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示例性的個案研究
研究者在第三章建立起網路書寫的理論架構之後，以實際的個案來驗證並修
改此理論架構。個案的研究方法以參與觀察和深度訪談並行，研究者希望在受訪
者實際的寫作經驗中一窺網路書寫中工具與人的互動情形，並據此回過頭去修改
依據電腦∕網路書寫理論建立起來的理論模式。
受訪者
對象是持續進行網路書寫的部落格寫作者。其生活型態與人口組成不拘，來
源多半是研究者以滾雪球方法找來的。首先這些受訪者都是熟悉電腦書寫的電腦
使用者，大專程度以上，對文字使用與電腦操作皆無困難，接觸網路都有五年以
上的時間。另外，研究者對持續寫作的定義分別有寫作時間和寫作週期兩個條
件。在寫作時間方面，因為中文的部落格約莫 2000 年以後才開始，直到 2003
年臺灣開始出現「部落格」這樣的稱呼(藝立協，2003)。國內的部落格網站大約
在 2004 年興起，因此在 2004 年就開始進行部落格書寫，或者在部落格之前就已
經有個人網路媒體書寫經驗的寫作者(比如說 BBS 個人版和個人新聞台等)，研究
者稱之為長期的網路寫作者。網路書寫經驗在半年到一年之間的使用者則是一般
的網路寫作者。網路書寫經驗低於半年者則為入門或短期的網路書寫者。
另外在寫作週期方面，多半的網路使用者每天都使用網路的機率很高，但是
有鑒於某些網路使用者的生活型態只有在週末的時候比較能夠寫作，因此文章的
更新頻率從每天更新到每週更新都算在頻繁更新之列。也就是只要每個星期都有
更新的文章就算高頻使用的部落格。每月都有更新的文章則列入中頻使用的部落
格，至於超過一個月以上都沒有更新的部落格就可以列入低頻使用的部落格。
研究者的取樣標準是長期且高頻使用的部落格寫作者，也就是個人網路書喜
經驗超過一年，且最少每個星期都會寫作一篇文章的部落格使用者。
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分為參與觀察和深度訪談兩部份。研究者先進行受訪者的部落格寫
作與電腦∕網路使用觀察，並將觀察的內容以數位攝影機拍攝下來。接下來以拍
攝下來的內容進行訪談。研究者在進行訪談前將訪談進行方式及要求讓受訪者了
解，盡量以貼近受訪者本來使用電腦∕網路的環境為原則。研究者只有先透露出
希望受訪者能夠在接受參與觀察的同時進行寫作，但並不會強迫受訪者必須要寫
文章，不過這個參與觀察的方式還是有其研究倫理的問題。也就是研究者是否因
此影響到受訪者的部落格寫作，使得受訪者的寫作失真。
研究者使用數位攝影機主要是想要完整捕捉參與觀察的情境。觀察的當下以
記錄為原則，但是拍攝下來的畫面之後可以讓研究者仔細研究。因為研究者認
為，受訪者多半已經與電腦∕網路書寫工具發展出熟稔的關係，受訪者自己與工

具互動的過程可能不會全然在受訪者自己的意識當中，而是要透過觀察才得見。
另外，電腦及網路書寫介面與人的互動如何影響到寫作是研究者的中心問題，所
謂的互動可能在書寫成品上表現出來，但是當中的反覆往來可能都需要在寫作的
當下才能夠觀察到，甚至寫作者自己都沒有察覺到的人物互動模式。
研究者的訪談主要在於了解受訪者過去和電腦∕網路接觸的歷史，以及受訪
者對網路書寫的態度看法。研究者認為，電腦∕網路等書寫工具，雖然有某些獨
特的性質，但是與不同的人互動時都會發展出獨特的使用模式，這些使用模式當
中或者有類似的地方是來自工具的內部邏輯，或者有相異之處來自互動中的發展
磨合，而這些都是研究者想要追尋的軌跡。
受訪者中，多數文章主題為生活雜感，少數以劇評、影評為主。但是若以文
章形式與內容來評估，則寫作形式皆屬輕鬆沒有壓力的個人自由發表文章。此處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研究對象的文類對研究結果會有影響嗎？正如同研究者強調
的，沒有單一大寫的電腦寫作，也沒有單一大寫的網路書寫。文類的不同對書寫
可能造成某些差異，在部落格書寫中，有以生活雜感為主的寫作，也有針砭時事
的嚴肅型寫作，這兩種不同的文類的寫作者，的確有可能發展出不同於其他文類
書寫者的書寫互動模式。但研究者也認為，即便在不同文類的書寫者上，也能找
到因為網路書寫介面所造成的相似的影響，而這些相似的影響與相似的細微互動
就是研究者想要捕捉的蛛絲馬跡。
受訪者背景
本次研究以理論模式為核心，接觸八位部落格使用者，分別有四位男性，四
位女性。這當中分別有四位學生和四位工作中的社會人士。八位使用者的年齡都
在廿五歲上下，全部都接受過大學教育，從高中或大學就開始接觸網路，所以全
部的使用者都至少有四年以上的電腦∕網路使用經驗，在打字或者是網路使用上
都沒有技術困難，都是熟練的電腦∕網路使用者。這八位使用者目前分別使用
Blogspot、樂多部落格、無名小站部落格和 MSN 分享空間（見表 4-1）。

表 4-1 受訪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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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速度的寫作
研究者建構網路書寫理論時，認為電腦書寫本身所具備的快速意識外部化特
質，將因為網路書寫而進一步地加快。其中包括沒有草稿階段、寫作速度加快，
文本傾向口語化，即時寫作與文章篇幅偏短等特色。但是介面的存在感也可能吸
引書寫者的注意力使得寫作速度變慢。在訪談過程中，每位受訪者皆或多或少地
表示他們對網路書寫的速度上的觀察，速度的定義又因人而異。根據訪談攝影的
紀錄，寫作時間最短的受訪者約三分鐘就完成一篇文章(約一百字)，而最長也在
三十分鐘之內寫完一篇(約千字)1，而且這當中還包括了使用 MSN 與在網路上找
資料與貼圖片的時間。寫作時間相較於一般的寫作短。受訪者未經草稿階段就直
接寫作，寫作中途停頓的次數很少（頻率最高者每分鐘停頓 1.3 次但每次只有幾
秒，頻率最低者每分鐘只停頓 0.3 次），暗示寫作當中書寫者幾乎停下來思考的
1

