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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大眾都在談論部落格時，部落格儼然已成為新興的網路個人平臺。越來越多的大眾媒體開始談論到
部落格，也有越來越多的使用者進入部落格之中，在發表屬於自我的生活生活與心情有感，或對時事的感
想評論。然而部落格是作者在讀者面前展現自我的舞臺，亦或是作者在追求自我的認同呢？
本研究主要為瞭解部落格使用者與認同的關係，以高夫曼（Erving Goffman）（1992）的戲劇理論為
出發點，去探討為何部落格相關研究是以此為主要理論，再透過與詹金斯（Richard Jenkins）（2006）的
認同理論的比較，並彙整至目前臺灣部落格會員人數最多的無名小站，探討部落格所形成的社會網絡與形
塑出的自我形象。
身份認同經常取決於旁觀者的看法。人們藉由辨別出和他人的差異而發現類同，以區別自身與他人的
方式來加以辨認自身。在部落格中，藉由展露自己，與他人對照，會修正在別人面前所呈現自己的方式，
這就是反身作用。個人認同產生於自我形象和公共形象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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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四）部落格可能是版主真實空間裡不為人知的一
面，而部落格這個虛擬空間裡可能又有著真
實空間中所隱藏的另一面，故可假設真實生
活與虛擬空間裡為版主的前後臺。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在部落格裡，使用者可自由地依個人的想法
與論點決定該部落格的走向、定位與風格；
也可聚集志同道合的使用者與瀏覽者，形成
具有相同想法、生活型態上類似的群體；且
作者與讀者可直接互動。

（五）在現實生活中，個人在使用部落格之時，利
用代號、匿稱、名片檔、簽名檔等的化名機
制，既隱密又顯露地參與探索在自我的認同
中，而身份認同是存在於個人信任之下，亦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建立在雙方之間對於對
方身份認同的一致性。

（二）Me Media時代，正式來臨！個人藉由部落格
成為虛擬空間的創造者。在部落格裡，自由
運用文字或使用圖像表達個人思想；為何使
用者拋棄了傳統形式的日記，轉而運用網際
網路作為紀錄私密部份的媒介，這種公、私
領域之界限應該如何界定？

二、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三）部落格的回覆與留言功能，可能讓使用者與
瀏覽者能夠從雙方的溝通中尋找自我。故部
落格具備了行銷自我的功能。某些使用者願
意選擇付費給無名小站，是為了讓自己榮登
首頁熱門人氣？還是為了讓個人的生活經
驗、心情點滴等與更多人分享？或者使用者
將部落格當作傳播媒介，希望因此成為眾人
矚目的焦點，以便展現個人的文化資本呢？

本研究主要為瞭解部落格使用者與認同的關
係，以高夫曼（Erving Goffman）（1992）的戲
劇理論為出發點，去探討為何部落格相關研究是
以此為主要理論，再透過與詹金斯（Richard Jenkins）（2006）的認同理論的比較，並彙整至目
前臺灣部落格會員人數最多的無名小站，探討部落
格所形成的社會網絡與形塑出的自我形象。故本研
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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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網路空間與公共領域的關係。

（三）部落格的發展

（二）研究部落格的資本交換，是否會在網路進行
交換，如何交換及轉換？

2002年10月為台灣部落格撒下種子的一年，
由藝立協（http://blog.elixus.org/）成立正體中文
部落格資訊中心； 2003年台灣部落格嶄露頭角，
首先是無名小站；2004年，部落格的使用已經漸
趨普及；2005年，台灣出現吹起第一波風潮，部
落格開始成為各家網路公司，想要跨足的網路服務
企業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既無名小站之後，天空
部落格、中華電信Xuite、聯合新聞網城邦、中時
編輯部落格、Yahoo！奇摩部落格等，相繼的推出
部落格服務。

（三）部落格裡頭是否會出現前臺與後臺的現象。
（四）探討部落格使用者是否會在部落格裡產生身
份認同。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是以無名小站的網誌功能為部落格研究
之空間範圍，接著聚焦於無名小站此一平臺的使用
行為。

（四）無名小站（Wretch）

本研究僅能描繪出部落格中與自我、與別人的
溝通過程，由於無法確知閱聽者是誰，探討不到版
主與閱聽者一些隱性互動的內容為何，所以對找尋
此項樣本將是個難題，只能藉由訪談使用者，去訪
問他是否也會有其隱性層面。

是一個BBS站台，也是台灣目前最具知名度
的Blog、網路相簿平臺之一。無名小站BBS創始於
1999年，由台灣新竹的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學生簡志宇，利用交通大學的校內頻寬與資訊工
程學系的機器所架設。
（五）部落格相關研究

