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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傳播情境之時空概念：「旅行敘事」之啟示
摘要

本文旨在延續有關「旅行敘事」之討論，進而以「時間」與「空間」（time
and space）為核心概念試析其對旅行敘事文本之作用。由於相關研究者過去習視
「時空」為傳播背景或輪廓而少關心其對「述說」（discourse）之重要性，本文
試圖引介相關文獻指出時空與人物同樣均係建構情節鋪陳之要素，而旅行敘事尤
因涉及了敘事者外出又回到家的時空移動（mobility），其書寫必也涉及個人自
我經驗、過往生命以及其他「文化地理」間的連結，其使用對文本流暢當至為關
鍵。

關鍵字：旅行、敘事、時間、空間、自我、述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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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nd space as communication context in travel narra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ollow the earlier discussion on travel narrative by
re-focusing on the possible influences of time and space. Researche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ve long treated these two concepts as background and paid in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however, we argued that the connection of time and space
does play important functions in plot enactment. And in travel narratives, since most
stories are accomplished as self-accounting of leaving and returning home, time and
space are two key elements, along with other factors, that guarantee the textual
fluency.

Key words: discourse, narrative, Self, space, time,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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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傳播情境之時空概念：「旅行敘事」之啟示

-- 哲學家有言，時間和空間是運動著的物質的存在形式和基本屬性，一者體現物質運動的順序
性、持續性，一者體現物質存在的伸展性、廣延性。… 中國著作家往往把敘事作品的開頭，

當作與天地精神和歷史運行法則打交道的契機，在宏觀時空、或者超時空的精神自由狀態
中，建立天人之道和全書結構技巧相結合，相溝通的總樞紐。… 有必要給它起一個獨特的
名稱：敘事元始。… 西方小說往往從一人一事一景寫起，中國小說則往往首先展示一個廣
闊的超越的時空結構，一是以巨大的時間跨度，儲存的天人之道的文化密碼；二是以湍急的
時間流轉速度的沖力，激發歷史發展邏輯與天人之道的對接和呼應 （楊義，1998，頁
129-143）。

一、

前言：旅行書寫與敘事情境

對現代人而言，旅行不僅是出遊更也是書寫，出訪某處後勢必得將所見、所
聞、所吃、所感透過臉書、部落格、Twitter 而與社群朋友共享以能換得愈多人
「按讚」愈佳。若能有人寫上兩句感言並詢問「這是哪裡，下次也要按圖索驥一

番」之嚮往語，則旅途經歷之奔波往返、舟車勞頓當能一掃而空，畢竟這些書寫
不單是資訊分享而亦有炫耀情感成分。
因而對現代人（尤其是年輕人）來說，出外旅行已非單純地從一地往他地之
「移動」（離家出門復又返家）
，更也是移動後的書寫與共享（鍾怡雯，2008）。
而拜智慧型手機等新科技之賜，如今有更多人每到一地必先「打卡」以能在上述
社群網站顯示移地位置，以致旅行亦已結合了「移動／離家」及「書寫／記事」
二者（臧國仁、蔡琰，2011a）進而成為新時代的數位傳播行為。而其所述內容
愈趨多元豐富，可能包括抒發情感之文字或符號、靜態照片或動態影片、相關網
站連結、時事新聞熱門話題、粉絲團建立等，絕非早年「到此一遊」的單純遊記
所堪比擬（參見臧國仁、蔡琰，2011a）。
此外，大眾傳播媒介近來亦已擴充多種不同類型之旅遊節目、旅遊報導、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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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雜誌，透過介紹各地美食、豪華住宿、私人景點的文字敘述與精彩照片，旅遊
聖地轉而成為「標籤化」的圖像（黃蕙嵐，2004），強化卻也再製了某些特定風
景名勝之刻板印象，增加了旅者「如法炮製」的好奇，凡出遊必在這些景點拍照
留念，隨即一次又一次的重貼複製送上社交網站（陳宜君，2012）。
由此觀之，旅行與旅行書寫（敘事）之方式與內涵皆已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遭
逢遽變，其所帶來之豐富意涵尤應加以探析。本文擬從與旅行敘事最具關連之「情
境／傳播情境」概念著手，試析「時空」二者如何影響敘事內容，而旅行敘事又
如何呈現不同時空述說。

二、

「情境」與「傳播情境」

「情境」
（context，或譯「脈絡」）概念過去與社會科學研究之關係實屬「曖
昧」
（context is a slippery notion，語出 Dourish, 2004: 29）
，1原因不難理解：早期
研究者多持實證論（positivism）觀點習視分析資料為獨立於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ies）外之可控制素材，客觀存在不受研究者之感官影響，情境之作用則僅
在協助解釋行為素材之變異方向與程度，奠基於假設其為常態並穩定存在、含括
社會行為在內但與其無關、可供描述但無須／無法研究、形式上類似系統之整體
意涵等（Dourish, 2004: 21-22）。
以 上 說 法 與 一 般 字 典 定 義 接 近 ， 如 The Free Dictiorary 網 路 版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context）即曾指出情境為事件發生之「情景」
（circumstances）或「場景」（setting）。劉正山（2011）近作因而認為情境係影

1

如本文所示，「情境」一詞之英文原文有 context, situation, traits 等，意涵略有不同；同理，中
文之「情境」、「社會情境」、「脈絡」意義接近，本文交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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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討論對象之「所有因素」，接近前述「外在」、「整體」、「環境」等意涵。
上世紀中期以降詮釋論（hermeneutics）興起，其所持本體論與知識論殊有
不同，最大差異乃不再視情境為外在變項，改謂其為處於不同社會行為間之相對
性物件，有賴研究者因應不同觀察對象而有不同定義，可供分析也應探討。尤以
其與社會行動間不時互動且常因行動內涵更迭而隨時變異，情境之實體與功能有
賴研究者說明後方得顯現。正如 Dourish（2004: 22）之觀察，
「情境並非就在那
；單是此一「創建」
（enactment）
兒，而是在活動運行軌跡中主動產生、維持與創建」
之意即可說明其與實證論者所持觀念顯有不同。
此中尤以「社會互動」論者（social interactionists）最為重視情境之獨特性，
廣泛受到符號互動論影響而視其為社會行為。如 E. Goffman 就曾主張日常生活
對話者常在快速但短暫之晤談過程裡掌握情境而不斷轉換彼此角色進而完成互
動，如下例（Goffman, 1981: 125，譯文出自俞明瑤、臧國仁、鍾蔚文，2007: 65）：

西元 1973 年某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在白宮例行記者會中注意到合
眾國際社（UPI）女記者 Thomas Helen 著褲裝赴會便調侃說，『你的褲
裝讓我想起中國大陸』
。尼克森隨後好奇地問，
『你先生是否介意你以褲
裝打扮？』
，女記者回答，
『不，他不介意』
。尼克森再問，
『那麼，褲裝
會比晚禮服便宜嗎？』，Helen 回稱，『不會』。於是尼克森以嘲笑口吻
說，『那麼，就換掉它吧！』。

