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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對大學生之情緒療癒效用研究

陳書梅a*　張簡碧芬b

摘要

現今大學生面臨生活上的多重壓力，易衍生疏離、焦慮、煩躁及沮

喪等諸多負面情緒。而閱讀具有不涉及隱私、不傷自尊的優點，因

此正可作為大學生自我教育與處理情緒問題的管道，此即發展性

書目療法之運用。相關文獻顯示，在各類型圖書資訊資源中，小

說乃是大學生喜愛之情緒療癒閱讀素材。爰此，研究者採用半結

構式深度訪談法，以台北縣與台北市的21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探討大學生在遭遇情緒困擾問題時所閱讀之小說類型，並探究大

學生閱讀小說後產生認同、淨化，或領悟等情緒療癒歷程，從而

了解各類型小說對大學生的情緒療癒效用為何。研究結果發現，

愛情、寫實、奇幻、武俠、勵志、歷史，以及科幻小說具情緒療癒效

用，而推理、網路、心理以及驚悚小說具有部分之認同、淨化或領

悟歷程，同時，閱讀小說後所獲致的情緒療癒效用因人而異。

關鍵詞： 小說，情緒療癒，大學生，發展性書目療法

前　言

近期醫學調查顯示，大學生的情緒困擾不僅會降低其睡眠品質，導致精神

萎靡不振，進而影響學習效果，且情緒困擾程度與精神困頓成正比（蔡明樺，

2013）。事實上，在快速變遷的後現代社會中，大學生面對緊湊的生活步調與

繁重壓力，易產生疏離、焦慮、煩躁，與沮喪等諸多負面情緒。財團法人董

氏基金會（2012）以問卷針對台灣地區大學院校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

現，有18.7%大學生深受負面心理狀態所困，亟需專業協助。相關研究進一步

指出，18至24歲的大專院校學生，其憂鬱程度及比例均較其他年齡層為高，

有關單位宜針對此族群加強預防憂鬱之宣導工作（葉雅馨、林家興，2006）。

而閱讀具有不涉及隱私的優點，因此，正可作為大學生抒發負面情緒與

自我教育的媒介，協助個人面對同儕競爭及接近成年時期責任的準備，提升心



http://joemls.tku.edu.tw

294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51 : 2 (Winter 2013)

理健康（林安，2005；宮梅玲等，2005）。前人之文獻（Baruchson-Arbib, 2000; 
Bodart, 2006; Russell & Shrodes, 1950）即指出，圖書資訊資源除具有知識性與教

育性的功能之外，亦可建立當事者的新思維，改進其生活方式，並促進個人之

心靈成長。一旦個人遭遇情緒困擾問題，適當的閱讀素材可協助當事者處理混

亂情緒，在閱讀過程中找尋解決問題之參考方法，從而恢復身心的安然恬適，

達到「情緒療癒」（emotional healing）之效，此即「發展性書目療法」（develop-
mental bibliotherapy）之運用（施常花，1988；陳書梅，2008；Cook, Earles-Voll-
rath, & Ganz, 2006; Hébert & Kent, 2000）。

發展性書目療法乃是一種輔助性的心理治療方式，不僅可幫助遭遇情緒困

擾問題者，亦能促進一般讀者的人格發展（Doll & Doll, 1997; Rubin, 1981）。由

於大學生具備相當程度的閱讀與理解能力，因此，大學生可自行尋找適合個人

的閱讀素材，藉由與閱讀素材互動，獲得問題的解決之道，從而達到紓解情緒

之效（李慶文，2005）。在各類閱讀素材中，小說（fiction）具有篇幅較長的特

性，故事情節完整，對書中角色人物的刻畫較深入，讀者可主觀解釋故事的

寓意，並賦予與自身相關之意義；是故，小說為優質且常運用於書目療法之閱

讀素材（施常花，1988；陳書梅、洪新柔，2012；Bravender, Russell, Chung, & 
Armstrong, 2010; Rubin, 1981）。

然而，對於小說如何紓解大學生的諸多壓力，以及小說對大學生是否具有

情緒療癒效用，目前國內圖書資訊領域針對此議題的實證研究卻仍付之闕如。

爰此，研究者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以

21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藉此了解大學生在遭遇情緒困擾問題時所閱讀之小說

類型，並探究大學生閱讀小說後產生認同、淨化與領悟等心理歷程，從而探討

各類型小說對大學生的情緒療癒效用為何。期透過本研究之結果，使大學生對

發展性書目療法於個人心理健康之助益有所認識，並在遭遇情緒困擾問題時，

能為個人尋求適當之小說素材，透過閱讀紓緩負面情緒，以達到情緒療癒之

效。同時，大學圖書館館員亦可參考本研究之結果，嘗試採訪與建置各類型的

情緒療癒小說館藏資源，藉以充分發揮大學圖書館的人文關懷精神。

二、文獻探討

㈠	大學生的情緒困擾問題
當個體因遭遇阻礙、壓力，或心理衝突，而無法適當地滿足其內在之動

機、需求與慾望，即會陷入挫折情境，並感到緊張、焦慮、不安、痛苦、猶

豫、為難、自我矛盾，甚或無所適從，此即所謂的「情緒困擾」（賴保禎、張

利中、周文欽、張德聰、劉嘉年，1999）。而大學生正值身心發展的轉變階

段，無論調整學習方式，或遠離家鄉等因素所導致的生活環境改變，乃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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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校園造成的價值觀衝擊等，皆可能成為個人的壓力源，並影響大學生的情

緒（劉玉華，2004）。綜整前人之研究可知（王春展，2004；朱錦鳳、段亞新，

2002；洪新柔，2009；教育部統計處，2005；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2005；曾

文志，2007），大學生常見之情緒困擾問題包括：1.學習問題：如課業壓力、學

校環境適應及自我時間管理等；2.生涯發展問題：涵括個人興趣與能力發展、

升學或就業問題、未來生涯規劃等；3.人際關係問題：如結交新的朋友、保持

與舊友的聯繫、人際衝突及團體合作等；4.家庭問題：與家人之溝通、手足關

係等；5.感情問題：係指兩性或同性交往、性方面的困擾等；6.自我認同問題：

包括自我接納與肯定、了解並展現個人能力、對自我身材外貌的喜惡，以及探

索個人之性別與性傾向等。

上述大學生常見之情緒困擾問題，倘若未獲得妥適處理，往往會使個人衍

生負面情緒，並對當事者的日常生活帶來負面影響。相關研究（葉雅馨、林家

興，2006）顯示，民眾在出現憂鬱症狀時，無論個人的憂鬱程度孰輕孰重，均

較傾向於自行尋找放鬆情緒的方法，甚或對問題置之不理，較少尋求專業心理

諮商人員的協助。而大學生亦不例外（教育部統計處，2005；財團法人董氏基

金會，2005）。

㈡ 發展性書目療法的意涵與其情緒療癒之機制
事實上，倘若大學生不欲向他人陳述自身情緒困擾問題，其可嘗試運用

發展性書目療法的理念，為個人選擇適當的閱讀素材，尋求抒發負面情緒的管

道，並積極建立正向之自我概念，以彌補大學生怯於求助心理輔導而未能獲得

的協助（宮梅玲等，2005）。書目療法亦稱為療癒閱讀（healing reading）、閱讀

療法（reading therapy）、讀書治療及圖書療法等，其乃是一種「以保健和輔助

治療為目的的閱讀活動」（王波，2007，頁10），有許多心理學之理論基礎。例

如，從Piaget的建構結構觀點來看，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會通過對文本意義

的建構，不斷調整個人心理狀態，從而促使其由原本渾沌不清或混亂無助的心

理狀態達致平衡（王力，2009）。有學者指出，閱讀是現代人心靈補給的良方，

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與閱讀需求者，均能使用書目療法紓解心理壓力（劉勝

江、張大均，2005）。

書目療法乃是心理治療的一種輔助方式，如同芳香療法、瑜珈療法、園藝

療法、按摩療法等，屬於非醫學的自然療法。而自然療法係一種自然、非侵入

性的輔助方式，其原理乃是基於個體具有自我修復與重生的本能與智慧，亦即

個體存有自癒（resilience）的能力（「自然醫學」，無日期）。書目療法依使用目的

與特性，可分為不同類型。其中，「發展性書目療法」係由當事者自行選擇、

閱讀富於想像力或具教誨性的素材，或由熟悉圖書資訊資源者，如父母、教

師、圖書館員等，對一般讀者提供閱讀輔導，使讀者透過閱讀，產生情緒之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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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抒發，以協助當事者認識自我，激勵其產生積極進取的想法與態度，從而

克服生活中遭遇的困境，具有預防心理問題或心理疾病的產生，並維持個人心

理健康及輔助個體人格發展之立意（施常花，1988；陳書梅、盧宜辰，2005；
Bopp & Smith, 2001; Canfield, 1990; Pardeck & Pardeck, 1984; Riordan & Wilson, 
1989; Sturm, 2003）。俗諺有云：「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人生各階段的發

展歷程中，任何個體皆有可能遭遇情緒困擾問題。是故，誠如書目療法學者

所言：「只要我們承認人無完人，這個層次的閱讀療法就是必要的」（王波，

2007，頁11）。

至於發展性書目療法是否能對當事者產生情緒療癒效用，則端視讀者閱讀

圖書資訊資源的過程中，是否歷經認同（identification）、淨化（catharsis），及領

悟（insight）等三階段的心理歷程。茲綜整專家學者之意見，分述書目療法產生

情緒療癒效用的心理歷程如下。

1. 認同
所謂的「認同」，係指於適切情況下，當事者透過閱讀，意識到個人與角

色人物的年齡、性別、自身背景、生活經驗、挫折遭遇或其他方面有相似之

處，因此對角色產生同理心，並以自身經驗理解與詮釋主角之行為與感受，繼

而將自己化做主角來思考；認同素材中的角色人物之後，當事者可將個人的知

覺投射至主角身上，並從中照見個人於現實中的需求，亦了解自己並非唯一遭

遇該難題者（王萬清，1997；施常花，1988；Lenkowsky, 1987; Pardeck & Par-
deck, 1984; Sturm, 2003）。

2. 淨化
「淨化」意指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專注於情節之發展與演變，分享角色人

物的動機、衝突與情緒，彷彿親身經驗或感受角色人物的經歷，藉此隨著故

事情節的鋪陳逐漸釋放個人的負面感受，從而達到情緒上的淨化；負面情緒獲

得釋放後，問題與解決方法就會顯得更清楚，讀者也會以更理性的方式處理

之（王萬清，1997；施常花，1988；陳書梅，2008；Lenkowsky, 1987; Sturm, 
2003）。

3. 領悟
至於「領悟」，乃是當事者分辨個人與書中角色的異同處，藉以反思自身

的行為、動機、需要及問題，並評估面臨同樣困難時，個人可能採取的行為與

態度，或更深入地審查個人當下所遭遇的問題，並學習主角面對問題的方法，

將之應用於現實生活中，或思考更佳的克服難題之道；此外，當事者亦會將素

材中相關角色的行為與想法內化，進而能成熟理性地調整個人觀點，並整合個

人的心智與情緒，從而獲致新的想法與觀念，並產生態度或行為上之正向改

變（王萬清，1997；施常花，1988；Lenkowsky, 1987; Pardeck & Pardeck, 1984; 
Sturm,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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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言之，當事者在閱讀過程中，必須對書中人物產生認同感，且投入於主