觀察當中，書寫者可以同時進行其他網路活動，以符合平常書寫者的習慣為佳。但研究者在計
算書寫時間及頻率的時候會把這些無關書寫的活動排除，只取書寫者專注在書寫行為上的時間，
也只記錄書寫者在書寫當中的停頓。

情況很少，大部分的時間書寫者都和螢幕及鍵盤一起思考，甚至會有受訪者感覺
不到自己的思考只感覺到字不斷從敲鍵行為中產生。部份受訪者把網路書寫與說
話相提並論，但是也有受訪者將網路書寫視為鍛鍊文字的場所。
一、需要立即找到鍵盤的靈感
受訪者當中有幾位曾經有使用一個以上的部落格經驗，而在部落格的選擇
上，系統是否穩定、不會當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考量。這個考量出自於他們對網
路書寫的要求：即時的寫作。多位受訪者認為能不能在想到要寫什麼的時候馬上
可以寫是很重要的介面選擇因素。此時電腦速度的特質表現在思維與文字能否立
即接合。回過頭去想 Heim 的理論，電子語言使我們慣於使用電腦來思考，電腦
的軟體邀請我們適應電腦的思維，而在這些受訪者身上我看到，沒有鍵盤就無法
發展靈感的人物互動。
B：「我覺得它(網路)是一個即時的東西，它可能可以表達此時此刻我
在想什麼……可能過兩天我就不這麼想了。」
C：
「可能忽然想到一個東西就開始寫，忽然想到一個東西就開始打(打字)。」
這些受訪者在經歷過幾次當機之後就毅然決然換了一個新的部落格，有時候
突然想到要寫的東西卻發現網路介面當機。這時候他們並不會預先寫在電腦裡面
存檔，而是等到有網路的時候再寫。不過這樣的結果常常是等到有機會的時候他
們也已經忘了或懶得寫本來要寫的東西。從這個角度看，網路書寫非但不是一個
有計畫性按部就班的寫作，反而是一時靈感觸發的經驗。這靈感若無法即時抒發
在網路介面上，書寫者就會認為沒有必要再寫了。
D：「如果要寫當時不寫，後來也不會想寫。」
從這裡也可以證實網路書寫對書寫者來說並沒有草稿的階段，他們想到一件
事情要寫就開始寫了，在寫之前並不知道自己會寫出什麼樣的文本。
A：「我和電腦一起寫，寫出來才知道會變成什麼樣子。」
F：「有些用詞是那個時刻下才想出來，再寫一次就不見了。」
在書寫之前，多數受訪者都只有一個粗淺的印象，知道自己要寫什麼事情，
還沒想過要用什麼文字來寫。所以會出現如 A 的想法，或者像受訪者 D 所說「某
些點已經知道要寫什麼，只需要用詞堆疊。」此處同樣驗證了沒有草稿階段的網
路書寫，書寫者寫下自己瞬間的靈感，而非長久斟酌的規劃。不過 F 的說法不見

得僅適用於網路書寫，而是反映出書寫乃是書寫者與書寫工具的互動之下的產
物，還包含了當時當刻的情境。每次書寫都留下一個無法重複的軌跡，不僅是理
性的文字產出，更是在某個程度上連書寫者本身都無法控制的意識外部化過程。
另外，受訪者 A、C、G 都表示自己會累積靈感到一段時間之後才寫，但是
所謂的累積與沉澱並不代表文字的琢磨，對他們來說這是對於主題想法的累積，
可能生活中有許多事情讓他們有類似的感受，他們需要一點時間來整理自己的想
法。這種情況下寫的文章則多半屬於比較嚴肅認真的主題，篇幅較長，文字也較
為講究。不過，文字的講究依然是寫作的當下才開始斟酌，並不是在寫作之前預
先想好文字的選擇。因此，我們可以說從開始寫作的那一刻起，書寫者的想法透
過介面才跟文字相關聯。跟過去書寫理論中胸有成竹的寫作概念大相逕庭。也就
是說，過去從外物到內部語言再透過介面到外部語言，且介面這個階段內部語言
與外部語言並無分野，只有有形跟無形的差別。網路書寫如今打破了階段論式的
書寫，並且和人互動經營出即時的寫作模式。當書寫者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直接面
對網路書寫介面寫作，在寫作之前他們沒有心中預想好的內部語言，而是交由與
介面互動的過程中來決定，筆隨心轉而成就了文本。
二、意識外部化的過程
究竟網路書寫的所謂瞬間靈感式的寫作在紙筆書寫或電腦書寫中是否常見
呢？根據受訪者的回答，他們都表示紙筆書寫相對來說比較慢，因此在寫的時候
比較有時間想自己要寫什麼。有人認為這樣的差別會讓自己在手寫的時候比較認
真，因為修改不易而且寫字速度慢。而且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認為自己用紙筆寫作
無法那麼常寫，「手會酸」是最常見的說法。部分受訪者已經拋棄了紙筆寫作，
僅在課堂上做筆記或開會的時候討論使用，依然還寫日記或手札的受訪者也承認
紙筆寫作只能算是聊備一格，一年也許寫不到一次。
（一）書寫的速度快
電腦及網路書寫不止是媒介的速度快，書寫者和媒介更深刻的互動在於網
路的速度不只是因應書寫者的需求，更帶動了書寫者的書寫經驗。受訪者 D 表
示用網路寫的時候「比較趕，不知道在趕什麼」，除了標點會隨性使用，錯字比
較多，網路上寫字就好像跟別人說話一樣，一直講下去。
F：「打字的過程會整理想法，一旦開始寫東西之後就會自然地接下去。」
H：「打字的時候，通常手指頭的速度比腦袋的速度還快，……通常想到
什麼你就馬上打出來。」
這符合研究者所認為電腦∕網路書寫加快意識外部化的速度的理論。打字的

