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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交換日記》與閱讀心理 

 

當代閱讀理論將文學批評的焦點從作者、作品轉移到讀者身上，認為如

果沒有讀者，作品是無法完成其價值意義的。以費什的觀點而言，「文學是

一種動態的藝術，是一個發生於文學與讀者頭腦之間的動態生成過程，是一

種行為或活動。」1從歷代對文學不同的評價，就可明顯看出這理論的確然

性。即使對後代詩人極具影響且備受推崇的陶淵明，在鍾嶸的品鑑眼光下也

只列為「中品」；甚至即使同一人在不同時期對作品的領會亦不相同，所以

《小王子》可以從零歲讀到一百歲，張心齋對讀書會有「隙中窺月」、「庭中

望月」、「臺上玩月」等不同階段的領略。是以對《交換日記》的觀察除了上

述三章就形式、文字內容與插圖進行討論外，本章將從「閱讀」的角度入手，

瞭解在完整的閱讀過程中，讀者對《交換日記》的接受與影響。 

在進入討論前，先對下文的論述作一說明，首先，「讀者」的意義在這

文本中出現與一般文本不同的現象，即「作者便是讀者」，兩位作者在相互

往返的傳真時，便是第一位閱讀的讀者，另外，她們不僅是就個人的角度進

行書寫，她們同時也對對方書寫的內容即時參與、相互影響。其次，除了作

者之外，一般讀者的反應部分取得來自網路，而這些資訊也是可以直接被作

者所接收的，所以這些訊息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也對後續的書寫造成影響。 

 

 

第一節 第一類接觸──作者／讀者的重疊 

 

一般作者在創作時，在心裡會預設一個「理想讀者」，然而，在《交換

日記》的創作過程中，這個「理想讀者」並不是虛擬、假想的存在，而是一

個活生生、立即性且隨時可以交談並取得回應的真實存在。於是，這二者之

間是否一致對書寫有何影響？接受角度有何改變？ 

《交換日記》大部分的創作進行是可以立即接收到回饋的「對話」，所

以書寫時的語言不同於一般「單向輸出」的方式。這二者之間的不同，可以

此創作中的第三集作為一個比較的參考點。第三集的創作背景與其他各集有

個極大的差異，因為第三集的創作是由出版社出資，讓二位作者一同前往法

國寫作。所以第三集的內容，不像其他各集是由二位作者一來一往的對話傳

真，而是由二位作者輪流執筆寫下二人共同的異地經驗。在第三集的敘述中

作者並不預期有一對話的對象，只是單純地為她們旅遊作報導性地敘述，所

以可以明顯看出第三集的書寫語言近乎獨白式或說是旁白式的、說明性的敘

述，「理想讀者」的設定便與其他各集不同。在第三集中，兩位作者對於敘

                                                 
1見 龍協濤 著，《讀者反應理論》，台北市：揚智文化；1997年初版，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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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口吻就是對「一般讀者」的記敘，在巴黎與出版社同事相約見面前，妙

