漢時期的俠客多是「雞鳴狗盜」之徒，及至唐代中葉方才融入

了劍術與仙術而成「劍俠」，或受「儒風」影響始往「公義理性」方向發展。宋

元則多了「忠俠」概念，俠客可使劍或犯禁，但需有利於民生社稷，如《宋史．

忠義傳》之俠客孫益眼見「賊至城下」故以私鬥方式來「守護城邑」（龔鵬程、

林保淳，1995: 238）。明清俠客仍承襲「盡忠」精神，如因「貪官汙吏」乃天下

亂源，《水滸傳》一零八條好漢之存在目標便是除掉孽臣以還世間太平，魯智深

「怒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即為顯例（龔鵬程，2007: 41）。此期俠客亦多了

「兒女情俠」概念。《兒女英雄傳》中俠女十三妹最終含羞帶怯的下嫁秀才，與

宋朝之前俠客「禁慾」或「不近女色」觀點大異其趣（龔鵬程，2007）。民國之

後的「俠客」意涵除承襲前期「劍仙奇俠」、「兒女情俠」和「俠盜」等特質外，

也多了「武林爭霸」概念（龔鵬程，2007: 281）。如《笑傲江湖》中，任我行等

人試圖爭奪武林盟主或尋找《辟邪劍譜》秘笈等，均為爭雄概念之展現。 

大體而言，俠客概念不脫「以武犯禁」基調，其性格著重仁義，樂於路見不

平、拔刀相助等私鬥方式來解決問題，縱然犧牲性命也無妨（金庸，2005d: 1723；

Liu, 1967；轉引自龔鵬程，2007: 33）。另外，俠客亦具勇氣，面臨大厄仍有「雖

千萬人而吾往矣」之膽識，此均可見於金庸小說之描寫。而「以武犯禁」、「重仁

義」、「不愛其軀」和「平不平」等特質亦被金庸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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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湖之意涵與傳承： 

林保淳（2000: 5）指出，「江湖」原先意為「長江」和「洞庭湖」，乃水域之

泛稱。而《莊子．大宗師》言及「泉涸，魚相與處於陸……相濡以沫，不如相忘

於江湖」，形容魚類處於水中（江湖）悠然自得藉以說明人應「超脫世間規範」

來「尋求真正的逍遙」（2000: 5-6）方能如魚得水。以此可見，自莊周後「江湖」

始有自由及超然物外之義。以至《史記》〈貨殖列傳〉又有「乃乘扁舟，逐於江

湖」，形容范蠡不戀棧權力，以一條小船飄然離去，為「江湖」增加拋棄名利之

意涵（林保淳，2000: 6）。而宋代文人范仲淹〈岳陽樓記〉曾云「居廟堂之高，

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其間「廟堂」指朝廷、「江湖」則指在野，

從而確定了「江湖」與朝廷相對立、不受管束之隱喻（陳平原，1997；林保淳，

2000: 6）。 

在金庸武俠小說中，「江湖」又有另層意義。如在《笑傲江湖》後記所言，

盼能透過若干角色以描寫「文化大革命」之政壇現象，將「權力糾葛」帶進「江

湖」意象（林保淳，2000: 10），自此「江湖」多了暗喻爭鬥傾軋之意，反映人們

得淡泊名利方能「笑傲『江湖』」。 

整體言之，「江湖」二字經組合後擁有「逍遙」、「捨棄功名」、「與朝廷抗衡」

與「權力鬥爭」之多向意涵，有別於原先僅指「水域」。 

(3)武打招式與華人文化： 

武俠小說家曾以《易經》成語來自創招式（林保淳，2000: 66; 84），如《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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鵰英雄傳》、《神鵰俠侶》及《倚天屠龍記》之「降龍十八掌」分別提及「亢龍有