在上例中，除了「總統記者會」此一社會情境（指對話時之機構背景，見
Schegloff, 1987）外，發問者與受話者分以不同身份（identities，如「總統」與「記
者」）交談，卻又因談話主題（語言情境）不時調整而改變語言內涵與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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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影響互動關係（如尼克森總統所言隱含之男女性別對立、暗示褲裝可能代表
之非專業表現、推論夫妻家庭角色與著裝決策意見等）
，使得「互動者」
（對話角
色）
、
「互動行為」
（對話內容）與「情境」
（對話過程）三者相互嵌合（embedded）
彼此涉入甚深（Goffman, 1974）。
Goffman（1981）認為上例之尼克森係以總統之尊扮演「提問者」透過相關
語言要求記者回應因而控制了兩者互動關係（社會真實），此點與傳統白宮記者
會（或一般記者會）慣由記者提問而由總統（受訪者）回答之新聞訪問一（總統）
對多（記者）模式迥異（臧國仁、蔡琰，2007），足以顯示社會情境（如記者會
形式）並非穩定不變，其與社會行為（訪談）間卻息息相關且牽一髮而動全身。
社會互動論者之上引論點從而在八零年代以後挑戰並改變了社會科學研究
者對情境的傳統觀點，不但強調「情境無法與【社會行為之】內容（或活動）分

離，亦非僅是描述【社會】活動發生場景之穩定、外在描述」
（Dourish, 2004: 23；
添加語句出自本文）
。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研究者據此提出對話間可
能出現之多層次情境，包括「社會-物理情境」（如上例之「記者會」）、「對話情
境」
（conversational context，如上例之對話內容）
、
「語言情境」
（如上例之不同用
詞）
、
「提問情境」
（指問話者提問後面對之可能回應）
、
「回答情境」
（指回應者可
能面對之新提問）等，進而定義情境為「 直接對應於各提問之不同訊息層次 」
（Gnisci & Bonaiuto, 2003: 386-7）
，可併稱為「情境矩陣」
（contextual matrix，見
臧國仁、蔡琰，2012: 9），尤指前一對話內容隨即成為後一接話之語言脈絡，行
為與情境間彼此環環相扣、層層相疊且縱橫交錯。
簡單來說，源於前述情境乃不時變動且任一情境變化（如尼克森總統以總統
之尊提問記者日常穿著而非講述國家政策）均易導致對談（社會互動）調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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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顯示兩者俱非穩定、常態變項實則無時無刻皆在調整。因而這些互動論
者多改持「情境即社會行動／為」觀點（Nofsinger, 1991）
，以致對任何研究者而
言如何鑑別社會行為之核心事件（focal event，見 Goodwin & Duranti, 1992: 3）
與情境間之互動皆屬重要研究步驟。正如 Nofsinger（1991: 142；增添語句出自
本文）所言，「情境乃由【對話】參與者所詮釋之定義共識而定，其發生作用乃

因其涉及了溝通者間的微妙【互動】過程」。
與上述流變類似，情境與傳播研究（尤其大眾傳播研究）之關係一向隱晦不
明，早期極少討論乃因傳播實證研究者亦如前述多視其為「【溝通】行動產生意

義的框架或參考點」
（Littlejohn, 1989: 124）而略過不談，因而從未納入任何「大
眾傳播模式」
（communication models；McQuail & Windahl, 1981）
，即連傳播研究
之父 W. Schramm（1954）之經典著作亦未提及，其「曖昧」情形一如前述。
部分教科書則採 Argyle（1969／苗延威、張君玫譯，1998）早期發展之「社
會情境」
（social situations）概念，指其為「某個足以影響個人的社會場合的特性

總合」或「在某個社會互動過程中，行為系統的特性總合」，亦指「某個文化或
（以上均出自頁 4）
，幾可說與前述如出
次文化中的成員所熟悉的社會互動類型」
一轍地將「傳播情境」等同於「環境」
（如 Infante, Rancer & Womack, 1990: 136，
指其乃「產生【傳播】行為之處」; Littlejohn, 1999: 19，指「傳播【行為】發生

的場所」
；Littlejohn, 1989: 124，指「【傳播】行動產生意義的框架或參考點」）甚
至整體大眾媒介系統（media systems，見 De Fleur & Ball-Rokeach, 1982: Chap. 4）
。
舉例來說，臧國仁（1999）討論新聞媒介框架概念時即曾專章述說情境與議
題對新聞報導內容之影響（見第五章），除援引德國思想家 J. Habermas 「公共
領域」
（public sphere）概念並以其為新聞媒介建構真實之情／環境外，並曾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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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哲學家 Merleau-Ponty 之情境存有論，認為情境是人類具體生活與行動的「世
界空間」
，與所有活動場域有關，兼有「主觀與客觀兩者的交綜錯雜」
，並非抽象
與不可捉摸之外在環境，卻是「形構出來的存有世界」，兼含了「心靈活動及外

物相參相融的關係」
，可說是「轉換社會互動的結構因素」
（以上均取自頁 243）。
但整體而言，傳播領域相關情境專著有限，直至八零年代中期始有 Meyrowitz
（1985／肖志軍譯，2002）之《消失的地域》指陳「大眾媒介」與「情境」間之
密切關連。Meyrowitz 認為，電子媒介（尤其電視）與其他傳統媒介最大差異即
在穿透空間距離從而降低了「親身參與」與「目睹第一手經歷」任何社會事件或
活動的必要性：「臨近的區域、建築物和房間在身體上、感情上和精神上限制著

人們，過去傳統上一直如此。如今物質圍成的空間不再像過去那麼重要，因為信
息可以跨越圍牆，到達遙遠的地方。這樣，一個人生活的地方與他的知識或經歷
越來越不相關。電子媒介改變了時間和空間對於社會交往的重要意義」
（頁 vi）。
Meyrowitz 自承試圖融合前述 Goffman 社會互動論與麥克魯漢之電子媒介
「再部落化」（retribalization）觀點，認為不同媒介延伸了人類不同感官，而任
何新媒介（如六零年代出現的電視）均會帶來「人們的感官平衡，並改變他們的

意識」（頁 3），進而跨越不同社會場景（social situations）而將不同類型人群帶
到相同地方（頁 4），其最大作用並非透過內容改變社會而是透過改變社會生活
的「場景地理」（situational geography）來影響日常生活（頁 6）：「… 我認為電

子媒介打破了物理空間和社會場景的傳統關係。電子媒介創造了新的場景，破除
了舊的場景。… 媒介亦像牆和窗一樣可以隱藏和顯示某些東西，媒介既能創造
出共享和歸屬感，也能給出排斥和隔離感。媒介能加強『他們與我們』的感覺，
也能消除這種感覺」（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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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eyrowitz（1985／肖志軍譯，2002）之定義裡，社會場景之意與「上下