如寫道：「終於要和大塊的同事們見面了，我內心有些高興又有些擔憂，……

憂的是，我們並沒有照當初出國前的計畫每天寫稿，而且並沒按照當初講好

的計畫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發生的這許多的事，更非只有搞笑的文章獲單

純地去敘述生活種種可以解決，更糟的，我和玫怡完全不知如何下筆，我們

滿滿的感受卻極可能寫不出一個字……」2在交代法國之旅的經歷時，明顯

的都是以兩人的複數形式為主語，於是接受訊息的對象便是一般讀者，這樣

的敘述是與其他著作較為相似的。 

除了上述的第三集外，其他各集都是二位作者以相互對話的方式進行書

寫，所以預期對方的回應是必然的。在第七集中妙如敘述父親往生的經過，

玫怡回覆傳真後，妙如寫到：「我們果然是好朋友。昨天邊哭邊寫地完成 20

頁之後，我還在想妳最好是別回任何安慰我的話，因為，不論妳的安慰多麼

好，我一定會反駁。」3第七集末了，二位作者認為彼此因為「誤解」而演

變近乎「筆戰」的對話，起因是玫怡在書寫中透露出對法國的生活適應困難、

對異國戀情的猶疑，妙如基於朋友的立場希望以自己的經驗給予建議，但是

玫怡對妙如的「解讀」不以為然，於是來來回回二人對自己的立場一再辯解、

說明……過程中也不乏把過去對對方的行事、想法沒有提出來的不同意見、

看法一併提出。 

玫怡在傳真中提到在法國生活的不順心，時時掙扎著要為了這份情感而

留在法國繼續適應差異極大的異國文化與生活，或是毅然處理掉這份感情回

台灣，妙如在回覆的傳真中單刀直入地寫道：「妳不快樂！」「拚著『自以為

是』的罵名我也要告訴妳『妳給我的』感覺……」「我會覺得，妳的不快樂

和法國無關，法國確實只是妳人生的修道場。人們雖然常說：不快樂到哪裡

都不快樂，固然是指快樂不必外求，可是不快樂也是（不必外求），……」

「寫著寫著，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該說什麼。我不想成為自以為是的嘮叨之

友，又不想對妳的情緒視而不見。」4玫怡立即回應道：「什麼！竟然說我不

快樂！妳自己才是站在邊緣搖搖欲墜！」「妳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不用在意

我的，但還是為了我的事情雙腳進退兩難，真難為妳了。」「雖沒有多麼快

樂，但也沒有多麼不好。也許就像月經來之前都一陣沮喪，說不出為什麼，

但不用在意。」5玫怡雖然表示接收到妙如對她關切的心意，但並未承認妙

如對她處境的解讀，是以對自己所敘述的內容加以澄清，同時對對方語意、

立場的過度解讀表達了某種程度的不贊同。 

但是接下來妙如卻仍然捍衛自己對玫怡的看法：「玫怡！！好啊！不打

不相識！來吧！讓我來打醒妳…的五金！不能打妳嘛……（插圖中的妙如將

玫怡的虛擬寵物狗「五金」打倒在地）」「是這樣的，我覺得你沒有真正 enjoy

                                                 
2
 見《交換日記》第三集，頁 152。 

3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70。 

4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43～247。 

5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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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生活……」於是提出對玫怡生活態度的建言，認為玫怡往往為了配合