悔」、「飛龍在天」、「潛龍勿用」及「見龍在田」等招式，均係出自《易．乾》之

爻辭（林保淳，2000: 66-67），藉《易經》之「陽生少陰」說明「招式剛中帶柔，

柔中帶剛」之理（林保淳，2000: 68）。 

凡「亢龍有悔」、「飛龍在天」和「見龍在田」等均是詞彙複合後之產物。小

說家使用「成語」以詳述己意，而讀者也可用先前之化育基礎、共同文化知識庫

為起點，用以解讀「成語」之義並想像招式外觀、武鬥歷程。 

故由金庸小說讀本之「歷時結構」言之，可見「俠義文學」傳統對其影響並

引導其形塑「俠客」角色特質。而金庸洞悉人心、通透人情之特質亦讓他改寫「江

湖」概念之意涵，讓「江湖」除「與正統對立」亦多了「權力競逐」之喻。金庸

對《易經》等道家學說之理解，則體現在武俠小說招式中，成為描摹俠客出招歷

程之依據。 

前文分析金庸創作之共時系統及歷時系統，以了解其書寫旨趣及傳承之文學

史脈絡。下文擬由從閱聽人視角出發，試由「深度訪談」等研究方式了解讀者之

賞析歷程與體驗，並說明研究設計及執行流程以理解讀者「審美愉悅」從何而生。  

二、從「深度訪談法」了解閱聽人之「審美理解」活動 

「詮釋典範」一向認為，「知識」乃由研究者與觀察對象間之持續互動後方

能展現（郭良文、林素甘，2000），故「社會實在」（如「作品樣貌」）得經讀者

解讀後才可臨現；同理，研究者尤需把握當事者用語以瞭悟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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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學循環」則揭示了此種研究方法之精神，意指研究者解讀資料時得跳

入不斷變動、螺旋的辨證循環關係。研究者需因應情境變化，從資料反映之主題

及疑義不斷地修正先前所想（Fink & Gantz, 1996）。此番步驟不停地反覆進行、

循環，研究者在思辨歷程中找尋相關線索、逐步貼合資料欲呈現之義理，或貼近

觀察對象之「視域」（郭良文、林素甘，2000: 10）。 

透過「詮釋學的循環」，研究者可試著抓取觀察對象所欲表達的意義（Blaikie, 

1993: 48）以「同理」其想法，也可從先前經驗、文化遺跡與資料中理解行動者

何以這麼做（Blaikie, 1993: 48）。研究者需運用可得之證據來詮釋其意，透過往

覆辨證過程來理解社會現象（如個體想法；Blaikie, 1993: 48），亦即站在觀眾對

象之視角方能達成「相互理解」（齊力，2005）。故研究者需奠基在「互為主體性

的基礎上」，將自己視為與分析對象共同經歷生命世界的「局內人」（江明修，

1992），並得了解受訪者經歷並以合宜語言來確認、再表述其想法，讓訪談結果

能達到「相互主觀」且彼此同意之情況。 

於此，研究者、觀察對象的互動頻次需較高，且應是實質且較為長期的接觸，

讓彼此間存有信任、親密的合作關係（郭良文、林素甘，2000），故可從「深度

訪談」同理觀察對象所想（劉駿州，1992; 1993; 1994）做為「合宜理解」之開端。

一般而言，深度訪談乃為「對話之旅」，經由研究者與受訪者之互動來「共構知

識」（蔡宛珊，2005: 52），受訪者可用語言呈現其生活經歷、感觸或剖析自我並

為觀察者（研究者）提供豐厚之研究資訊（蔡宛珊，2005: 52）。故深度訪談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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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語」交換「資訊」之歷程，研究者需同理受訪者之感觸以了解其信仰或想

