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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們旅行的原因是非常多元，有學者依據旅行動機而提出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其中旅行的推力是指旅行者自發的，如好奇心、探索世界或脫離目前生

活狀況等，旅遊拉力則指旅遊地點是否有吸引力、景色、設備、安全、交通、住

宿品質、價格等
1
。旅遊原因目的包羅萬象，衍生中西方的眾多旅遊文學作品。

旅遊文學在西方自十八世紀以來早成為一種通俗的敘事文類，而近年來台灣因社

會富庶及大眾媒體與旅遊業者的大力宣傳下，旅遊文學已逐漸受到更多的重視。

就形式而言，旅行書寫可以說是一種最自由的形式，它可以跨越詩、散文、小說

等各種傳統文類的固定疆界，它可以包含抒情、議論、敘事、書信與想像等。 

崛起於八○年代的張曼娟以小說《海水正藍》敲響名號後，就榮登多年暢銷作家

之列，作品類型包含小說、散文、藏書卷、雜文、有聲書、童書等，在豐富且多

元的創作中，展現其個人獨特的風格。其中尤以感性為主的抒情散文，最能觸動

人心、引起讀者共鳴，且獲得讀者的喜愛。本論文擬聚焦於張曼娟的旅行文學，

以張曼娟《天一亮就出發》、《時間的旅人》等旅行著作為主，進行文本的歸納

分析，探討旅行時與他者的交會以及異地行腳的觀察，呈現新世代女遊作家旅行

書寫的意義，討論重點將放在張曼娟旅行書寫特質所代表的意涵上，進而呈現其

旅行書寫的特色與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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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文學 9《旅行文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 125-126。 

                                                 



一 前言 

 

    隨著時代的進步，「旅行書寫」從單純的旅遊介紹，拓展範圍到旅遊者的心

靈的反思及抒發，至今日已成為「旅行文學」。經由異鄉的景物，進而沉澱旅遊

者的省思，周憲在〈旅行者的眼光－從近代遊記文學看現代性體驗的形成〉一文

曾說：旅行是一種遭遇，一種他者眼光與陌生現實的遭遇。於是，旅行尌是越出

本地本土的囿限去看外部世界，而旅行文學不過是對這種看的記錄。然而，它又

不同於攝影和錄像式的記錄，旅行文學是用文字記錄自己的所見所聞，而且又向

讀者敞開了旅行家對所見所聞的內弖體驗。對於旅行文學家來說，他不但以文字

記錄了所見，而且在文字中體驗了自己的記錄。對於讀者來說，亦復如此。
2
  

因此旅行文學不僅紀錄旅行者的旅遊經驗，也記錄了臺灣旅行樣貌的變化。 

 

在全球化腳步加劇，國內外資訊發達的今日，旅遊成為全民運動，並形成一

股旅行書寫熱潮。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詹弘志認為它的方向內涵已有轉變：「屬

於冒險犯難的探險家時代大致上是結束了，但屬於深思內省的旅行文學家時代卻

還生機盎然，方興而未艾。」
3
其實旅遊文學在西方自十八世紀以來早成為一種

通俗的敘事文類，而近年來台灣因社會富庶及大眾媒體與旅遊業者的大力宣傳

下，旅遊文學已逐漸受到更多的重視。就形式而言，旅行書寫可以說是一種最自

由的形式，它可以跨越詩、散文、小說等各種傳統文類的固定疆界，它可以包含

抒情、議論、敘事、書信與想像等。 

 

台灣女性的旅行書寫發展從報導式的筆法，逐漸將重心轉向自身，回歸自

我，作反思及觀照。台灣當代女作家中，張曼娟在台灣、美國、香港以及東南亞

各地華人地區極具知名度，她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中華文學散文獎」和「中興文藝獎章」，她的第一部小說《海水正藍》自1985