別人而有些委曲求全，所以讓她因為不能順從個人的喜好而感到不快樂。在

這則傳真最後，妙如寫道：「人生很難，就算要『盡力』去做，還得看清方

向才行。我很抱歉對妳說了這些話，也許對、也許不對，也許站在你的立場，

妳有妳不同的視野。可是，這些都是在我們交換日記這個過程中，從我感覺

到妳不那麼快樂起，真正想要對妳說的。……自大也好，誤會也好，妳打回

來吧！我也想聽聽別人罵我，我也想看看自己究竟在別人眼中有些什麼毛

病！好去改進自己，我不想當完美的人，但我只想把人做得更好！……」6語

言／文字必定存在的「語言間隙」，往往使表述者對於所欲表達的與所表達

的形成某種無法消弭的距離，再加上接受者對語意接收時自行產生的詮釋─

─這些詮釋當然與個人的所有經驗、先驗概念有關，也就是接受美學所謂的

「期待視野」──在此妙如也同意是有「誤會」的可能性，但是字裡行間仍

透露出自己對玫怡的瞭解與深信自己看到了玫怡潛意識表現出來的某種個

性上的缺失。 

這樣的堅持又引發了玫怡下一波的「反擊」：「真難纏啊！……沒辦法！

我回來說個清楚。」「妳說的都沒錯，關於配合別人的方式，還有配合時候

的心態。我的確在很多時候勉強了自己。我真不知道要說什麼？我並沒有不

比妳不清楚自己的問題。」「如果我真的寫出了什麼自怨自艾的話，不過是

想針對自己的困境去整理我的內在，我讓我自己處在什麼狀態，透過『寫下

來』來認清楚、來抒解、來悟出自己的盲點。妳用妳父親過世的那一段體驗

修正妳自己曾經有過的偏差，而我也是老老實實地寫出自己生活上難以度過

的關卡呀！……」「當然，如果我在日記裡透露了什麼讓你直覺地猜疑，那

只是映證
7了妳的敏感，但並非是你想的那樣子。」「說『不』這件事很正確，

但不是告訴我的。」「我知道你心急要告訴我問題在哪裡，但……若是沒有

感情，不愛對方了，這個『不』字會說得容易點。」8玫怡舉出妙如對待愛

情與婚姻的方式與她不同為例，說自己無法像妙如一樣在離婚後的短時間內

又選擇再婚，「我只是想說，妳不能把妳很自由隨興的那一面去反證我就一

定一直無自覺地忍耐著委屈！」「妳就是有感受到我的問題才想打我一棒，

我知道妳的好意，也很感謝你拿赤裸裸的問題來問我，畢竟妳是真的為我想

才會那樣跟我說！也讓我有機會去解釋清楚。」9玫怡再三表示對好友的關

切的感激之情，也對自己的抉擇與態度作出「強勢」說明。在言語中，可以

感受到玫怡對妙如一再刺激性的語言、直指其個性弱點的方式有些微怏。 

當「理想讀者」不再「理想」時，就其積極面而言，提供了作者自我檢

視的契機，甚至可能獲得加以澄清的機會。雖然「作者已死」、作品具有獨

立性的觀念已被大眾所熟知，但是，如果作者有機會明確了解讀者誤解其作

                                                 
6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51～254。 

7
 應作「印證」從原文。 

8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55～258。 

9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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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陳述，背離了作者所提供的線索，作出過度的解釋，相信作者們是難以