文」接近，乃由「角色所綜合決定並常是難以琢磨的場合」
，其意不甚明確但「包
含在時間／空間座標中：一個人在哪兒，還有誰在哪兒，日期和時間，以及發生
在那個特定時間／空間框架中事件的總體定義（例如「晚會」和「會議」）」（以
上引句均出自頁 323「名詞術語討論」章節）。
另有 Hoover（1988: 175）稍早亦曾舉出類似觀點，認為電視之作用（其觀
察對象為「電視宗教節目之觀眾」）乃在提供「扶手椅上的朝聖」（armchair
pilgrimage ） 以 讓 觀 眾 雖 不 在 「 現 場 」 猶 可 感 受 朝 聖 者 的 「 集 體 中 介 性 」
（communitas）2，超越時空限制進而替代性地（vicariously）體驗朝聖「現場」
的熱烈氣氛。如此一來，「現場」不再遙不可及，坐在自家客廳裡仍能透過電視
媒介而有意識地連結到另個時空情境。如 Hoover 所稱（1988: 172）：

我 稱 此 種 關 係 為 『 地 方 性 與 跨 地 方 性 』（ localism and
translocalism）
，意指他們（按，指電視宗教節目之觀眾）清楚知道其所

處社區範圍乃存在於較為寬廣之架構，因而就其宗教意識而言，這些節
目提供了較為寬廣且『跨地方性』的範疇。由此來看，他們譬喻式地從
自己家裡『旅行』到了遠方。

合併觀之，無論 Meyrowitz 或 Hoover 之觀點均曾試圖打破傳統思路，認為
受到新媒介的無遠弗屆傳送能力影響，情境已然超越傳統「背景」
、
「環境」或語
2

Communitas（或譯「交融性現象」，見徐國峰，2005: 20），出自文化人類學家 V. Turner 與 E.
Turner，指陳在「非結構性的社會體系」之所有成員都因感受特有社區感而獻出熱情，尤易
發生在某些具有神聖性質的臨時聚合（如媽祖朝聖活動），參與者摒棄了原有社會結構中的
階級而成為神聖儀式的一份子（改寫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tas）。徐國峰據
此分析台灣批踢踢實業板之「味全龍迷」
（Dragons）
，發現「龍魂不滅」的社群參與的確仿
若朝聖者的儀式作用，可以上述 Turner 理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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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本「前後脈絡」
（語出功能語言學者 Halliday & Hasan, 1989: 6 引述人類學家
Malinowski 之定義）之意，而與前述由社會互動論者所述之「情境即內容」接合，
尤以其所稱情境係「特定時間／空間框架中事件的總體定義」實與敘事論之「文
本情境」意涵接近，值得細究。

三、敘事文本與時空情境

-- 歷史領域裡的元素（歷史事件）按照一定次序排列成一種編年史，這種編年史轉換成一種故

事，這故事通過情節編排獲得（
『被解釋成』）某種意義。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便是歷
：傳奇、悲劇、
史紀撰的選擇。通過情節編排進行解釋的方式相當於把故事當作『某種故事』
喜劇或諷刺文…（馬海良譯，2002: 180／Dolezel, 1997）。

上節業已回顧了「情境」與「傳播情境」概念之流變。簡而言之，此二概念
過去均曾受到不同思潮衝擊而發展出不同知識論，早期慣視其為社會行動之外圍
無須分析亦難以討論，可借用人類學家 Goodwin & Duranti（1992: 9-12）之「主
體 vs.背景」
（figure and ground）一詞說明：
「主體事件」
（如社會行動或傳播行為）
多能吸引讀者（或觀眾）眼光而廣受注目，但「背景」
（如情境或傳播情境）之
作用則僅在協助襯托核心事件，兩者雖能互通卻主從結構清晰可辨。
其後詮釋論興起，
「情境」與「傳播情境」不同觀點形成，主從之議遂被「情
境（對話）即內容」
、
「情境含多層次面向」
、
「情境藉由時空描述而創建意義」等
相對性互動概念取代（見下節）。如歷史敘事學家 H. White 之「【歷史】脈絡主
義」（contextualism）即在強調任何情境均有獨立探討之用，無論其大如法國大
革命或小如日常生活皆然，重點反而在於如何得能「抽絲剝繭」地找到相關線索
（pick out the threads）並置其於不同情境（引自 Turner, 1980: 140）。3

3

White 之脈絡主義較新著作，可參見 Whit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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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嶄新觀點恰與九零年代興起之敘事學／敘事理論／典範／研究
（narratology/narrative theory/narrative paradigm/narrative research）不謀而合，4其
乃沿自近數十年來源於社會科學領域「向詮釋學轉」
（the interpretive turn; Rabinow
& Sullivan, 1979）傳統而生之「向敘事學轉」
（the narrative turn, Czarniawska, 2004;
Riessman, 1993:首章；Bamberg, 2007）新起思潮，強調「故事」不僅為人類溝通
互動形式也是知識傳遞主要管道：「我們詮釋生活與文學於故事，而這些故事又
（Fisher,
包含於其他歷史、文化、人物故事裡，從而產生【人類的】爭鬥與對抗」
1987: 193; 增添語句出自本文）。
然而早期敘事論者（如歷史學者或文學批評家，見 Ricoeur, 1980: 165-6）亦
如前述習於認定敘事有特定結構而時空情境乃「理所當然地」在敘事文本裡呈現
無須辨識（如 Prince, 2003: 17 即定義情境即「訊息所指稱之物」）
，其後則亦如前
述受到不同知識論衝擊從而改認為任何文本形式鋪陳之時空情境（言說情境）與
原始物件發生之時空情境（故事情境）固然有關但不必然相同（見下說明），如
前引 Ricoeur（1980: 166）即曾主張「敘事時間」（narrativity）與「真實時間」
（temporality）相互交融卻不等同。
而傳播研究（林東泰，2011；臧國仁、蔡琰，2012, 2011, 2010）近來亦延續
Fisher（1987）進而鼓吹「傳播即敘事」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ve）觀點，建議
改視大眾傳播內容與結構為「在某些特定時空情境、透過中介人造物件並常藉由

大眾媒介管道述說故事的歷程」，包括（出自臧國仁、蔡琰，2011b）：
-- 故事是所有傳播活動（含大眾傳播）的核心，亦是不同傳播者（如故事

4

敘事學（narratology）
、敘事理論（narrative theory）、敘事典範（narrative paradigm）、敘事研
究（narrative research）四者根源（均與「所知」之 knowing, acauaint with, skillful 等字源）
但接近意涵稍有差異，如由敘事研究盛行而興起之思潮轉變就多以「敘事典範」形容，九零
年代以後則常以「敘事學」一詞替代，本文交換使用不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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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者』及其講述對象）的互動內容；
-- 故事來自傳播內容講述者『個人生命記憶』（如新聞報導之消息來源），