法（蔡宛珊，2005: 52）。 

    是而研究者若欲理解訪問對象，得回歸其「（生命）歷史之流」以明瞭其過

往境遇並體認其閱讀文本後的感受與想法轉變；而理解策略便在於用「妥適」語

言重述觀察對象的想法，同理甚或釐清其所關切的核心（龔鵬程，2007: 35-36）。

甚者「深度訪談法」可探詢受訪者之「視覺」及「聽覺」聯想，帶入其生命歷程

以「詮釋」作品（即前述「想像」與「補白」之運用）。 

（一）訪談對象之選擇 

自詮釋學典範以降，研究可針對特定對象來深入探索以釐清「個殊式」知識

（劉駿州，1992; 1993; 1994）。對研究者而言，其目的在於從好的特定案例描述

社會真實（陳秉璋，1985；Blaikie, 1993），故研究者只需尋求較具獨特之對象即

可，無須像量化研究般地顧及抽樣樣本數。 

另胡幼慧、姚美華（1996: 149）亦云，深訪時可考慮「同質性」、「理論基礎」、

「深入性」和「符合標準」等選樣策略。以「同質性」言之，研究者可在某類特

定範圍中選擇受訪者，如社會經濟地位相似或具相仿之成長背景；而「理論基礎」

則指觀察者可從學理架構入手尋找資料來精緻化理論內涵；「深入性」之選擇策

略著重訪談歷程的資訊細緻，從個案的豐富資訊中來剖析現象的運作機制；「符

合標準」之策略則宜找尋符合學理要求者來建構更深刻之理論意涵（胡幼慧、姚

美華，1996: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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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旨趣而言，本文擬從上述篩選標準起始找尋合適的訪談對象，考量重

點包括了「個體認知發展」、「求學背景」與「閱讀經驗」，以符合「同質性」、「理

論基礎」、「深入性」和「符合標準」等策略，而篩選考量如下： 

從個體之認知發展歷程而言，個體在十八歲前之記憶力雖尚完好，但對世事

之理解有限，也較難體會故事之深層意義（Tulving, 1985, 1995, 2005）。以至將

近六十五歲時，個體雖有完備之社會歷練基礎，但記憶力漸受影響，且有逐步退

化之勢（Tulving, 1985, 1995, 2005）。由於本研究涉及個體解讀故事之方法，亦

需請受訪者閱讀作品後提出若干想像，故賞析者之「語義發展系統」及「記憶力」

均需發展完備。考量人類心智發展歷程，本文擬以十八歲至六十五歲之受訪者為

訪問對象。 

在受訪者背景部份，因 Jauss（1982a, 1982b）等研究者均強調「審美視域」

之影響，肯定先前教化基礎能影響解讀故事，如 Jauss（1982a）之狹義「審美期

待」說法顯示讀者對「類型」之期待可導出不同觀看視點，甚至引發相異的「審

美理解」及美感體驗，可知「類型」（結構、情節舖陳及敘事手法）在審美歷程

扮演要角。而深度訪談法之資料取得有賴受訪者提供資訊，若其對「類型」概念

有基本理解即可掌握特定類型作品之呈現手法、表達理念、慣例公式及創作之發

展系譜，易於進一步詮釋「類型」期待之於閱讀活動的影響，也有助研究者獲取

相關資訊。4故本研究主張，受訪者需接受過「類型」知識訓練（如修習「文學

                                                 
4 在進行正式訪談之前，本研究曾訪問四位讀者以作修訂問題之參考。為確保問題能切合「類型
知識」及「審美理解」主題，前測時邀請三位曾接觸「類型」知識者（為中文系所及歷史所畢業）
及一位從未修習此類課程者。經前測比較後發現，若先前接觸「類型」知識（如共時系統及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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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論」等課程）以協助研究者釐清「狹義」審美期待之影響。 