角探索並解決問題的過程，使負面情緒獲得宣洩的管道，淨化積鬱於內心的煩

悶感；最後，則從素材中領悟解決問題的態度和方法，並於生活中自我應用。

如此，藉由認同、淨化、領悟之心理歷程，讀者當能獲致情緒的療癒。

㈢	發展性書目療法可應用之小說素材
書目療法使用之素材範圍廣泛，而較常使用之閱讀素材為小說（施常花，

1988；Detrixhe, 2010; Rubin, 1981）。小說是以文字為主的文學形式，篇幅較

長，人物與情節的刻劃細微且深入，有作者依想像力設計的完整故事架構，以

及具體的環境描述（Brown, 1975; Polking, Bloss, Cannon, & Cinnamon, 1990）。

小說長於人物形象之塑造，主角面對挑戰或解決問題的經歷，可提供一個模範

角色（role model）；不僅賦予讀者逃避現實的想像空間，同時，亦含大量的事

實題材，透過人物性格、情節與環境的描繪，反映社會生活與人類的相關經

驗（王萬清，1997；Polking et al., 1990; Stanley, 1999）。以下綜整各學者專家之

論述（方祖燊，1995；Stanley, 1999），將小說歸類為11種，分別為愛情、寫實

（realistic）、奇幻、推理、武俠、歷史、網路、心理（psychological）、科幻、

勵志（inspirational），以及驚悚（horror）小說等。

1. 愛情小說
愛情小說包括羅曼史小說（romance fiction）及言情小說，描述戀人之間發

展戀愛關係的磨合與相處過程。小說中浪漫而不易於現實生活實現的故事發

展，可幫助讀者進入想像的情境，藉以暫時逃離生活上的瑣事，讓讀者渴望成

為故事的角色，並陶醉於與現實生活無關的世界，達到自我放鬆與紓解壓力之

效，並得以重新面對現實生活的問題，甚至模仿故事角色處理問題的技巧（葉

乃靜，1998；Cawelti, 1976; Chelton, 1991; Ramsdell, 1999）。

2. 寫實小說
寫實小說呈現故事角色複雜而多面向的內心狀態，並反映現實生活的社會

狀況，其探討之議題涵括政治經濟、霸凌、犯罪、藥物成癮等社會問題，讀

者可藉由小說的鋪敘，認識現實世界的本質，而未曾遭遇相關問題的讀者，亦

可對該議題產生認識（李俐瑩，2004；郭玉雯，1994；Altieri, 2006; Angelotti, 
1985; Bodart, 2006）。

3. 奇幻小說
奇幻小說雖奠基於作者的想像力，但力求讓故事產生確實存在的真實感，

在虛構的小說世界中，實現超自然、幻想生物、神靈與魔法等現象，情節的吸

引力則在於現實與幻想之間的銜接；讀者並非直接模仿故事角色處理問題的方

式，而是藉由陶醉於與現實生活無關的世界，使心情獲得重新振奮，並因結局

而獲得安慰（林晶，2001；陳宜琦，2009；Tolkien,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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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理小說
推理小說亦可稱為偵探小說，是以偵查犯罪案件與揭開故事謎題為主旨

的小說，故事呈現懸疑緊張的氣氛，故事主角在經歷驚險刺激的調查過程後發

現真相，而破案關鍵往往隱藏在作者不著痕跡的鋪敘之中；推理小說提供讀者

一個正義與秩序獲得伸張的世界，使讀者在謎底揭曉後獲得滿足感（洪婉瑜，

2007；席家玉，1996；蔡惠琴，2007；Cawelti, 1976; Charles, Clark, Hamilton-
Selway, & Morrison, 2012）。

5. 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為描寫武林及俠義情懷之小說，故事背景多為清代以前的中國，

情節則著重於闡述江湖上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或恩怨情仇。小說主角行俠仗

義的精神，能使讀者對書中人物產生認同感，亦隨情節開展而心緒起伏，並在

正義獲得伸張後，得到精神上的滿足與慰藉（葉洪生、林保淳，2005）。

6. 勵志小說
勵志小說為能夠啟發讀者的非現實小說，故事題材包含愛情、推理、哲

思、冒險故事等，亦有內容與宗教信仰相關的作品。事實上，任何能夠使人受

到激勵與鼓舞的作品，皆可視為勵志小說。此類小說的敘事注重個人的倫理道

德、價值觀與生命教育，而書中主角以正向成熟的方式成功克服障礙，可以讓

讀者獲得精神的昇華，產生新的認知，認為自己也擁有改變的可能性，並效法

小說人物的作法與精神（“Inspirational fiction,” n. d.; Provo City Library at Acade-
my Square, 2013）。

7. 網路小說
一般的網路小說，係指在網頁上以純文字方式呈現，不搭配聲音、影

像、超連結、動態網頁等的小說作品；亦涵括在網路發表之後，為出版社印

製成平面實體書的小說；網路小說的創作者勇於跳脫傳統文學框架，採用口語

化的文字、趣味橫生的對白，十分貼近讀者的日常生活，讀者不僅易對故事主

題產生熟悉與認同感，亦可在閱讀時達到紓解壓力之效（朱恆燁，2007；呂慧

君，2009；柳秀真，2012）。

8. 歷史小說
歷史小說是奠基於歷史事件與史料的小說作品。此類小說雖以歷史為題

材，但內容情節未必忠於史實；有些係假藉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安排穿鑿附

會的故事發展，而有些則是與歷史事實無關，僅透過當時的社會背景，呈現作

者主觀想像與杜撰的故事。藉由閱讀歷史小說，可以鑑古知今，並比較個人與

小說角色在相似情境下的抉擇之異同（方祖燊，1995）。

9. 科幻小說
科幻小說的作者將真實或想像的科學理論及科技發展，作為架構故事的基

礎，小說的內容情節可發生於過去、現在或未來，而題材則包括環境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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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旅行、長生不老、機器人、外星生命、星際戰爭等；閱讀科幻小說時，

讀者可暫時逃避令其感到不愉快的現實世界，同時，書中人物勇於探索未知的

精神，能擴展讀者的心胸，使之產生勇氣與抱負，進而從現實生活遭遇的挫

折中獲得安慰與滿足（方祖燊，1995；席家玉，1996；Plank, 1960; Rongione, 
1964）。

10.心理小說
心理小說著重於描述書中人物的心理活動，作者藉由描述人物的表情、神

態、動作，呈現該角色的心態情思、欲望願念、多變易感的性靈，以及各種

受到心中想法所影響的夢境與幻視等；此類小說的敘事手法，主要係透過人物

的視點，以對話、書信、日記、文件，說明書中人物對事物的看法，並表現

故事角色內心的複雜思緒（方祖燊，1995）。

11.驚悚小說
驚悚小說，又稱為恐怖小說。此類作品結合科學狂想、變態心理，以及

幽靈、殭屍、吸血鬼、妖怪變異等超自然事物，將上述元素融入現實的生活

場景，以暴力恐怖的情節與陰森詭譎的氣氛，營造令讀者緊張而驚懼的故事內

容，藉以探討生死問題，或呈現神祕傳說的奇異幻想；驚悚小說所描寫的邪惡

心理、畸形恐怖的妖魔鬼怪，以及懸疑刺激的氣氛，可以使讀者排除潛存在內

心的原始恐懼，發洩個人壓抑於理性之下的欲念，使情緒與精神獲得紓解（方

祖燊，1995）。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了解各類型小說對大學生之情緒療癒效用。茲將本研究的研究

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實施之程序，以及分析與整理資料的方法敘述如下。

㈠ 研究方法
研究者首先蒐集並綜整相關之中文與英文文獻，以了解大學生常見之情緒

困擾問題與發展性書目療法之內涵。研究者繼而採用網路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針對網路上的閱讀心得進行分析，以蒐集初步的情緒療癒小說書

目清單。內容分析法乃是藉由一套規則與程序，有系統地將文字內容作有效

的推理及詮釋，並進一步推論更深層之意義（Emmert & Brooks, 1970; Weber, 
1985）。同時，研究者運用輔助型問卷，藉以了解本研究之大學生曾閱讀過的

情緒療癒小說有哪些。輔助型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者初步挑選的

情緒療癒小說書目清單，第二部分則是詢問受訪者接受進一步訪談之意願。其

中，在第一部分，研究者將「具有情緒療癒效用之小說書單」，依小說類型區

分，並列出書名供填答者勾選，倘若問卷上的書單未包含個人閱讀過的小說作

品，則受訪者可另行將之填寫於「其他」欄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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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大學生閱讀小說的情緒療癒歷程，研究者針對大學生執行進一步的

研究。而研究者綜整國內外的書目療法相關文獻發現，目前尚未有一致性的方

式與指標，用以評估當事者閱讀素材後的情緒療癒效用。其中，Rubin（1978）

指出，實驗法、訪談法以及評量表等，乃是常用於評估情緒療癒效用的三種方

法。而Shrodes（1949）則主張透過訪談法，使用研究者所設計的開放性問題，

了解參與者對於情緒療癒素材的感受與想法，以此評估書目療法的成效。另

外，研究者考量大學生未甚熟悉書目療法的概念與意涵，且讀者對小說的看法

乃是一種主觀經驗，當事者對故事情節的反應亦受個人興趣、背景、閱讀需

求以及個性等因素影響。是故，為深入了解大學生讀者內心的想法，本研究乃

採取質化之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其特色為受訪者能積極發表個人的想法與意

見，同時研究者亦可透過事先擬訂的訪談大綱，控制訪談內容的方向，並能視

實際情況彈性調整提問的順序，使研究者得到更多詳盡而確實的資料。

基此，研究者乃根據文獻分析結果與研究目的，擬訂深度訪談之訪談大

綱，以探討受訪大學生閱讀小說的情緒療癒經驗。而研究者為使訪談大綱的題

項具備判別度，以確認受訪者是否在閱讀小說時產生認同、淨化、領悟等情

緒療癒的歷程，乃參考國內外書目療法學者（王萬清，1997；施常花，1988；

Cornett & Cornett, 1980; Stephens, 1981）的專書與相關實證研究設計訪談大綱。

亦即，研究者根據前述專家學者所言，倘若小說對受訪之大學生具有情緒療癒

效用，則其在閱讀過程中，會經歷認同、淨化及領悟等三個心理歷程。

其中，「認同」意指受訪者在閱讀情緒療癒素材時，意識到個人與故事中

的角色人物在身分或經歷上具有相似之處，並因此了解自己並非唯一遭遇相同

困境者。在實際進行深度訪談時，研究者首先會詢問諸如「小說中的角色人物

遭遇到了哪些情緒困擾問題？為什麼？」等問題，以評估受訪者是否認同書中

角色。而「淨化」則係讀者對書中角色的動機、衝突與情緒感同身受，藉此將

情緒反映於角色上，並隨之釋放個人內心的負面情緒。在評估受訪者淨化負面

情緒效用的部分，研究者會詢問受訪者「您覺得小說的角色人物在面對情緒困

擾問題時產生了哪些心理感受？為什麼？」等問題。至於「領悟」則是受訪者參

考或修正角色人物處理問題的方式，進而歸納出個人的解決之道，且以成熟理

性的態度面對問題，最終得到個人思緒與情感的整合；在此部分，研究者則詢

問受訪者「當您面對類似小說角色人物的情緒困擾問題時，您會怎麼做？為什

麼？」等問題，以評估其領悟之心理狀態。

㈡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找尋能提供豐富資訊的樣本，乃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

的方式，邀請年齡介於18至24歲的在學大學生進行深度訪談，其需曾以閱讀

小說作為舒緩情緒困擾問題的方式，並樂於分享個人經驗與內心想法。為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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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述條件的大學生，研究者首先於全國使用人數最多之網路討論平台（曾

