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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檢視部落格對於癌症病患寫作的可能意義，以特定

的健康議題──癌症之部落格，回答以下兩個研究問題：誰是

癌症部落客？癌症部落客如何書寫癌症？本研究選取兩大部落

格系統：「Yahoo!奇摩」部落格以及「無名小站」部落格共 63

個，選取 315 篇貼文進行內容分析。結果發現部落格作者多是

年輕的女性患者。貼文可看出部落客的社會連結與面對疾病的

書寫動機。研究結果意味著癌症部落格有潛力成為一般大眾書

寫處理疾病的空間，且部落客為社會中健康議題的資訊來源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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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年來部落格（blog）已經成為網路傳播中不可忽視的一個現象。

基於既往的部落格發展軌跡，政治部落格的研究曾經是最熱門的研究議

題，由政治記者所主導的部落格對於公眾參與，甚至對民主的影響最受

到學者關切。除了政治部落格之外，其他主題的探討就相對少了許多。

多數的傳播學術研究的焦點還是在政治或是新聞部落格（如：Johnson 

& Kaye, 2004; Reese, Rutigliano, Hyun, & Jeong, 2005）。然而，根據調

查，部落格可能更可以處理個人議題上多於政治議題或是社會事件。

「美國線上」（America Online，簡稱 AOL）2005 年 9 月的研究發現，

在美國接近 50% 的部落客撰寫部落格的原因是將其視為一種治療

（therapy），只有 16% 的人對於新聞議題及 7.5% 的人對政治資訊有

興趣（America Online, 2005, September 16）。長期觀察網路與美國社會

脈動的「皮優網路與美國生活計畫」（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2005）研究顯示 80% 的網路使用者會在線上搜尋醫療相關

資訊。縱使網路已成為搜尋健康資訊的普通工具，多數的部落格分類與

指南也包括健康部落格但學界對於健康部落格的瞭解甚為缺乏。 

本研究探討聚焦於健康部落格，期能為部落格研究增加新的探討面

向。研究者認為癌症部落客的書寫有其特殊意涵，癌症帶來的危機常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威脅個體的身心，強迫個體對抗未知且為自己的價值觀

優先排序，因此喚起人類終極性的問題：限制與脆弱（Corr, Nabe, & 

Corr, 2003）。在死亡陰影下，無論過去被認為多麼成功的人，都得孤

身面對死亡陰影所遮蓋的一切，不確定感增加對死亡的恐懼。余德慧

（2003）認為在生病時，疾病成為生活的全部，個人不得不放棄許多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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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的東西，原本重視的社會價值觀轉化成個人存在的價值。因此病

人必須面對自身的真實，面對疾病的折磨與學習成為生活的主軸。 

由於部落客的書寫行動包含了網路「使用者」同時也兼具「訊息生

產者」的概念，同時疾病書寫過程牽涉到心理學的歷程。以癌症部落格

作為理解訊息生產者的本質與特色的研究對象，將增加未來健康傳播中

以病患做為主體的傳播模式潛力。 

本研究先藉由探討網路媒體做為來源的概念檢視部落格對於病患寫

作的可能意義。過去的傳播研究中，來源（source）一向是研究的重點

之一。如果檢視傳播研究文獻，來源二字出現在許多理論、模式、研究

假設與問題的變項當中。雖然具有顯而易見的重要性，但是我們對於

「來源」的概念似乎還須概念化，尤其最近十多年新媒體的發展不得不

讓我們重新審視來源這個概念。舉例來說，因為新媒體的出現，已經難

以確認的訊息來源為何。1 部落格不僅是資訊的來源，也是資訊的接收

者，在此框架之下，部落客的書寫無庸置疑是訊息來源，而觀看者給予

書寫者的回應也是訊息來源。 

本研究基於「我」（self）作為訊息來源之前提，探索癌症部落客

的書寫。在這個前提下，本研究檢視癌症部落格之本質與書寫特性，以

加強關於此新興媒體研究於理論上的可能潛力，並衡量健康議題之部落

格書寫在未來健康傳播上扮演的角色。 

貳、文獻探討 

一、部落格的定義 

部落格一詞在 1999 年進入韋伯（Merriam-Webster）大字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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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成為該字典於當年的風雲字彙（word of the year）（Bruns & 

Jacobs, 2006）。在這部字典當中對於部落格的定義為「一個包含寫作

者於線上之具有反思、評論以及超連結的個人日誌網站」。2 在 2004 年

美國總統的初選當中，部落客（bloggers）被邀請報導全國代表大會，

而許多的主流媒體如 CNN、BBC 等等，也愈來愈以部落格作為瞭解民

眾意見的資訊來源之一，某種程度取代了街頭訪問（Bruns & Jacobs, 

2006）。 

早期的部落格的確以社會與政治為關注焦點，3 但是到了今天，部

落格由於愈來愈多元化，部落客也不僅止於政治議題的探討，而是更廣

泛地呈現出社會當中不同的人口的文化特質。根據過去文獻（Blood, 

2002; Herring, Scheidt, Wright, & Bonus, 2005），部落格可以區分為三種

類型，第一為過濾（filters），內容多為部落客覺得從其他資訊來源上

所發現的連結，或者是部落客對於外在公共事件所寫下的評論，此類的

部落格較少部落客原創的內容。第二為個人日誌（personal journals），

內容為部落客自己的想法與活動記錄，包含部落客的日常生活省思。第

三為筆記本（notebooks）或稱 k-logs，內容為部落客有焦點、篇幅較長

的創作文章，主要內容是部落客對於外在事件、案例、產品等以主題式

的寫作方式呈現。Herring 等人（2005）在分析 203 個隨機抽樣的部落

格之後，發現過去學者過度將焦點放在部落格的新聞學，但實際上個人

日誌功能的部落格愈來愈多是不爭的事實，因而認為部落格的研究重點

應該注意實際的部落格使用的變化狀況。 

不可諱言，部落格的日記功能蓬勃發展自有其道理。相較於傳統媒

體，部落格提供了一般媒體使用者一個發表的空間，個人的想法的傳送

不 需 要 透 過 印 刷 與 電 子 媒 體 的 守 門 。 而 相 較 於 一 般 的 個 人 網 頁

（personal homepage），部落格提供網路媒體使用者更加友善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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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觸及許多的閱聽人。美國著名的政治評論家，也是政治部落客