甘於「死亡」的。經由妙如的反應，玫怡瞭解自己書寫中透露出許多負面、

消沈的情緒，雖然並非「詞溢乎情」，但過多單方面的情緒表露的確引起了

「讀者」某種出乎作者意外的解讀，玫怡直覺地解釋個人所欲表達的感情、

澄清所引起的誤解。 

但這也正是其消極面所在：作品以作者所欲呈現的單一方式呈現在讀者

面前。文本所提供的是「提示」或「指示」，而讀者所進行的，則是一種具

有「意向性」的意義詮釋。此過程中，必然產生讀者閱讀文本時對文本的可

能的共同經驗，與必然存在的詮釋差異。而也正是這種意義的「不確定性」，

與其中存在的「空白」，使得作品所面對的閱讀大眾，隱含了「多樣化的讀

者」10，一旦作者作了過多的解釋，讀者的參與角度便被某種更為堅固的形

式所框限。 

在對自己的情境做完解釋後，玫怡也應妙如所求地指出她的缺點：「而，

現在我知道要怎樣跟妳說妳的缺點了！以前妳一直要求我要告訴妳，我還真

沒想法！現在可以了。妳的缺點用一般的話來說，就是非常自以為是！也許

已經有人跟妳說過了，我提出來不見得特別有見地！」以往玫怡認為妙如很

有主見、很有膽識去表達個人意見的特質不錯，是個有生命力的人，「但，

我現在體會到妳的『狀態』（我不想說這是缺點，……）這樣說吧！當你的

意見與他人相左時，尤其是互動親密的人，你轉身一變就是意見上的女主

角，你讓大家在配合你，而妳不自知！」玫怡提起妙如與兩任丈夫相處的不

同，前夫的個性溫和，總是先認錯低頭，現任丈夫阿列得個性則較強烈，所

以夫妻二人便常有爭吵。「你一直要當意見上的女王，覺得自己做了什麼事

總是問心無愧、了無遺憾，但是，會不會是你自己在問心無愧了無遺憾而已

呢？其他的人都跟你一樣無愧無憾嗎？跟你體會一樣嗎？」玫怡又舉出一件

在法國寫作時邀請法國友人吃飯的事件。因為妙如當天情緒特別反覆，先是

忽略客人，自顧對著玫怡啜泣訴苦，飯後在停車場又要求大家並肩齊步，在

第三集妙如自己的書寫中有滿滿的感動，但是玫怡確認為完全無法感受，「當

妳要變成女主角的時候，大家都要配合妳，當妳下場時，大家都不可以打攪

妳，因為妳是女主角。你可以孤僻、可以任性，因為那是女主角的真我！而

別人都是在當配角，配合妳來演妳的戲碼！」玫怡再提出妙如與阿列得爭吵

的事件說明，其實只要妙如對阿列得適當的解釋、交代，就可以避免夫妻的

口角。「我本來並沒有想用任何角度去看妳處理事情的方法……我行我素有

其瀟灑，但，不我行我素並不代表沒有從中得到豁達！」「我們常常在書裡

寫著體會到什麼，又成長了什麼，有時候再度犯著錯誤……我們敢說自己真

的破除了什麼迷障嗎？你不也一直在重複個性上的錯誤！」11
 

                                                 
10

 見 王璦玲 著，〈「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論《桃花扇》評本中批評語境之提示性與詮釋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六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 3月，頁 165。 
11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5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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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玫怡所舉出的事件與對事件的陳述中可以發現，對於妙如在事件發生

當時的處置或態度，玫怡並不是完全贊同、理解的，而妙如對玫怡負面情緒

的察覺也蘊積許久，二人都不便於當下直接否定、直指其非。可以推斷，當

作者／讀者判斷對方可能不會喜歡某種應對、意見時，便會避開或放棄某種

意見，也就是說作者／讀者在書寫前已經將「讀者反應」考量在內。 

後續的三篇傳真，妙如對玫怡所指出的個人缺點、處事方式，她又作了

部分的否定與澄清；玫怡則是對自己批判妙如的言語致歉，同時對妙如指出

的個人問題處於沮喪狀態。大致上說來，二位作者都充分表示出對對方關切

與尊重的態度，同時也一再表示對對方的「指控」能誠懇接受。這個「紙上

論戰」的事件可以說是由妙如先舉戰旗，歷經三個回合，共計七篇傳真，從

2003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5 日，長達四十頁，過程中除了指出對方的問題

也回顧了彼此過去事件的對話／書寫。 

從這些對話／書寫中，可以看到二位作者如果預期對方不接受某種回

應，便會選擇「規避」，以維繫對話／友誼的存續；當個人的認知被對方「否

定」時，則會出現「捍衛」的態度試圖解釋或說服對方，在彼此往返的對話

中，二人的期待視野明顯地出現衝突、交融等不同的改變。同時在作者與讀

者的「對話」與「論辯」多方的互動，而產生了「交互主體性」的新視角，

可以說是作者、讀者、批評者之多元視角融合的產物。 

不同於一般的作品，在《交換日記》這文本中，作者可以直捷得知「讀

者」的反應，有與對方作澄清、解釋或對辯的機會。在相互辯證的過程中，

首先讀者可以更清楚瞭解作者的主觀期待；其次作者對自己的語言也一再地

咀嚼與反思；同時在嘗試說明的過程中，也必定先得對自己語言所造成的不

同聯想作瞭解。作者同時是觀賞者、批評者，對創作不僅「主觀地」創作同

時亦以一種「客觀化」的方式企圖呈現它的某種構思。二位作者不僅是相互

的讀者，同時也是自己語言的批評者，創作時具有高度的「批評意識」與「讀

者／觀眾意識」，於是，作者與讀者的界線便形成模糊的重疊。 

 

 

第二節 第二類接觸──讀者的接受反應 

     

《交換日記》的網站上，多次出現讀者迫不及待地探問下一集何時上市

的留言，《交換日記》的引人之處除了第三章就文本文字與插圖二者與此二

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進行分析外，對於讀者的殷切期待可以發覺，讀者才是文

本不斷產生的動力，相關消費文化／文化消費等問題將於下一章討論，本節

將就讀者在閱讀文本中的涉入狀況作一討論。 

 

一、「窺視」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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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社會、科技的改變與進步，「窺視」成了一種「流行風尚」，