懿晴，2010；鄭語謙，2013）「批踢踢實業坊」之小說、奇幻文學、武俠小說

等電子佈告欄的討論板，徵求有意願接受訪談者，並在徵得對方同意後寄發研

究邀請函。此外，研究者亦以滾雪球的方式，請受訪者推薦資格相符的同學參

與研究，並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與對方約定訪談的時間與地點。

本研究總計訪談台灣地區多所大學之21位大學生，其中包含4位前導研究

受訪者。參與本研究之受訪者計有男性2位，女性19位。按年齡排序，分別為

18歲1位，19歲3位，20歲7位，21歲5位，22歲3位，23歲1位，以及24歲1位。

依年級區分，則為大學一年級2位、二年級4位、三年級7位，以及四年級8位。

其中，有11位受訪者來自文學及人文社會科學院，科技學院1位，生命科學院

1位，醫學院（含公共衛生學院）5位，商業及管理學院2位與理工學院1位。

㈢ 研究實施
研究者為了解各類型小說對大學生之情緒療癒效用，首先透過網友發表之

網路心得、名人推薦，以及書店與報紙之年度暢銷排行榜等三項管道，初步挑

選對大學生可能具有情緒療癒效用之小說。本研究是以各大學相關閱讀網頁中

的「網友發表之網路心得」為主要蒐集管道，例如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之

「閱讀馬拉松」網頁、國立臺灣大學「批踢踢」（ptt.cc）電子佈告欄小說板等（詳

見表1）。至於「名人推薦」，以及「書店與報紙之年度暢銷排行榜」則為其次的

選書管道，如中時部落格開卷電子報、聯經編輯部「最愛一百小說」、誠品書店

暢銷書排行榜、博客來網路書店暢銷書排行榜等（詳見表1）。由於本研究之重

點在於探討小說對大學生個人的情緒療癒效用，而達致情緒療癒效用需經歷認

同、淨化與領悟等三個心理歷程。因此，研究者篩選情緒療癒小說的憑依，並

非小說作品在上述管道中出現頻率之高低，而是以質化的網路內容分析法，根

據網友在心得中之相關敘述而定。

具體言之，倘若分析網路心得後，得知網友閱讀某本小說時，曾達致認

同、淨化、領悟等心理歷程，則研究者即將該作品納入初步的小說書單中。

據此，即使該小說只於「網友發表之網路心得」出現一次，但只要閱讀心得內

容中，網友提及認同、淨化與領悟的心理歷程之相關敘述，研究者亦會將該

本小說納入。例如，網友在博客來網路書店分享其閱讀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書的

心得，敘述「曾在大家庭中長大的孩子，看這本書的感受一定特別深…」（子

婷，2005），經分析後，研究者將之歸於「認同」歷程；而該名網友描述「…那

大家庭中的老老少少，一同成長面對的點滴，我是看一回哭一回…久久難以自

拔…」，研究者則將之歸於「淨化」歷程；最後，網友提到「…何其的有幸可以

在大家庭中長大，可以切身去體會到台灣人的情，家族不絕的愛…」，則歸為

「領悟」之歷程。如此，本研究初步計得44本小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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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者篩選情緒療癒小說之管道

蒐集管道 名　　稱
閱讀分享機
制、迴響、
書評有無

網
友
發
表
之
網
路
心
得

大學圖書
館閱讀 
部落格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閱讀馬拉松」（http://blog.
lib.tku.edu.tw/post/3/530）

有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館「 師 大 經 典 100： 師 大
必讀的一百本好書」（http://blog.lib.ntnu.edu.tw/
ntnublog/?page_id=2）

有

大學電子
佈告欄

淡江大學蛋捲廣場（bbs.tku.edu.tw）學術科學Book好
書介紹討論文學版

有

國立臺灣大學批踢踢（ptt.cc）小說板 有

一般閱讀
部落格

中 時 部 落 格 開 卷 電 子 報（blog.chinatimes.com/
openbook/category/1312.html）

有

天下遠見 iReading（www.ireading.cc/index.apx） 有

羽毛網（www.yumau.com/book.php） 有

松鼠窩（home.books.com.tw/） 有

網路書店 博客來網路書店（www.book.com.tw/books/index.php） 有

金石堂網路書店（www.kingstone.com.tw） 有

名人推薦 丁文玲名人談閱讀」 有

名人談閱讀主題： 聯合報（周美惠、孫梓平）、 
經濟日報（陳啟明）

有

聯經編輯部最愛一百小說 有

李家同李伯伯最愛的40本書 有

書店與報紙 
年度排行榜

根據 2004-2006 年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年鑑，包括中
國時報開卷好書、聯合報最佳書、金石堂年度排行
榜、誠品書店暢銷書及博客來網路書店暢銷書排行榜

無

之後，研究者即設計輔助型問卷，將透過上述方式所蒐集之小說書名列入

其中，藉以了解受訪者曾閱讀過之情緒療癒小說作品。詳言之，輔助型問卷分

為兩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研究者列出初步挑選的情緒療癒小說書目清單，藉

供受訪者當場勾選個人以前曾閱讀過，且覺得讀後有療癒效果的作品。倘若受

訪者讀過且覺得有療癒效果的作品並未包含於此小說清單，則受訪者亦可在問

卷的開放式填答欄位中，寫下該小說的書名。

至於輔助型問卷第二部分，乃是詢問受訪者接受進一步訪談之意願。倘若

受訪者表示樂於接受訪談，則研究者即根據事先擬訂之訪談大綱，針對受訪者

於問卷中勾選或填寫的小說，探究其昔日閱讀彼等小說之閱讀經驗。亦即，受

訪者於輔助型問卷中勾選或填寫數本，研究者即針對其曾閱讀過的數本小說作

品進行訪談。舉例言之，倘若受訪者勾選了44本小說中的簡愛與在世界的中心

呼喊愛情此兩本作品，且另又填上原先並未列於44小說的那年，我們愛得閃閃

發亮的書名，則研究者即詢問受訪者以前閱讀上述三本小說的個人經驗。

研究者從2007年10月上旬開始對4位大學生進行前導研究。之後，研究者

依據前導研究結果，修正輔助型問卷以及訪談大綱的部分內容與字句。而正式

研究則於同年10月至2008年2月間進行，其中由於前導研究之受訪者的意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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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參考價值，故亦將之納入研究結果分析。在實際進行訪談時，研究者先說明

研究目的，並徵求受訪者之同意進行錄音工作，也大致記錄訪談內容，以便事

後之全文謄錄與分析。

倘若受訪者勾選的小說作品較多，則囿於時間因素，研究者乃商請受訪者

僅就其覺得療癒效果較佳的三至四本小說，分享個人的閱讀經驗，平均每位受

訪者的訪談時間約1小時至1個半小時。為確實掌握訪談內容，訪談過程均由研

究者親自執行，並依實際情況，彈性調整問題的順序與內容，且讓受訪者自由

發揮或提問，從而深入探索受訪者的內心想法，以獲得更豐富的資料。若後續

分析資料時對訪談內容有所疑義，研究者即以電話聯繫受訪者釐清之。

㈣	資料分析與整理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即將訪談所得之錄音檔案，謄錄為訪談逐字紀錄，並

註明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訪談時間以及訪談地點等。為顧及受訪者之隱私，受

訪者名稱皆以代碼呈現，並依據訪談先後順序排列受訪者代碼。其中，f01至

f04為前導研究之訪談對象，其餘則為正式訪談對象。之後，研究者即逐行將

訪談內容加入編號，以利訪談資料之分析。

研究者爬梳相關研究發現，關於小說對大學生的情緒療癒效用，已有相關

文獻可供本研究作為分析架構與分類內涵，亦即文獻所指出之認同、淨化、領

悟等心理歷程。因此，為聚焦本研究欲探討之議題，研究者採用內容分析法，

對本研究之訪談結果進行分析。為釐清受訪者的概念意義，並確認訪談內容是

否符合本研究的分析架構，研究者乃將受訪者的意見進行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其後，再將訪談紀錄中相同或相關之概念歸類，繼而分析與比較各

概念之間的關連性，以適當地詮釋並歸納受訪者的意見。

四、研究結果分析

經受訪之大學生以輔助型問卷進行小說書目勾選，並補充未列於書目清單

的小說作品後，本研究之情緒療癒小說總計為49本。其中，當事者閱讀後可獲

得完整情緒療癒效用者計有20本，其餘29本則僅提供部分之認同、淨化、領

悟等心理歷程。茲將對受訪大學生具有情緒療癒效用之小說作品，依小說類型

分類，如表2所示。至於本文述及之所有情緒療癒小說，其作者、書名等相關

書目資料，則如文後附錄所示。

本研究根據前述文獻探討中，相關專家學者所提之小說特性，將受訪者閱

讀的49本小說分為11類。限於篇幅，研究者僅從每類型小說各舉一本作品為

例，說明受訪者的情緒困擾問題與情緒療癒之心理歷程。茲按照閱讀該類型小

說之受訪者人數多寡，依序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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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愛情小說
愛情小說旨在闡述戀人交往的過程，讀者可透過閱讀此類小說，想像自己

成為故事的角色，暫時逃離日常生活的瑣事與煩悶情緒，達到自我放鬆與舒緩

壓力的效果（葉乃靜，1998；Chelton, 1991; Ramsdell, 1999）。在本研究中，計

有8位受訪者表示，在遇到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家庭問題、感情問題及

自我認同問題時會閱讀愛情小說。

以下茲舉受訪大學生 f19對愛情小說簡愛之閱讀經驗為例，分析其情緒困

擾問題與認同、淨化及領悟之心理歷程。

1. 情緒困擾問題：
受訪者 f19提及，當個人遭遇感情問題時，並不欲與他人接觸，而會遁逃

於小說的世界，暫時離開現實環境，並在故事閱畢後獲得紓解情緒之效果。

「…心情不好的時候…之前跟男朋友分手…會去躲到書裡面，就是不想跟

其他人接觸…（讀小說）可以讓我非常融入劇情內…到最後故事結束後，

我就會覺得好很多。」（f19：15-20, 36-38）

表2　對受訪大學生具情緒療癒效用之小說

小說類型 書　名
情緒療癒效用

情緒困擾問題
認同 淨化 領悟

愛情小說 簡愛 ‧ ‧ ‧ 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題、 
家庭問題、感情問題、自我認
同問題

傲慢與偏見 ‧ ‧ ‧

歌劇魅影 ‧ ‧ ‧

那年，我們愛得閃閃發亮 ‧ ‧ ‧
Dangerous Liaisonsa ‧ ‧ ‧

有熊出沒 ‧ ‧ ‧

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 ‧ ‧ ‧

寫實小說 傷心咖啡店之歌 ‧ ‧ ‧ 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題、 
家庭問題、感情問題、自我認
同問題

白色巨塔（侯文詠著）b ‧ ‧ ‧

不存在的女兒 ‧ ‧ ‧

追風箏的孩子 ‧ ‧ ‧

殺手之淚 ‧ ‧ ‧

奇幻小說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 ‧ ‧ 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題、 
家庭問題、自我認同問題哈利波特 ‧ ‧ ‧