Andrew Sullivan（2002, October 13）曾說道，部落格是自從電視以來，

最具革命性的媒體革命，因為部落格提供不間斷之溝通進行。部落格的

出現，提供傳播學者一個機會，檢視一般的媒體使用者如何也同時是訊

息生產者。 

二、部落格書寫：自我之展現 

網路社會學家 S. Turkle（1995）在《虛擬化身：網路世代的身份認

同》（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一書中指出，

由於網路的相對匿名性以及多元社會互動管道，使得網路使用者將網路

視為可操弄不同版本的「我」的虛擬實驗室。如同小孩子以遊戲作為訓

練往後於成人世界中所需要的社交能力的場域，但遊戲的好處又在於不

須花費也沒有危險，網路世界亦然。由於匿名之特性，所以人們有機會

展現不同的自我，包括不同的性別與自我的不同面向，而不必懼怕在真

實世界中得不到認同的處罰。 

關於人擁有不同的自我概念或是人格在心理學與社會學當中完全不

是新的觀念，Goffman（1959）以及 Jung（1953）早已區分出公眾自我

與內在自我。Jung 認為真正的自我存在於非意識的自我，而非意識的

自 我 。 Markus 與 Nurius （ 1986 ） 則 發 展 出 「 可 能 的 各 種 自 我 」

（possible selves）以闡釋在不同的成長階段以及生活方式當中個人所感

覺到想到成為的自我。Higgins（1987）則區分出「理想」（ideal）、

「期望」（ought）以及「實際」（actual）的三種不同自我概念。「理

想我」包含個人期待未來想要擁有的特質，「期望我」則是個人認為必

須擁有的特質，「實際我」則是個人於目前於社會互動中所展現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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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由 Higgins（1987）的三個自我概念可以看出，除「實際我」之

外，其他的兩個自我概念都指涉自我的未來與可能，而非只現在的我。

相對的，Turkle（1995）所謂的網路作為社會實驗室的概念強調的是現

在的我、內在的我的探勘，而非只期望的我以及可能的我。這一點與

Rogers（1951）所說的「真實我」（true self）相當類似。 

Rogers（1951）的真實我概念區分出非意識的自我以及面具。他在

治療病人的過程中，發現病人「並不是真正的自我，而且常常也沒察覺

本身的真實自我到底為何，但是當趨近於真實自我時，病人會感覺到比

較滿意」（p. 136）。依據 Rogers 對於所謂治療的想法，病人的復原過

程乃在於其能逐步地發現真實自我，好能自由自在地與他人互動。由此

可以看出 Rogers 的真實我不同於未來的、可能的「理想我」與「期望

我」，也不同於存在於眼前的「實際我」，因為 Rogers 視真實我的確

在此時此刻心理上存在於當事人，也就是說並不是未來的、可能的理想

我與期待我，只是在社會互動中還為充分展現，所以也不同於 Higgins

所謂的實際我。 

如果 Turkle（1995）所言為真，網路是一個社會互動的實驗室得以

表達自我，則可以預期當人們使用網路作為表達自我的機會，應該因其

匿名性得以避開社會壓力，因而展現其不容易於傳統面對面溝通時的真

實我。 

而有研究指出，當人們透露出夠多的真實我或是內在我時，就容易

在關係中獲得同情與理解（Derlega & Chaikin, 1977）。所以可以推論

在網路中能表達較多的真實我也較能產生密切的關係。McKenna、

Green 和 Gleason（2004）的研究發現，相信自己能在網路上充分表達

自我的人，也較認為他們可以在網路上與他人形成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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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我的展現以獲得關係與認同的想法或許可以解釋部落格做為日

記因而蓬勃發展的狀況。人們在網路蓬勃之前，真實生活裡說不出與不

能說的秘密，可於日記之中記載。隨著部落格的普及，傳統的紙本日記

也開始轉以網路作為記載與儲存的媒介。部落格做為一種日誌，與傳統

紙本日記之私密形式有所不同，但之所以能為日記書寫者接受或喜愛，

無非是它既能滿足日記書寫的基本需求，同時又可在日記書寫之餘產生

與他人社交互動的可能性。網路空間的日記書寫，具有公開的性質，期

待觀看者的共鳴。而預期的觀看者，則成為了一種積極的聆聽者，滿足

人們真實我揭露後的互動需求。網路日記將自己的秘密公開，可輕易找

到共同頻率的對象，建立超越陌生人的互動關係。透露愈多的自我，愈

可能與他人形成密切的互動。 

這類書寫不再只是個人私密的書寫，也進入了文化層面，以個體呈

現文化價值的意涵（Chen, 2010）。在探究「網路個人媒體」中自我書

寫的現象與意涵，網路自我書寫為個人性質的網路空間提供了一個長期

書寫、自我建構的機會，同時又有讀者的觀看，敘事認同因而得以成為

可能，即產生「我是誰」、「有什麼經歷與遭遇」的真實自我認同歷

程。而網路自我書寫具有多元的個人心理與社會意涵，既是自我面對的

活動，也是面對他者、向外發聲。 

我們可以如此推論，有健康狀況的使用者會因寫作得以處理自身的

問題，使得原本是私領域的健康問題，因為部落格的寫作而使私領域得

以「公眾化」。根據這個功能，學界必須增加對於部落格領域的認識，

尤其是關於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真實存在，卻又難以公開的議題，例如得

到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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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落格與健康傳播 

長期觀察網路與美國社會脈動的皮優網路與美國生活計畫（2005）

機構研究顯示 80% 的網路使用者會在線上搜尋醫療相關資訊。身為近

期最風行的網路應用之一，部落格已發展出關於健康資訊傳播的一種重

要的方式。縱使網路已成為搜尋健康資訊的普通工具，多數部落格的指

南也包括健康部落格，但關於健康與醫療的部落格研究付之闕如，多數

的傳播學術成就的焦點放在政治部落格或是新聞部落格（如：Johnson 

& Kaye, 2004; Reese et al., 2005）。而根據美國線上 2005 年 9 月 16 日

的調查，一般美國人將部落格寫作視為一種治療，面對以及個人生活問

題與悲劇，並且在網路上搜尋與自己有相同狀況的人。由此可見，部落

格在一般民眾生活上具有自我幫助的重要性。 

根據衛生署 2010 年公布的資料（行政院衛生署，2010 年 6 月 22

日），癌症已經連續 28 年為全台死亡原因之第一名。癌症會因發現早

晚以及癌症種類，而有不同的死亡率，然而患者面對癌症，必然身心有

所衝擊，因而在診斷以醫療歷程當中產生面對疾病、尋求相關資訊，以

及情感支援的自助行為，部落格寫作於是相當可能成為患者的自我幫助

的場域。 

（一）癌症與書寫 

癌症的正式名稱是惡性腫瘤。人體中大部分的細胞皆有一定的生長

速度與壽命，但癌細胞的生長通常比正常細胞生長得快速許多。異常的

細胞聚集在一起，即造成病理上的變化，常因聚集的體積增大形成腫瘤

（徐華陀，2000）。就心身醫學的研究，身體的背叛被認為有其自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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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邏輯，而任何疾病只要起因不明、治療法無效，就容易被患病的「意