速度比手寫的快速，快速到讓書寫者本身都感覺到自己似乎被打字牽著走。不只
是意識快速地流瀉，而是文字被電腦書寫「拉」出來。H 認為手指的速度比腦袋
的速度快，而 D 認為在網路上書寫就有被催促的感覺。這都是工具的本質與人
類互動的現象。書寫者紛紛感覺到自己的書寫行為正在變化，書寫彷彿不只是自
主的行動而是受到工具的牽引，是工具引發了人的快速寫作，快速到彷彿連自己
的意識都跟不上。
受訪者 E 表示如果用紙筆寫的話會比較沒有動力，因為很多字都已經忘記
怎麼寫了。她認為本來日記應該用筆寫，但是真的要用筆寫就會太懶惰而不想
寫。她點出了電腦∕網路書寫的很大誘因：快速便利。
E：「（紙筆寫）誘因很少，忘了字怎麼寫。一整個被電腦化，可以想
像孩子們的中文有多差。」
研究生 F 大學的時候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是現在覺得用手寫很酸，寫字變慢
而且字數也會變少。目前有工作的 H 也說，他因為工作的緣故，每天能寫作的
時間可能只有一兩個小時，打字的速度比手寫快，當然要選擇速度快的媒體。
這些受訪者都認同電腦∕網路書寫工具是快捷便利的媒體，而且在書寫的歷
程中，他們一方面學習使用電腦的打字方法，另一方面紙筆書寫的能力則逐漸退
化。顯然這並不只是選擇 A 工具或 B 工具的問題，而是書寫者的書寫行動一旦
習於敲打鍵盤的模式時，手動產生筆畫的書寫方式就越來越困難。比如說寫作的
速度慢，字也會忘記怎麼寫，手寫所需的時間長，最後導致想到要手寫反成會消
減書寫者想要書寫的慾望。對書寫者來說，網路書寫應當是輕鬆無負擔的寫作，
不論在速度上或文字上都跟說話一樣容易，所以一旦字的出現和想法有時間延宕
時，書寫者就會馬上感覺到不耐。在中文書寫中，最明顯的習慣來自輸入法。
（二）文字遷就輸入法
輸入法是電腦書寫領域中，區別中英文書寫的分水嶺。 因為英文是純拼音文
字，只要鍵盤上配置有全部的字母，輸入方式就沒有多元化發展的需要。但是中
文字形音義兼顧的特性，找不到貼合的輸入法，所有的輸入法都是有偏向的找字
系統。研究者也在個案觀察中發現到不同的輸入法對書寫者有不同偏向的引導，
漸漸改變了書寫者使用文字的方式，甚至改變了書寫者意欲選用的文字。
本次受訪者中，有一位使用倉頡輸入法，另外一位使用微軟新注音輸入法，
兩位使用無蝦米輸入法，四位使用自然輸入法。倉頡乃是把文字依照字型拆解，
所以如果不知道字型就無法輸入，受訪者表示打字打久了漸漸比較難的字都打不
出來，因為字型已經忘了，某些字還要回去查倉頡的操作手冊。無蝦米同樣也是
拆解字型，但是用英文字母來拼中文字，受訪者表示有時候一個字怎麼拼都拼不
出來，就會用比較簡單的字來代替，有時候還會切換輸入法用注音打。在錄影過
程中，受訪者Ｃ屢次有拼字拼不出來的情況，不知道是否因為拍攝使得書寫者緊

張所以寫作有幾次中斷。無蝦米另外有簡碼功能，常用字可以只用兩碼(敲鍵盤
兩次)就打出來，所以打字速度可以有顯著的提升。因此使用無蝦米的受訪者 D
在打字的時候甚至會覺得字出來的速度超過她眼睛檢查的速度，所以常常不小心
打錯字自己沒有看出來。至於自然輸入法和微軟新注音都是以注音符號拼寫而且
會自動選字的輸入法，選擇這兩種輸入法的受訪者在打字上沒有特別快，但是不
太會有輸入上的困難或需要學習的地方2。唯一不同的情形就是，倉頡和無蝦米
都是需要學習的輸入法，所以書寫者多半能夠默記鍵盤上的符號位置，但從音的
輸入法乃是遵照以前學習的注音符號，所以不熟練打字的書寫者就可能用眼睛尋
找鍵盤上對應的注音符號位置。比如說受訪者 H 在寫作時眼睛在鍵盤與螢幕之
間不斷來回，他需要先找出自己需要的鍵盤位置，然後確認螢幕上出現正確的
字，這使得他的打字速度明顯降低。他花費二十二分鐘的時間寫作，中間只停頓
七次寫出約千字的文章。不過從音輸入法有時候會出現諧音的錯字，但在部落格
書寫的情況時受訪者會更正選字錯誤。
這裡輸入法其實更大地代表了中文電腦寫作的現象，每個書寫者採用各自熟
悉的輸入法，並且去適應輸入法的資源與限制。這也代表了書寫者的文字知識與
電腦書寫工具的接合上總有格格不入的地方。從形的輸入法（倉頡與無蝦米），
書寫者用三不五時出現錯誤嘗試的打字，換取較高的打字速度。從音的輸入法則
在簡易的同時出現許多諧音的錯誤。當輸入法與書寫者更進一步相結合時，我們
可以預料人所打出來的文字，將有可能變成人「能夠」打出來的文字，當人不常
使用某些文字的同時，那些文字也將離人遠去。因為輸入法總是提供有偏向的找
字方法，人對文字的記憶也將因此產生偏向。比如說人越常利用注音找字，那麼
他對文字的形狀就可能越來越模糊。
C：「……腦海中還是有那個字形，我會先有那個字，然後那個
字的樣子。我打不出那個字是想不出那個字的樣子。」
工具的使用對書寫者來說的確有回過頭去影響書寫者自身的現象。從字型的
輸入法讓書寫者只能使用自己知道字型的字，不常用的字忘記了字型也無法進入
書寫當中。即便這些字在寫字的當下出現在書寫者的腦海中卻無法透過介面變成
文字。電腦書寫到熟練的程度事實上需要的技術門檻並不低，而且這些熟練的電
腦使用者都還是面臨到輸入法無法自由表達文字的摩擦，書寫就是在書寫者所想
到的意識，與工具所提供的資源間互動的產物。文字的出現有時候只是妥協的結
果，並不完全代表受訪者的意志。書寫其實是人與工具的互動所產生的結果，當
人將自己的意識外部化時，書寫介面扮演的角色不只是承接或呈現意識為文字，
而是在書寫中或多或少地決定了意識外部化的樣貌。因此透過不同輸入法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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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音輸入法也有寫不出字的情況，當書寫者不確定該文字的發音或發音錯誤時就會找不到
字。但是這種情況比較少見，特別是在口語化的電腦書寫當中書寫者欲寫出自己不會念的字的情
況並不多。