從對名人生活隱私的好奇，到私人網路的入侵；從平面八卦雜誌報導，到電

視現場談話性的節目，可見所涉範圍的擴大與問題的深入。 

以往，名人傳記、回憶錄等作品雖然也記載了被注視對象的種種，但是

這類作品往往標榜被注視對象人生經驗「成功的歷程」，或者「失敗的教訓」，

作品中的嚴肅標的似乎在現今震撼、斷裂、拼貼與削平深度的後現代社會生

活中，無法滿足人們欣快的刺激感。為了提供空虛心靈的刺激，窺探他人私

密的生活、感情與觀念成了大眾流行風尚。 

在《交換日記》的宣傳上，投大眾所好地標榜「正大光明地『偷窺』作

者的私生活。」然而，其中有幾個問題有待釐清：「偷窺」的意義為何？在

作者主導／創作的作品中，讀者「偷窺」的可是「真實」的面向？  

首先要探討的是，「偷窺」的意義為何？在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的學說中，

「偷窺癖」是性心理異常的一種，偷窺者藉由偷窺行為與性幻想而獲得心理

上的滿足，當然此說與流行風尚及文本宣傳中的「偷窺」之意相去甚遠。但

是，從心理學中引申出的一種權力論述是頗耐人尋味的：因為偷窺者所處的

位置是不被窺視對象察覺的，所以有一種自我膨脹的滿足感。心理醫師楊幹

雄在接受雜誌訪談中表示：「每個人都有偷窺、偷聽的慾望……是在處理壓

力有問題的情況下才會做出偏差行為」12所以，時下的「偷窺」行徑，是因

好奇心的驅使，再加上窺視者不需與窺視對象進行直接交流，使人們得以安

全地置身事外，閱聽者對於事件瞭解握有控制的權力感，使人們沈醉於窺視

之中。 

一般而言，窺視進行時被窺視對象是未察覺的，所以，人們往往認為窺

視所見有「較真實」的成分，這正是「狗仔隊」所拍攝照片往往可以成為宣

傳、賣點的原因。然而，當被注視對象瞭解到自己正被注視時，「窺視」所

見的真實性還有多少？在第七集〈致讀者〉中，作者張妙如寫道： 

 

這一次的交換日記在最後，我和玫怡有了一些爭吵，經過溝通決

定拿掉一些爭吵的頁數。而事實上，我們在交換日記吵完後，私

下的email也繼續了幾天的溝通，最後總算有了一些共識，也化

解了誤會。在這裡，我只想交代一下，我們沒事了，請大家不必

擔心。13
 

 

作者所呈現的不論是自己生活的樣貌，或是內心的想法，是經過篩檢的

內容──不論出於有意識或無意識。所以在此所謂隱私的公開／窺視，是出

版商針對讀者的慾望所提出的誘導，並非一般不經當事人同意的偷窺行為。

                                                 
12

 見〈精神科醫師解析「偷窺」，無法處理壓力是關鍵〉，《新新聞週刊》437期，頁 48～49。 
13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82。 



 90

於是，這裡又引申出一個問題：作者的自我揭露，將在後文中論述。 

過去街坊鄰人的三姑六婆，到當前傳播媒體的大幅渲染，人們對於他者

的好奇心一直被撩撥，一般「八卦」、「偷窺」的內容，大約不離人們情感、

婚姻、家庭生活等私密的問題，就某方面而言，《交換日記》的確也提供了

這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在本論文第三章已經作了整理。然而，個人私密的

問題為何願意公諸於眾？藉由提出個人經驗，作者們意圖換取些什麼？下文

就針對此現象作分析。 

    

二、「交換」閱讀 

 