武俠小說 射鵰英雄傳 ‧ ‧ ‧ 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題

神鵰俠侶 ‧ ‧ ‧

勵志小說 少年小樹之歌 ‧ ‧ ‧ 人際關係問題、自我認同問題

於是，上帝派來天使 ‧ ‧ ‧

歷史小說 五陵遊 ‧ ‧ ‧ 感情問題

科幻小說 時空旅人之妻 ‧ ‧ ‧ 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題、 
自我認同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a受訪者係閱讀英文版，故採英文書名。  
 b為與山崎豐子同名小說白色巨塔作區別，故標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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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緒療癒效用：
⑴ 認同

f19表示，在閱讀小說簡愛時，會將個人投射在女主角身上，並認為自己

與女主角的個性相似，兩者皆獨立、有主見，平時溫順乖巧，實則叛逆、壓

抑。其言道：

「…我很喜歡女主角…會把自己放到角色裡面去…女主角是個很主見的

人，也滿獨立的…女主角其實很壓抑、很叛逆，可是表面上看來是很溫順

的人，就會覺得自己很像吧！其實自己平常是個乖孩子，可是總會想要做

一些叛逆的事情…」（f19：100-112, 177-181）
⑵ 淨化

簡愛的男女主角二人，即使分開後各自經歷許多波折，但最終女主角仍選

擇與遭逢鉅變的男主角共度一生，此圓滿結局使受訪者深受感動。f19提及：

「…很喜歡圓滿結局的故事，男女主角…雖然歷經了很多辛苦，他們二個

各自遭遇一些事情，可是之後還是在一起…很感動！經過這麼多事情後，

男生變成了跟原本不一樣的人之後。女生還願意跟他在一起…」（f19：77-
90）
⑶ 領悟

女主角簡愛在面臨抉擇時，為維護個人意志而選擇毅然與男主角分開。f19
說明，雖然個人十分贊同簡愛正直的做法，但自己則會以較和緩且循序漸進的

方式處理問題。如下所述：

「…他們已經要結婚了，才發現男生有老婆…她也只能離開，不離開就只

能當情婦…違背本身的意志…我沒有這麼大的勇氣可以馬上決定說我要離

開吧！可能要等到過一陣子之後，要非常不行的時候才會離開…就跟他說

你把事情解決了再說。」（f19：183-203）
另一方面，則有8位受訪者提及，由於現實世界並不如愛情小說所想像或

預期的美好，閱讀時亦無法從中獲得情緒之紓解，因此個人在遭遇情緒困擾問

題時並不會閱讀愛情小說。如受訪者 f01指出，愛情小說內容虛構，小說中的

溝通技巧與告白方式僅能作為談戀愛時的參考，不宜完全作為處理個人問題的

依據。f01說明：

「…愛情小說為了要吸引人…都是虛構的，會忘記很多真的現實會遇到的

問題…多半都是很美好…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告白，包括有些創新的方法…

都只是…追求愛情的過程中一小段調劑的方法而已，並不能完全拿來處理

愛情問題…」（f01：368-381）

㈡ 寫實小說
寫實小說是以貼近真實的方式描繪角色與其遭遇之事件，並反映現實生活

的社會狀況，不僅描繪有相同經歷者的處境，未曾遭遇相關問題的讀者，亦可

對現實世界產生新的認知（李俐瑩，2004；Altieri, 2006; Angelotti, 1985; Bo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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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在本研究中，計有8位受訪者會藉由閱讀寫實小說，紓解其在遭遇學習

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家庭問題、感情問題以及自我認同問題時所衍生之負面

情緒。以下即探討受訪者 f14的情緒困擾問題，並分析其閱讀傷心咖啡店之歌

之認同、淨化與領悟等心理歷程。

1. 情緒困擾問題：
受訪者 f14之情緒困擾問題主要來自於家庭，其雖對家人感到不滿，卻仍

須與之朝夕相處，認為自己生活處處受限，因此感到煩躁與無奈。如下所述：

「…情緒困擾…家裡吧…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覺得我每天都很不自由…

沒有辦法選擇與你想要相處的人相處…明明覺得你弟就那麼機車，可是你

每天還是得與他住在一起…」（f14：217-221）

2. 情緒療癒效用：
⑴ 認同

受訪者 f14表示，自己與主角馬蒂的個性皆較為內向，有時會逃避現實、

對生活感到無力，且一方面不知如何與人親密互動，另一方面卻亟欲獲得他人

的關切。而 f14對馬蒂在生活與工作上感到的不自由亦能產生共鳴，認為自己

無法按照個人的步調過生活。其言道：

「…馬蒂有一點點逃避現實…對生活很無力…覺得每天都被工作綁得死死

的…沒有辦法與人很親密的心靈溝通…比較害羞…內向…很渴望被別人關

心…最後好像都變成永遠她很孤獨…很感同身受啊！…與馬蒂一樣…覺得

被控制住啦…每天都很不自由…這本書與我共鳴很高。」（f14：54-91, 206-
221）
⑵ 淨化

主角馬蒂對生活的層層枷鎖感到無力與無助，而受訪者在閱讀此書時，預

想到自己未來單調乏味的生活，心中便也油然升起無奈之情。f14指出： 
「…覺得很無奈。她的無助是她覺得很無力啊！怎麼每天都這樣，我會很

無奈的是我已經可以想像我的未來…」（f14：118-119）
⑶ 領悟

f14以書中角色吉兒的生活態度期勉自己以積極的方式過生活，不應逃避

度日。此外，f14與馬蒂同樣有複雜的家庭關係，在閱讀此書後，其表示會效

法馬蒂採取的行動，逐漸敞開心胸接受其他家庭成員。所述如下：

「…我的情形與馬蒂一樣，但是我會選擇比較偏向吉兒…既然都活了就要

積極一點。總不能每天都擺爛吧！…我們家算是屬於那種滿混亂的家庭…

馬蒂後來有選擇慢慢去接受那個繼母和她的弟弟，漸漸打開她的心…我會

與她一樣選擇慢慢接受。」（f14：151-155, 188-198）
另一方面，同樣是曾經閱讀過傷心咖啡店之歌的受訪者，f10則認為閱讀

此書會使人感到心情沉重，對個人並無情緒療癒之效果。其言道：

「…我有看過傷心咖啡店之歌。真的很沉重…看完之後會想很多關於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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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活著還是什麼的事情…覺得很黑暗…沒有激勵的效果。」（f10：
236-242）
此外，本研究有4位受訪者表示，寫實小說所陳述的問題與現實生活太貼

近，無法使其獲得激勵，甚至會引發個人對生命悲觀的看法，因此並不會選擇

閱讀寫實小說以舒緩情緒困擾問題。如 f07指出，閱讀寫實小說後，會因無法

改變事實而感到十分惆悵，導致心情變得更沉重。f07所述如下：

「我不常看寫實小說…跟生活太近…生活就已經這麼那個（令人感到痛苦）

了，還要看這個…看完會很惆悵，因為沒有辦法解決，知道問題在那

兒，但就是什麼事情都不能做…」（f07：253-258）

㈢ 奇幻小說
奇幻小說可讓讀者身臨幻想情境，藉此暫時陶醉於與現實生活無關的世

界，進而在閱讀後重新認識現實，並仿效小說角色處理問題的精神（林晶，

2001；陳宜琦，2009；Tolkien, 1964）。在本研究中，計有8位受訪者以奇幻小

說紓解遭遇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家庭問題與自我認同問題時之負面情

緒。以下茲分析受訪者 f12閱讀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之經驗，並探討其情緒困擾

問題，以及閱讀此小說後的認同、淨化與領悟之心理歷程。

1. 情緒困擾問題：
受訪者 f12正面臨選擇轉系或重考的生涯規劃問題，此時，其非常希望能

將煩惱與憂思擱置一旁，到遠方旅行探險，而透過閱讀奇幻小說則可獲得此效

果。所言如下：

「…這個系我要不要繼續唸…當時是想進來再轉轉看，後來開始怠惰就沒

有轉…現在有在準備呀！還是要重考…超想去旅行的。就想要賺大錢離開

這裡，到處去探險…我很喜歡那種感覺，書裡面的感覺。」（f12：31-38, 
94-95）

2. 情緒療癒效用：
⑴ 認同

受訪者 f12認為自己與主角有相似之處，小說中的主角不知該前往何方尋

找寶藏，而自己則對個人在社會上的定位感到迷惘，不知何去何從，內心十分

徬徨。f12提及：

「…他（主角）要尋找那個東西…他的內心也是很徬徨…我覺得在社會上也

不知道我的定位在哪裏…很像我也在旅行…」（f12：144-151）
⑵ 淨化

書中人物與主角的一段對話，令受訪者在閱讀時印象深刻，且內心十分感

動。f12表示，當時自己因害怕能力未及而劃地自限，但書中人物所言，使個

人受到激勵，心中亦產生希望。如下所述：

「…在沙漠中旅行，然後遇到一些人，跟他…說『如果你現在想要盡力完成

一件事，全宇宙的力量都會合起來幫助你。』看到這句話很感動…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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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一件事情，可是會害怕自己做不到…可是看到那個就會說，我是不是

有機會…覺得這句話很棒。」（f12：97-107）
⑶ 領悟

主角在旅途中曾猶豫是否該為了愛人而定居下來，但隨即想起父母會逐漸

習慣孩子不在身邊的生活，因此決定不該讓家人和愛人成為個人追求目標的絆

腳石。此想法讓夢想到國外深造的 f12領悟，為了個人的理想與抱負，必然需

要付出代價：

「…他（主角）猶豫是否該定居下來與深愛的女孩過平凡的日子…離開久

了，他的父母也會漸漸習慣…而女孩也是…時機來臨時，他自然會回到她

的身邊…愛不會是…絆腳石…我是夢想著離開這裡到國外求學深造，建立

屬於自己的事業…怕與家人的距離很遠…凡事皆有其代價。我的精神武裝

（把親情牽絆暫擱一邊）會讓我得到我所渴望的。」（f12：125-132）
另一方面，亦曾閱讀過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受訪者 f22則表示，其雖然支

持主角追求理想的作法，但自己卻不會放下一切去追尋理想，而是會想到家人

與責任，待獲得家人支持，方能全力追尋自己的理想：

「…我沒有辦法保證…會像他（主角）那樣子，拋下一切去追求理想…除

非…不會影響到別人的生活…得到家人的支持，我才有可能這麼做…讓家

人擔心，然後去追尋自己的理想對我來講有點難。」（f22：205-225）

㈣ 推理小說
推理小說亦稱為偵探小說，懸疑緊張的氣氛可吸引讀者閱讀，並沉浸在解

謎的過程，使之暫時脫離現實世界，並在正義與秩序獲得伸張時感到滿足（洪

婉瑜，2007；席家玉，1996；Cawelti, 1976; Charles et al., 2012）。本研究中，

計有7位受訪者在遭遇學習問題或家庭問題時會閱讀推理小說。然而，分析受

訪者的意見可知，雖然推理小說可令讀者沉浸於故事情節中，暫時忘記現實生

活的壓力，但受訪者並未對小說內容產生完整之認同、淨化與領悟歷程。此

外，受訪者 f07進一步表示，個人並不偏好閱讀推理小說，雖曾閱讀達文西密

碼，卻感到沉悶，不欲花費心神思考故事內容，讀後個人之負面情緒亦未能獲

得紓解。

㈤	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描述書中人物行走於武林江湖，藉由個人高超而獨特的武藝與兵

器，處理個人的恩怨情仇，或肩負家國興亡的重責大任，讀者在閱讀此類小

說時，能逃避現實問題、釋放情緒，以及減輕心理壓力（方祖燊，1995；黃秋

芳，2002；葉洪生、林保淳，2005）。本研究的6位受訪者在遭遇學習問題與人

際關係問題時會閱讀武俠小說。以下即敘述受訪者f08閱讀射鵰英雄傳之經驗，

並分析其情緒困擾問題，以及認同、淨化與領悟之心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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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緒困擾問題：
受訪者 f08表示，進入大學就讀後，即因在學習上遭遇困難而時常感到情