不但展現個人智慧也在故事講述中建立自我身份認同（胡紹嘉，2007）；
-- 面對相同生命經歷之記憶，個人講述故事時易於受到『敘事情境』影響

而擷取不同片段組成不同情節，因而總是自我生命的再述或再現等；
-- 大眾傳播內涵雖亦與個人自我敘事有關，但論述方式不同且涉及眾多講

述者（如新聞內容可能包含多個消息來源之發言），多模仿日常生活卻與日常生
活不盡一致，而其內容常受機構常規限制，可稱之為『構性敘事』特殊類型。
此處所示之「敘事情境」多專指講述故事文本內在結構。5Cohen & Shire（1988
／張方譯，1997: 57）亦曾說明任何「故事」皆需透過某個時間序列（sequence）
之變化過程完成，而每個序列至少包含兩個事件，其一旨在建立敘事的情境或前
提，其二則表現了與最初情境不同的改變。其意似在強調情境是鋪陳敘事情節（事
件轉換）的重要關鍵，不同情境（時空）的轉換（causal/temporal transitions，見
Smitten & Dahistany, 1981: 19）形成了故事文本的推演，呼應了 Ricoueur 認為「人

類行動是被敘事所時【／空】化，…現實是以一種敘事方式而結構化」之觀點（添
加語句出自本文，引自 Leduc, 1999／林錚譯，2004：194, 197）。
Bal（1997／譚君強，2003）也曾指出：
「時間與空間之間的關係對於敘述節

奏是很重要的」
（頁 164）
，且故事結構常將時間與空間「主題化」一躍成為描述
對象而非背景。如一般旅行敘事總要涉及敘事者（無論是自述如旅遊記事或他述
如旅遊報導）出發到異地「與異己相逢」
、「認識自我」、「據實記錄」
（胡錦媛，

5

Herman（2002）稱敘事情境為「敘事巨觀設計」
（narrative macrodesigns），而事件、角色等則
屬「敘事微觀設計」
。此外，何純（2006: 190-207）討論「新聞敘事情境」時指「敘事情境」
就是敘事角度，
「是由敘述者與故事之間的不同關係構成，相當於關於敘事視角的分析」
（頁
190），與本文所談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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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6；張婉蓉，1998）
，其書寫因而總是包含了敘事者講述其在不同時空情
境裡吃了什麼、看了什麼、遇到什麼有趣情事與經驗（臧國仁、蔡琰，2011a），
顯然時間與「敘事域」
（narrative domains，語出 Herman, 2002: 264）兩者俱對文
本結構有關鍵作用，是緊扣主題的內在序列（Bruner, 1990）。
Herman（2002: 15；添加語句出自本文）因而強調，「若要理解【任何】敘

事，則需重新配置時空座標（space-time coordinates），調整【敘事者】對可能世
界的認知與解釋以能區別講述或詮釋之真實世界」。而依 Jenkins（2004），敘事
者就是故事設計師（narrative architects）
，主要工作就在透過時空情境鋪陳情節，
講述故事。6 亦如胡亞敏（2004: 63）所稱，
「敘事文屬於時【／空】間藝術，它

須庾離不開時【／空】間。取消了時【／空】間就意味著取消了敘事文」（增添
語句出自本文）。
由此觀之，任何故事的最簡單定義當如 Bruner（1990: 42）所述乃在其內在
序列性（inherent sequentiality），由事件、心智狀態、人物角色或主角之時空轉
換狀態（見［圖一］）構成，涉及了角色在某個／些特定時間與空間之移動。
敘事／言說情境
文本／故事情境
主角人物
行動／
事件
（情節轉換）
時間

空間

圖一：時間與空間在敘事文本之作用
來源：本研究

6

Jenkins（2004）一文主要探討「遊戲」如何可視為故事，尤其如何透過不同媒介（如電影改編
為故事）展示「空間故事」
（spatial stories, p. 122）；本段受惠於黃齡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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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文本／故事情境」又與 Chatman（1978：Chaps 2-3）所稱之「故事時
空」（story time/place，又稱「情節時空」）接近，指敘事講述特定事件的長度，
亦即真實世界的固定運作時序（如誕生、成長、衰敗、死亡等自然途徑）。
另一方面，故事講述又可依敘事者自行選擇之片段（以及忽略其他片段）、
調整講述次序或速度、增加重複講述次數（此即頻次）進而形成不同故事內容，
此稱「敘事情境」
，接近 Chatman（1978）所稱之「言說時空」
（discourse time/space）
；
兩者時有一致但多數時候並不相同，但所有敘事幾都可謂在此雙重時序以及多重
空間中建構情節之流動（陳玟錚，2008；Chatman, 1980: 118）。
有趣的是，上述敘事文本流動（角色在文本中的時空轉換）對故事接收者亦
有類似機制。如 Jenkins（2004）分析「遊戲動畫」之敘事設計時即曾說明，玩
家依遊戲故事之時間與空間設計指引後會在心智中重新組合而「被迫」回應，兩
者（遊戲故事與玩家心智之敘事情境）相互扣合，幾可用前述「行為與情境彼此
嵌合」現象說明而名之為「嵌合敘事」（embedded narrative，pp. 126-8）。
然而敘事之情境結構並非僅適用於虛構作品，如蔡琰與臧國仁（1999）即曾
另採 van Dijk（1987）觀點而將「新聞故事結構」之「情境」界定為「先於事件，

客觀存在的周邊條件或狀態」
（引自蔡琰、臧國仁，1999: 15 之表一）
，認為「誰」
（角色）
、
「何時」
、
「何處」三者俱是靜態事件的內在結構條件，而好新聞故事的
特質（延續 Hart，1994）除了需有精彩的事件主角外，猶需讓「主角的情境有所

改變，即某事件發生於相關情境」（蔡琰、臧國仁，1999: 8）。
陳安駿與臧國仁（2011）因而認為新聞敘事為了說明不同角色（在新聞報導
中常稱「消息來源」
）間的「講述一個以上故事」歷程，必然包含時間發展軸線
（如與時並進、前因後果、系列表述）與空間發展軸線（如指出標的物、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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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圖）期能建立如上述［圖一］之多維度關係（參見 Herman, 2002），7 包括
新聞事件（素材）發生時由不同行為者（即消息來源）所採取之行動（此乃新聞
價值所在）
、敘事者（記者）在事件現場目睹、敘事對象（讀者或聽眾）閱讀（或
觀賞）新聞敘事所處時空、新聞報導敘事追述早年以及未來事件等（見［圖二］）
。