在《交換日記》這文本中，往返「交換」的除了二位作者彼此生活內容

的書寫外，還存在文本以商業出版品與一般購買讀者的「交換」，這問題將

留待第六章進一步討論。除了有形的商品／金錢交換，我們在此先對其中所

存在觀念、文化符碼的交換作瞭解。 

二位作者的書寫交換，就形式上看來，即二位作者創作之初的觀點：寫

下生活的點滴傳真給對方，輪流書寫、交換閱讀。然而在書寫傳真交換的過

程中，彼此成為對方的讀者，觀念、經驗也同時傳輸給對方，視野因而不斷

融合，藉由提出／交換／分享，二位作者便不斷在舊經驗與新經驗中衝突、

調適，進而擴大個人的視野與增進生命的深度、廣度。這是就二位創作者彼

此之間而言，至於一般讀者，也有相同的效果。 

當代接受美學及讀者反應理論兩者的貢獻，除了提升讀者在文學史的重

要性外，其實它們也在要求讀者必須不斷擴展自己的美學視野，成為一個在

閱讀中不斷發現自己所缺或尚未自覺之視野的成長型（反思性）讀者，
14
從

《交換日記》網站上的讀者留言中，不難發現這樣的反思成長： 

 

主題：交換日記十已現身書局 

發表人：星子   2006-07-04 13:06 

內容：交換日記十出版了！ 

每次在書店裡和交換日記新書不期而遇時，那種期待又興奮的感

覺總是令人難忘。兩位作者每次總能在書中找到新的焦點，可見

人生確實是不斷向前邁進的歷程。自從玫怡升格當媽之後，兩人

的話題自然脫離不了育兒經，M&M 並非講述育兒步驟一二三，而

是更深層去探討養育下一代的態度。不論有沒有育兒經驗，大家

可以邊讀邊思考。 

 

主題：謝謝陪伴﹗ 

                                                 
14

 見 楊芳瑜 撰，林秀玲教授 指導，《書寫與閱讀的焦慮──李昂小說中的女／性主題意識建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論，95年 7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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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GUEST    2006-01-20 08:56 

內容：我是馬來西亞的讀者。。。 

^-^只想感謝<<交>>一路來的陪伴﹗ 

以往﹐讀<<交>>只是一種成長﹐一種感動﹐一種生活體悟。。。﹔

但﹐<<交 9>>給我個人的意義特別大 --- 它陪伴我渡過剛動過手

術﹐在家養病的漫長﹑難熬的日子呢﹗ 

新一年對我的人生變化很大﹐ 才剛在韓國渡過新年回國﹐ 就立

刻入院動手術了﹗。。。其實﹐一早知道須動手術﹐只想實現在

韓國看雪的心願﹐才延遲。 

所以﹐心情其實蠻失落的﹐韓國的回憶都隨手術後變得模糊。。。﹔

而讀<<交 9>>這段期間﹐心情漸漸被拉回來了﹗ 

<<交>>並沒有變老﹔而是帶著大家不斷在成長。。。我學會了用

心體會生活﹐即使是痛苦的和病魔抗戰的這段期間﹐我也學著好

好去體會﹑去珍惜每一天一睜開眼﹐還可以迎接新一天的美好﹗ 

。。。悶了吧﹖﹗不好意思﹐只想表達感謝﹐而且﹐在家養病的

現在好悶呢﹗﹕(我會一直支持<<交>>﹗(天啊﹗<<交>>不斷讓

我發笑﹐傷口好疼呢﹗﹗﹗)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交換日記》大約是以一年一本的進度陸續出版，第九集出版後玫怡在

網站上留言說很多人向她表示，《交換日記》是會讓人感到變老的書，頗有

感觸地驚覺歲月的流逝，九個年頭使人頓感年華老去，不少網友紛紛同感驚

嘆，也有網友表達了不同的觀點： 

 

發表人：凱西  2005-12-08 02:45 

內容：不是變老哦! 

我覺得是變的更成熟 

很多的想法,有了不同的見解 

感覺好像人生就是這樣不斷的成長 

我看到了人生的變化 

是一種感動. ^_^ 

 

發表人：小雅 2005-12-20 23:44 

內容：我想不是變老吧，是一種歲月的累積，就如同我們看著小

時的照片，也會感嘆流逝的歲月，這就是成長必經，每當看著 m&m

的交換日記，感受她們生活，也想到自己曾發生的事，就這樣，

看完後才驚覺，原來一年過的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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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詩詩 2006-01-06 00:01 

內容：我每回拿到新的交換 就會把舊的拿出來翻一翻 找回當初

的感動也順便回想那階段的我 

老 這字可能太嚴重 而是 我們都長大了 

看著交九 有許許多多的感動 好喜歡好喜歡這一本 真的! 