年出版，二十年間已經累積超過五十萬本以上的驚人銷售成績，她的另一本散文

集《緣起不滅》，亦曾連續74週位居民生報排行榜第一名，她亦曾被選為星洲日

報讀者票選2010年十大最受歡迎國外作家。這些紀錄都非常難能可貴，迄今張曼

娟仍持續不輟創作，創作類型豐富，包含小說、散文、藏書卷、雜文、有聲書、

童書等。 

     

    這些年，張曼娟的旅遊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歐洲如英、法、義等國，亞洲如

日本、泰國、大陸等地；結伴而行的常是父母、情人、朋友等，文中或是感念親

情、惆悵逝去的愛情及美味的饗宴回憶。在她的文字中，張齡之認為「張曼娟擅

2周憲，〈旅行者的眼光－從近代遊記文學看現代性體驗的形成〉，劉昭明主編，《旅行與文藝國際

會論文集》（台北：書林，2001），頁 405。 
3 詹弘志，〈旅行文學的兩個時代〉，http://www.ylib.com/travel/notes/oneview000725.htm。 

                                                 



長以優美清新的文字，表達對於親情、愛情以及生活周遭事物得細膩感情。」4
這

些特質亦表現在她的旅行作品，因為旅遊文學的文字書寫常以散文方式書寫，書

寫世間生活、人情百態，靠貼近一般大眾得生活，故較為一般人所接受。近年來

張曼娟創作的旅遊文學作品如下； 

 

 

 書名 內容大要 出版社 出版年月 備註 

一 天一亮，就

出發 

 

共有二十

一篇文

章，害有照

篇相佐，其

中有四篇

「瞬間快

門」，張曼

娟指出這

本書不是

一本旅遊

指南，而是

一本抒情

散文。 

 

皇冠文化

出版社 

2007年3月 這是張曼

娟的第一

本旅遊散

文集 

二 時間的旅

人 

共有二十

二篇文

章，亦有照

片相佐。 

皇冠文化

出版社 

2014年4月  

 

 

二 美景、美食的抒情交融 

 

    鄭明娳曾對「遊記」定義道：遊記是以記遊寫景為主要內容的散文類型。它

通常是作者遊歷陌生地域的主觀記述，有明顯的敘事秩序，而且作者脫離了日常

生活固有的生存空間，屬於一種特殊文體，它的篇幅可寬可窄。
5
 印證張曼娟在

《緣起不滅》說「起飛之後，返顧大地，再沒有公平與不公平；圓滿或不圓滿，

只有令人感動的好山好水好風景。」
6
在她作品中書寫旅行各地的心情與紀錄，

4 張齡之〈張曼娟散文賞析〉《清雲教學卓越期刊》，頁 112，2009 年 7 月。 
5 鄭明娳，《當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1987），頁 220。 
6 張曼娟，《緣起不滅》，頁 9。 

                                                 



更在旅途的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旅行的意義。她說「我的生活單純，因此需要

旅行來增加對世界的認識。」
7
陳寶如也認為「許多女旅遊作家在作品中反映了

旅行的重要性。動身遠行，不僅僅只是跨越傳統的象徵，還是一個夢想的實踐。
8
」 

     

    中文系出身的她，古典文學成為她寫作的根源，作品卻不會讓人有晦澀難讀

之感，她將豐富的古典文學轉化為新的風采，以淺白易懂的文字書寫，引發讀者

的共鳴。她的旅遊書寫，將文學融入生活重新包裝，辭句優美文字清麗、感情細

膩，表現一種獨特的尤雅秀麗、溫婉細緻的文字敘述。
9
例如從觀賞日本的櫻花

雪美景，聯想串連中國古代君王李煜的詞句「拂了一身還滿」、香港看到一個交

通指示牌的文字「潮水式行車」，立刻闡釋到「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的

中國古典詩句，她的作品中常不著痕跡將古典文學融入日常生活敘述，為其旅遊

書寫增添獨特的個人韻味。 

 