義」所覆蓋（Sontag, 2001）。從人文觀點出發，病誌透露的生命哲思

蘊涵豐富的指涉，在隱喻部份，Sontag 因感受罹癌者長期背負「污名」

的罪衍，引發她寫作《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一書（Sontag, 2001）。作者經由書寫疾病，彰顯個

人的疾病意義源自病態社會，換言之，真正目的是在批判、嘲諷，權力

建構下的社會的畸形面貌，在透過書寫自身疾病，表現個人藉由疾病書

寫獲得心靈上的復原和再生，以現身說法的方式，解構社會大眾對疾病

的誤解、偏見和刻板印象為社會進行文化除魅。癌症雖未在身體外貌上

有太大的變化，造成殘缺變成烙印，卻可能因為化療而造成身體不適，

體力衰退，所以即使病人也不免受癌症烙印的影響。疾病還可能導引出

文化上的諸多揣測，胡幼慧就曾指出： 

不少學者在研究中國文化時則發現中國文化偏向將情感上

之痛苦（如憂鬱、焦慮）外化至身體官能病痛之特性

（somotization）。由中國的語言即可發現身體的內臟往往影射

到心理層面，例如脾氣、肝火、腎虧、神經衰弱等將情緒與自

主神經系統聯繫到一起之症狀，而在精神症狀方面亦出現了中

國文化特有的縮陽症（koro）及畏寒症（frigophobia），均被

稱為「中國文化症候群」（Chinese culture-bound syndrome）

（胡幼慧，1992，頁 47）。 

由於癌症仍是一種為人了解得很有限的疾病，在混沌不明中更助長

賦予罹患者某種意義，這意義可能是罹患者「罹病」這件事還不夠，還

得知道「為什麼」會得這個病？是做錯了什麼？它是如何發生的？當無

法追溯原因，華人社會中甚至還可能牽扯、歸咎罹患的原因或者是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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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母失德、祖先風水等等。 

（二）誰寫？ 

早期的研究重點在於部落客的特性。有些學者發現在部落格空間

中 ， 女 性 為 較 多 數 （ Perseus, 2003 ） ， 有 些 學 者 則 有 相 反 的 結 論

（Viegas, 2005）。不一致的結果可能來自於這些研究者研究的是不同

主題的部落格。相較於男人，女人有較高的比例會持之以恆的發洩心理

的壓力。另外女人也傾向維持親密的關係，包括社交網路的參與

（Kawachi & Berkman, 2001）。可以預期，以癌症部落格的屬性來看，

女性的癌症部落客將會多於男性。 

以年齡觀之，Su、Wang 和 Mark（2005）檢驗政治部落格發現相

較與個人部落格，政治部落格被年紀稍長的部落客主導。深入的政治專

業知識主題須要專家意見，或是必須具備「專業」的觀點。而我們可以

預期，個人健康的部落格作者有可能是相對較年輕的作者。 

此外，Su 等人（2005）經由部落客個人檔案中的陳述發現政治部

落客較於個人部落客展現出更多個人資訊，所以可以推論，對於主要動

機為自我揭露的作者來說，個人資訊的重要性不高，畢竟書寫內容多為

私人生活與感受的揭露，然而政治性部落格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社會

評論與資訊，在個人檔案中透露個人資訊反倒是增加可信度。在本研究

中，合理的推斷癌症病人所經營的部落格常必須表達與揭露自我，由於

個人狀況可能並非完全正面，且可能因被識別而被烙印化（例如癌症或

是精神病患），因此可以 Su 等人（2005）的研究發現類推，個人部落

格比起政治部落格作為識別部落客個人的資訊可能較少。4 所以相對於

政治部落格作者，癌症病人檔案中對自我的陳述也就不是那麼重要。 

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誰是癌症部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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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內容的觀點看，根據先前的研究可以預期部落客寫作屬性

上有性別差異。Burleson（2002）發現，線上的支持團體中，女性較易

給予情感支持；然而男性傾向給予資訊以幫助他人。這些研究結果與真

實生活中的支持團體一致（Burleson, 2002; Rakowski et al., 1990），所

以本研究預期女性傾向於在書寫上應用更情感性的筆觸，而男性可能傾

向於給予較多資訊。 

（三）如何寫？ 

先前的研究顯示寫作有五種動機：自傳性論述、評論、淨化作用、

沈思或是社群討論（Nardi, Schiano, Gumbrecht, & Swartz, 2004）。然

而，對醫療部落格來說，可能還有其他動機存在。以病患書寫相關文獻

中探討關於個人使用網路書寫的主要動機不外乎社會聯結與面對疾病。 

1. 為了連結 

Blanchard（2004）指出部落格擁有建構虛擬社群的能力，例如部

落客會連結到其他網站以及在討論區塊與讀者互動。Su 等人（2005）

也認為部落格串連（即 blogroll，意指部落客將推薦的頁面連結置於首

頁）及回應文等顯露出部落客的社會聯結。以上聯結他人的方式產生了

社會支持，而社會支持「對健康與應付壓力有因果關係」（House, 

1987, p. 136）。持續地更新社會支持訊息，包括資訊及情感上的支持對

於線上支持團體相當重要（Braithwaute, Waldron, & Finn, 1999）。

Owen、Fotheringham 和 Marcus（2002）指出能幫助做出醫療健康相關

決策的資訊搜尋是相當重要的。根據研究，線上討論團體比起到醫院看

病能得到更多的資訊，並且被認為是「最好的醫藥知識來源」，因為他

們提供「醫學上的參考、面對疾病的訣竅以及更有深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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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erg et al., 2003）。 

線上的醫療健康資訊的搜尋，不只幫助部落格使用者做出醫療決

定，也帶給病患情感上的慰藉，對治療帶來正面的影響。線上的討論團

體，如電子佈告欄，亦提供許多需要的情感支持。根據 Bass 等人

（2006）研究，被診斷出癌症的新病患，若有上網搜尋相關疾病資訊，

會用較積極的態度面對疾病，對於治療也會主動參與。而網路搜尋資料

既方便也顧及隱私，加入支持性質的網路社群也不需建立額外的人際關

係甚至是背負人情債（Walther & Boyd, 2002）。 

所以部落客因有連結之動機，因而表現在與其他部落格的串連、貼

文寫作投入程度，而以上部落客的連結努力，會導致因連結而來得社會

支持，表現在部落格來訪人數較多，訪客會給予寫作者回饋（回應）。 

2. 為了面對疾病 

如同 Nardi 等人（2004）發現，許多部落格作者透過部落格訴說生

活中的故事以達到淨化的作用。對患者來說，或許有實際的重要性。研

究顯示，「反芻個人的生活故事，可以使過去發生的事件在寫作者心中

重生，並創造出新的意義及其他種種可能性」（Ridgway, 2001）。另

外，由於部落格日記式的功能容許敘事性的表達，並分享個人歷史的細

節，因此其重要性對於健康社群不言可喻。如同 Turkle（1999）所指

出，網際空間帶來的心理影響包括產生行動，亦即個人在網際空間中處

理離線生活中未能解決的問題，還有為重要的個人議題尋找新的解決方

式。Bargh 和 McKenna（2004）發現同性戀與政治激進團體於線上論壇

的討論內容除了議題本身之外，還彼此傾吐被家人與朋友的標籤化，使

傾吐使寫者與讀者彼此能獲得益處。以不欲被標籤化的心態同理可推

論，癌症部落客的現實生活中的苦悶可以在部落格中傾訴，而敘事手法

不僅可以將個人的苦悶得以解決，也使同樣狀況的其他癌症病友從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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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閱讀中獲得共鳴。 