而我藉由妳們的書認識到幾位超級好朋友 也跟著妳們成長 謝

謝交換 謝謝玫怡與妙 

 

在這些表述中，讀者們清楚地瞭解個人在閱讀的過程中從他人／作者的

經驗使自己獲得提升，當然讀者能對文本產生瞭解、感動必定動員了個人以

往的生命體認，加注了對社會的經驗，甚至對作者的認識。讀者反應理論強

調讀者主動性的基礎觀念在於，文本的意義不是被描述的客體，而是一種體

驗之後的結果。讀者在文本間追尋意義，而這個追尋的過程則是受到個體當

下環境規範、既有經驗、以及各種社會團體等綜合因素所影響。文本的完成

不是在作者的描述之後，而是在讀者個人意義追尋、經驗融合、視野提升之

後。 

在前文中提到作者自我揭露的問題，就《交換日記》十一集的內容綜觀

看來，兩位作者在前幾集所書寫的內容是比較普遍性的，對深入的個人情感

等的透露是比較少的，或許是作者漸漸「成熟」了，「自我肯定」了所以可

以較為坦率地揭露個人的深層感受，但也不無可能是受到外在社會環境的影

響所致。接受美學中所謂的「視野融合」，認為只有讀者的期待視野和文學

文本相融合時，才談得上理解接受；而讀者的期待視野因時而異，故討論作

品的接受就不能牽涉到時世變遷。 

以目前電視節目中大量出現的訪談性節目看來，即使不屬政論性的綜藝

性訪談節目，也紛紛追逐「時事」，所謂「話題人物」、「新聞人物」都極具

「收視效果」。就節目的製作而言，這些節目的賣點是經由當事人「現身說

法」，滿足觀眾對事件的「深入瞭解」，使觀眾掌握某種「偷窺」的權力感。

然而，如果僅是單方面的陳述，事件的「真實性」就應該被理智的閱聽者所

保留（這還是以當事人「真誠」敘述為前提而言）。就當事者上訪談節目的

目的而言，恐怕會存在許多複雜動機的可能性：提高知名度、增加曝光率、

以及商業手段，更現實地說，是用個人的「隱私」換取報酬罷了。這樣的「交

換」應當也部分存在於《交換日記》文本之中。 

 

三、作者與讀者的互動 

 

在前文中提及，《交換日記》中出現一種不同於一般文本的與讀者的互

動，就《交換日記》本文中的敘述來看，作者常常在語言中對讀者直接對話，

這對話並非只是在書本前後的「致讀者」而已，而是在行文中或是以插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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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外飛來一筆地與想像中的讀者直接對談。其次，因為某種關連而集結成