再以金庸作品而言，武俠小說不但觸及中國詩詞、對句及琴棋書畫等國學涵

養，也提及各朝代歷史（如宋、元、明和清史）。考量金庸小說之特質，受訪者

宜為「中文科系」或「歷史科系」並曾涉獵「武俠小說」類型及發展系譜（如需

修習「文學史」、「俗文學」或「武俠小說」等）以期順利地與文本世界對話。此

外，受訪者亦需曾經拜讀《神鵰俠侶》和《倚天屠龍記》等金庸作品，若接觸其

他小說家（如古龍、臥龍生和高陽等）作品尤佳，可更深刻地點明金庸創作之獨

有特質，繼而深刻體認創作者之用心。 

大體來說，本研究考慮「審美視域」（特別是對「類型作品」之了解與期待）

於美感體驗之影響力，故受訪者需初步瞭解「類型」知識或修習相關課程。另金

庸作品以古典詩詞呈現及融合史料見長，故擬找尋中文與歷史系出身且曾修習

「武俠小說」等課者，以剖析其過往所學如何引導類型「期待」（如理想的「武

俠類型」具何結構、情節與用詞）、解讀方向與美感反應。 

（二）初步規劃 

前文論及深度訪談最好能與受訪者作緊密、頻繁互動以求取研究者與觀察對

象之「共識」並為建構知識之參考。本研究擬先選擇十六位訪談對象以深入、精

密剖析，若資料無法充份反映樣本特質或回應研究問題，則再追加受訪者直至資

                                                                                                                                            
系統）者對「類型」概念較易掌握，也可說明作品的結構、角色安排、場景規劃及象徵意義。這
也說明了閱聽人「視域」或生命經歷可影響解讀歷程，但似與「類型」之質素較為無關，也較難
發掘狹義「審美期待」與「審美理解」之關聯性。經此預訪後，本研究決定選擇較具「類型」基
本概念者為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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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飽和」為止。研究者以「滾雪球」方式募集受訪對象，先從文史科班且熟讀

武俠小說之畢業生著手，並請任職大專院校中文系之教師協尋。每次訪談時間約

為一至四小時，若初訪資料需再補充，則另安排更多訪問以能達成「資料飽和」。 

由於深度訪談強調與被研究者之契合且需融入受訪者視域，故「搏感情」並

取得信任乃是重要因素（鄭伯壎，2005；賴玉珊，2008: 21）。且本研究涉及讀者

個人生命經歷，亦需剖白其自身之閱讀歷程，若訪談時能予受訪者較為親和、舒

適氛圍，或可便於其深層地揭露自我（賴玉珊，2008: 21）。 

故在訪談地點選擇上，本研究擬徵詢受訪者意見，擇其喜歡餐廳或熟悉工作

場域。研究策略則依受訪者需求而彈性調整（如曾有受訪者反應「一個人來太孤

單」和「希望攜伴」等，本研究亦樂於配合；研究者可先經初訪來理解彼此，再

以補採方式尋得較深入之資訊），訪談後則致贈文具及圖書禮卷以感謝其參與，

盼更增進投契之氛圍。 

（三）初訪進行方式與研究問題之調整 

本研究在初步規劃訪談大綱後，已如註釋 17 所述訪問三位文史科班畢業之

金庸讀者為「前測」參考。此三位讀者均畢業於中文系所及歷史所，讀過金庸、

古龍、溫瑞安、梁羽生與高陽等人作品，亦曾接觸文學批評（如小說結構分析）

領域，其中一位受訪者更多次發表當代小說之評析。 

考量受訪者在熟悉情境下較能暢所欲言，故初訪時讓讀者自行選擇訪談地點

（如工作場合或喜愛的餐廳），減少其對陌生情境之不安及適應難度。為協助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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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答題更具體，隨身攜帶《神鵰俠侶》、《倚天屠龍記》及其前傳《射鵰英雄傳》