異
地

時
空
4

時空 1
對象 a

對象 b

講述對象
（消息來源）

敘事者 2
（消息來源）

其他新聞
素材
時
空
3

時
空
2

講述文本
︵
空
間
︶

記者 a
敘事者 1
（如記者）

記者 c

新聞文本

敘事對象
（讀者或聽眾）
出
發
地
︵
家
︶

記者 b

讀者 1
讀者 2

（時 間）
過去

現在

未來

圖二：新聞敘事之時空面向
來源：改寫自陳安駿、臧國仁，2011

7

陳安駿與臧國仁（2011）所述內容以「時間」為主，有關「空間」部分為本文作者參考 Herman
（2002）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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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不同時空情境之行動者可能不僅一人且不同行動者之互動才是新聞焦
點所在，而事件現場的報導者也可能有來自不同媒體組織之記者 a、記者 b、記
者 c，各自從其不同歷史關懷視點聚焦編織新聞故事。
陳安駿、臧國仁（2011）之分析素材係取自《聯合報》（2005.4.27，A2 版）
之一篇新聞報導，描述時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前副總統連戰首訪大陸抵達南京
機場時的「現場狀況」
（應是事件發生次日始才見諸《聯合報》的延遲現場報導，
見［附件］）。一開始就由記者（敘事者 1）述說新聞主角連戰（敘事者 2）的發
言內容（見［圖二］之「講述文本」）
，而這段話顯是連戰講給現場接機者（見［圖
二］上方之「講述對象 a」）以及不在現場的其他中共官員如胡錦濤主席（見［圖
二］上方之「講述對象 b」）等人所聽，乃這篇新聞報導核心內容所在。
有趣的是，
《聯合報》新聞文本（記者所撰）呈現的時空（時空 2）與連戰
講述的時空（時空 1，包括在機場及夜宿金陵飯店的不同時空）有所間隔，反映
了前述「敘事文本涉及了主角與其他角色在某個／些特定時間與空間之移動」的
說法。此外，時空 1, 2 與時空 3（如第二天閱報的讀者）所處時空差異亦大，而時
，如「重新踏上大陸的土地」
、
空 4 則指連戰提及之不同時間與地域（見畫底線處）
「間隔約一甲子」
、
「南京是國父陵寢」
、
「也是過去國民政府的所在地」
、
「在今天…

向孫中山先生致敬」
、
「南京…都是歷史連結的地方」等，俱屬前述「新聞報導敘
事追述早年以及未來事件」之時空，橫跨時序長達六十年以上。空間歷程則由「桃
園中正機場」
（見第二段）
、
「抵達香港」到「抵達南京」
，隱藏區域尚有「兩岸」、
「台海」
。單由此篇實例即知情境在一般敘事裡（包括新聞敘事）之作用並非「外
圍」或「環境」，而與角色、情節、視角等要素同樣是建構敘事的基本內涵。
尤有甚者，此一事件原是因應台灣官方（或半官方）經歷了與中國大陸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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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敵對狀態後的首次「破冰之旅」，不但連戰之所擬文稿當也字字珠璣使用了
眾多時間與空間詞彙（本文未附）藉此凸顯事件對兩岸政經發展之意義重大，即
連新聞記者撰寫報導時也通篇以細緻地時間語彙記錄流程（如第二段「昨天上午

十時五十五分，在桃園中正機場搭…機出發」、「訪問團在十二時四十分抵達香
港，…」、「下午四時四十分抵達南京…」，乃因非如此實不足以顯示敘事張力所
在（參見臧國仁、蔡琰，2005），呼應了前引胡亞敏（2004: 63）所言，「取消了

時【／空】間就意味著取消了敘事文」。
由此觀之，敘事（或新聞敘事）文本之情節鋪陳總與時／空轉換有關（即如
何講述故事），此點在多數敘事論著常稱之「論述」（discourse），即講述故事的
途徑與方法（Chatman, 1978）。時空情境因而就是成就故事的主要途徑，其面向
複雜程度唯 Ricoeur（1980）之「敘事矩陣」
（narrative matrix）概念方足以說明。
小結本節，延續上節有關「情境」與「傳播情境」之討論，本節援引相關文
獻試圖說明敘事文本必須透過時空變換方得鋪陳情節進而展現故事，因而多重面
向之時空情境實是講述故事之重要內涵。此點在 M. Bakhtin 自創的「時空型」
（chronotope）概念早有提及，乃因其認為「【在】文學作品中… 空間與時間的

聯繫，提供文本中人物和故事相互聯繫的場域，折射不同社會時代中個體或群體
的思維感知」（引自范銘如，2004: 頁 118）。

四、旅行敘事與時空情境
-- 在短短幾十年的學科歷史發展中，敘事學已完成了由結構主義敘事學到「新敘事理論」
，或者

說由「經典敘事學」到「後經典敘事學」的轉向。但無論是「經典敘事學」還是「後經典敘
事學」，偏重的都是時間維度，而有意無意地忽視了空間維度上的研究。之所以造成這種狀
況，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現代理論因追求「深刻的片面性」而帶來的「盲視」，另一方面也是
由於敘事與空間研究本身所具有的難度。… 伴隨著「經典敘事學」到「後經典敘事學」的
轉向【，】在邏輯上，敘事學也應該有一個由時間維度上的研究向空間維度上的研究的轉向…
（取材自「空間敘事學」小組創刊詞；除添加符號及標點出自本文外，餘均出自原文，見
http://www.douban.com/group/198965/；上網時間：201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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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旅行與旅行敘事8

以上兩節業已針對敘事、傳播、情境、時空等概念間的流變提出理論檢視。
簡單來說，本文認為情境（以及傳播情境）過去或曾遭到漠視或迭被視為「背景」
而鮮少受到研究者關注，而敘事領域初期亦曾同樣視其為文本核心事件之「輪廓」
（即前引之 figure & ground），但時至今日則已改認為其係建構文本張力之要
素，時空變化之所在實即情節延展之所在。正如 Doloughan（2006: 135）所言，
後結構主義者早就指出「情境乃意義之決定因素」；旅行敘事尤然，乃因其必然
涉及旅人在不同時（此時至他時）空（從家出發至異地）之書寫。
但何謂「旅行」又何謂「旅行敘事」。一般而言，旅行乃與日常生活的不同
生命經驗，也是離家外出再回到家的歷程（見［圖二］左側所示由出發地至異地）
。
「家」因而在旅行述說裡扮演了重要角色，不但是出遊的起點卻也常是終點（郝
譽翔，2000），有些像是澳大利亞土著居民的「飛去來器」（boomerang，又稱迴
力鏢）獵具（但鍾怡雯，2008 曾經討論三毛雖未回家卻仍有旅行書寫佳作）。
然而旅行是「現代社會」方才得以實現的「愉悅活動」
（蘇碩斌，2006: 170），
在此之前外出常因長途跋涉而顛沛於路途或流離於遷徙，直至回家始能將這段心
路歷程化為文字一解千愁從而成為「回憶」
（「回憶」因而常稱「前敘事」，見 Sapir,
2006）
；此乃「旅行書寫」廣受重視甚至稱為「新文類」之社會因素（陳室如，

2003；黃孟慧，2004）。
但一般而言，旅行書寫早期涉及了文人對異地文化之深度感受，所需文學素
8

「旅行敘事」與「旅行書寫」
、
「旅行記事」
、
「旅行文學」之異同可參見臧國仁、蔡琰（2011a），
本文交換使用旅行書寫、旅行記事與旅行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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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與專業程度較高，多數人難以跨越（鍾怡雯，2008）
，如孔子周遊列國寫下《論
語》
、漢朝司馬遷「行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後著成《史
記》
、柳宗元受貶偏鄉卻未喪志反而考察地理細觀山川寫就「奠基中國遊記」
（引
號內出自余光中，1994/2006）之《永州八記》、徐霞客遍遊十四省「高而為鳥、