書寫也會有略為不同的傾向。接下來研究者將討論網路書寫中修改與書寫思考融
合的現象，但是修改的方式與書寫者輸入法的選擇和書寫介面的格式都有關係。
（三）回顧與修改融合在寫作中
研究者認為書寫中的回顧與修改並不一定發生在文本完成後，而是與思考的
反覆往來同時發生，因此也會出現在書寫的當下。回顧與修改應該包含在書寫當
中，而不是如書寫理論中區分出文本書寫，以及初稿完成後的修訂兩步驟。電腦
∕網路書寫帶來的快速意識外部化，使得完稿後的修改大幅減少，修改多發生在
書寫的當下。因為修改其實與書寫、思考並行，書寫者對著介面寫作思考，而思
考中曲折之處就表現在修改上。觀察書寫者的修改行為，其實是思考與書寫同時
發生的重要證據。如果書寫者預先想好自己的文字，那麼寫作時的修改除了錯字
之外就沒有必要，完稿後的修正則代表想法本身都改變了。但是書寫當中的打字
刪除除了代表修辭上的選擇之外，也代表了電腦書寫易於修改的特性邀請書寫者
把隻字片語都拋諸螢幕，然後拿螢幕上的文字做思考的修整與搬移。
受訪者有些根本沒有察覺自己的修改，因為它瞬間發生就結束，在書寫過程
中就像偶爾浮出水面的氣泡。某些受訪者把修改當作思考的過程，他把寫出來的
文字經過視覺的回饋之後再做修改。但是絕大多數的受訪者，把文章放上網路之
後除了偶爾看到的錯字之外就不再修改了。
B：「當我在打這句話出來，又把它刪除又打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剛剛
那句話是被延異掉的東西。可能我覺得用字不妥，可能我覺得剛
剛那句話無法表達我的意思。但這並不表示下句話就能表達我的
意思，我只是選擇了這句話來表達我的意思。」
以 B 的情況，她使用自然輸入法，在字出現於編輯頁面前，會先出現在輸
入法的工作列上，等到整句話打完 B 按下 Enter 句子才會出現在編輯頁。研究者
觀察到 B 的寫作情況以整個句子作單位，在句子出現在螢幕上之前，她還有一
次檢視的機會。她在句子與句子中間停頓，回頭檢查整個句子，然後輸出。這樣
的行為讓她自己都感覺到自己的話語正在因為打字的過程而改變。
大致上受訪者的修改行為都出現在書寫當中，有的人在打字跟刪除中間來回
好幾次，只為了找出某個恰當的字。受訪者 C 就在同一句話上，打字刪除好幾
次，他把嘗試用的字打出來覺得不對又刪除，然後再嘗試別的字，就這樣反覆到
決定合用的字眼。受訪者 D 也表示自己只有在打出字來之後才會發現不對勁，
不會在心裡斟酌。受訪者 F 在打一篇文章的中途會數度停下來回頭去閱讀自己之
前寫過的文字再進行插入、刪除贅字或分隔段落等修改動作。
這種經驗和紙筆書寫在內心斟酌的情況相差許多，但電腦書寫者習慣看著螢
幕上出現的字來感覺這個詞彙的對錯，又或者說，因為書寫者同時進行思考與寫
作的工作，他只有在思考到那個字並且使該字出現之後才能思考該字詞的使用是

否需要修正。受訪者 A 在書寫中出現「所以」二字，然後持續書寫到下一行，
在視覺上距離上一次出現「所以」的附近，他行文又打了一次「所以」，然後突
然發現上一行也有一個「所以」，因此決定把第二個所以改成別的字。我們幾乎
可以在觀察書寫當下看到書寫者的思考脈絡，他怎麼用到所以，而他下一次心裡
想到所以的時候，又怎麼因為螢幕上前後行的視覺相近使得他修改用字。
上述的修改動作，都發生在文章上傳到網路平台之前，受訪者皆表示，一旦
文章發表之後他們幾乎不會再做修改（除非是單純的錯字，但他們也鮮少回去看
之前的文章）。
這些個案都相當程度符合研究者對網路書寫模式的推估，也就是修改會融合
在書寫的過程中，而且不管是事中或事後的修改都減少。雖然電腦具有高速回應
性∕易修改性，讓使用者可以輕易更動文本，但是書寫者受到該特質的影響反而
只是以快速的打字進行近似口語的寫作，在書寫中進行快速的修改，上傳之後便
不多加理會。
研究者認為這是網路時代的新型態書寫，這種書寫講究即時的靈光乍現，即
時的寫作，寫作當中以快速的打字進行，書寫者若不太講究文字則文筆如口語，
若講究文字則文字簡潔少贅字。這類型書寫的共同特徵就是當書寫者有靈感的時
候就會立刻尋找在網路上書寫的機會，在書寫之前不會預計自己書寫實際文字修
辭，把思考、書寫與修改都留到接觸介面之後進行。而一旦文本完成後也就如脫
韁野馬放諸網路不加留念。

第二節 中介後個人化的寫作
研究者認為網路書寫因其中介性，使得作者能夠暢所欲言，無論是題材或形
式皆傾向私密化；另外，介面的距離感加上網路介面的多元化之故，書寫者有更
多選擇。可以在適當的距離之外用文字和它的讀者中介，並且可以在多個介面的
情況下表現自己或隔離自己。這些特徵表現在網路書寫上，研究者預期網路書寫
者將多加書寫與自身生活相關的題材，並且大量表達自己的意見。此外，研究者
也認為網路書寫介面的多樣化和書寫者交互作用的結果讓單一的書寫者擁有多
個書寫介面，每個書寫介面可以容納書寫者不同的文類並中介不同的讀者。多個
不同的網路書寫介面是常態，書寫者在這當中不需要尋求單一的認同，沒有單一
大寫的作者，而是隨心所欲的書寫者。
一、容許公開平衡的個人媒體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與訪談，多數受訪者都是從不同的網路書寫介面發展到部
落格的情況，大部分都同時擁有多個書寫介面，符合研究者的理論模式。受訪者