便於受訪者翻閱，揀擇若干讀本以作聯想及討論依據。若訪談對象一時想不起故

事情節，筆者則依前文所述「典型武俠小說」特質（如兒女情俠、盡忠報國等）

以揀選合宜篇章，協助受訪者憶起故事內容再探尋其感動與相關的人生閱歷。 

    在初訪進行前，本研究皆先告知訪談內容將錄音存檔，並徵得受訪對象同意

後才開始收音。由於研究者與訪談對象多為初次見面，故以寒暄及軟性話題暖場

（如詢及最喜歡之金庸作品與欣賞角色），待建立默契與相談甚歡之氛圍後才帶

入訪談題目。提問則以「讀者曾賞析哪些武俠作品」、「讀者與文本互動歷程」及

「美感為何物」為軸，題目設計為「半結構式」訪談故不拘問項編列前後，若受

訪讀者提及相關議題便可跳至其他主題，在「順水推舟」情勢下供其暢所欲言。 

    為了更了解受訪者之想法與生活形態，研究者曾與一位訪談對象共處近十小

時並以「漫談」方式詢及接觸他類作品之經歷，試著體驗受訪讀者之生活形式、

過往生命經歷，並從日常脈絡來同理其人生態度與價值觀。本研究為確保詮釋合

宜且能貼近受訪對象之想法，多在讀者分享感受後再確認其義，經受訪者認可後

方納入分析資料。 

本研究於每次訪問結束後三天內整理好「逐字稿」，從中釐出與研究旨趣相

關資訊。如有需進一步確認之處則以電訪或面訪等方式約定「第二波」訪談時間，

鎖定若干問題來請教受訪者。大體言之，研究者均與每位初訪對象至少晤談兩小

時半，訪談次數為一至二次（至少包含一次面訪）並以「半結構式」進行。 



 101

在進行前測後，考量受訪者之答題反應及需求，本研究採「半結構式」之訪

談方式依著受訪者之回應來調動或增刪問題次序（鄭伯壎，2005）。如在前測時，

某受訪者覺得「美」是較為抽象且不好回應之概念，隨後筆者轉以「美好」、「感

動」或「好看」等詞彙代之，發現受訪者之接受及回饋程度較高。正式請教讀者

「美感體驗」時則以「感動」及「美好」等用語入手，再漸次地詢問以貼近「美

感體驗」關切之核心。  

（四）正式訪談大綱 

    如前章所述，閱聽人可憑「理解活動」（即「審美期待」和「想像力」）與作

品互動，包括狹義（對情節預期）與廣義（「生命歷程」影響與視覺、聽覺等聯

想）兩類期待，而「想像力」則指閱聽人的「補白」用以解讀作品不清楚部份。

以下針對讀者「審美視域」、「互動方式」與「美感體驗」設計訪談問題。經三位

受訪者前測後，訪談大綱如下： 

    1. 在「狹義審美期待」層次： 

    如第二章論及，「狹義審美期待」指涉讀者對故事內容、角色、情節走向與

地域之期許。此層期待與讀者過往的「賞析經歷」相關，透過閱讀經歷的累積而

漸次形成「審美視域」，並為預期故事走向之參考。若以「武俠小說」賞析歷程

為例，本研究參照前述 Jauss（1982a）對文本結構之分析，從「作者敘述視角」、

「呈現方式」及「傳達理念」三者著手，試探詢： 

    (1)讀者對武俠小說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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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在您心目中，好的武俠小說特質為何？ 

乙、用字需要古雅嗎？ 

丙、作者需用第三人稱寫作嗎？  

丁、發生的時空背景是什麼樣子？ 

戊、它的劇情舖陳又該如何呢？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讀本？ 

己、在上述內容部份，您覺得它反映哪些理念（像保家衛國）？這部份是華

人文化的特有因素嗎？ 

    (2)閱讀武俠小說之經歷： 

甲、您是否拜讀過哪些金庸著作？當初為何想接觸它？ 

乙、您還接觸過哪些武俠小說家的作品？ 

丙、在拜讀金庸小說時，劇情、人物刻劃是否符合你的期待？是否有「出乎

預期」的時候？跟金庸舖陳情節的方式有關嗎？ 

2. 「廣義審美期待」層次： 

此層次涉及了讀者生命史（人生閱歷）、拜讀其他種類型之小說經歷、過往

所學，以及情節引發之五感聯想等。如前文論及，閱聽人承襲之「教化」及歷史

背景能影響其「視域」繼而引發「審美理解」活動；此外，觀者之獨特生命歷程

亦能引發相異之詮釋方式。本研究擬從過往所學（教化）、生命歷程及喚起之回

憶，理解賞析者的「廣義審美期待」如何影響其詮釋作品。題目設計如下： 

(1)個人生命經歷及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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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想請問您，過去曾經修習哪些與「文學史」、「類型」的課程呢？它對您