險而為猿、下而為魚，不憚以身命殉」而終能完成《徐霞客遊記》皆可屬之。
時至今日，
「書寫」一詞多與日常心情抒發有關，透過部落格、臉書、手機、
Twitter 等較新科技而將所見所聞與社群朋友即時分享。旅行書寫亦受惠於此而
愈趨大眾化且與日常生活連結，不再僅限於文字抒發而更也與圖像符號連結，深
度或難與前述文人雅士騷人墨客擅長之「旅行文學」相較，但廣度（指旅途心情
之表達方式）則遠超越傳統傳播工具所及。
其次，何謂「旅行敘事」（見臧國仁、蔡琰，2011a：47-49）？此類書寫方
式是否一如前引文獻所示必須描寫從家裡出去而又回到家裡的所有歷程？恐也
未必，乃因旅者大可透過不同「視角」
（point of view or focalization; Mildorf, 2006）
選擇不同旅行片段描述或只寫一段而放棄細節。如大陸客來台旅行七天，書寫其
旅程時可能僅挑花蓮太魯閣一帶的「巧斧神工」大自然風景或只寫如何前往阿里
山尋幽訪勝一嘗心願，卻寧可放棄在台北觀賞自由廣場、國父紀念館、故宮等人
造景物之旅遊經驗；此乃敘事之「再現」作用，無法鉅細靡遺地盡情抒發而只能
擇要為之，此乃常態（Hyvärinen, 2006）。
實則旅行書寫也常與其他主題連結而讓旅程加上了不同意涵，如早期台灣文
人的旅行敘事常就與「如何學習他國文明有關」
（見胡錦媛，2000, 2004, 2006），
出外因而易於激起思鄉憂國之情（見東海大學中文系編，2000），而日治時期的
台灣社會則也曾發展出「節慶性格、大量農民」的觀光活動（蘇碩斌，2006：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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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三毛的書籍就常寫她「不要命的流浪激情…或生死以之的異國戀情」，其後
影響多少學子想要學她「浪跡天涯」。9
由此觀之，旅行固如前述乃離家出外又回家的一段時空異動歷程，其書寫實
多涉及了自我經驗的述說（self-accounting）
，亦即書寫者將自己實際經歷之各種
經驗加入了其他旅者在不同時空所見所聞的歷史長河。此一觀點 Bruner（2000）
早有說明，認為敘事之「自我述說」功能乃在透過文字與符號等傳播工具連結「個
人（指敘事者）心理空間」
（individual psychic geography）與「文化地理【空間】
」
（cultural geography，指敘事內容涉及之外在世界）：「與其他生成世界的方式類

似，自我形構（self-making）或生命形構（life-making）實極倚賴產製其之符號
系統（按：指文字、口語等）
，包括機會與限制皆然」
（引自 Doloughan，2006: 134）
。
舉例而言，若由台北市出訪台南市，敘事者常將參觀「孔廟」
、
「延平郡王祠」
、
「赤崁樓」等名勝古蹟之過去、現在、未來與自我（書寫者）過往生命（即上述
「個人心理空間」）連結（如寫小時候如何曾與父母同往或稍大如何偕同朋友共
往）
，使得記事不僅在寫「此次」
（指時間）旅行更也在描寫「過去」出訪同處（如
赤崁樓等文化地理空間）或異地之心情，因而將「此時」與「他時」
、
「此地」與
「他地」（如他處之孔廟）間的層層個人經驗轉換成具有時空延展性（temporal
compression & spatial extension；Doloughan, 2006: 141）之生命意義，進而產生了
書寫者自我與敘事文本間之「關係」
（relationship; Josselson, Lieblich, & McAdams,
2007），旅行文本所承載之內涵因而顯已超越了前述之時空關係，進而涉及了自
我書寫與論述意義間之連結。

9

三毛逝世二十周年系列講座第三場，作家鍾文音主講，「永遠的流浪者──跟著三毛一起去旅
行」記錄（http://tw.myblog.yahoo.com/soap_home/article?mid=9337，上網時間：20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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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旅行敘事與自我書寫

延續敘事研究之主張，敘事心理學者（narrative psychologists）一向認為人
為獨立個體，每個人的生活、事件與其體驗到、感受到的社會行動與生命經驗均
屬獨一無二，而自我之存在則取決於理解自己與他人的語言及語言表達。
換言之，人們透過語言、述說、書寫而瞭解自己，也透過語言使用過程不斷
投入創造自我的歷程（朱儀羚、康萃婷、柯禧慧、蔡欣志、吳芝儀，2004: 11,
14-15），此即書寫與自我身份間的主要連結。而「說故事」（即敘事）乃生而為
之的本能甚至可謂「生而即有敘事心智」
（born with a narrative mind；見 McAdams,
1993: 27-28; Fisher, 1987）；反過來說，「故事…創造了共有的歷史，將時間、事

件與人們連結起來進而成為行動者、講述者、聽者」（McAdams, 1993: 28）。
Lászlό（2008: 7）曾經引用 Schank and Abelson（1995）之觀察，認為「人

類所有知識皆有敘事本質，…依過去經驗並以故事形式建構，【且】新經驗係以
舊故事解釋」
（添加語句出自本文）
，進而提出「說故事的社會情境」
（social context
of storytelling）與「 故事架構 」（story framework）概念，認為所謂的「理解」
（understanding）乃「將你的故事與我的貼在一起（mapping）」，乃因我們只能
依過去經驗來理解現在的事物；但 Lászlό 猶認為此類認知敘事講法少了「共享」
內涵，無法凸顯故事與真實間的不同差異（pp. 7-8）。
而緣於每次旅行皆屬獨一無二而難以重複之生命經驗，其述說（無論自述或
他述）亦當無法複製。如此一來，則閱讀或觀賞他人的旅行敘事恐不過在獲知（遐
想、神遊）每個敘事者之自我個體獨特經驗以及其與世界之錯綜複雜關係而非重
複其人生經驗（朱儀羚等，2004: 11-12）。一般人不察此點，閱覽旅行書籍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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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相關節目後總盼有朝一日當能如前述「如法炮製」旅行書寫之美景與美食，此
點實難達成，乃因同樣景色（或美食）常因同往者不同而在不同時間親履斯地時
產生不同心境，事後敘述時所得回憶亦當不同，何況「斯地」景色並非固定不變
而常增減地標、休閒設施甚至翻修名勝古蹟。
但一般人仍常存有某些浪漫「幻想」（Fullagar, 2002 稱此為 desire，可譯為
欲求）
，欣賞旅行敘事時也喜隨其「起舞」而認為「有為者當若是」
，有朝一日必
也要踏上同樣旅程方能一償夙願。而旅行書寫之任務部分就在有意引起讀者「遐
想」並激發眾人想像或欲求；此正是旅行敘事最大「迷思」（myths）所在。10
McAdams（1993: 33-37）曾經論辯迷思與故事之別，認為前者常有溝通生活
基本事實之效，內含一些原始符號得讓想像變得生動，兼有社會基本心理、社會、
宇宙及形而上事實在內，乃是一般人覺得最重要的「神聖」
（sacred）事實。如分
析一般人對旅遊的心態當能發現，「北歐」諸國代表了世外桃源、乾淨、生活高
品質等代稱（陳宜君，2012）
，
「有朝一日均應一遊始不枉此生」
。同理，西藏（香
格里拉）、瑞士、阿拉斯加也各有其所代表之迷思（此即前述「標籤化圖像」），
俱為社會建構（如被旅遊團體或書籍建構）而普遍為一般人接受並視為理所當然。
社會建構論主張「自我」與「社會結構」有所關連且常強調自我與語言間之
關連，重點仍在「自我」如何透過語言而敘說、如何在敘說中理論化（朱儀羚等，
2004: 14）
，而旅行敘事者如何透過語言、符號而將旅行經驗組織、描述、關注、
遺忘（排除）就是可以細加琢磨之處。其述說有時依時序進行（開始、中間、結
束），有時卻不按章法走到哪兒寫到哪兒，但其撰寫策略（敘事策略）如何與其
10