因此，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問題：出於社會連結與面對疾病的動機，

部落客如何書寫癌症？ 

由於疾病書寫是以病人為出發點所意識到的身心受創與面臨的苦

難，因此對於疾病的描述，包括癌症的進展，包括診斷、治療、追蹤、

復原等，以及疾病的文化隱喻，如面對生老病死的宗教與文化價值影響

等，亦是本研究的觀察重點。 

參、方法 

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檢視癌症部落格的內容。McMillan（2000）

曾解釋快速更新的網站內容對於研究內容者在取樣與編碼上的挑戰極

大，包括網站數目增加快速、網站可能消失、網站容量（bytes）成

長、內容更新快速、分析單位難以確立、網站內容之分層過於豐富，造

成分析過於耗時，所以同理可推部落格之內容分析有類似的難題，然而

研究者仍應依據研究目標與研究問題，嘗試將已經廣泛運用於傳統媒體

分析的內容分析法應用於網路內容研究上。本研究進行病患的部落格分

析，本質是日記類型，所以時間的概念有其重要性，本研究參考

Papacharissi（2007）的作法，認為樣本必須有時間性，也就是在固定時

間取樣，且選取較新的部落格內容。 

一、取樣 

本研究為了建構關於癌症部落格的抽樣過程，從兩方面著手，一方

面從台灣計算部落格流量的部落格觀察站（http://look.urs.tw/）找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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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部落格，另一方面則根據坊間有關癌症部落格的書籍入手。在詳查之

下，我們選取癌症部落格族群最多的兩大部落格系統：「Yahoo! 奇

摩」5 部落格以及「無名小站」。6「Yahoo! 奇摩」部落格是抗癌同學會

聚集的網路空間，具癌症患者使用社群的代表性。「無名小站」是「台

大批踢踢實業坊」BBS 的 “Anti-cancer” 看板使用者的網路群聚地，亦

具有癌症患者使用社群的代表性。 

本研究內容分析對象分為三個分析層次，分別為部落格本身、貼文

及回應文。貼文被定義為部落格擁有者在任何日期編纂或是貼出的文

章，回應文則是部落格讀者針對部落格作者貼文，編纂或是貼出的回

應。 

本研究以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抽樣方式建立樣本。滾雪球

抽樣適用於難以界定的特定母群體成員。抽樣程序是先蒐集目標母群體

的少數成員，同時向透過這些少數成員所提供的資訊，找出其他相關的

母群體成員，簡言之，是以研究對象所提供的資訊，找出其他符合研究

條件的對象。研究者在網路空間中先以立意抽樣找出一位部落格的使用

者，7 透過這位使用者以滾雪球方式，選取符合研究條件 8 的癌症部落

格建立符合本研究條件的部落格。共計選取 63 個部落格，共計 31 個

「Yahoo! 奇摩」部落格以及 32 個「無名小站」部落格，本研究選取樣

本的條件為：在進行取樣當日，即 2008 年 5 月 31 日當天之前，在部

落格發表與抗癌有關的貼文，並且在部落格中設立與抗癌文章的分類項

目，其中抗癌貼文必須超過 10 篇。本研究以 10 篇做為是否可以納入分

析的切割點或許較為武斷，若起碼有 10 篇貼文，則可以確認該部落格

在癌症這一分類上之經營程度。每個部落格選取 5 篇部落客的最新文

章，且確認其文章主題與貼文聚焦在部落客本身抗癌過程的網路書寫；

若最新的貼文無關癌症，則略過該篇，而往前一篇擷取。最新文章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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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以擷取日期（2008 年 5 月 31 日）為基準，選取最近更新的 5 篇貼

文。 

Ha 和 James（1998）曾經指出，網路的內容分析若以整個網站作

為分析對象不僅過於耗時，且或因為每個網站的大小不同，而造成研究

資料的偏差。同理可推想本研究分析整個部落格內容將相當不可行，因

為每個部落格歷史長短不一，貼文篇數差異相當大，若進行整個部落格

分析不僅過於耗費人力與時間，也可能造成推論上的偏差。 

二、分析單位與變項 

為回答本研究的兩個研究問題，誰寫部落格以及如何寫，本研究的

分析單位共有兩層，分別為部落格以及貼文，前者可分析誰寫部落格，

以及從部落格連結特徵說明社會連結之動機；後者可從貼文之內容分析

部落客寫些甚麼，進而說明如何連結以及面對疾病。每一個分析單位的

相關變項如下： 

（一）部落格變項 

變項以及其測量如下： 

（1） 部落客性別：男性、女性，以及無法辨認； 

（2） 年齡：20 歲以下、20-29 歲、30-39 歲、40-49 歲、50 歲以

上，以及無法辨認； 

（3） 部落客罹癌種類； 

（4） 讀者互動：部落格可以與讀者互動、部落格不能與讀者互

動； 

（5） 部落格形式：分為文章、文章加靜態圖片、文章加動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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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加影音，以及文章加動靜圖片加影音； 

（6） 部落格連結數：本部落格與多少其他部落格連結； 

（7） 連結其他網站性質：分為資訊性網站、情感性網站與混合性

網站； 

（8） 更新頻率：最近五次貼文（posts）平均更新天數； 

（9） 癌症貼文書寫時間：該部落格的癌症類目建立至今總共多少

月； 

（10） 部落格貼文總篇數：從開始第一篇到最近於擷取日當天的貼

文之總數；以及 

（11） 到訪人數等：部落格擷取日當天的到訪總人數。 

（二）貼文變項 

每一個部落格選出最新發表的五篇貼文，每一篇貼文的分析變項以

及其測量如下： 

（1） 體裁：敘事體、摘錄與連結、和混合； 

（2） 語調：包括負面、中性、和正面； 

（3） 字數：該篇的字數； 

（4） 該篇貼文的回應數量； 

（5） 貼文本質：包括原因、症狀、診斷、困境、復原、和預防； 

（6） 貼文焦點：包括個人情緒、疾病資訊、個人資訊、混合；以

及 

（7） 華人價值體現：包括緣分、宗教。 

而針對每一則貼文，有該貼文之回應文變項，本研究將回應文限制

在針對該貼文最早出現的一則回應文，相關變項包括：有無回應文、回

應文字數及內容，內容變項測量包括情緒、資訊與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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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編碼過程，由兩位經過編碼訓練，並熟讀編碼簿的傳播相關