閱讀武俠小說有影響嗎？ 

乙、拜讀《射鵰英雄傳》、《神鵰俠侶》、《倚天屠龍記》與《笑傲江湖》時，

您會融入自己的人生閱歷嗎？如感情、求學、工作或人情世故的觀察？  

(2)五感體驗： 

甲、可否請您依某段小說為例，分享它給您的「視覺」觸動？腦海圖像為何？ 

乙、可否請您依某段小說為例，分享它給您的「聽覺」觸動？音質、旋律和

音量大約是如何？可用您知悉的音樂類別來比擬嗎？ 

3. 讀者與文本互動之方式： 

讀者與作品之互動方式如文獻探討章節所示，包括「創造式」、「渲洩式」（聯

想、同理、認同、淨化及反諷）與「否定式」三種。如前文所述，美感體驗來自

「審美愉悅」或「無功利快感」，而「審美愉悅」則出自主體之「創造活動」、「共

同感之體會」、「將主觀想法強加於作品」等，另「視域融合」亦可帶來美之感動。

由於本文係以「審美愉悅」為討論主軸，然「反諷式鑑賞方式」亦可能引起憤怒、

不快等感受（Jauss, 1982b），故擬將此排除於研究範疇之外而將「聯想」、「讚賞」、

「同理」及「淨化」視為「交流歷程」之核心。 

如前文所述，「創造式」之互動方式意指讀者發揮主動性以解釋劇情，此詮

釋策略多與閱讀經驗及人生閱歷相關；亦指分析文本結構時，讀者帶入哪些文學

批評觀點析論之。「渲洩式」之互動方式如「聯想」指涉場景安排予讀者之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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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帶往另一時空、打破現存空間之隔閡；「同理」是以平等視角來「將心比心」，

了解某角色心境；「認同」則為視某人物為楷模，通常為讀者心目中的偶像或「最

想成為的角色」；「淨化」意指讀者看到悲劇描寫時，心中的不捨及共鳴以喚起「共

同感」並致使更進一步的「社會整合」。「否定式」之交流方式則涉及讀者推翻前

先預設（如類型表現、破格、對情節發展之期待），變換自身視域以重新融入作

品。按前章定義研擬問項如下： 

    (1)創造式的互動方式： 

甲、在拜讀金庸作品時如遇到有爭議情節時（如楊過是否喜愛郭襄），您會

如何處理呢？會採取哪些方式來解釋？ 

乙、您會試著分析故事結構以了解作者舖陳劇情的用意嗎？  

    (2)渲洩式的互動方式： 

甲、聯想型的互動方式：拜讀武俠小說之古意情境會使您想起中國的大山大

水嗎？  

    乙、認同型的互動方式：您最欣賞的角色是？他／她讓您回想起某位英雄或

楷模嗎？而這層認同與您的人生閱歷有關聯嗎？ 

    丙、淨化的互動方式：您最同情的是誰？為什麼會覺得份外惋惜？可否舉一

個您印象深刻的人物與事蹟分享。 

    丁、同理型的互動方式：武俠小說除了英雄、悲劇人物外，也有市井小民的

角色。在平凡小人物中，您最欣賞誰？您會覺得自己較像某個角色嗎？跟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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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經歷有關嗎？ 

    (3)否定型的鑑賞方式：在您閱讀武俠小說經歷中，有沒有對某類人事物印

象「翻盤」的例子？這與金庸舖陳情節的作法有關係嗎？ 

    4. 賞析後的美感體驗： 

前文言及，閱聽人與文本互動後之結果則涉及了「美感體驗」（視域融合、

道德淨化、沐浴神恩、體認自我等層次）。如前文所述，受訪者覺得「美感」概

念較為抽象，故正式訪談時係以「感動」及「美好」取代，再從讀者回饋中漸次

追問以貼近「美感體驗」之確切意涵。 

下文以理論及前測之回饋為準，羅列提問如下： 

    (1)讀者如何界定美感體驗： 

甲、在您心目中，美好的事物、人生應有哪些風貌？ 

乙、對您而言，「美」是什麼樣的感覺？ 

 (2)閱讀時的美感體驗： 

甲、閱讀《射鵰英雄傳》、《神鵰俠侶》、《倚天屠龍記》與《笑傲江湖》時，

曾「拍案叫絕」或「被感動」嗎？覺得「寫的真好」？你覺得最美的一段是？觸

動您的原因何在？  

    乙、關於視域融合：在閱讀金庸武俠小說時，您曾有過與作者交心的體驗嗎？

例如：能同理他為何這麼寫、安排原因？或以改編版來說，您能同意新版本嗎？ 

    丙、關於道德教化：看到「善有善報，惡有惡報」時的感覺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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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關於淨化心靈：《神鵰俠侶》有著悲劇的成份。當您眼見楊過與小龍女