那時已是落櫻時節，一陣風過，小巧輕盈如指甲片的花瓣變細雪般的翩然

飛舞，引起陣陣歡呼。我忍不住伸手去觸摸，啊，是溫軟柔軟的櫻花雪啊。

我站立片刻，肩膀髮際便留下一片片落瓣。「拂了一身還滿」，李後主身上

的是落梅不是落櫻，但他是否也像我這樣，有點小小的苦惱和疼惜，該把

這些情意纏綿的落花怎麼辦呢?10 

 

因此，從港島到九龍，看過幾處地方，最後訂下了維多利亞港邊，有露臺

的煙花海景，成為我短暫的居所。香港人將煙火叫做煙花，煙花易冷，淒

絕美絕。11 

有一天，上班的路途中，我看見一個交通指示牌，上面寫著：「獅子山隧

道潮水式行車」。行車如何能夠「潮水式」?我的好奇與興奮高漲，迫不及

待的貼上臉書，……所謂潮水式行車，就是依照不同的時段作出流量管

制，好像潮水一樣，依照時段而有漲潮退潮。12 

我立刻聯想到「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這樣的詩句，潮起潮落皆有 

固定的時間，正像是信守著某種承諾。13 

       
濟南城裡依然是家家泉水，一條條溪流就這樣的環護著戶戶人家。泉水很

澄淨，汨汨細流從水底湧出，就像是魚吐泡沫似的，養活了許多綠陰陰的

水草。水草如美人魚的長髮，纏綿著，水畔有洗衣的婦人，，一邊勞動著

7 方宗廉〈張曼娟放空心情—讓異國風情衝擊心靈〉，(臺北:《卓越雜誌》，2004 年 1 月)195 期，  

  頁 162。 
8 陳寶如，《相遇與對話—台灣現代旅行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頁 195。 
9 張齡之〈張曼娟散文賞析〉《清雲教學卓越期刊》，頁 114，2009 年 7 月。 
10 張曼娟，《時間的旅人》，頁 9。 
11 同註 6，頁 205。 
12 同註 6，頁 197。 
13 同註 6，頁 198。 

                                                 



一邊聊著天。泉水流啊流成一片大池子，男人們甩起釣竿，靜靜垂釣，夕

陽緩緩墜落。在這裡，時間一點也不矜貴，像是定格了，舒緩從容。14 
 
 
    《老殘遊記》作者劉鶚描繪山東濟南風景，引用亁隆年間江西才子劉鳳誥形

容濟南風光的對聯「三面荷花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在張曼娟眼中濟南是

「泉水很澄淨，汨汨細流從水底湧出，就像是魚吐泡沫似的，養活了許多綠陰陰

的水草。水草如美人魚的長髮，纏綿著，」以生動的譬喻，使景象頓時鮮活起來。

張齡之認為她「以現實生活中的見聞感思為基礎，融合古典文學詩詞的寫作技

巧，藉由親身經歷為媒材，總是能使人閱讀後產生同理的心思或情懷。」
15
張曼

娟的景物書寫與席慕蓉在擔任第二屆華航旅行文學獎評審時提出「旅行文學介乎

旅行和文學之間，應當追求盡量完整地體現旅遊生活與較新鮮的想法、感動，不

單是宣傳式的導讀手冊或自身哲學式的反省與弖境鋪陳。」都著重於旅行見聞和

心靈的描述 

 

 

感情/空間移動 

 

   「旅行跨出固定的空間，開啟面對世界的窗口，旅人不只向外觀看風景，也

回望內心，由他者眼中重新認識自我。空間移動帶來的異文化的激發，轉化成文

學靈感的沃壤。」
16
張曼娟亦自述「曾經以為旅行是一場空間的移動時間，漸漸

的我明白，旅行也好，人生也好，其實都是時間的移動，我們只是時間的旅人，

聽憑時間的意志穿越。」17旅行的過程中，在今昔不同時空的對比，張曼娟書寫

對親情及愛情有不同的體悟，她自邁入中年之後，人生觀似乎更為豁達了。 

 