貳、文獻探討

由於前面的相關研究傾向探討部落格使用行
為，把部落格看的很個人，無觸及部落格的歷史，
為何個人會進入部落格這個空間？所以本研究希望
做一個經驗研究，不做像量化的預設，透過質性且
深入訪談的方式，了解部落格與使用者與真實世界
的關係，這是紮根理論運用編碼所不能踏及之處。

一、網誌、部落格、博客、布拉格
（一）部落格的由來
部落格是blog的中文譯名（blog又譯作網誌、
博客、布拉格），英文blog起源於Weblog，意思是
網路日誌。這個詞彙最早是由Weblog所延伸出來
的，是在1997年12月Jom Barger運行的“Robot
Wisdom Weblog”第一次使用Weblog這個正式的名
字。他將Log的意義從接近航海日誌那種無人稱、
擬客觀、機械式寫作，轉換成較接近旅遊日誌的“
有人稱、有個性”的自由書寫。

二、理論文獻分析
一、研究典範的說明與比較
本章節會從認同理論、戲劇理論、資本理論和
公共領域等角度去分析，究竟何者較適合為本研究
的核心。

（二）部落格的特徵

表 2-2相關理論綜合整理表

國內知名的部落格作家林克寰（2004）在〈
你不能不知道的部落格─Blog 是甚麼碗糕啊？〉整
理出現今部落格的特徵如下：
表2-1
特徵

說明

彙整
（Archive）

部落格的內容不管如何都需有一套彙整的
方法，依照個人喜好，作者可根據時間來
做彙整。

靜態鏈結
（Permalink）

部落格有一系列的鏈結，分別來指定某些
文章的特定段落而使瀏覽者更容易閱讀且
瞭解文章的文本內容；更重要的意涵代表
部落格成為一種資訊共享的機制。

時間戳印
（Time Stamp）

系統往往會在內部資料庫裡把時間記錄下
來，這就是所謂的時間戳印；其目的在於
為了要建立起部落格內部的先後順序這種
時間上的先後順序會是奠定Weblog內在情
境的重要依據。

日期標頭
（Date header）

時間戳印提供了部落格內部的脈絡順序，
日期標頭把部落格與在世界連結起來。瀏
覽者們透過日期標頭，可以確切的掌握每
一篇文章、影像、圖片、或聲音被發表或
被編修的時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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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理論摘要

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2005）《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一書中，
高夫曼利用戲劇表演的模式，來分析日常生
活中的自我表演。高夫曼放棄了原先的「兩個
自我觀」（I、me），而改採「多元自我觀」
並以呈現或表演(presentation)來探究「自我」
究竟所指為何？「自我」和「角色」（role）
的關係又是如何？他認為，有關該個體的訊息
將有助於定義情境（definethesituation），使
他人能夠預先知道他對他人有什麼期望，同時
也能使其他人知道他們自己可以對他做出哪些
期望。

詹金斯
（Richard
Jenkins）

《社會認同》一書中提到：若認同是社會生活
的必要先決條件，那社會生活的先決條件就是
產生認同。認同提供我們識別他人身份與自我
本身的方法。自我認同（self-identuty）：個
體依據個人的經歷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
社會認同的理論建構，必須以同等份量包含兩
方。社會認同是個實際的成就，是個過程。個
人和集體社會認同可以用一個模型來理解，那
就是內在與外在定義過程的辯證互動。社會是
個人和集體相遇融合的場域，個人認同非常仰
賴社會─文化領域，這點無法讓步協商：「否
則根本無法存在。

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我們必須透過他人的襯托，才會有所謂的：
你、我、他，才會知道我是誰，才能認識自
己。我們藉由辨別出和他人的差異而發現類
同，以區別自身與他人的方式來加以辨認自
身。如果沒有描述社會認同和認同的框架，我
可能會和你是同一個樣子。

布爾迪厄把資本大致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
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而這些資本與資本
間會相互轉換的。在邱天助（2002）所著的
《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一書中，作者以布
爾迪厄的觀點看來，社會空間是由不同場域組
合而成，這些場域如同市場一樣，所有涉入其
中的行動主體，皆持續的為占有特定的資本而
鬥爭；每一次的鬥爭所攫獲的資本往往決定下
一次鬥爭的成敗。由於社會的事實是被建構出
來的，所以社會階級必須從和其他階級的關係
被定義。

(三) 資本交換的場域

哈伯瑪斯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提到：舉凡
（Juergrn
所有公眾開放的場合，我們都稱之為「公共
Habermas） 的」，如我們所謂的公共場所或公共建築，他
們和封閉社會形成鮮明對比。