碩士生一起編碼。在正式編碼之前，兩位編碼員獨立閱讀 10 則貼文，

並由研究者講解，經過不同的 10 則貼文的總共五次編碼訓練後，再抽

出 100 則貼文進行同意度檢驗。部落格的變項，包括性別、年齡、癌症

種類患者癌症類型、讀者互動形式、部落格形式、部落格連結數等的信

度為 1.00。關於部落格貼文變項，如體裁、語調、貼文本質、內容、華

人價值體現等的主要變項的信度為 .95。9 

肆、結果 

本研究總共蒐集了 63 個以癌症病患為部落客的部落格，包括 31 個

「Yahoo! 奇摩」部落格以及 32 個「無名小站」部落格，每一個部落格

抽出最近發表的貼文五篇，總共 315 篇貼文。這些部落格都可以與來訪

者互動，部落格形式主要以貼文加上靜態圖片（n = 27），其次為貼

文、靜態圖片加上影音者（n = 22），單純貼文者有 13 個，有貼文加

上動畫有一個。以最近擷取的五篇貼文計算更新頻率，平均每一篇的更

新天數為 7.75 天（SD = 8.80）。部落格到訪人數平均值為 36073.02 人

（SD = 54045.99）。 

一、誰寫？ 

本研究選取的部落格均為癌症患者部落格，本研究中所謂的癌症病

患是指在部落格中揭露個人病情，在書寫他們日常生活中因疾病而發生

的困境之外，且揭露其病情被專業醫療單位診斷確認過，但當中某些人

可能正在恢復當中。 



「我」即是來源 

‧117‧ 

以性別來看，女性佔 74.6%，男性佔 25.4%。一如預期，年齡層上

以 20-29 歲 的 人 為 最 多 數 （ 31.7% ） ， 其 次 為 30-39 歲 的 族 群

（9.5%），40-49 歲者佔 6.3%，其他年齡層所佔百分比不到 5%。但有

44.4% 沒有年齡資料。患者的病狀以乳癌佔為最多數，佔 36.5%，其他

依序為大腸癌、淋巴癌、血癌、肺癌、胰臟癌、骨癌，有 27.0% 則是

沒說明所得之癌症種類。 

在部落客的寫作特質上，以語調而言，在 315 篇的貼文當中，以混

合及中性的語調最多，佔 44.4%，其次為正面語調，佔 38.7%，負面語

調最少，佔 16.8%。男女部落客的貼文語調有顯著差異，χ2 (2, 315) = 

9.03, p < .05，主要差異發生在男性的語調為混合及中性，而女性較男

性的語調為正面（見表一）。 

表一：部落客性別與貼文語調之卡方檢驗（%, N = 315） 

 正面 混和或中性 負面 
男性 30.0 58.8 11.3 
女性 41.7 39.6 18.7 
總數 38.7 44.4 16.8 
卡方檢驗：χ2 (2, 315) = 9.03, p < .05 
 

以風格來說，多數貼文採用敘述性風格（92.4%），5.7% 為摘錄

與連結，1.9% 為混合，男女部落客在體裁上無顯著差異，都是以敘事

風格為多。從內容上來說，46.0% 的文章屬於情感性，37.1% 為資訊

性，其他為混合。內容呈現上發現顯著的性別差異，男性偏向資訊性的

寫作，女性則是情感性的寫作較多，χ2 (1, 262) = 4.64, p < .05（見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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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部落客性別與內容之卡方檢驗（%, N = 262） 

 資訊 情感 
男性 56.1 43.9 
女性 40.8 59.2 
總數 44.7 55.3 
卡方檢驗：χ2 (1, 262) = 4.64, p < .05 
 

總體而言，部落客在貼文內容上以面對疾病較多，多於起因、症狀

或是診斷結果的描述。不管是部落客的貼文或是讀者的回應，內容主要

圍繞在面對治療的議題上，且有較多的情感本質展現，而這些情感導向

的內容又與性別有關。 

二、如何寫？ 

（一）為了社會連結而寫 

本研究以三個場域測量連結，第一為與其他部落格連結狀況，第二

是回應文數與其內容，第三為連結數、貼文數與到訪人數之關係。 

在與其他網站連結上，本研究區分資訊型的連結與情感性的連結。

每個部落格連結其他部落格的平均數為 18.63 個（最大值 175，最小值

0，SD = 28.62），沒有跟其他部落格產生連結的共有 16 個部落格，佔

25.4%。連結資訊性部落格數的平均數為 7.98 個（最大值 71，最小值

0，SD = 10.63），連結情感性部落格數的平均數為 10.65 個（最大值

163，最小值 0，SD = 20.79）。以上結果可以看出以情感性連結較多，

且四分之三的部落格連結了其他部落格。 

平均來說，每一篇貼文字數為 713.3（最大值 4,914，最小值 38，

SD = 704.2）。平均每一篇貼文有 5.50 的回應文（最大值 83，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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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SD = 9.34），在分析的 315 篇貼文當中只有 73 篇沒有回應，多數

貼文擁有 2 則到 8 則的回應（超過總數的 50.0%）。每篇回應文的字數

約為 48.44（最大值 1,223，最小值 0，SD = 110.59），且最主要的回應

是提供部落客情感上的支持（53.0%）；只有 6.3% 是屬於資訊性的內

容（其餘則是混合情感與資訊）。可以推論大部分的寫作都產生了連結

功能，且多為情感支持。舉例來說，罹患乳癌的TIANA 1977 說到： 

  最近一個禮拜老是不自覺得就鼻子癢起來，不然就不停的

打噴嚏，但是又沒有感冒……為什麼這樣？連我家ㄤ婿都為了

我沒去看醫生而跟我發脾氣了～他不能理解生過大病的人怎麼

一點都沒有警覺心？（部落格文章編號：B0015，標題：化療

給的禮物） 

一位顯然也是癌症患者的訪客羽妤的回應文為： 

  化療真的會改變體質，吃「泰莫西芬」也會；前一陣子我

皮膚過敏相當嚴重，期間長達三個月，整個人都快瘋了…多運

動一定會有改善的。（羽妤 於 May 6, 2008 12:24 PM 回應，

回應文章編號：D0049） 

一位年輕的癌症部落客折翼鐵金剛在貼文中提到： 

我希望便秘少一點 

食物多吃一點 

空氣多吸一點 

疼痛少一點 

阿母眉頭少皺一點（部落格文章編號：B0223，標題：花蓮天

氣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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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cowandpony的回應： 