分離之苦時，可否約略描述您的感覺？會讓您想到先前人生際遇嗎？ 

    戊、關於「透過他人境遇，經歷自身」：您閱讀武俠小說時，是否能藉角色

經歷來幫您圓夢呢？體驗先前未曾經歷之事物？ 

    己、關於「沐浴神恩」：在拜讀《倚天屠龍記》武當、峨眉與少林等描寫時

會有「禪意」的感受嗎？寺廟道觀的安排給您哪些想像？ 

    總體言之，訪談問題之架構如下所示： 

表 3-1 本文之核心概念與訪談設計之架構表 

研究類目 訪談大綱 

讀

者

之

審

美

期

待 

狹義審美期

待：讀者對武

俠小說之預

期 

一、讀者期待的武俠小說之特質： 

用字古雅與否、寫作視角、時空背景、劇情舖陳方

式、反映哪些華人文化理念。 

二、閱讀武俠小說之經歷： 

1. 拜讀金庸著作及動機。 

2. 比較金庸與其他小說家之呈現手法。 

3. 金庸小說之劇情、人物刻劃是否合於期待。 

 廣義審美期

待：讀者融入

其生命體驗

而產生的閱

讀期待 

一、個人生命經歷及所學： 

1. 「類型」知識等訓練對閱讀之影響。 

2. 讀者人生期待與預期見著之情節的關聯。 

二、五感體驗：以某段文字為例，請讀者說明其視覺或

聽覺上的觸發。 

讀者與文本之交流

方式 

一、創造式的互動方式： 

讀者如何處理懸疑情節、是否從「文學批評」角度分

析結構。 

二、渲洩式的互動方式： 

1. 聯想型互動方式：地域／空間的聯想與解讀。  

2. 認同型互動方式：讀者角色認同與生命體驗的關聯。

3. 淨化互動方式：讀者同情角色之因。 

  4. 同理型互動方式：讀者欣賞之市井小民角色，如何

帶入人生閱歷加以解讀。 

三、否定型的鑑賞方式：讀者對金庸舖陳情節必抱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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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發掘「出乎意料」後其採取的應變策略。 

讀者之美感體驗 一、讀者如何界定美感體驗。 

二、閱讀時的美感體驗： 

  1. 拜讀金庸作品時曾拍案叫絕之段落或原因。 

  2. 關於視域融合：閱讀金庸武俠小說時與作者交心的

體驗。 

  3. 關於道德教化：見「善有善報，惡有惡報」之感觸。

  4. 關於淨化心靈：悲劇情節引發之共鳴與感受。 

  5. 關於「透過他人境遇，經歷自身」：武俠小說與自我

實現的關聯。 

  6. 關於「沐浴神恩」：在拜讀武當、峨眉與少林等描寫

時是否有「禪意」的感受。 

資料來源：本研究 

 

本研究依循「審美視域」（含狹義與廣義審美期待）、「交流歷程」及「美感

體驗」三者擬訂訪談問題。在參酌前測結果後，研究採行「半結構式」訪談法進

行，同時攜帶小說讀本或適時地建議相關章節，俾使訪談順利進行。為增進受訪

者之回饋及參與度，訪談大綱中先以「感動」及「美好」等詞彙取代「美感」等

抽象層次較高字眼，待獲取訪談對象初步回應後再漸次引入「美感體驗」之議題。 

 

第三節  本章小結 

    本章以「武俠小說」、「閱聽人」與「交流歷程」為軸，以此做為討論「接收

美學」扣合「華人文化」之基礎。 

在「武俠小說」文本結構部份，前文曾提及「歷時」與「共時」層面以說明

「典型」武俠類型之特質，並揀選金庸作品為分析讀本。在「閱聽人」層面，針

對詮釋學典範之特質，本文以深度訪談法來理解讀者所思，並針對「審美視域」、



 108

「讀者與文本之互動方式」及「美感反應」等設計訪談問題。考量閱聽人之語義

系統發展、解讀故事能力及過往所學，本研究選擇十六名「文史科班」、修畢「類

型」相關課程且已拜讀金庸小說者為受訪對象，年齡需在十八歲至六十五歲間。

假如訪談資料未及「飽和」或無法觸及理論內涵，則需再增加受訪者之數量、類

別或殊異性，使訪談資料能回應研究問題。 

而在第四章「資料分析」部份，第一節則為文史科班出身之受訪者背景介紹，

其後（第二至四節）續以「閱聽人」訪談資料為軸剖析受訪者「審美視域」與小

說互動歷程及體驗，以闡明華人獨到之審美價值觀與反應。第五節為小結，說明

武俠小說為何能召喚讀者並引發美感及與在地文化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