由於部落格的轉變，不再只是原先為了成
為人民發聲的管道，部落格充斥著更多種的行
為表現。有的人成立部落格是為了記錄心情生
活，有的人是為了使用相簿這個功能，有的人
是為了增加知名度，有的人是為了分享作品，
有的人是為了行銷商品，有的人更是為了拓展
交際圈。這些使用的行為表現其實就代表著使
用者具備何種資本。社會是由資本的不同分配
構成的。資本（即所擁有的資源）其一詞源自
於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內涵，是布爾迪
厄建構其場域的動力邏輯，是勢力的來源，也
是鬥爭的標的。布爾迪厄的資本是一種權力形
式，可以界定生活的可能性或機遇，更可以用
來再產生階級的區分。

二、相關理論與部落格之關係
(一) 生活的展演

網路的特性就是『既隔離又連結』。在連
接上虛擬世界時，使用者可以扮演不同角色，
可以任意的切換各個角色，這時『真實生活』
似乎就成為使用者的其中一個視窗而以。由於
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可以完全相關，也可以毫
無相關，所以許多部落格相關研究中都在探討
其較無相關的一面，為什麼使用者在網路上不
做他自己就好了，而要建立另一個網路身份？
他是想要展演給某特定人物看嗎？有的人運用
網際網路作為紀錄私密部份的媒介，是因為把
部落格當成日記，有的人運用網際網路是因為
把部落格當成展演生活的舞臺，但是光從部落
格此一平臺無法看出版主是不是在展演，所以
戲劇理論不能全盤解釋部落格使用者的行為。
別人如何設想我們，跟我們如何設想自己一樣
重要，作為一個人就是要知道，自己正在做什
麼以及為何要做這事。在部落格，可能會因為
信任、風險而不展現全然的自己，但那並不完
全是扮演的角色。自我是徹底的由社會所建構
出來的：這顯現於原初與後續的社會化過程，
也見於個人在其一生中，定義及重新定義自身
和他人持續社會互動過程。


在部落格中也存在著這些資本，有的版主
會因為在部落上發表攝影作品（文化資本），
而認識到許多喜歡攝影的好友（社會資本），
透過這些喜歡攝影的好友接到拍照的案子（經
濟資本）。「場域」是一種「力場」，乃是由
各種社會地位和職務所建構出來的空間，其性
質決定於這些空間中各式各人所占據的社會地
位與職務也就是爭奪資源的地方，在不同的場
域中也有著內部的運作規則，是個高度分劃的
世界。
(四) 多面性的公共領域

網路空間開放讓所有人都能瀏覽，每個人
也能自由進出許多虛擬空間並充分表達自己的
言論，所以部落格是否也具有公共領域的特
徵？部落格一開始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讓使用
者藉由網路說話給大眾聽，讓人民有發聲的管
道，期望成為人民的公共領域。但現在隨著使
用者把部落格私有化，變成私人心情日記等；
資本家的力量又進入，部落格出現許多的資本
交換，讓部落格已不是最初的部落格了。本研
究探討網 際網路所形成的部落格空間是否可
以被視為一個有效的「公共領域」，這仍是各
界不斷爭議之事。網際網路中，像部落格這一
類的諸多活動，逐漸形成了互動的場域。因為
沒有面對面的人情壓力，使用者可以自在地表
達意見；即使如此，在虛擬世界中的人際關係

(二) 認同的建構

部落格的普及，只要申請會員，就可創立
新的網路身份。為什麼要使用部落格呢？為什
麼要創立新的網路身份呢？本研究假設使用
者成立部落格是為了想獲得別人的認同，因為
他想認同自己。認同可能給予我們在社會的定
位，以及確定我們在社會生活中彼此的關聯。
對大部份的行動者而言，可能是環繞著跨越時
間和空間並自我維繫的原初認同而建構的。可
能是扮演認同各種角色，努力爭取著連自己也
無法解釋的認同，或者去追求一種志願目標。
自我永遠是社會自我，與他人既相似又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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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社會網絡關係圖（圖3-1）的定義如下：

也需要有心經營，在網路上的聲譽和角色形象
也會影響到自我的認同。由於人們在網路上可
以用不同的化身來表述意見，其角色的扮演上
可能與真實世界的角色產生衝突，但究竟何者
才是真正的自我呢？不論是否具有角色扮演的
問題，其最主要的目的仍是為了尋求真正的自
我，獲得別人的認同，獲得社會的認同。沒有
社會認同就沒有社會。