社的普遍性，諸如對公眾人物的「粉絲」後援會、對寵物或某種專門興趣的

社團，乃至如《交換日記》一般，肇因於現代電腦網路的便利而形成的「家

族」。這樣的社群關係互動除了網站相互的連結外，更促成了雜誌型態《交

換日記 Family m&m mook》的出版。 

在《交換日記 Family m&m mook》第一集玫怡的〈開場白〉中，她提

到這份刊物是「以照片報導自己的部分生活，算是彩色版立體畫的交換系

列。」15在這份刊物中她們除了自己的生活報導外，更廣邀許多不同背景、

各種因緣的朋友一起創作，從《交換日記 Family m&m mook》中可以更為

清楚地看出兩位作者對於與讀者互動參與的企圖與積極性，這兩位女性作者

是多麼希望能與讀者更為貼近。其中有一篇題為〈飄流卡片〉的片段，兩位

《交換日記》的讀者／家族成員分別做了給兩位作者的卡片，但其中一位卻

陰錯陽差地無法及時趕到聚會的會場，致使許多讀者沒能在給妙如的卡片上

簽名留言，另一位製作卡片的「卡內隊長」便號召眾人展開「卡片接力」，

將這張卡片逐一簽名後郵寄給下一位。從 2002年 9 月 14 日讀者聚會開始，

到 2004年 1 月 25 日寄達妙如手中為止，這張卡片「飄流」過全台各地，甚

至遠達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加拿大及美國兩個州，直到第二集《交換

日記 Family m&m mook》才看到卡片「全貌」，它也從原始的一大張「普通

卡片」膨脹為四本「書」的體積，除了照片、留言、塗鴉甚至還附有地圖、

CD！在第十一集中，妙如還提到她們與讀者幾乎成了朋友，一位名為 Amos

的讀者從台灣到了美國讀書、工作，然後再透過另一位在加拿大的讀友「詩

詩」與妙如聯繫上，相約在西雅圖會面，妙如頗有感處的說：「光是這些交

換日記衍生出來的朋友，恐怕世界各國也都找得到認識的人吧！」
16
 

不論就作者或讀者看來，如此貼近的互動在過去創作的模式中是不容易

見到的，由《交換日記 Family m&m mook》雙方的互動中，更容易瞭解在

各集的《交換日記》裡頻頻出現非作者的「插撥」，或者兩位作者對一般讀

者直接對話的書寫形式的成因。因為與這些讀者的真實接觸，不論是網站上

的即時對話或是在見面會上的相處，相信都促使作者在創作時將這些讀者放

入對話／書寫的想像中，也把這些讀者的期望、反應一併納入考量中。 

當然，所有的互動回饋並不是「盡如人意」的，妙如在第九集中提到一

個小插曲，一位忠實讀者在網站留言板上建議妙如對「拿了夏威夷黑沙」的

事件道歉或取下、修改內容，引起玫怡的不愉快。另外有一位讀者在出版

《M&M MOOK 2》時在網站上留言表示有「受騙感」，認為《M&M MOOK 

2》的內容都是網路上刊出過的內容。17妙如對這兩個事見都堅持自己的立

                                                 
15

 見 徐玫怡、張妙如 等著，《m&m Mook （1）來我家》，大塊文化，2003年 4月初版，頁 3。 
16

 見《交換日記》第十一集，頁 255。 
17

 見《交換日記》第九集，頁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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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也不否認自己有些「反應過度」，承認自己在據理力爭時，態度上過於

急切，忽略了讀者的感受。同時她自省地認為這是她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個

性，相信因此使身邊的讀者、朋友、親人不舒服而對大家致歉。 

就這些事件中可以清楚看出讀者的反應如何影響作者的書寫，因為讀者

的支持，友善的回應，甚至如朋友般的相處，所以作者在進行書寫時，除了

與另一位作者進行對話，也將一般讀者置於「旁聽」者的位置，不時將對話

焦點從另一位作者移到一般讀者身上。也可以看見當讀者的見解與作者相左

時，作者不加諱言地表態。這些互動得以如此明顯地呈現，基因於這文本特

殊的書寫形式，創作的方式與作者有意圖的親近讀者，同時，這些可能更與

當代的社會變遷、價值觀念、人際往來、科技便捷等有相當的關係。 

 

 

讀者角色從以往的被動、接受地位，到如今的主動、參與、詮釋創作的

位置，除了文學批評的焦點轉移外，對所有形式的初始創作而言莫不深受影

響，這樣的變遷打破了固有的創作／閱讀／評論的僵局，使文學從靜態的呈

現進入了動態的交流。文本與讀者的歷時性與共時性，使文本的解讀與接受

成為可能；文本中的潛在意義與意義空白使讀者的參與成為主角；期待視野

與視野融合使文學價值不再以創作完成的當下，就作者單方面評估……正因

為讀者的角色逐漸提升與創作等觀，雙方互動交流的過程成為文學評論關心

的新焦點，所以過去只要求好的作者與作品，現代讀者則應自覺如何成為一

個好的、積極的讀者，不枉在文學評論中居此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