緒低落。當其心情煩躁時，則會藉由閱讀小說處理課業壓力所帶來的情緒困

擾。其言道：

「…一開始沒有想像到原來地理這麼難唸…要念氣象…地質還要背化學

式…比較偏理科的，就可能比較不行…現在二年級…GIS（地理資訊系統）
的問題就超大的…搞得就是心情會很低落…唸書唸的很煩…就去看書（小

說）…」（f08：50-56）

2. 情緒療癒效用：
⑴ 認同

主角郭靖因為擔心會傷害他人而猶豫是否要學武，而受訪者 f08則因無法

兼顧學校課業與鋼琴練習，面臨是否繼續學習鋼琴的抉擇。所述如下：

「…郭靖想說他到底要不要練武功…只要學武就會傷害人…我有類似的問

題…要不要繼續下去…學了也沒用…時間也不夠用…我學鋼琴。可是課業

沒有辦法顧好…」（f08：106-117）
⑵ 淨化

小說主角在面臨抉擇時感到迷惘，而 f08在閱讀小說時亦能體會主角左右

為難的處境。f08提及：

「…困惑…不知道到底是把自己養大的恩人重要，還是國家比較重要…學

武的問題，是洪七公跟他講說，他生平殺了200多個人，可是他覺得他殺
的全部都是壞人…為民除害…學武也是可以用在好的地方，也可以幫助別

人。」（f08：160-167）
⑶ 領悟

f08參考小說主角針對使用武功的決定，將之套用於自己學鋼琴的原則，

認為在讀書之餘，可將彈鋼琴作為生活的調劑，使課業與學琴兩者均能兼顧。

所述如下：

「…我後來就想，可以把它當成調劑…唸書唸煩了，就去彈鋼琴練一練，

那也不錯…怎麼用的問題吧！跟那個（主角學武）有點像。」（f08：115-
117）
此外，f08亦從具有正義之氣，外表看似瘋癲，卻很清楚自己立定之理想

的小說人物洪七公身上領悟到，個人應謹守自己的原則，明確地追尋人生目標

且不輕易放棄：

「…我從裡面學到…像是洪七公…平常看他好像常常瘋瘋癲癲無所事事，

可是他…還是有存在一個自己的理想跟目標…有一股正義之氣…心裡面的

目標不能把它放掉…」（f08：246-260）

㈥	勵志小說
勵志小說具有激勵、撫慰心靈、教育與指導的功能，主角採取成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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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克服障礙，可鼓勵讀者效法主角的精神，使個人的生命歷程獲得正向轉變

（“Inspirational fiction,” n. d.; Provo City Library at Academy Square, 2013）。本研

究之6位受訪者認為，勵志小說往往具有正面意義，可藉由閱讀此類小說舒緩

個人遇到人際關係問題與自我認同問題時之負面情緒。以下茲舉受訪者 f13對少

年小樹之歌之閱讀經驗為例，探討 f13的情緒困擾問題，並分析其認同、淨化

及領悟等心理歷程。

1. 情緒困擾問題：
受訪大學生 f13表示，其對參與實習活動感到極大的壓力，甚至因為擔心

自己無法將工作做得盡善盡美，而感到惴惴不安、缺乏自信。f13言道：

「…擔心自己可能去實習會像個笨蛋一樣，壓力會比較大…覺得很可怕…

去實習就大概就知道我以後工作，大概一開始就是這樣子…擔心自己沒辦

法處理的好…」（f13：107-111）

2. 情緒療癒效用：
⑴ 認同

f13提及，自己與主角雖然年紀不同，但二者都是在尋求社會的認同與支

持，而身旁的家人始終是支持個人的最大助力。所言如下：

「…他（主角）比我小太多了，但我們都是一樣尋求認同，我希望我在社

會…別人會proud of you的感覺…這一路上最支持我的就是我家人…他爺爺
奶奶也是以他為榮…我們兩個很相似…」（f13：258-282, 598-617）
⑵ 淨化

主角對學校老師、惡意的商人感到失望，又在複雜的社會上遭遇許多挫

折，但奶奶的教導使主角維持正面思考，並勇於面對現實中的逆境。受訪者

f13閱讀此書時，對主角的遭遇感到難過，而其正向的處世原則亦令受訪者為

之動容。f13提及：

「…對社會一開始是很單純，但愈來愈失望，包括他（主角）對學校的老

師，然後被商人騙…當他在失望的時候是奶奶給他正向的力量…不至於變

得太偏激，變成一個退縮的人…他有比別人更多的挫折…滿正向的…會感

動…想哭…感到難過…」（f13: 304-305, 545-574）
⑶ 領悟

小說中的奶奶教導主角主動與人為善，並保持樂觀的態度，只要問心無

愧，即毋需在意他人對自己的觀感。此讓 f13在閱讀後能心懷感恩，且重新以

正向的態度面對生活。其表示：

「…世界已經很悲苦了，就不要再給人家一個苦臉…能夠笑就笑啊，看到

人家可以打招呼就打招呼，你也不用想說這個人可能不會喜歡你…沒有對

不起人家…會有一個生活依歸…社會還滿溫暖的，我很喜歡他奶奶講的很

多話，讓我抱著比較感恩的心，比較正面。」（f13：44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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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網路小說
網路小說包含利用網路界面連載的文本，以及在網路發表之後，由出版

社製作並於通路銷售的平面實體書；其題材生活化，語彙與詞藻較口語，閱讀

時較無壓力與心理負荷（朱恆燁，2007；呂慧君，2009；柳秀真，2012；廖秋

瑜，2007）。在本研究中，計有4位受訪者表示，在遇到人際關係問題或感情問

題時，會透過閱讀網路小說從而抒發個人情緒。但分析訪談內容可知，本研究

之受訪者並未對網路小說的人物與情節感到認同或獲得淨化，其中，僅 f03在

閱讀小說那個人後，領悟到生命中有許多無奈的遭遇，個人應藉由這些經歷，

使自己變得更為堅強，並珍惜身旁的人。

㈧	歷史小說
歷史小說是奠基於歷史事件與史料的擬實小說，往往係假藉曾經存在的知

名人物，透過穿鑿附會的想像，安排作者杜撰的故事情節，但仍可反映特定歷

史時期的生活面貌（方祖燊，1995）。本研究中之2位受訪者提及，在個人遭遇

感情問題時閱讀歷史小說，可達到舒緩情緒之效果。以下茲分析 f07的情緒困

擾問題，並探究其閱讀五陵遊之認同、淨化、領悟等心理歷程。

1. 情緒困擾問題：
受訪者 f07指出，其曾與異性交往，但分手時未能妥適處理情感問題，導

致個人感到困擾，目前亦尚未建立新的交往關係。其言道：

「…對我來說生活上比較困擾的算是感情問題…男女感情…現在沒有女朋

友，曾經有交過，但沒有處理好。」（f07：38-39）

2. 情緒療癒效用：
⑴ 認同

f07認為個人與書中的主角相似，個性優柔寡斷，雖希望在與人交往時儘

量保持中立，但往往陷入兩難局面，令其感到十分棘手與苦惱。f07提及：

「…個性上…相似…他（主角）算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有時候要保持中立

並不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大家和你都是有關係的…」（f07：92-98）
⑵ 淨化

由於個性與興趣不符合家族的期許，書中主角對責任或必須完成的事務，

往往產生害怕與逃避的心態，而 f07藉由閱讀此小說，抒發個人欲逃避學習和

問題的心情。f07指出：

「…有點逃避…害怕…都沒有面對問題。整個家族的希望都在他一個人身

上，責任在身上可是沒有辦法逃避…（主角）個性確實是不適合做官或者

唸那些很死板的（八股文）…我也有不愛念書的時候…先做別的事…真的

不想念的話，強迫也沒有意思…」（f07：66-79, 111-131）
⑶ 領悟

受訪者 f07認為主角的作法是個負面範例，閱讀此書後，會警惕自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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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角一樣逃避責任。如下所述：

「…我覺得他（主角）是一個失敗（負面）的例子，會讓人家看到總是一直

逃避的話，最後下場會是什麼樣子…」（f07：100-101）
另外，小說呈現了大家族中複雜的人際關係，使 f07了解，每個人具有不

同的性格，並學會在人與人相處時須察言觀色。其表示：

「…它（此書）裡面人際關係有點複雜…可以看它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對於

人性會比較了解…慢慢會比較明白什麼樣的人…大概會有什麼樣的個性…

要察言觀色…」（f07：133-140）

㈨	科幻小說
科幻小說係以真實或想像的科學理論及科技發展，作為故事內容的基礎；

此類小說除了描述科學的助益，亦可能呈現過度發展的科技對個人或社會所

造成的危害，使讀者能反省人類於現實生活中的處境（吳文龍，2006；Plank, 
1960; Rongione, 1964）。本研究中有3位受訪者會在遭遇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

題與自我認同問題時閱讀科幻小說。以下茲敘述受訪者 f11的情緒困擾問題，

以及其閱讀時空旅人之妻所獲致的認同、淨化及領悟之心理歷程。

1. 情緒困擾問題：
受訪者 f11曾因課業繁重而感到困乏，喪失對學習的熱忱，並轉而參與大

量的課外活動，藉以逃避學習壓力。f11提及：

「…課修的比較多，大概在二下至三上這段時間…有點像是學習疲乏那種

感覺…會瘋狂去參加學校的各種活動，有營隊就去報，有活動就去報…人

家找你出去玩就出去玩…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子…」（f11：38-39）

2. 情緒療癒效用：
⑴ 認同

小說之主角無法控制時空跳躍的時機，因而失去掌握自己人生的能力，導

致其對生命充滿不安與無力感。而 f11認為，在尚未達成目標時，一切都是無

法明確掌握的，因此主角對生命的不確定感，十分能夠引起 f11的共鳴。所述

如下：

「…男主角…對時間沒有辦法控制…對自己的人生又完全無法掌控，別人

也無法理解他的生活到底是怎樣…一直處在一種不能被理解，也不知道

怎樣過生活的狀態…一種不確定感…跟主角相似…就算自己對未來再有規

劃，在還沒走到之前…隨時都有可能會消失…」（f11：296-326, 490-516）
⑵	淨化

此小說描述男主角因認識了全心全意相信自己的妻子，而肯定自己是個有

價值的人，並對此感到十分開心。然而，男主角付出許多努力，卻只換得對命

運的無力感，令 f11同情主角與其妻的遭遇而難過落淚。f11表示：

「…他老婆來了之後，他（主角）才發現有一個人會那麼全心全意相信他…

原來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很開心…感謝…覺得男主角很可憐…他做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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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很多的努力，可是到最後可能都會因為一場時空旅行，什麼都不見了…