對對對…我呼吸的空氣也給你… 

要用力啊…………加油…加油… 

（cowandpony 於 April 15, 2008 12:41 AM 回應，回應文文章

編號：D0223） 

一位乳癌部落客 Curadream 於她稱之為閒妻涼母習作的部落格中寫

到她的兩個小孩如何面對她因手術而有傷口的乳房，這樣寫著： 

Tommy 於是問：“媽媽那妳的ㄋㄟ ㄋㄟ都好了嗎？＂ 

我說：“好了阿 你要不要看？＂ 

說完就給他們看切平的那一邊 

也看胳肢窩割淋巴結的傷口 

邊看我邊說： 

“看起來皮膚紅紅的 其實除了提重的東西會痛很久之外 

平常都不痛的 謝謝你們每次都幫我提東西＂ 

（部落格文章編號：A0115，標題：左乳的晚安故事） 

回應文當中可以看出訪客的支持： 

我喜歡你的故事 

（shwc 於 April 10, 2008 10:08 AM 回應，回應文文章編號：

D0203） 

我也好喜歡您的故事。 

（min 於 April 10, 2008 10:29 AM 回應，回應文文章編號：

D0204） 

嗯~好可愛的一群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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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A1977 於 April 10, 2008 01:55 PM 回應，回應文文章編號：

D0205）  

三則回應文之後，閒妻涼母習作部落客 Curadream 回覆了回應文： 

親愛的同學們 聽到你們的回應 我鬆了一口氣 我知道我

家性教育和認識身體的尺度比較寬（性觀念還是要嚴啦）還想

說 希望沒嚇到別人哩（curadream 於 April 11, 2008 11:00 AM

回應，回應文文章編號：D0206） 

其中回應文作者之一 TIANA 亦為乳癌患者，其部落格亦在本研究

樣本中，可見癌症部落格彼此之間的連結。 

另一個本研究觀察部落客連結動機的資料為部落格在形式與寫作內

容上的連結功能與到訪人數增加之關係。到訪人數的增加可以被視為部

落客與外界聯繫廣度的一個指標。Pearson 相關分析顯示出部落格連結

數愈多，到訪人數愈多（Pearson’s γ = .29; p < .05, N = 63）。發表越多

貼文，人氣指數也愈高（Pearson’s γ = .46; p < .001, N = 63）。由以上結

果可以推論，不論部落客有意或是無意地經營其部落格，到訪人數作為

一個經營成功與否的指標，形式上的與其他部落格的連結以及寫作投入

程度都可能是重要因素。 

在貼文的內容上顯示出社會連結是一個重要動機。對於有這種顯而

易見的需求的人來說，有些人認為他們是為自己而寫，但許多人也陳述

他們寫作的目的是為了幫助其他人，有些人的部落格則包含了雙重目

的，以下貼文呈現出幫助自己或是幫助別人之寫作動機： 

這是我得憂鬱症後，接踵而至又被宣佈得了癌症，世紀三

大文明病就有兩項找上了我，今天把這篇文章丟出來，希望跟

一些跟我同樣病況的同學互相勉勵，我們既要應付憂鬱症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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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情緒的困擾，又要接受自己罹癌的事實，加油！（部落格

文章編號：A1602，標題：看得見的黑暗） 

我們抗癌同學會的人數已經超過 200 人了。這當中，每個

人都有著很多的人生故事在裡面發生著。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到

處去逛逛同學的部落格，了解一下大家的近況。最近有同學順

利喝完汽水畢業了。有一些同學要再進去“研究所＂進修﹙復

發﹚。有一個同學走了。（部落格文章編號：A0001，標題：

我們都走在同一條路上） 

其中還包括的敘述是為利他目的，部落客認為他們的寫作可以用來

連接更大的社群，包括瞭解他人近況以及鼓勵其他病人。 

一直以來，在這個部落格裡我始終建立一個「堅強、勇

敢、鼓勵別人」的蛋兒，我想，只要有信心就會有好轉的機

會，所以我也一直鼓勵、安慰的別人，身體不健康已經很可憐

了，不容許自己再自怨自艾。（部落格文章編號：A1801，標

題：寧靜海的心情） 

癌症部落客在高度的參與感下寫作，即使是意識流的敘事方式

也看出寫作者的心中有讀者，這個心中的讀者可能是癌症部落客，

也可能是一般路過者，或者是根本不看部落格的他人。舉例來說，

有一個年輕男學生經常以他的同學為對象敘述自己的心理狀態。 

高中同學會那次一樣，那天……是我知道真相的時候，可

是我沒有辦法把難過一整個帶到現場，所以跟大家去吃飯的時

候就一樣是開開心心的，只是有人追問起我開刀之後的結果，

我也沒有想要隱瞞甚麼的，說出震驚的消息，當下的大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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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也是傻得傻、笑得笑，就這樣帶過了這些事情。而今，我算

是挺過那段療程，只是我還是很怕，很怕會復發，尤其……和

愛我的人，我想這種感覺……真的是抱歉也無法挽回一切的。

（部落格文章編號：A0403，標題：令我感動的一段對白）  

部落客對訪客的回應文的回應有如兩者真實生活的對話，內容包括

探討閱讀到的各類文章、想法、經驗及理念。部落客作者在回應訪客之

回應中寫道： 

好阿 我們來好友連結吧。我也可以連結妳嗎？恭喜妳畢

業。聽起來妳很樂觀，說話的語氣可愛又輕鬆。我們以後來交

換孫子的照片看吧。很高興認識妳。（部落格回應文編號：

C0302） 

這位部落客閱讀回應且對回覆了回應，且在回應中清楚地與讀者建

立友誼。研究者也觀察到部落格之間的串連，不少部落客在貼文中推薦

其他癌症部落客的文章。 

（二）為了面對疾病而寫 

部落格寫作的動機之一是為了面對疾病帶來的困境，藉由說故事的

方 式 將 心 中 的 痛 苦 昇 華 ， 以 解 決 問 題 。 資 料 分 析 顯 示 超 過 六 成

（63.8%）的貼文是處理關於面對癌症困境，12.7% 在於復原，10.5% 

在於診斷，4.1% 指向原因，2.9% 關注在症狀，只有兩篇（0.6%）在

於預防，剩下的 5.4% 則是其他無關於疾病的議題。因此我們可以清楚

的知道，抗癌是一個書寫部落格的重要動機。以下可以看出部落客書寫

發作時的症狀，以及症狀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以及對生活的想法： 

發燒的時候 快變成火焰人 我只能好熱好熱的喊 胡言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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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耶 喊得好大聲 不要殺我 救命啊 那時間有雙厚實的手握住