Fullagar, 2002 指出，黑格爾哲學將「欲求」視為「社會關係，將自我與他人以及自我與世界
間之日常動態結構起來」（p. 57），因而也將我們每個人的旅行關係與經驗細密地具體化，
以感性卻難以自覺地透過文化中的特殊方式串連起來。簡單來說，他認為旅行乃一種特殊
之「異質空間」
（heterotopia），一種被出門、移動、返回等時間儀式所特殊化的「臨界空間」
（limin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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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則是可以探討的研究對象。當然，此處仍須釐清「敘事」是否代表了述說者
的心裡所想、如何評估「好的旅行敘事」
、有無標準或原則？依 Lászlό（2008: 64）
，
「敘事心理學」的最新趨勢的確視敘事為「故事庫」
（storehouse）或是心理狀態
的指示器（indicator），從中猶可探知講述者的心理狀態。
由此或可合併前節所述，強調旅行敘事最大特色係在凸顯「時間」與「空間」
（如景點）對文本流暢的重要性，而其作用並非僅如敘事論者早期所示之背景或
輪廓，乃因任何旅行敘事非得強調旅行地點與造訪時間並以其為敘事軸心，此點
與傳統敘事論者認為「行動」（以及行動的解釋）方是敘事核心之議頗有差距
（Lászlό, 2008: 36-7；見［圖三］
）。

生命經驗
旅行敘事
自我
故事
身份
前
敘
事

旅
程

再現
建構

關係

角色

類型
時間

心理場域
激發想像 接
情緒共鳴 收
者

論 述
空間
事件

情節（變化）

圖三：旅行敘事之可能相關元素
（出處：本研究）

以［圖三］來說，誠如一般研究所稱，敘事內涵約可分為「故事」與「論述」
二者（如 Chatman, 1978；蔡琰、臧國仁，1999，見［圖三］內圈）
，前者多指講
述內容（what）而後者則聚焦於如何講述故事，內容涉及了說故事者之「自我」、
「身份」以及其與他人間的關係（胡紹嘉，2008），而如何講述故事則與故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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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變化（如本文上節所示）有關，包含了角色、事件、類型（指故事不同文類）
等要素之演化，而其核心則應包含時間（
「此時」與「他時」）與地理空間（「此
地」與「異地」）的延展，旨在激發讀者或聽者之想像（或幻想，見［圖三］右
邊）與情緒共鳴，甚至透過各類新科技書寫進而形成「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 Rheingold, 1993）以讓接收者產生「遙現感」（telepresence），「睹物
思情」進而隨著書寫內容神遊各地。
但如前述，敘事學者過去多只強調「時序」之作用（如 Labov & Waletzky,
1967/1997，引自 Lászlό, 2008: 10；朱儀羚等譯，2004）
。而在 Chatman（1978）、
Gennette（1972／廖素珊、楊恩祖譯，2003）、Ricoeur（1983）等巨著相繼出版
後，
「敘事與時間性」間的關連早有定論，即敘事時間（narrative time）不必然等
同於真實（鐘錶）時間（do not coincide; 見 Lászlό, 2008: 17；亦見陳安駿，2010）
。
相較於此，空間（景點）對敘事的作用迄今猶少受到重視（參見本節之首引
文），遑論其與旅行敘事間的關連。Lászlό（2008: 35）曾經引用埃及研究學者
Assmann （ 1992 ） 觀 點 ， 認 為 組 織 記 憶 的 方 式 常 透 過 「 空 間 」（ 稱 之 為
mnemotechnique 或「空間記憶術」），作法是先將相關地區之事物整理在一起以
便回憶然後「神遊」一番。Lászlό 另也曾引述法國歷史學者 Pierre Nora 的著作用
以解釋記憶之場景（scenes）、自然空間、紀念建築物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此外，Halbwachs 也曾討論有歷史性的地形學（topography，如基督聖地 the
Holy Land）對共同記憶心理場域可能產生的作用（如黃花崗七十二烈士墓的作
用、228 公園的地理功能等）
。而近來新興的「情緒地理學」
（emotional geography；
見 Davidson, Smith, & Bondi）則不次說明人與環境的互動極易產生情感，空間甚
至可謂「情感誕生之溫床」，而合併觀之則時間、空間、社會化三者乃創建情感

2012/8/5

25

的「三個維度」（邵培仁、林群，2011: 20），顯都提供了旅行敘事未來發展的重
要研究藍圖。
總體觀之，如［圖三］涵蓋之相關概念正引發不同領域研究者相繼投入，分
從人類學（如黃應貴，1999，1995）
、社會學（如：何雪松，2006）
、地理學（如
Davidson, 2005）
、傳播學（如沈錦惠，2003）探析如何得以理解時間與空間的意
涵。面對如此廣闊而又新起的研究取向，理解旅行以及旅行敘事如何與時間與空
間連結的研究興趣也正方興未艾，值得期待。

四、代結論：旅行敘事的時空意義

-- 你看過了許多美景，你看過了許多美女；

你迷失在地圖上每一道短暫的光陰；
你品嚐了夜的巴黎 你踏過下雪的北京；
你熟記書本裡每一句你最愛的真理；
卻說不出你愛我的原因，卻說不出你欣賞我哪一種表情
卻說不出在什麼場合我曾讓你動心，說不出，離開的原因 …（陳綺貞，〈旅行的意義〉）