父親背著最重的背包，走在最前面，他的外套和背包都被強風高高揚起， 

隨時可能飛起來的樣子。毫不遲疑，專注堅定地往前走，我忽然有些震動。

他那充滿挫折與坎坷的人生，也就是用這樣的力量，一路往前走吧。而我

卻要在異國的風裡，隔著遠遠的距離，才能看見他的人生步伐。18 
 

十幾年前，曾經懷抱著浪漫與幸福的想像，到東京趕赴櫻花的盛宴。那時 

的我，留著一頭長髮，戴一頂紅色的窄簷絨帽，與情人穿梭在陌生的月台， 

緊張又興奮的，擠進上野公園裡，沒有所謂的「櫻花實況追蹤」，有無法 

14 同註 6，頁 028。 
15 張齡之〈張曼娟散文賞析〉《清雲教學卓越期刊》，頁 114，2009 年 7 月。 
16 林韻文〈望向世界的出口：論鍾文音《永遠的橄欖樹》的旅行書寫〉《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

頁 129，2005 年 2 月。 
17 同註 6，頁 010。 
18 張曼娟，《天一亮，就出發》，頁 026。 

                                                 



向人探問，只在心裡想，如果可以看見盛開的櫻花，就表示我真的能夠得 

到長長久久的幸福。……那是頭一次，看見那麼多那麼多的櫻花，開到極 

致， 枝幹像是不堪負重似的被壓低了。真正是開滿的盛況啊，我的櫻花， 

我的愛情與幸福。 

只是我忘記了，開滿之後的櫻花，便只能紛紛飄墜了啊。我的愛情與幸福，

也是一樣。19 

 
    她雖然懷舊，然隨著年齡的增長，張曼娟的創作因為人生閱歷的增長，愈加

成熟。在異國日本富良野車站，張曼娟在異國的風裡，隔著遠遠的距離，才能看

見、體悟父親的人生歷程。同樣日本櫻花的開落也見證曾經愛情的來去。張曼娟

以空間的移動方式，凸顯感情的轉變與心境轉折之感，這也是她的旅行書寫獨特

魅力。經過對人物的追懷感念，建立自我認同，異鄉異地人物的交會省思自己的

過往；從景物的觀賞聯想，進而發現自身的轉變，觀照自我的信念及思考深層內

在生命的意義。在旅行的經驗中，也豐富了自己的生命。  

 

 

美食/感官的饗宴 

 

    張曼娟行旅各地，自是有機會品嘗各地的美食佳餚，從飲食經驗書寫，生動

細緻描繪食物的色香味，運用感官的視覺、味覺、嗅覺等，勾勒出感官的宴饗，

食物的美味躍然紙上，體驗的過程，用飲食建構出獨特難忘的回憶。如食譜般記

錄日本幼雞的烹調方式，依勢的白飯、炸蝦的美味，令人不禁垂涎三尺。 

 
店裡的漢字寫的不是一隻雞，而是「一匹雞」，這是日語的用法吧。坐在

火爐邊，看著鍋裡的這一匹幼雞在蔥段與蔥末中墩煮，在加入馬鈴薯厚

片、韓國年糕，覺得好溫暖、好安心。雞肉很嫩，年糕彈牙，馬鈴薯鬆軟，

拉麵柔滑，加上自助式的泡菜在鍋中一起翻滾，沾著店裡特製的醬料，真

是簡單而令人激賞的美味。20 

 
依勢產米，白飯一顆顆晶瑩剔透，浸著醬油，那樣潤滑可口。鋪再飯上的

兩隻肥碩炸蝦，裹皮酥脆，蝦肉鮮甜彈牙，吃到一半就覺得惆悵了，今後

很難吃到這樣的美味，不就只能懷念了?21 

 

 