了我 眼睛尚未完全睜開 叫我不要理會那些聲音 叫我往光亮

地方走  喔喔喔喔喔 媽媽  是媽媽來了 她又不厭其煩的幫我

把怪物殺光 把壓在我身上的石塊搬走 可以了 頓時間可以順

暢的呼吸 媽媽 辛苦了 我愛妳 希望今天我們可以好好睡覺

（部落格文章編號：B1004，標題：我愛妳） 

而我在禪修的過程裡，「活在當下」有了更深一層的體

認。這副身體已經罹癌了，面對這一事實；接納癌細胞也是我

身體裡的一個細胞，只是因為沒有好好照顧，逼使它們突變以

求生存；我要處理它，將我的身心靈調理好，讓他能好好的活

下去；不管過去如何的叱吒風雲，更不管未來我要如何又如

何，當下的我就是罹癌一份子。（部落格文章編號：A2003，

標題：『35 歲的生日禮物』讀後感） 

聽著音樂和自己的心對話，敲打著鍵盤訴說著一切，關於

今年的一切，我知道我需要努力，至少現在我已經慢慢的學會

保留自己的情感了，雖然想起過去一年的傷感，在 5 秒內落淚

了，但是也還好，我可以趁家裡沒人一個人哭，不過不要覺得

這樣很可笑，雖然是個身高 180 的大男生，也是很難在一波未

平一波起的打擊中不疲憊的，只是不想讓人看見自己難過的樣

子罷了。（部落格文章編號：B0404，標題：2006 的最後一

天，Let me along, lonely…） 

想辭掉工作、不要再為他人作嫁、為不相干的人事物搞得

心情不好、睡眠品質不佳、生活素質不良，「癌魔」曾經找上

我，誰知它會不會再造訪？誰知道還有多少個明天？沒有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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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貫又怎樣？如果無褔享用，有萬貫家財也是枉然，所以，現

在就要開始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活著，就是現在！（部落格文

章編號：A0203，標題：參不透的生老病死） 

在面對疾病上，不乏佛教與道教的影響。研究者發現，貼文中以宗

教力量面對疾病問題者有 21.0%，其中以佛教最多，為 7.7%，其次為

道教，為 6.3%，再其次為基督教與天主教，佔 6.3%。以下兩則摘錄分

別以聖嚴法師的警世語激勵部落格訪客，以及以佛教觀形容其他癌症病

患自助助人的修維： 

借用聖嚴師父的一句話與大眾共勉：「受苦受難的是大菩

薩，是菩薩示現，用自己的際遇警示世人，透過健身，可以體

證無常，可以練習長遠心，可以薰習柔軟心。健身，並不只是

貪身，它也是一項修行的途徑！」（部落格文章編號：

A1503，標題：有生必有死） 

有的同學因為癌症，讓自己開始深入的探索生命的相關問

題，檢討過往身心靈的人生功課，試圖找到一個全新的生命態

度，進而找到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有的同學因為癌症，讓自

己願意以一顆柔軟的心積極的去關心跟自己一樣在接受考驗的

生命們，聞聲救苦的舉止在我看，就像是觀世音菩薩的分身。

（部落格文章編號：A0102，標題：眾生相） 

從部落格書寫中，本研究發現書寫帶給病患不僅只有社會性連結的

情緒支持，病患的病痛經驗也藉由自我治療，將面對疾病的各種經驗展

現為心靈或是宗教層次的意義。醫學對能否治癒癌症並非全能，對於癌

症的痛苦經驗也常常束手無策，當病人面對疾病，發現無法掌握尊嚴以

及預知未來時，病痛似乎也間接地改變了病患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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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論 

本研究以初探性質描繪癌症部落格以及癌症部落客，並對部落格進

行內容分析，重點在於理解部落客的書寫。本研究總共蒐集了 63 個以

癌症病患為部落客的部落格以及當中共 315 篇的貼文。部落客以女性、

20-29 歲的人為多數。寫作語調上負面語調最少見，且女性較男性的語

調為正面，且較多內容屬情感性。內容上以面對疾病較多，多於起因、

症狀或是診斷結果的描述。不論是部落客的貼文或是讀者的回應，內容

主要圍繞在面對治療的議題上。量化或是質化資料均顯現出部落客為了

社會連結以及面對疾病而寫，目的可能是幫助自己，但有可能是利他性

的解決他人問題。部分內容也顯現出因為面對癌症的不確定性，病患因

而產生不同的人生觀。 

部落格這項網路科技對於癌症患者的特殊功能在於書寫本身與其社

群之間的情感支持，可能達到心理的自我治療。過去研究發現對於乳癌

患者，其線上環境有社會支持現象，其情感的支持對於面對疾病困境有

其效果，且社會支持上的效果高於資訊性的支持（Hersh, 2005）。本研

究進一步發現女性有較多的情感性寫作，且性別與部落格內容的本質有

關。換言之，部落格雖然是一個獨特的空間，但仍無法超越傳統的性別

溝通，使得部落格寫作在情感性內容的淨化功能上有男女差異。 

參照 Chen（2010）的台灣與美國部落格文化價值比較研究中發

現，部落客的自我呈現與寫作者的文化背景有關，本研究雖未能有美國

部落格之對照，但也發現在癌症部落客的書寫中展現了不同程度的關係

主義（relationalism），講求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的關係主義為

華人文化之特色（Wang & Liu, 2010），關係主義導引之下，個人在呈



「我」即是來源 

‧127‧ 

現所遭遇的問題時，會檢視自己與重要他人的關係。由此反思癌症病患

的敘事，也可發現其「社會關係」的座標，年輕患者往往以父母作為重

要他者，較年長患者則以其對子女的關懷作為寫作重心。因為不讓重要

他人受苦，患者必須學習堅強面對疾病，不只希望自己的病情可以獲得

控制，也常以家裡重要他者作為關懷基軸。研究者相信，西方社會的癌

症部落客之書寫必然也交代了自我與親屬之關係，未來研究可進一步以

實證資料呈現不同文化的疾病書寫中，由於文化價值差異而導致在關係

描述上的異同。 

患者藉著疾病書寫重建病痛故事，對於醫療者而言也有其意義。醫

護人員可以藉由患者深度的自我探索，使醫療過程對痛苦經驗的了解較

為深刻。另一方面，患者以特定事件的拆解與組合，能敘述比較完整的

故事，當中的詞彙和情節綱要，可揭露患者平常難以說出的隱藏憂慮，

且揭露了癌症如何影響其所存在的意義。換句話說，病痛的敘述，是患

者經歷病痛事件所附帶的特殊意義和隱喻，著眼於解釋疾病、認識疾

病，且在病理學之外，以抽絲剝繭的方式，闡述疾病產生的因緣，透過

更全面的關照深掘「我」的生命內涵及與外在環境的關係。而在公開的

部落格中的書寫，可將這種自我的發掘，擴展至癌症患者的社交連結與

面對疾病。 

近似於日記的寫作在心理學的研究中證實可以對個人經由昇華效果

解決面對疾病的痛苦。另一方面，有意圖地與他人經由部落格分享個人

的情緒，也是將個人的情感賦予公共化，且可進一步得到社會性的支

持。未來的研究可以嘗試檢視部落格書寫在自我昇華的功能與得到社會

支持的動機。 

本研究嘗試研究關於癌症部落格的內容，期待後續能成為一個更長

遠的研究，例如更謹慎地分析各種疾病部落格書寫在醫療健康傳播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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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尤其是患者情緒型的書寫。正如 Sontag（2001）所指出的，病患得