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旅行早已因休閒生活日益重要、可支配自由時間
愈多以及觀光產業愈形發達而漸成為人人皆可為之（蘇碩斌，2006, 2008）
，日常
生活裡只要有錢有閒幾乎隨時隨處均可出遊尋幽訪勝，因而早年（如中古時期之
歐洲或明清時期之中國）外出不便所引起的神秘感漸褪，取而代之的則是異時與
異地之移動（mobility）
，藉由新科技（如智慧型手機、臉書、Twitter、部落格）
而將旅遊歷程所見所聞透過文字、圖片、打卡、外部連結等立即與社群朋友分／
共享，使得旅行敘事蓬勃發展早已成為現代社會最受歡迎的嶄新書寫文類。
在此同時，大眾傳播媒體也趕上了這股風潮，不斷推陳出新地製作不同旅遊
節目（如日本的〈來去鄉下住一晚〉
）
、發展新的旅遊報導方式（如「不帶錢去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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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網誌；
《你家沙發借我睡－沙發客私密遊記》，見林鴻麟，2008；《手繪旅行
的美好時光》
，見王儒潔，2011）
、拍攝旅遊電影（如〈享受吧！一個人的旅行〉）、
出版新的旅遊雜誌（如《OR，旅讀中國》）等不一而足，幾可謂「人人都在旅行，
日日皆在書寫分享」。
本文旨在討論旅行敘事的時空情境，藉由檢討「情境」與「傳播情境」等概
念進而說明其在敘事文本之作用並非傳統研究者所稱之「背景」、「場景」、「輪
廓」，其對旅行書寫之功能亦非只是堆砌文字而是將層層自我生命經驗透過時間
與空間之論述轉換為「緊湊與明確的敘事」
（Doloughan, 2006: 141）
，進而建構真
實、激發想像、擴大張力並邀約讀者（或觀眾）與情節同步以能產生「想要跟著

去旅行」之情感氛圍。如黃應貴（1995: 1）稍早所言，「在社會現象中，時間與
空間早已被認為是最普遍的基本要素，…具有理論上之發展性的切入點」。
而如本文所示，旅遊敘事誠乃敘事者將其（如自述）與同伴（如他述）共同
出外的經驗書寫為可供閱覽或觀賞之文字、符號（含圖像）、外部連結。在此書
，可略分兩類，
寫過程中，其核心內容可謂敘事者「在不同時間與空間中的移動」
其一著重外在事物的描繪，不論是旅行的經過、地點的描繪、文物的歷史、遇見
的過客或食物等都是書寫重點。此類敘事方式功能性較強也含較多資訊量，類似
旅遊書籍呈現方式，著重客觀事實（facticity）可被檢驗程度，必須寫得或說得
讓人覺得「如在現場同遊」（Gikandi, 1994）。
第二類敘事方式則強調內在觀感，不再以外在經驗為主而將重心放在「人與
時空」的連結甚至是「人的情感與時空」連結。此類文章功能性較差，資訊量較
為不足，接近「抒情文」式的自我表述。以上兩類多與敘事者的預設讀者有關，
也與旅者撰寫目的有關。至於哪種才是好的旅遊記事端視讀者閱讀目的，愈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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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讀者產生共鳴之書寫可能愈易視為「好的」作品。11
其次，旅行敘事的類型（genres；仍見［圖三］）有哪些？一般書寫方式都
是沿著時序前進，但若從生命經驗裡起頭去談一個多年來沒有實現的出遊願望，
此乃特殊類型？而若不想以一般旅客的「新鮮」眼光探望旅程，非要用「職業出
遊者」（如導遊）視角觀看無聊旅程，因而易於認為「旅程中」乏善可陳都是舊
事。而舊事要如何撰寫呢？「舊事」與「新事」是否兩個不同旅行敘事類型？或
者，旅行敘事的「原型」
（archetypes）為何？《山海經》形式的旅遊記事與古希
臘長篇敘事史詩 Iliad 是否一致？部落格書寫的旅行敘事與文字敘述有何不同？
此外，讀者如何接收旅行敘事？旅行敘事之「美感」互動為何？照片照得極
美是否引發好奇之必要條件？如何敘述的引發好奇？讀者為何會被激發「有志者
當若是」之情懷？事實上，很多人出外旅行皆因閱讀到某些旅者所撰書籍或觀看
了某些電視旅遊節目而下定決心「有志一同」
，這種情懷如何產生？哪些敘事作
品最易激起大家起而行？是因其情節敘述有趣、製作精美抑或當地風景宜人（客
觀事件、文本論述、作者筆下本領）實難有定論。
總之，本文認為旅行敘事應是敘事者與其他角色連同時空共同創建的書寫形
式，三者（角色、時間、空間）共同建構了故事的核心（復見［圖三］）
，其書寫
常引發讀者之情感共鳴進而懷有期盼，有意重複（或複製）相同經驗；此乃旅行
敘事的獨特之處，在其他文類似尚少見。

11

本節文字部分出於「老人傳播研究群」助理之貢獻，尤其林楚斌與張毓麟，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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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有關敘事與時空情境之新聞報導

出處：聯合報（2005.4.27，A2 版；底線為時間與空間詞彙）

國民黨主席連戰昨天率團抵達中國大陸南京，受到大陸極高規格接待。連戰說，五
十九年後重新踏上大陸的土地，第一站就是南京，這是歷史的第一步，他有相見恨晚的
感覺，希望此行，「能為兩岸人民找出路，為歷史盡責任。」
連戰昨天上午十時五十五分，在桃園中正機場搭港龍航空飛機出發，國民黨隨行幹
部約卅餘人，連戰夫人連方瑀、女兒連惠心、兒子連勝文、連勝武，親家陳清忠等都同
行。
訪問團在十二時四十分抵達香港，再轉乘大陸東方航空的包機。下午四時四十分抵
達南京，中共中央台辦主任陳雲林等親往機上接連戰夫婦。
連戰在停機坪簡短致詞說，台北到南京雖不算遠，但他在間隔約一甲子才重踏這塊
土地，看到接機的朋友，有「相見恨晚」的感覺。「南京對兩岸人民、對國民黨，都是
歷史聯結的地方。」
連戰說，南京是國父陵寢、也是過去國民政府的所在地，他將以肅穆的心情，在今
天帶著國民黨主要幹部及親友，向孫中山先生致敬。
連戰一到南京，中共派一輛加長型的黑色凱迪拉克接送，前後分別各三輛前導車、
警戒車。據中共相關人士指出，一般外國總統來訪，是前後兩輛前導車、戒護車；採前
後各三輛的，過去僅使用過一次，即數年前古巴總統卡斯楚訪華時。而幫連戰開車的，
是經特訓的武警，連戰的六名隨扈並未與連戰同車。
連戰抵夜宿的金陵飯店，江蘇省委書記李源潮、省委副書記兼省長梁保華、中共中
央台辦常務副主任李炳才、江蘇省委副書記任彥甲等都來歡迎。
李源潮致詞說，加強交流、對話，是兩岸人民的共同願望，連戰此行對兩岸在經濟、
政治、文化等的交流、對促進兩岸關係的良性發展、對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制止台獨
勢力的分裂圖謀，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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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戰說，重回南京，他有些高興，也有些感傷，畢竟相隔太久了，希望兩岸共同推
動「交流新世紀」，理性、互相尊重，共謀福利。南京對他個人、對國民黨，都有歷史
情感的聯結，這裡更是中山先生的陵寢，長久以來，中山先生影響中國人深遠，有「天
下為公」、「博愛救國」的精神，在彌留時，更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令人敬佩。
席間，主客談得很愉快，李源潮向連戰介紹江蘇的經濟發展，有備而來的連戰說，
江蘇確是人才薈萃之地，地理便捷，一向是兩岸經濟重心，未來更要進一步互利互補，
過去江丙坤副主席曾提出「微笑曲線」，即大陸沿海要和台灣形成互補、分工，前景無
可限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