A 就表示他光是申請註冊過的部落格就有七個3，部落格之前的個人新聞台和
BBS 個人版他也都有嘗試過，目前除了個人新聞台之外，BBS 個人版和數個部
落格都仍持續營運中。受訪者 H 則一開始就使用 MSN 分享空間當作個人書寫介
面，他也沒有想過要嘗試別的部落格。
書寫的文類則不管生活瑣事、心得感想或書評影評都有，最大的特色就是書
寫者都以自己的觀點出發，寫出自己的看法，就算是寫電影和小說也不會用客觀
的評論方式書寫，而是寫出自己和書籍電影的關連。當 G 經營部落格網站時，
他特別強調他希望部落客不要像一般的影評劇評一樣講些艱澀的技巧和手法，而
是要講出自己的看法，最重要的是要有趣。部落格作為個人的出版媒體的意義即
在於此，書寫乃是為了自己的抒發，就算基於商業的考量，部落格還是以個人化
的主觀評價為方向。
B：「我寫東西的時候很容易落入反省的內容，我就是很容易反省。
可能是覺得這樣寫了自己就真的會反省，就一邊寫一邊反省。」
B 因為戀愛的契機開始寫部落格，她的部落格也多半與愛情相關。從 B 的看
法可以知道她的網路書寫行為具有相當私密的成分，在這個例子當中是反省。反
省一直是私密的行為，就和寫日記一樣，但是多數的受訪者都稱呼自己的網路書
寫為日記，或網路上寫的手札。這些文類過去皆屬於書寫者本人同時是作者也是
讀者的寫作。現在受訪者卻能夠大剌剌地放在網路上面。根據他們的說法，某些
人認為部落格反而比較私密，因為網海茫茫只要她不跟別人講，被認識的人逛到
的機會就很少。「也有陌生人，但不會固定來看」F 這麼說，彷彿被陌生人偶一
為之的造訪並不算干擾了她的隱私。A 也不擔心他的部落格會不會正好被別人逛
到，他的帳號並不是他平常在網路上用的代號，所以應該也沒那麼容易就被搜尋
到，但是如果真逛到了，他也不在意。
其餘以日常生活為主題的書寫，儘管有時候是無足輕重的小事，但對書寫者
來說只要想要寫下來，任何事情都可以拿來寫。B 檢討了自己的論文進度，D 寫
了她去跳有氧舞蹈的經驗，E 則寫她跟她母親的相似之處。經過媒介中介的寫
作，把私密的題材放在公開的空間，這讓書寫者與文本及介面產生更多樣的互動
模式。書寫者可能對文本有疏離感，看著螢幕上的文字卻感覺不是出自自己的手
筆；也有可能因為網路公開而將屬於自己的隱私以抽象的詞彙來包裝，甚至以略
帶表演的心情將文本中自己的心情包裝成想要別人看到的樣子。這種距離感在書
寫者選擇多個不同的平台來抒發自己的不同心情時表露無遺。
二、多個介面多重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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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列舉他申請過的部落格(但不一定有實際使用)：xange、鄉村、無名小站、xuite、pixnet、blogger、
MSN。他申請的數量之多，甚至在同一個部落格就有兩、三個帳號。這些帳號在他接觸部落格
之後陸續形成。

網路上的書寫介面，比起電腦或紙筆來說都有更多選擇。而且網路書寫帶有
發表機制，寫好的文章同時也已經經過排版處理，和紙筆的手寫筆跡或電腦的文
書處理畫面有所不同。網路書寫者的整個版面設計都包含在書寫者的書寫經驗當
中，書寫者在使用中會逐漸發現適合自己的介面，或者說適合不同文類的介面，
適合不同讀者的介面。此時書寫者有可能採取遷移或狡兔多窟的舉動。在研究者
的觀察與訪談中，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有遷移和多個介面的情況。書寫者和書寫介
面彼此適應的過程正代表了書寫其實並非是人單方面選擇工具的生產，也是人去
學習工具，並且被工具影響，和工具一起書寫的行動。不同的書寫介面，同時是
書寫者的選擇，書寫者也同時與介面發展出不同的互動模式，而這些模式有時候
並不在書寫者的掌握之中。我們很難想像書寫理論中討論不同的筆和紙會寫出不
同的文章，但是網路書寫介面對書寫者來說就是不同的紙筆。而其實日常生活中
習慣使用某枝筆寫日記，某枝筆記事，某種行間的筆記本來抄筆記都是人和物的
細微互動，只是網路書寫介面讓我們把這件事看的更清楚。書寫不只是人的選
擇，也是人和工具彼此磨和的結果。
比如說，A 用過網路相簿 Pixnet 的部落格，部落格是 Pixnet 自動新增給使用
者的功能，他就在開始的時候發表一篇文章啟用，然後下一篇是四個月之後。
「只
是要維持這個部落格活著，」他這麼說。讓書寫平台每隔一段時間，雖然可能是
很長的時間（幾個月），還會有更新的文章出現，就是讓它活著的方法。書寫平
台活著的意思就是帳號不會被砍掉。
A 之前的部落格是鄉村部落格，但是因為鄉村部落格人數很多，半夜經常連
不上，所以在 2005 年五月提早換到現在的 blogspot。A 現在使用 Google 的
blogspot，是因為他覺得這裡介面簡單，沒有繁複的其他的功能，可以單純的寫
作。其實這兩個部落格都屬於功能基本、版面清爽的風格，跟台灣其他部落格介
面比起來確實簡單許多，以最有名的無名小站部落格為例，就是結合部落格、網
路相簿、留言板等功能的網路平台，但是 Blogspot 只有發表文章的空間，最多可
以在文章內附加圖片。另外一個好處是，Blogspot 在台灣並不是當紅的部落格網
站，其中多半是以英語寫作的部落格，也沒有那麼容易被認識他的人看到。
Blogspot 只是他現在比較多讀者的部落格，他也透露他最近跟女朋友合開了一個
部落格，但是沒有跟別人說；此外，他也有一個自己的神秘部落格，未對外公開，
但也沒有特意封鎖。
同時擁有部落格和 BBS 個人版之後，A 出現了寫作上面的改變。對他來說，
他會在部落格上面寫認真的東西，如題材比較嚴肅、篇幅比較長，而在 BBS 上
面多半以發牢騷為主。A 以往也會在 BBS 上面寫認真的東西，只是因為他在 BBS
上經常灌水，所以如果他要寫認真的東西就要收精華區4。A 現在覺得收錄精華
區的動作很麻煩，所以現在如果要寫認真的東西就會直接在部落格上寫，亦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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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區是每個 BBS 版都可以編輯的資料庫，權限在版主手上，可以收錄文章。因為 BBS 的版
面文章有數量的限制，沒有收錄的文章就會隨著時間被刪除。收錄精華區必須先在精華區建立目
錄，把文章標記起來、複製、貼上到目錄底下，跟部落格自動產生檔案集(Archive)比起來自然是
麻煩許多。