無能為力…會為他與女主角的波折掬一把同情淚…」（f11：462-488）
⑶	領悟

f11在閱讀此書之後即領悟到，遇到問題時不應逃避，須在事情發生的當

下立刻面對它，並找尋可能之解決方法。另外，f11亦對能夠掌握自己的生活

感到慶幸，並認為應做好人生的規劃。如下所述：

「…碰到問題…第一時間就去面對它…趁活著多做一些事情…很慶幸自己

的時間是很固定的，因為你會很清楚的知道我明天會在哪裡？我後天會在

哪裡？這樣子的人生其實會覺得…有點幸福的感覺。」（f11：549-569）

㈩	心理小說
心理小說慣以書中人物的視點，藉由對話、書信、日記等方式，呈現角

色人物的情緒反應，並表現其內在的複雜思緒，有時亦透過具有象徵意義的外

在事件，呈現書中角色的情思欲念、善感而充滿想像的性靈（方祖燊，1995；

Polking et al., 1990）。本研究中有2位受訪者提及，其在遭遇生涯發展問題、人

際關係問題時曾閱讀心理小說。而分析訪談內容可知，心理小說雖無完整之情

緒療癒效用，但2位受訪者在讀後皆有所領悟。如受訪者 f11在閱讀深夜小狗神

祕習題後，因自閉症主角與眾不同的思維模式，而感受到認知上的衝擊，並開

始以有別於以往的角度看待事物。

(十一)驚悚小說
驚悚小說將現實生活與科學幻想、變態心理與恐怖事件結合，使讀者透過

安全的管道宣洩積壓在內心的恐懼，紓解原本緊繃的情緒（方祖燊，1995）。本

研究之3位受訪者表示，其曾在遭遇情緒困擾問題時閱讀驚悚小說香水。但3人

之閱讀經驗相異。其中，受訪者 f12提及，其十分喜愛香水作者描寫小說主角

的文學技巧，亦能理解主角為了追求香味而殺人的特殊行徑，惟閱讀時並未獲

得淨化與領悟之心理歷程。另一方面，受訪者 f10則無法理解主角的想法與行

為舉止，且認為心情不佳時，宜避免閱讀此驚悚小說。而 f13進一步表示，雖

然此書是精彩的小說，但內容卻使個人在讀後，產生不舒服的心理感受。

五、結論與綜合討論

本研究旨在了解大學生遭遇情緒困擾問題時所閱讀之小說類型，並探究當

事者閱讀小說後產生認同、淨化或領悟等情緒療癒歷程，從而探討各類型小說

對大學生的情緒療癒效用。若從小說的類型觀之，受訪者共提及愛情、寫實、

奇幻、推理、武俠、勵志、網路、歷史、科幻、心理與驚悚小說等11種。以

下茲敘述本研究的結論，並逐項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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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愛情、寫實、奇幻、武俠、勵志、歷史以及科幻小說具情緒
療癒效用

本研究之受訪大學生在閱讀愛情、寫實、奇幻、武俠、勵志、歷史以及

科幻等類型小說時，曾獲致認同、淨化與領悟等情緒療癒之歷程。茲依照小說

類型分述如下。

1. 愛情小說
本研究之8位受訪者在遭遇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家庭問題、感情問

題或自我認同問題時，曾閱讀愛情小說以舒緩個人情緒。尤其在遭遇感情問題

時，受訪者多會選擇閱讀愛情小說。如受訪者 f19即曾閱讀與自己個性相似的

女主角所經歷之故事，並因圓滿的結局而淨化原本的負面心情，且在閱讀後領

悟到，除了採取小說中女主角的作法之外，亦可以較為漸進的溫和策略處理個

人的感情問題。從洪新柔（2009）的研究可得知，大學生遇到愛情問題時會閱讀

羅曼史小說，此印證愛情小說確實為大學生遭遇感情方面之情緒困擾問題時常

選擇閱讀之小說類型。而Ramsdell（1999）亦指出，讀者可藉由愛情小說找到感

情問題的解決方式。

2. 寫實小說
在本研究中，有8位受訪者會閱讀寫實小說，以舒緩其在遭遇學習問題、

人際關係問題、家庭問題、感情問題或自我認同問題時衍生之負面情緒。其

中，受訪者 f14與家人相處多有摩擦，並常為此感到煩躁與無奈，因而 f14對書

中主角無力、無奈的心情能感同身受，其內心的負面情緒亦獲得宣洩，且在閱

讀小說後領悟，應以積極的態度過生活，同時逐漸敞開心胸接受自己的家人。

寫實小說具備反映現實生活的特性（Bodart, 2006），因此受訪者更能深切體會到

自己並非唯一遭遇困境者，並藉此得到負面情緒之宣洩，進而參考書中角色的

作法，以面對現實生活中所遭遇之困難。

3. 奇幻小說
本研究之8位受訪者曾透過閱讀奇幻小說，舒緩個人遇到學習問題、人際

關係問題、家庭問題與自我認同問題時之負面情緒。如受訪者 f12，其在閱讀奇

幻小說時，書中主角徬徨迷惘的心情即如同讀者個人之寫照，而小說人物與主

角之間的對話則使 f12深受感動，並領悟到自己應具備充分的信心，好好把握

至國外深造的機會。林晶（2001）指出，由於奇幻小說的故事建立於與現實生

活無關的世界，讀者能藉此暫時逃離生活中的諸多壓力源；同時，小說角色冒

險犯難的精神亦可協助讀者重新面對現實，並獲得新的想法與態度（陳宜琦，

2009），上述之論點與本研究的結果相符。

4. 武俠小說
在本研究中，有6位受訪者在遭遇學習問題與人際關係問題時，會閱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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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小說藉以舒緩負面情緒。如受訪者 f08因無法兼顧課業與個人興趣而感到情緒

低落，其在閱讀武俠小說時，即能夠體會主角對於是否該習武而產生的猶豫與

煎熬，但書中人物與主角的對話則使 f08領悟，不妨將個人興趣當作學習之餘

的調劑，並在生活上謹守自己的原則。此與葉洪生、林保淳（2005）二人所言

大致相符，亦即，武俠小說的功能之一，在於使讀者因現實生活而感到苦悶、

疲憊的心靈獲得慰藉，並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想法，可幫助讀者在離開書

本後，激勵自己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問題。

5. 勵志小說
本研究之6位受訪者在遇到人際關係問題與自我認同問題，而感到情緒低

落或不安時，會藉由勵志小說鼓舞自己。如受訪者 f13擔心自己無法做好實習

工作，並對此感到缺乏自信，其正如書中亟欲尋求社會認同的主角，而看見主

角勇於面對現實中的逆境， f13得以淨化原本憂懼的心情，並期許自己保持積極

的態度。勵志小說正向理念的內容，往往能撫慰當事者的情緒並激勵人心，引

發自我積極正面的思考，提供增強與安定心靈的力量（“Inspirational fiction,” n. 
d.），此與本研究受訪者的看法相符。

6. 歷史小說
在本研究中，有2位受訪者會透過閱讀歷史小說，以舒緩遇到感情問題時

之不佳情緒。如 f07未能妥善處理感情關係，並因此感到心情低落，其在閱讀

歷史小說時，認為自己與書中主角有相似的性格，並將主角視為反面教材，警

惕自己不可逃避責任。此印證Harris與Hodges（1995）所言，閱讀歷史小說可以

古為鑑，從中照見個人的不足與應改善之處。

7. 科幻小說
從訪談結果可知，有3位受訪者會在遭遇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題，以及

自我認同問題，並感到情緒不佳時閱讀科幻小說。如受訪者 f11即因課業繁重

而對學習失去熱忱，且對生活感到不確定，因此能夠認同主角無力掌握生命之

感，而 f11為小說人物充滿阻礙與困難的際遇感到難過，可藉此抒發個人內心

的負面情緒；同時，f11亦領悟到，應積極尋求解決困境之道，並鼓勵自己做

好人生的規劃。本研究結果與吳文龍（2006）之觀點相符，其指出，科幻小說

充滿想像力的內容往往使讀者感到有趣，但小說的功能並非逃避，而是藉由啟

發性的故事情節，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獲得潛移默化的效果，在更深的層次

對生命進行反思，並產生新的創見與思維。

㈡	推理、網路、心理以及驚悚小說具有部分之認同、淨化或領
悟歷程

在本研究中，有部分小說雖為受訪者所提及，但深入探究當事人閱讀時之

心理歷程可發現，讀者可能並未於小說中找到認同之處，或者故事發展無從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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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之負面情緒得到淨化，抑或當事人無法在讀後獲得啟發或領悟。以推理小

說為例，雖有7位受訪者在情緒不佳時會閱讀之，但此類小說僅能使受訪者沉

浸於故事情節中，並暫時忘卻原本造成情緒不佳的困擾問題，但並未有受訪者

產生認同書中主角之舉，或在閱畢後獲得可幫助個人解決現實問題之領悟；甚

或反之，受訪者在閱讀小說時雖能認同書中角色並得到領悟，但無法舒緩個人

的負面情緒。因此，此等小說僅能幫助受訪者暫時隔離問題，或單純作為愉悅

性閱讀之素材，而無法達致情緒療癒之效用。

㈢	小說之情緒療癒效用因人而異
而深入分析受訪者閱讀小說之經驗與觀感可發現，因受訪者生活經驗、人

格特質、喜好、觀念不同，小說素材的情緒療癒效用會因人而異，各受訪者遭

遇相似情緒困擾問題時所選擇之小說類型亦不相同。此外，針對各類型小說，

受訪者可能抱持不同意見。例如，對於多位大學生受訪者提及的愛情小說，

有些受訪者卻認為此類小說易予人虛假世界之感，不僅無法使人產生認同，

小說人物處理問題的方式亦不適用於現實生活中；另外，內容與現實生活太

貼近的寫實小說，則會使部分受訪者在閱讀時感到心情更沉重。此印證施常花

（1988）、陳書梅與洪新柔（2012）、Hynes與Hynes-Berry（1986）、Shrodes（1949）

等人所言，書目療法所運用之閱讀素材應符合讀者的背景、經驗、閱讀興趣

等，且須提供積極正面的精神與意涵，以避免當事者在閱讀後，感到更加地沮

喪難過或焦慮不安。

六、建　議

研究者綜合研究結果，對大學圖書館實務界提出以下四項建議。

㈠ 依大學生之心理需求，重視各類型情緒療癒小說館藏之蒐集
大學生亦為大學圖書館的服務對象之一，本研究之受訪者認為，當其遭遇

情緒困擾問題時，各類型小說有助於個人之情緒療癒。因此，為協助大學生維

持與促進自我之心理健康，圖書館可徵集各類型之情緒療癒小說，以提供大學

生在遭遇情緒困擾問題時，能兼顧個人隱私與情緒療癒的便利管道。如此，大

學圖書館除可發揮館藏資源在「增智」方面的知識性功能外，亦得以更充分地發

揮其在「怡情、養性」方面之療癒性功能，藉此協助大學生維持與促進個人之

心理健康，並迎合當代社會心理健康促進之潮流，同時，亦充分落實圖書館的

人文關懷精神。

㈡ 依一般大學生常見情緒困擾問題，編製各類型情緒療癒小說
書目

本研究之受訪者在遇到情緒困擾問題時，會自行透過小說閱讀，獲得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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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療癒。一直以來，編製書目、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即為圖書館從業人員的職

責之一。雖然每位讀者皆有其個人的閱讀偏好與需求，可自行尋找有興趣的讀

物，但小說的出版量大，在茫茫書海中，為個人尋得適切的情緒療癒素材並不

容易。而所謂「在適當的時間點，提供適切的圖書，予適合的讀者」（to provide 
the right books for the right reader at the right time），乃是圖書館界奉為圭臬的服

