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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對中國傳播思想研究價值與重要性之體認，研究者試圖以中國古典

說服學說之重要論述─縱橫家始祖鬼谷子的說服學說作為分析架構，分

析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之說服文本。一方面增加其在中國古典語

藝研究上的豐富性；另一方面，有助於擺脫現今中國或華人傳播研究扮

演學術邊陲的角色，開創特有的文化價值。 研究者從既有的說服理論與

研究，討論合適的定義與原則選取文本，依照遊說主題加以分類，再以

合適的鬼谷子論點進行文本分析。研究者將文本分成君臣之說：軍事政

策、對外政策、對內政策；行人之說：軍事聯盟、招賢納才、局勢論辯

與領土討回等分類，再從鬼谷子觀點分析成功、失敗與說服組合。研究



者發現掌握說服對象好惡喜怒、客觀背景的程度，為影響說服成敗之關

鍵。若說服未建立在此基礎上，即使運用再高明的技巧遊說也不易成

功。雖然鬼谷子學說的解釋範圍相當廣泛，然而其缺乏對於說服論據、

情境背景的討論，使得研究者難以單從該學說處理相關面向，建議後續

研究應搭配其他的說服理論相輔佐，讓解釋分析能更為完備。 本研究的

嘗試對鬼谷子學說而言，是一次檢驗其解釋力的挑戰與機會；對於《三

國演義》來說，是觀察其說服活動與縱橫家主張訴求的連結，並且更深

入瞭解其說服內容究竟是多麼豐富多彩，又如何傳承並再度發揚先秦重

說精神的傳統。更重要的是，鬼谷子說服學說與《三國演義》的研究組

合，證明了中國古典哲學觀點有機會作為傳播研究的立基點、研究預

設、背景與研究方法，端視其研究目的與對象而定，而這些古典哲學的

觀點亦有助於提升當代傳播研究的豐富度。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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