是直接用媒介來分類：BBS 上的文章比較像是生活的自言自語，部落格就是認
真的文章。 而且他在 BBS 上寫作時會自己換行，所以文章呈現每句每句都分行
的樣子，但是在部落格上面則是整段文章使用標點符號，只會自己分段落，比較
接近傳統的文章形式。類似的情況也發生在 F 身上，她說她寫 BBS 的時候不會
修改檢查，但是自從寫部落格之後會在寫的過程中回頭檢查刪除贅字。對 F 來
說，BBS 的文章傾向聊天，而部落格就是需要用心寫的文章。
使用 BBS 時，A 一整天會一直上上下下，有一句沒一句地自己回覆自己的
文章，「無聊時機械式的發洩」他這麼形容。但是在他的部落格文章中，會出現
他提到想要寫的事情，然後說自己等想好了有空了再來寫等等的句子，也就是他
會比較注重部落格上面的文章內容，不是隨便就可以寫個兩句。
寫部落格的時候，有很多種情況。如果要記錄當天發生的特別的事情就會當
天寫。如果是對某個主題發表感想，則不一定會立即寫，可能會等累積多一點想
法或者比較有空的時候來寫。A 說有的時候是睡不著突然有個靈感就爬起來寫，
也有的時候會像雜記一樣一直寫一直寫，但如果想要讓文字比較精鍊，他也會做
修改。不過他不會特別去思考文字修辭，仍然是想到什麼就寫什麼。
因為文章內容的差異，A 的部落格和 BBS 的讀者群也會產生差異。他只邀請
比較親近的朋友去看部落格，因為自己在網路上註冊的部落格比較好也比較隱
私，如果不區隔，不熟的人都會看到他寫的內心話(跟自動送上門來的 MSN 分享
空間做比較)。
就如同研究者簡單描述的部落格背景，台灣的部落格寫作者有一些從 BBS
個人版開始，也有從個人新聞台開始，即便從部落格開始書寫的使用者也多半有
使用其他網路書寫介面的經驗。我們在紙筆的年代，換用不同的筆記本和不同顏
色粗細的筆；電腦書寫介面則在一個軟體中提供了各種不同字形不同版面等功
能；網路書寫介面除了有基礎文字更動之外，還加上網路的傳播性，使得文字的
編排變成為了出版發表的版面設計，以及聯絡不同讀者的管道。
對於在 BBS 擁有個人版的書寫者來說，新的部落格反倒有私密感。因為認
識他的人都在看 BBS，部落格就像是他的另外一個家。同時擁有兩個以上書寫空
間的書寫者都表示，部落格取代了本來書寫空間中比較認真嚴肅的文章，而且他
們也會針對自己的部落格私下寫信邀請自己比較熟的朋友來看。至於使用 MSN
分享空間的書寫者則多半體認到自己的部落格屬於某種很有機會被認識的人看
到的情況，因此他們也傾向把部落格當作與 MSN 聯絡人分享心情的處所。
E：
「BBS 是隱版，講生活瑣事跟朋友聯絡，部落格就是現在生活的人跟同事。」
我們可以同時把網路書寫介面當作書寫工具和傳播工具。前者提醒我們書寫
工具在書寫行為中扮演的角色，可能部分地決定書寫的形式與內容，甚至書寫者
面對該工具時的思維走向。後者則提醒我們在書寫理論中納入讀者與社會情境考

量的重要性。

第三節 作者面對具體而實際的讀者

理論架構中，研究者認為網路媒介的傳播性，表現在部落格上帶來社會性的
公書寫。這讓書寫者有意識地覺察讀者的存在，並且因為讀者的存在而更動自己
文本的內容，或者以更直接的方法獲得讀者的回應。另外，書寫者若本來有紙筆
書寫經驗，通常其作品屬於沒有讀者的私密寫作。書寫者也常表示自己選擇在網
路上書寫並不在意是否有人閱讀。然而，在訪談過程中，所有的書寫者都將讀者
的回應視為正面的回饋，並且透露出與讀者交流被閱讀的期待。這可以看出互動
式書寫介面與書寫者互動之後，使得書寫者從本來沒有人閱讀的書寫走向與人交
流的書寫，就算書寫的內容仍屬於自己的日常生活瑣事，書寫者逐漸把書寫當作
與人溝通表露自己的平台。
一、介面引發被閱讀的期望
受訪者中，有五位在網路寫作前就有紙筆寫作的經驗，有的寫日記，有的寫
散文或生活感想。但是這些紙筆寫作的文本都不曾公開，也就是說，他們的紙筆
寫作經驗都是沒有讀者的寫作。所以當他們最初開始在網路上書寫時，他們也認
為自己並不需要讀者，有些人不會特意宣傳自己的部落格，有些人甚至特意對熟
識的人隱藏自己的部落格。
F：「只想寫給自己看……一開始不覺得有誰會來看。」
H：「當初寫的時候沒有想過(讀者)，但是 MSN 上就是聯絡人，他們
應該都會知道。」
但是在寫作累積一段時間之後，這些人慢慢向外公開自己的部落格，表示書
寫後讀者的回應對他們來說是相當正面的回饋，而且就會希望有人去看他們的部
落格。從這裡可以看到互動式的介面幫助建立起作者讀者關係，讓書寫者從不需
要讀者的書寫，轉變成期望有讀者的書寫。同樣的，在部落格上書寫只需要登入
就進入書寫畫面，不需要進入子目錄。所以某些書寫者(受訪者 A、F)後來把主要
的文章重心移轉到部落格上面，讓想要被閱讀的文章放在容易閱讀造訪的媒體。
C：「網路這東西人家不認識你，所以不知道你是誰。但是又很矛盾，
很期望被人瞭解。」
E：「希望有人留言，有對化的感覺。」