    除了亞洲美食，歐洲色彩繽紛的海鮮飯，香港的油亮肥胖鴨子，張曼娟認為

19 同註 6，頁 057。 
20 同註 6，頁 135。 
21 同註 6，頁 150。 

                                                 



美食對於真是對疲憊旅行人最溫存的款待了。 

 

吃完雞肉飯，海鮮飯也大功告成，白蝦、花枝、孔雀蛤，配上生鮮番茄丁，

將起鍋時撒上翠綠豌豆，還沒入口，已經被色彩收服了。22 

 
最吸引人的永遠是港式燒臘店玻璃櫥窗中懸掛起來的烤鴨，一隻隻肥胖樂

天的鴨子，油亮油亮，老外擎起相機拍個不停。我走進最喜愛的「海外天」，

先來一盤三拼，再來一碟芥藍，跑堂的招呼熱切卻不黏膩，招他續個熱水，

他連茶葉都換了新，已經吃得心滿意足，竟還有誠意十足的水果與甜湯。

舀起紅豆、綠豆與薏仁燉到將化未化的甜點，真是對疲憊行人最溫存的款

待了。23 

 

 

   西班牙的賽維亞的美食宴饗，作者以豐富的想像力勾起歷史的懷想。 

 

那一餐，我們點了燉牛尾、燉牛肉與賽亞式燒雞，都是值得推薦的好口味。

牛尾的軟糯與筋肉間的清香，恰到好處。憑著直覺，我還點了安達魯西亞

湯，湯來了，侍者端著一只鍋前來，將乳白色的湯緩緩注入盤裡，香味噴

撲而起，我就忍不住的微笑了。用腿骨燉煮出的湯汁，放入三種以上的火

腿丁，幾片麵包浮在湯上，翠綠得香菜激起香醇口感。忽然覺得好像回到

了家，旅行者總是渴想一碗湯嗎?旅館的燈點亮了，忽然顯得古老，從狹

巷往上看，安達西亞的夜空綴滿星星。 

就是這樣一盤菜，一幢樓，一條巷與一片夜空，孕育了唐璜吧。那麼，這

一夜將會在詩人心中栽下怎樣的字句?
24 

 
    胡錦媛認為旅行因此形成圓形結構，旅行的回歸點即出發點，兩者既重複，

又在重複中產生差異，旅行者帶著差異返鄉。
25
因此食物的品嚐經驗在異鄉異地

的襯托下，顯示作者的慧眼與遣詞用句的生動玲靈活，展示與家鄉食物的差異，

突出異鄉美食的美好，使讀者欣然神往。 

 

三 結語 

 

    鹿憶鹿指出「旅行文學非蜻蜓點水式的『獵奇、表象、俗定』的膚淺文本，

他應該是來自創作者個人旅行的現場參與體驗，有其人文的深度與廣度，開拓我

22 同註 6，頁 116。 
23 同註 6，頁 116-117。 
24 同註 14，頁 136-137。 
25 胡錦媛，《台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台北:二魚文化公司，2013)，頁 10。 

                                                 



們的視野。」
26
和羅智成在〈好的旅行，以及好的文學〉一文指出：「旅行文學

的內容應該是來自創作者個人旅行的體驗。」
27
因為是從自身經驗出發，更能讓

自己的經驗成為文學的創作，至於散文的創作形式，含括架構組織、句式安排、

節奏呈現與修辭運用等，也獨具特色。驗證張曼娟的旅行文學，以親身的體驗，

不是旅遊介紹，而是經過審美眼光篩選過的創作，展現一種獨特的優雅秀麗、溫

婉細緻的文字敘述，拓展旅遊文學的內涵，呈現她獨特的旅行書寫特色與藝術價

值。旅行者的創意及企圖心，也促使旅作品不斷豐富作品的內涵，期待未來研究

以異域/本土，本土/本土，拓展旅遊文學的範疇及兩者之間的殊異性；寫景記語

的傳統遊記到自我追尋旅行文學，對台灣的旅行文學的多元變化作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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