務倫理。因此，建議大學圖書館從情緒療癒的觀點，針對大學生常見之情緒困

擾問題，編製情緒療癒小說書目，作為大學生挑選情緒療癒素材之參考，使其

能透過自助式的閱讀，達到放鬆心情、紓解壓力與自我療癒之功效。

㈢ 建置網站平台，提供大學生情緒療癒小說書目清單
大學圖書館可建置書目療法之網站平台，提供大學生情緒療癒小說書目清

單，同時，亦可於網站平台蒐集相關之書評或閱讀心得，藉供遭遇情緒困擾問

題的大學生自行上網查閱，並以此找尋符合個人興趣、背景、經驗的情緒療

癒小說素材。如此，當能協助大學生達到自我療癒之效、提升自我的挫折復原

力，進而培養積極正向的生活態度。

事實上，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圖書館即已建置「心靈驛站」之書目療法網站

平台，於部落格（blog）放置包含小說在內的情緒療癒圖書之完整簡介、功用、

書影及書目資料。此外，該館亦定期舉辦「心靈驛站好書推薦及心得分享」活

動，鼓勵學生分享閱讀心得或描述瀏覽該部落格之經驗與意見。藉由此項服

務，協助大學生選擇適合個人閱讀之情緒療癒素材。

㈣	辦理情緒療癒小說館藏之閱讀推廣活動
為讀者媒合適合個人的閱讀素材，乃是圖書館從業人員的責任。觀諸圖

書館實務界之相關活動可知，舉凡圖書館皆會定時舉辦主題書展等閱讀推廣活

動，將優良讀物推薦予讀者。其中，對於大學圖書館而言，辦理主題書展亦

是常態活動之一。而從研究結果可知，受訪之大學生在遭遇情緒困擾問題時，

常閱讀小說以舒緩負面情緒。基此，研究者建議大學圖書館可針對大學生的需

求，推出情緒療癒小說之閱讀推廣活動，如舉辦各類型情緒療癒小說之主題書

展、小說內容改編之電影欣賞，或延請小說作家與專家學者等演講，使大學生

能了解，在遭遇情緒困擾問題時，小說亦是自我情緒療癒的媒介與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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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of 
Fiction for Under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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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undergraduates may encounter multiple pressures and 
thus feel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anxiety, disturbance and depression.  For 
undergraduates, reading can be independently conducted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an instructor; therefore, undergraduates who feel reluctant to 
expose private emotions to counselors can help themselves through the reading 
of emotional healing books.  This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bliotherapy.  Among 
various resources, fiction can serve as an appropriate emotional reading 
material.  The researcher deploye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and 
interviewed 21 undergraduates in Taipei City and Taipei County.  This study is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kinds of fictions undergraduates read when they are 
upset and to analyze the emotional healing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catharsis, 
and insight so that the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can be evaluated.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romance, realistic fiction, fantasy, martial arts novel, 
inspirational fiction, historical fiction, and science fiction can provide full 
process of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However, detective fiction, online novel, 
psychological fiction, and horror fiction can only provide parts of the healing 
process.  Besides, the healing efficacy of a specific fiction is different from 
reader to reader.

Keywords: Fiction; Emotional healing; Undergraduate; Developmental 
bibliotherapy

SUMMARY
Undergraduates nowadays may encounter stress from multiple facets of 

life, and would be inclined to hav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isolation, anxiety, 
uneasiness or depression.  Reading, with its nature of keeping personal privacy 
and self-dignity, could be used as a supportive material for helping undergraduates 
deal with emotional disturbance problems.  People who ever soothed negative 
emotions through reading are actually employing the application of “developmental 
bibliotherapy”.  In short, during the reading process, if readers could identify with 
characters in reading materials and project themselves in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along with characters,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would be channeled away 
and uneasiness would be cleared off at the catharsis stage.  In the end,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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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ding experience of a certain emotional healing work, readers would gain 
insights into appropriate attitudes, and then apply possible methods for solving 
daily-life problems.  Through this whole process, the reading materials would 
have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on readers.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view, fiction is one of the popular emotional healing 
materials among undergraduates.  To extend the understanding of fictions as 
emotional healing material, from October 2007 to February 2008 the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1 undergraduates 
whose age was between 18 to 24 years old.  In other word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conceptualize the fiction genres undergraduates read when encountering 
emotional disturbance problems, and to explore undergraduates’ emotional healing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catharsis and 
insights during the reading.

1. Fiction genres of emotional healing materials read by undergraduat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undergraduate participants have mentioned eleven fiction 
genres, which were romance, realistic fiction, fantasy, detective fiction, martial 
arts novel, inspirational fiction, online novel, historical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psychological fiction and horror fiction.

2. Romance, realistic fiction, fantasy, martial arts novel, inspirational 
fiction, historical fiction and science fiction have had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on the participants.

Some participants read romance when encountering emotional disturbance 
problems which involved issues of academic stud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family, 
intimacy and self-identity.  The participants chose to read romances in which 
the main characters had similar personal traits as the readers themselves.  These 
undergraduates released negative emotions when reading about happy and sound 
endings, and realized that they could rather adopt gentle and mild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ir personal issues.  Some other participants read realistic fiction when 
they encountered problems raised by academic stud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family, intimacy or self-identity issue.  The participants identified with the 
helplessness of characters, and released negative emotions through the characters’ 
interaction with their families.  Also, the participants realized they should tak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lives and open their hearts to family members.

Some participants read fantasy when encountering problems involving 
academic stud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family and self-identity.  When 
participants read the description of characters’ helplessness and distress, they 
would see the figures as reflections of their own, and were deeply moved by the 
dialogues in fictions.  The plots of fantasy could also help participants realiz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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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should have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and seize chances.  Some participants 
would read martial arts novels to relieve negative emotions triggered by issues 
of academic stud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problems.  For instance, one 
participant who had problem balancing his focus on learning and personal hobbies 
identified with the main character’s hesitation and suffering, and realized that one 
could take hobbies as refreshments.  

In addition to the findings mentioned above, some participants read 
inspirational fictions to cheer themselves up when encountering problem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self-identity.  For example, one participant regarded 
himself similar to the main character who lacked self-confidence and looked 
eagerly for social identity; as the main character standing up to adversities, the 
participant cleared off his fears and worries and cheered himself up to take a 
positive attitude.  On the other hand, some participants read historical fictions 
when encountering intimacy problems.  For instance, one participant thought 
himself sharing similar personal traits with the main character of a historical 
fiction.  The participant saw the figure as a negative model and thus reminded 
himself not to shun away from responsibilities as the main character has done.  
Meanwhile, some participants read science fictions when encountering problems 
involving academic stud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self-identity issues.  One 
participant who had a feeling of uncertainty toward life mentioned that she 
identified with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main character, and released her negative 
emotions during the reading.  The participant further encouraged herself to make 
a good career plan for her own life.

3. Detective fiction, online novel, psychological fiction, and horror fiction 
have partial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catharsis, or 
insights

In this study, although detective fictions, online novels, psychological 
fictions and horror fictions were mentioned by undergraduate participants,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reveal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may not find similarities for them to identify with in works of those genres, or 
lack of the process of catharsis to relieve negative emotions.  In some cases, the 
participants did not gain insights after reading.  Therefore, the fiction genres 
mentioned above could have partial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on undergraduate 
participants.

4.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differ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Because of differences among life experience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of fictions would 
differ from person to person.  Participants may make distinct selections about 
fiction genres even if they encountered similar emotional disturbanc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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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des, participants would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toward fiction genres.  For 
example, although romance was proved to have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and 
mentioned by many undergraduate participants, some participants thought the 
plots of romance were so unrealistic that readers may feel reluctant to identify 
with.  Also, some of the problem-solving methods adopted by the characters may 
be inappropriate for undergraduates to apply in real life.  In other cases, some 
participants mentioned that realistic fictions which represented life with excessive 
details may impair the catharsis process, for the plots would make them feel even 
more frustrated and upset.

ROMANIZED & TRANSLATED REFERENCE FOR ORIGINAL TEXT
子婷 [Tzu Ting]（2005 年 5 月 27 日）[(2005, May 27)]。﹝千江有水千江月之書評，蕭

麗紅著﹞[[Review of the book 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 by Li-Hung 
Hsiao]]。檢索自 [Retrieved from]http://www.books.com.tw/prod_comment/comment_
more/0010026759/1

方祖燊 [Fang, Tsu-shen]（1995）。小說結構 [Xiaoshuo jiegou]。台北市：東大 [Taipei: 
Dongda]。

王力 [Wang Li]（2009）。閱讀療法的哲學和心理學分析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analysis of reading therapy]。浙江科技學院學報，21（2），128-130[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1(2), 128-130]。doi:10.3969/
j.issn.1671-8798.2009.02.012

王波 [Wang Bo]（2007）。閱讀療法 [Yuedu liaofa]。北京：海洋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

王春展[Wang, Chun-Chan]（2004年12月）[(2004, December)]。台灣地區大學生情緒智慧、

憂鬱傾向與情緒調整策略之研究 [A study of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depress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of college student in Taiwan]。嘉南學報（人文類），30，

443-460[Chia Nan Annual Bulletin. Humanity, 30, 443-460]。
王萬清 [Wang, Wan-Ching]（1997）。讀書治療 [Bibliotherapy]。台北市：心理 [Taipei: 

Psychological]。
朱恆燁 [Chu, Heng-Yen]（2007）。我在虛擬人海中寫作：論網路小說的寫作經驗與作者–

讀者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I write for the virtual crowds: Analysis of the writing 
and writer-reader relationship of online novelis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國立政

治大學，台北市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朱錦鳳、段亞新 [Ju, Gin-Fon, & Duann, Yea-Shin]（2002年12月）[(2002, December)]。大

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之編製及學生困擾分析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adjustment check list and the analysis the students’ problems]。測驗統計年刊，10，

1-38[Journal of Research on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10, 1-38]。
自然醫學 [Naturopathic medicine]（無日期）[(n. d.)]。在維基百科 [In Wikipedia]。檢索自

[Retrieved from]http://zh.wikipedia.org/wiki/自然醫學

吳文龍 [Wu, Wen-Lung]（2006年11月）[(2006, November)]。科幻－科學中的幻想、幻想

中的科學 [Science fiction-science in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in Science]。科學教育月



http://joemls.tku.edu.tw

327Sheih and Chien: A Study on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of Fiction for Undergraduate

刊，294，15-22[Science Education Monthly, 294, 15-22]。
呂慧君 [Lu, Hui-Chun]（2009）。臺灣網路小說之呈現與發展（未出版之碩士論文）[Taiwan 

wanglu xiaoshuo zhi chengxian yu fazh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彰化市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anghua]。
李俐瑩 [Li, Li-Ying]（2004）。臺灣寫實小說中的風塵書寫—以王禎和、黃春明為例（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Taiwan xieshi xiaoshuo zhong de fengchen shuxie: Yi Zhen-He Wang, 
Chun-Ming Hwang wei li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李 慶 文 [Li Qingwen]（2005）。 大 學 生 心 理 障 礙 與 " 讀 書 療 法 "[The students’ 

psychology hinders and bibliotherapy]。山東電力高等專科學校學報，8（1），

11-13[Journal of Shandong College of Electric Power, 8(1), 11-13]。doi:10.3969/
j.issn.1008-3162.2005.01.004

林安 [Lin An]（2005）。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益形式 --圖書治療 [The beneficial form 
of undergraduate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 bibliotherapy]。高校圖書館工作，

25（3），89-90[Librar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5(3), 89-90]。doi:10.3969/
j.issn.1003-7845.2005.03.033

林晶 [Lin Jing]（2001）。論兒童幻想小說中的基本特徵 [Lun ertong huanxiang xiaoshuo 
zhong de jiben tezheng]。兒童文學學刊，6（下），145-162[Journal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6(II), 145-162]。

施常花 [Shih, Chang-Hua]（1988）。臺灣地區兒童文學作品對讀書治療適切性的研究

[Taiwan diqu ertong wenxue zuopin dui dushu zhiliao shiqiexing de yanjiu]。台南市：復

文 [Tainan: Fu Wen Books]。
柳秀真 [Liu, Hsiu-Chen]（2012）。高中職學生閱讀網路小說之現況研究─以台南市佳

里區高中職學生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Gaozhongzhi xuesheng yuedu wanglu 
xiaoshuo zhi xiankuang yanjiu: Yi Jiali district, Tainan city gaozhongzhi xuesheng wei 
li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aohsiung]。