知罹病後往往對自我產生負面評價或自我意識覺醒的情緒反應。蔡友月

（2004）的研究結果也呼應了 Sontag 所認為的疾病離不開社會、天下

建構的意義之觀點，蔡友月的研究發現，現今癌症經常被認為是因為精

神壓抑或生活習慣不佳所導致，使得個人必須負起讓自己健康的責任，

因此當患者意識到必須為自己的生病負責時，一種不同於以往的身體管

理技術便開始落實在患者的日常生活，許多患者在罹病後採取身心結合

的身體觀，以照顧由於情緒性因素而罹病的身體。以本研究所探討的癌

症病患部落格而言，部落格在面對自我書寫的功能對癌症病患來說有其

作用，因為經常在真實生活中的苦悶可在部落格創作中得到釋放，並探

索自我中經常在現實裡被隱蔽的其他面向。 

癌症部落客掌控其部落格的內容，也參與看不見的讀者的閱讀，並

且鼓勵他們回應。在本研究中所有的部落格都開放回應，讀者可在文章

後做出回應。身為線上發行者的部落客運用這樣獨特的功能應該是重要

的，部落格身為一個相對於主流媒體的另類媒介，不僅提供與健康網站

相同的精神健康的訊息，也有來自真正的癌症專家，即同樣是病患的重

要的訊息。病患之間在經驗的細節闡述，沒有任何干擾是來自於醫生或

是生冷的器材，因此彼此之間容易揭露及認同每個來自於同樣是病患的

疾病經驗與及相關的瑣碎細節。 

本研究藉由內容分析法推論部落格書寫的功能與目的，為一個部落

格研究特殊的取向，但此取向尚有不足，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依賴文

本做成寫作動機推論。但起碼本研究描繪了部落格成為癌症病患擁有的

一個空間，部落客藉由寫作獲取社會支持、面對癌症以及處理疾病帶來

的苦痛。在這樣的觀點下，癌症部落格有潛力使一般閱聽人，也是所有

逃不開疾病的人，能回到健康的議題書寫之中，成為資訊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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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舉例來說，傳統上美國的《紐約時報》或是台灣的《中國時報》會註明來源

（例如記者的姓名），所以媒體是消息來源。《聖荷西水星報》（San Jose 
Mercury News）可以讓電腦介面自動選取當日新聞，因此媒體或是通路的科技

成為訊息來源。網路上的新聞群（news group）則是以群體方式選取新聞，所

以閱聽眾或是使用者（user）則是消息來源。另外，線上新聞服務可以讓個人

選擇菜單，而客製化每日新聞，所以接收者本身是來源。所以我們可以清楚看

出，在線上環境中，起碼有四種來源，分別是記者（編輯）、電腦科技、其他

使用者與使用者本身。對照傳統的 Lasswell 的 SMCRE 線性傳播過程，則發現

來源、媒體、通路與接收者在線上環境中都是來源。 
2 字典原文：a web site that contains an online personal journal with reflections, 

comments, and often hyperlinks provided by the writer。 
3 例如 911 事件爆發，部落格成為網友的重要消息來源。2002 年 12 月，當時擔

任美國參議院多數黨領袖的 Trent Lott 數度發表歧視黑人的言論，在部落格的

連續報導下，一週內四度道歉，但要他辭職的呼聲已延燒到主流媒體，終於讓

Lott 失去公職。美國哥倫比亞廣播公司（CBS）的【六十分鐘】（60 Minutes）
2004 年 9 月初播出丹拉瑟（Dan Rather）的報導，「揭發」布希總統在國民兵

空軍服役時，表現未達水準且未受規定體檢而遭停飛，並暗示老布希曾向軍方

施壓，把小布希的紀錄「弄得好看一點」。節目播出後，三位律師組成的部落

格「電線」部落格（powerlineblog.com）指出 CBS 引用的資料內容不實，其部

落格人氣扶搖直上，主流媒體跟進，到了 11 月，丹拉瑟終於宣布辭職（Kurtz, 
2003）。 

4 所謂的識別個人的資訊是指可以認出部落客身分的資訊，因此有隱私被侵犯之

可能，這裡的個人資訊與自我揭露（真實自我展現）是不同層次的概念，前者

為可被指認的資訊，後者為真實自我發現歷程。  
5 「Yahoo! 奇摩」部落格入口網址：http://tw.blog.yahoo.com/。 
6 「無名小站」部落格入口網址：http://www.wretch.cc/。 
7 本研究第一位部落格使用者身份是抗癌同學會的班長，他曾經出版《35 歲的生

日禮物》（陳文峰，2007）一書，屬抗癌社群的名人，其部落格每日均有過百

人以上的參訪者，透過這位部落格格主，以滾雪球的方式建立樣本。 
8 與癌症相關部落格的不只有癌症患者擁有的部落格。依本研究瀏覽與癌症有關

的部落格，相關的部落格格主身份包括：癌症患者、癌症的親屬、癌症照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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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者以及健康保健業者。本研究樣本選取限定為癌症患者。 

      n x (平均相互同意度)                   2 x M 
9 信度= ──────────────，相互同意度= ──── 
     1+﹝n-1﹞x (平均相互同意度)                 N1+N2 

 M：完全同意之數目 

 N1：第一位編碼員同意數目 

 N2：第二位編碼員同意數目 

 n：參與編碼的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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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the Source: A Study on the Writings of 
Bloggers Diagnosed with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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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llect baseline data about blogs relating to 

various topics of cancer. It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meanings of these 

articles to individuals diagnosed with cancer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bloggers and their unique writing styles. 

A sample of 315 posted articles from 63 blogs related to topic of cancer 

based on the two search engines of Yahoo and Wretch, were looked at for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se bloggers were mostly young 

females who often wrote in narrative style, which 46% of these articles were 

emotion-revealing. The male blooger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more likely to 

write in informational based style. 

These posted articles reflected these bloggers’ motivation for social 

connection and illness coping.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cancer 

patients’ blogs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a space for the public to cope 

with their suffering by writing. The bloggers thus become one of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of health issues. 

Keywords: blog, cancer blogger, sourc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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