H：「因為我覺得寫作的方式就是要透過讀者才會有意義，不區隔是因
為還是要有人來看。」
F：「寫的當下覺得不好意思，但累積到一個程度就覺得還好…
可以跟也有寫的朋友交換。」
H 從紙筆寫作開始，最初把散文寫在筆記本上面，後來開始用電腦寫作。最
初他會區分有關特定的人的文章只寫在自己的電腦裡，能夠與大家分享的文章才
寫在網路上，但是後來全部的文章都公佈在網路上，因為他現在認為書寫還是要
透過讀者來產生意義。F 剛開始使用部落格的時候把部落格定義為「有話想講又
不想給人知道」的媒體，卻在書寫一段時間之後主動邀請朋友去看。B 開始寫作
部落格時有一個特定的書寫對象，內容也是針對對方而寫，後來換到現在的部落
格雖然過去的動機消失了，反而認為有別人在看所以可以一直寫下去。
B：「可以讓很多人看到，可以分享一些東西阿。而且從別人的回應裡，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你以前不知道的東西。」
研究者認為，當書寫者使用部落格的時候，「回應」的機制不管有沒有回應
都會存在。也就是說，當書寫者寫了越多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會附帶回饋的機制，
如果沒有人回應則顯示「0 comments」，如果有回應則顯示出回應的數量，某些
部落格還會把讀者回應當作一個欄位置放在首頁。這些機制暗地裡都在鼓勵著作
者去關心讀者的存在與否，讀者看完文章之後的感想。
整合型的部落格（整合個人相簿、留言版、部落格等）則有更多的回饋設計，
除了文章的回應之外，還有作者的留言版，相簿的留言版，點閱人數等只有讀者
才可以填滿的介面設計。研究者認為，這些介面設計在作者每次使用部落格的時
候都培養作者期待的心理。登入部落格時發現有他人的回應，瞭解到自己的文字
有他人閱讀，跟他人的心思交流，個人的書寫媒介因此也是個人的溝通媒介。網
路上書寫的作者就像拿著話筒的一端自言自語，時間久了也會希望另一端出個
聲。
當書寫者最初使用紙筆寫作時，如果自己沒有拿給別人看，這些作品就沒有
讀者。後來在網路書寫的情況下，初嘗有讀者的滋味。特別是部落格只要有網址
就可以閱讀邀請別人很容易，而且可以把別人的部落格鏈結放在自己的部落格頁
面上。A 覺得部落格不需要登入跟層層進入，在網路上有直接的鏈結比較方便。
如果想要邀請誰去他的部落格，只要給讀者網址就可以，但是在 BBS 站上就還
需要註冊跟道路指引5。意識到讀者的存在讓書寫者逐漸把讀者當做寫作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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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 的架構屬於窄而深，部落格的架構屬於寬而淺。對新的使用者來說，要找到一個 BBS 站
裡面的版，比找到一個部落格困難許多。

與回饋，書寫時就期望被閱讀，書寫行為中也包括了瀏覽查看別人的回應，書寫
在某個程度上超出了書寫者獨立完成的行為，而是書寫者與讀者的對話。部落格
工具飽含的交流設計，讓書寫者對書寫的態度也多了一分互動的想像。但是光是
書寫者對媒體以及讀者的想像，並不足以顯示出網路書寫媒介的角色。讀者之具
體與實際，常常讓作者不由得預先改變了自己的文本，或者讓讀者們在發表平台
上構連出新的文本。
二、作者明確意識到讀者存在
在訪談的過程中，每個書寫者都或多或少表示自己的寫作內容或使用頻率與
讀者有關。大部分的書寫者最常因為部落格讀者所做的更動就是避免寫下確切的
人名或事情發生的詳細經過。受訪者都表示他們會考慮讀者的存在而刻意不寫詳
細的人名與事件，但是知情的人看就知道內情。有些人是不想讓無關的人知道隱
私的事情所以不講，有些人則是刻意迴避某些讀者。所以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
件，書寫者在部落格上的表達反而會趨於抽象。不管潛在的讀者是陌生人或認識
的人，書寫者總是知道會有人有可能看見，而且讀者存在確實地對作者的書寫造
成影響。這些讀者不只是過去寫作教學指稱的目標讀者（target audience），而是
與作者產生複雜糾葛關係的對象。書寫者特地寫給誰看，又特地寫出來不讓誰明
白，在寫什麼不寫什麼中間抉擇，因為他意識到介面的另一端有人閱讀。
比如說受訪者 D 想過要發表她和家人吵架的故事，又覺得這件事情過於隱
私，所以她雖然在網路上發表卻使用上鎖的功能，只有她自己可以看見。
B：「我不會提到確切的人名或確切的地點……想知道的人自己可以來問
我，但我不要把它寫進來，這是我選擇不寫的部份。」
C：「還好，太私人的也不會寫，會避免人名。」
E：「就是想給別人看才會放在板上……可以跟所有人分享的東西才會
PO(post, 發表之意)上去。寫出來的東西是可以讓別人看到的我的想
法。……PO 的時候就會知道這是給人看，假設同事都看的到，選擇
寫比較積極的文章。」
讀者是具體和實際的存在，很多時候是因為這些人同時是第三人稱的讀者，
也是書寫內容相關的人物，更有可能就是書寫者對話的對象。E 使用 MSN
Space，該部落格能夠讓所有 MSN 連絡人知道自己的部落格有更新和發表。她曾
經發表關於公司的文章被同事提醒不應該抱怨上司的事情，因此將該篇文章有關
主管的部分刪除。由於部落格書寫者的書寫內容多半從日常生活中取材，他們的
文章也容易牽涉到生活中的人事物；另一方面，部落格的讀者也常是書寫者本來
就認識的人，比如說 MSN 分享空間就會主動通知連絡人，所以使用 MSN 分享