洪婉瑜 [Hung, Wan-Yu]（2007）。推理小說研究─兼論林佛兒推理小說 [Tuili xiaoshuo 
yanjiu: Jianlun Fo’er Lin tuili xiaoshuo]。台南縣：台南縣文化局 [Tainan: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ainan County]。

洪新柔 [Hung, Hsin-Jou]（2009）。大學圖書館發展性書目療法服務需求之研究 ─以國
立臺灣大學大學部學生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The demand for developmental 
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 stud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國立臺灣大學，台北市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宮梅玲、王連雲、亓高生、叢中、孫燕、劉春 [Gong Meiling, Wang Lianyun, Qi 
Gaosheng, Cong Zhong, Sun Yan, & Liu Chun]（2005）。大學生心理問題閱讀治療前後

SCL-90評定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ibliotherapy for mental problems in college 
students]。泰山醫學院學報，26（2），126-128[Journal of Taishan Medical College, 
26(2), 126-128]。doi:10.3969/j.issn.1004-7115.2005.02.016

席家玉 [Hsi, Chia-Yu]（1996年3月）[(1996, March)]。談小說對科學與生活的影響 [Tan 
xiaoshuo dui kexue yu shenghuo de yingxiang]。社教資料雜誌，212，10-12[Social 



http://joemls.tku.edu.tw

328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51 : 2 (Winter 2013)

Education Magazine Monthly, 212, 10-12]。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 [John Tung Foundation.]（2005）。大學生主觀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

相關性調查 [Daxuesheng zhuguan shenghuo yali yu youyu qingxiang zhi xiangguanxing 
diaocha]。檢索自 [Retrieved from]http://www.jtf.org.tw/psyche/melancholia/survey.
asp?This=66&Page=1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 [John Tung Foundation.]（2012）。2012年全國大學生憂鬱情緒與運動

習慣之相關性調查[2012 nian quanguo daxuesheng youyu qingxu yu yundong xiguan zhi 
xiangguanxing diaocha]。檢索自 [Retrieved from]http://www.jtf.org.tw/psyche/melancholia/
survey.asp?This=81&Page=1

教育部統計處編 [Statistics Bran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2005）。大學生學習及

生活意向調查報告 [Daxuesheng xuexi ji shenghuo yixiang diaocha baogao]。檢索自

[Retrieved from]https://stats.moe.gov.tw/files/ebook/others/大學生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

報告 .pdf
郭玉雯 [Kuo, Yuh-Wen]（1994年6月）[(1994, June)]。從寫實觀點論四家小說 [Cong xieshi 

guandian lun sijia xiaoshuo]。臺大中文學報，6，109-128[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6, 109-128]。

陳宜琦 [Chen, Yi-Chi]（2009）。奇幻小說迷閱讀行為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A study of 
fantastic fiction fan’s reading behavior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國立臺灣大學，

台北市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陳書梅 [Sheih, Chen Su-May]（2008）。圖書館與書目療法服務 [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 

and the library]。大學圖書館，12（2），15-41[University Library Quarterly, 12(2), 15-
41]。doi:10.6146/univj.2008.12-2.02

陳書梅、洪新柔 [Sheih, Chen Su-May, & Hung, Hsin-Jou]（2012）。大學生對大學圖書

館情緒療癒閱讀素材需求之探索性研究 [A study of the undergraduates’ demand for 
emotional healing reading materials]。大學圖書館，16（1），12-35[University Library 
Quarterly, 16(1), 12-35]。doi:10.6146/univj.2012.16-1.02

陳書梅、盧宜辰 [Sheih, Chen Su-May, & Lu, Yi-Chen]（2005年8月）[(2005, August)]。
我國公共圖書館施行兒童書目療法服務之研究 [A study of bibliotherapy service for 
children in Taiwan’s public libraries]。圖書與資訊學刊，54，58-83[Bulleti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54, 58-83]。

曾文志[Tseng, Wen-Chih]（2007年3月）[(2007, March)]。大學生問題衡鑑量表發展之研究[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student problems assessment inventory]。中華
輔導學報，21，201-229[Chinese Annual Repor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1, 201-
229]。

曾懿晴 [Tseng, I-Ching]（2010年10月6日）[(2010, October 6)]。批踢踢實業坊 [Ptt.cc]。聯
合報，頁A3[United Daily News, p. A3]。

黃秋芳 [Huang, Chiu-Fang]（2002）。黃易從歷史真實跨向武俠虛構 [Huang Yi cong lishi 
zhenshi kuaxiang wuxia xugou]。國文天地，18（7），10-15[The Worl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8(7), 10-15]。

葉乃靜 [Yeh, Nei-Ching]（1998）。從閱讀談通俗讀物之蒐藏 [Reading behavior and the 
acquisition of popular stories in the library]。大學圖書館，2（2），120-134[University 
Library Quarterly, 2(2), 120-134]。



http://joemls.tku.edu.tw

329Sheih and Chien: A Study on Emotional Healing Efficacy of Fiction for Undergraduate

葉洪生、林保淳[Yeh, Hung-Sheng, & Lin, Pao-Chun]（2005）。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Taiwan 
wuxia xiaoshuo fazhan shi]。台北市：遠流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葉雅馨、林家興 [Ye, Ya-Hsing, & Lin, Josh Chia Hsin]（2006）。台灣民眾憂鬱程度與求

助行為的調查研究 [A questionnaire study of depression related help-seeking behavior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in Taiwan]。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9（2），125-148[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9(2), 125-148]。

廖秋瑜 [Liao, Chiu-Yu]（2007）。台灣當代網路文學現況研究 ---以藤井樹作品為例（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Taiwan dangdai wanglu wenxue xiankuang yanjiu: Yi Teng Jing Shu 
zuopin wei li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花蓮市 [National 
Huali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ualien]。

劉玉華 [Liu, Yu-Hua]（2004年6月）[(2004, June)]。以全人教育觀來看大學生壓力源及

壓力因應之模式 [Stressor and stress coping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holistic 
educational view]。實踐通識論叢，2，65-82[Shih Chien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2, 65-82]。

劉勝江、張大均 [Liu Shengjiang, & Zhang Dajun]（2005）。閱讀療法：概念、機理及運用

中應把握的幾個問題[Reading Therapy: Conception,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醫學
與哲學，26（3），63-64[Medicine & Philosophy, 26(3), 63-64]。

蔡明樺 [Tsai Ming-Hua]（2013年9月10日）[(2013, September 10)]。27％大學生上課嗜睡：

女比男高4成「睡前別玩手機」[27% daxuesheng shangke shishui: Nu bi nan gao 40% 
“shui qian bie wan shouji”]。蘋果日報，頁A12[Apple Daily, p. A12]。檢索自[Retrieved 
from]http://www.appledaily.com.tw

蔡惠琴 [Tsai, Hui-Chin]（2007年5月）[(2007, May)]。系列推理小說的精采之作—哈蘭．

科本的《極度驚悚》[Xilie tuili xiaoshuo de jingcai zhi zuo: Harlan Coben de Darkest 
Fear]。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1，33-37[New Books Monthly Recent and Forthcoming 
Publication in Taiwan, R.O.C., 101, 33-37]。

鄭語謙 [Cheng, Yu-Chien]（2013年2月4日）[(2013, February 4)]。第二代開賣批踢踢認

同卡 2千鄉民搶 [Dierdai kaimai Ptt rentongka 2000 xiangmin qiang]。聯合報，頁

A8[United Daily News, p. A8]。
賴保禎、張利中、周文欽、張德聰、劉嘉年編著 [Lai, Pau-Cheng, Chang, Li-Jung, Chou, 

Wen-Chin, Chang, Te-Tsung, & Liu, Chia-Nien (Eds.).]（1999）。健康心理學 [Health 
psychology]。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 [Taipe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Altieri, J. L. (2006). Children’s contemporary realistic fiction portraying dyslexic characters: An 
examination of the issues confronted and the gender of the characters. Reading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45(3), 161-178. doi:10.1080/19388070609558447

Angelotti, M. (1985). Uses of poetry and adolescent literature in therapy for adolescents. Child 
& Youth Services, 7(1/2), 27-35. doi:10.1300/J024v07n01_04

Baruchson-Arbib, S. (2000). Bibliotherapy in school libraries: An Israeli experiment. School 
Libraries Worldwide, 6(2), 102-110.

Bodart, J. R. (2006). Books that help, books that heal: Dealing with controversy in YA literature. 
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5(1), 31-34.

Bopp, R. E., & Smith, L. C. (2001). 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An introduction (3rd 
ed.). Englewood, CO: Libraries Unlimited.



http://joemls.tku.edu.tw

330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51 : 2 (Winter 2013)

Bravender, T., Russell, A., Chung, R. J., & Armstrong, S. C. (2010). A “novel” intervention: 
A pilot stud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healthy lifestyles. Pediatrics, 125(3), 513-517. 
doi:10.1542/peds.2009-1666

Brown, E. F. (1975). Types of literature used in bibliotherapy. In Bibliotherapy and its widening 
applications (pp.298-323).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Canfield, D. (1990). Talking books as bibliotherapy for the elderly, disabled person. Illinois 
Libraries, 72(4), 328-330.

Cawelti, J. G. (1976). Adventure, mystery, and romance: Formula stories as art and popular 
cultur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rles, J., Clark, C., Hamilton-Selway, J., & Morrison, J. (2012). The readers’ advisory guide 
to mystery (2nd ed.). Chicago, IL: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Chelton, M. K. (1991). Unrestricted body parts and predictable bliss: The audience appeal of 
formula romances. Library Journal, 116(12), 44-49.

Cook, K. E., Earles-Vollrath, T., & Ganz, J. B. (2006). Bibliotherapy. Intervention in School and 
Clinic, 42(2), 91-100. doi:10.1177/10534512060420020801

Cornett, C. E., & Cornett, C. F. (1980). Bibliotherapy: The right book at the right time. 
Bloomington, IN: Phi Delta Kapp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Detrixhe, J. J. (2010). Souls in jeopardy: Questions and innovations for bibliotherapy with 
fiction. The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49(1), 58-72. 
doi:10.1002/j.2161-1939.2010.tb00087.x

Doll, B., & Doll, C. A. (1997). Bibliotherapy with young people: Librarians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working together. Englewood, CO: Libraries Unlimited.

Emmert, P., & Brooks, W. D. (1970). Methods of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ris, T. L., & Hodges, R. E. (1995). The literacy dictionary: The vocabula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Hébert, T. P., & Kent, R. (2000). Nurtur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gifted teenagers through young adult literature. Roeper Review, 22(3), 167-171. 
doi:10.1080/02783190009554027

Hynes, A. M., & Hynes-Berry, M. (1986). Bibliotherapy--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spirational fiction. (n. d.). In Wikipedia. Retriev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
Inspirational_fiction

Lenkowsky, R. S. (1987). Bibliotherapy: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21(2), 123-132. doi:10.1177/002246698702100211

Pardeck, J. A., & Pardeck, J. T. (1984). Young people with problem: A guide to bibliotherap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Plank, R. (1960). Science fi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30(4), 799-810. 
doi:10.1111/j.1939-0025.1960.tb02095.x

Polking, K., Bloss, J., Cannon, C., & Cinnamon, D. (1990). Writing A to Z: The terms, 
procedures, and facts of the writing business defined, explained, and put within reach. 
Cincinnati, OH: Writer ś Digest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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