空間的書寫者，特別對自己的讀者群有概念。不過其他的部落格書寫者也會因為
自己邀請朋友來看的緣故，讓自己的部落格讀者多半是認識的人。所以這些書寫
者的書寫題材、讀者甚至可能是同一個人或同個圈子裡的人，比如說公司同事或
同學，書寫者在寫作時也會顧慮到誰在看這篇文章，所以文字有時候像是篩子一
樣，懂的人就會懂，不懂的人則是一頭霧水。受訪者 B 的部落格上就經常有好
朋友的回應，從回應就知道回應人與作者熟識，而且知情，回應人與作者之間的
對話更增加了文本的線索，像是懸疑小說的作者現身說法給提示。如果作者知道
哪些人會來看自己的部落格，也會在文本裡對讀者說話。受訪者 E 就曾經以她
的朋友的暱稱當作文章標題，跟她的朋友對話。
反過來說，讀者也有可能是書寫者拒絕該介面的原因。A 就認為因為就算
是不熟的人也可以透過 MSN 清單連到他的 MSN 分享空間，讓他不太喜歡。這邊
透露出交換 MSN 有點類似社交禮儀的行為，所以就算彼此有帳號也可能只是沒
什麼交情的認識的人而已，從社交的 MSN 發展出來的分享空間也因而變成社交
的部落格。雖然不喜歡，A 還是有使用 MSN 分享空間。對他來說 MSN 分享空間
和 BBS 的差別不大，他說自己只會講一些無關痛癢誰都可以知道的事情，或拿
來放照片。他用「公關網頁」來形容 MSN 分享空間，也就是只要 MSN 清單上有
的人都可以知道的事情，他才會放在 MSN 分享空間。
具體的讀者也可以在讀者和作者交流的新文本上看見。部落格上讀者們彼此
或者和作者的交會的文本，甚至比原本的文本含有更豐富的意義。受訪者 F 的部
落格上經常有人回應，回應者還會彼此回應，有時候回應可能增加了文章的深度
與廣度，有時候可能完全離題。她曾經討論科幻小說家艾西莫夫的作品，回應衍
生到後來卻變成人類的祖先不是猴子以及母愛是否為女性的天職。介面上的回應
機制，連讀者的靈光一閃都記錄下來，無論這帶給文本什麼樣的回饋。
部落格書寫介面緊密與出版發表功能相結合的結果，讓書寫者不可分割寫作
與讀者之間的關係，書寫者的寫作從題材的選擇、文字的選擇到發表的場合都帶
有強烈的讀者意識。書寫者在作品完成前就已經與預設的讀者有互動，也可以說
是書寫者與書寫介面的互動，因為介面設計讓熟識或陌生人都輕易地閱讀自己的
作品，而書寫者又習於書寫自己的生活，因此書寫反而表現出公開的隱私書寫
法，也就是將自己的私事以抽象的文筆公開表達。這也成為部落格上慣常的書寫
型態。
小結
研究者對八位部落格使用者進行的觀察與訪談為資料，作為網路書寫理論模
式的示例。在速度的寫作方面，研究者證實了，網路書寫從靈感的湧現，到敲擊
鍵盤的書寫，以及當中的回顧與修改，在在印證網路書寫介面的速度與人書寫思

維速度的融合。且該融合不止是速度加快，更是思維與寫作其實是在寫作當下同
時進行的活動。介面不只是書寫的介面，也是思考的環境，讓書寫者在其上生產
文字，構連思維。研究發現，書寫者有靈感的時候希望馬上可以接觸到書寫介面，
如果沒有機會寫下來，想法也失去成形的機會。書寫的速度不僅快得幾乎要趕上
書寫的速度，甚至有受訪者感覺打字的速度比想的速度還快，或者覺得自己在網
路上書寫一直被催促。不管書寫者是否感覺到自己與書寫介面的交互作用，書寫
一直以來是人和書寫工具協力合作的行為。只是電腦∕網路書寫介面具有強大的
功能與工具性，讓書寫者容易感覺到工具的存在與工具內部的邏輯。
另外，研究者也認為網路書寫同時具有社會性的公書寫，與個人的私書寫兩
種特性。這看似矛盾的性格可以在部落格找到並存的例子，最明顯的應該是 2005
年熱門的部落格怪癖大串聯。這是部落格上流行的遊戲。部落客首先揭露自己的
怪癖，然後在自己的部落格上點名(所以對象是部落格的熟識讀者，同時自己也
擁有部落格)，被點名的對象就要在自己的部落格上揭露自己的怪癖，然後點名
下一個「受害者」。
從遊戲的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可以看出部落格作為一個特殊的網路書寫媒體
的特性。首先，在形式上，這比較像是通告。不管是否被點名，所有讀者都可以
看到該書寫者的自我揭露，並且知道誰是下一個幸運兒或受害者。信件的往返與
內容都公諸在網頁上。所以讀者和作者都可以追溯這個通告的過去和未來，並形
成可見的連鎖反應。在內容方面，怪癖串連亦展現了部落格在公開和私密之間的
雙重性，公開談論自己應該是私密的怪癖，並且公開地串聯起一群人一起談論自
己的私密怪癖。被點名的人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回信，不過，如果你想當那個點名
別人爆料的人，就得先把自己的怪癖爆出來。Blog 怪癖大連結是公開的隱私通
告，把自己的私事大剌剌地公開宣揚。
部落格上面的怪癖大連結恰好說明了部落格兼具公開與私密的特質，使用者
總是在拿捏公開與個人的尺度。因為怪癖當然是越怪越好，所以書寫自己的怪癖
也正是在試探著使用者把自己攤開在網路上面的界線。若非有如此的網路書寫介
面，則此種文章沒有機會誕生。介面提供了公開的環境與個人的發表空間，因此
書寫者因應了介面的潛能，共同催生出奇特的部落格網路怪癖大串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