真實社會（黃色）：為個體存在之真實社會領
域裡，內含各大小領域與組織，虛擬社會等。虛擬
社會（藍色）：為網路世界裡的虛擬社會組織，如
本研究中的「無名小站」便是一虛擬社會的形構。
真實社群（白底實線）：個體存在之真實社會領
域，由個體聚集後產生之真實社群組織。虛擬社群
（白底虛線）：個體存在之虛擬社會領域，由個體
聚集後產生之虛擬社群組織。使用者動態方向（有
箭頭之小紅球）：個體於社會領域內的移動方向與
方式。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典範的說明與比較

四、研究的操作方法

本研究希望透過質性研究的精神，以深入訪
談、參與觀察及資料分析這三大主軸方式探究使用
者身處真實與虛擬社群中之身份轉換及尋求社會認
同和自我認同的方式。進而架構一個更能完整表達
部落格使用者在自我認同與行為互動參與過程中的
實質理論，使置身在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相互的牽
制下我們能安然的全身而退。

（一）文法詮釋與文本分析
研究者把此問題「戲劇理論、社會認同/自我
認同影響部落格使用者行為模式」列為本研究者的
假設，經由本論文之後進行的收集樣本、定期觀
察、訪談、研究結果分析後，描繪出使用者和文本
及使用者和社會關係之互動影響。
（二）抽樣選擇

二、質性與量化方法的目的

本研究經由虛擬網絡關係分析法，在無名小站
中隨機選擇一百組樣本作為觀察對象，並展開為期
兩個月的定期觀察。

由於採用量化方式所得到的統計數字只能廣泛
的表達概括性的調查和預測，但卻無法因此意會到
部落格使用者行為模式的演進過程及問題背後所隱
藏的內涵。在此，研究者所詮釋的角度考慮到觀察
主體本身之立場即視域，除了探討問題本身意涵也
會針對問題背後所隱藏之意義，進行深度分析。

（三）收集資料的過程
本研究者選擇以「無名小站」(wretch)作為觀
察部落格的中心媒介，從其中隨機挑選一百組樣
本，進行兩個月的短期觀察。作出無名部落格社會
性/功能性分類表格，將此一百組樣本暫時放入其
中。

三、研究架構與說明

（四）研究方法與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參與觀察」、「深
入訪談」「資料分析」三種方式作為研究方法。並
挑出一百種樣本放進社會性/功能性的分類表格裡
進行為期兩個月的高度觀察，之後便進入深度訪談
階段。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質性方法中的「編輯式分析法」
(Editing Analysis Style)。站在詮釋者的角度來闡
述此研究現象，由眾多部落格中選擇無名作為觀察
媒介，再從一百位觀察名單中發現、定義各單位名
詞，接著進行分類。
圖3-1

主體的社會網絡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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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無名部落格─
穿梭在虛實之間的想像共同體

依據本研究的21位訪談者設立無名部落格的使
用動機，歸納了以下討論要點：
使用者最初經營部落格的使用動機可能是受到
真實友群的影響，並有可能因為集體內部產生的「
多數行為」，不願自身被排除於外，因而使用部落
格。研究者除了從訪談內容中瞭解外，也在使用者
的好友連結、網誌文章、與留言者的互動等觀察得
知。

無名小站儼然成為國內最受歡迎的部落格平
臺，與其說它是一個虛擬空間，倒不如說是存在於
真實世界中的一個虛擬世界，只需申請帳號跟密
碼，通過認證後即可成為網路世界中的成員。以下
為「無名世界的使用規則」：
(1) 在這個世界裡大家都可在自己的國家稱王

使用者一方面欲藉由部落格分享心情、紀錄生
活點滴、展現自我，另方面也受限於私人與公共之
間的劃分，因此，在展 露個人的同時，也開始注
意「形象維護」的問題。研究者除了從訪談內容中
瞭解外，從使用者的文章內容風格、與留言者的互
動內容、以及部落格隱私保護工具的使用程度等得
知。

(2) 我們擁有通往這個世界的身份證──無名帳號
(3) 這 個世界也有身份階級的差別──免費銀卡金
卡，另有付費廣告更享有皇家般待遇
(4) 你 可以建立與其他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
你證──去留言吧！
(5) 建立邦交國證──加入好友，連結恰似任意門

某些使用者欲經由網路平臺進行資本交換，或
者具有資本累積的潛能。研究者除了自訪談內容中
瞭解外，從使用者的部落格類型分類、網誌內容、
與留言者的互動方式等得知。

(6) 你想排擠別的國家嗎證──請使用黑名單
(7) 無名世界的另類榮耀證──人氣
(8) 保密防諜系統──隱私保護工具
(9) 什麼都可以賣！什麼都可以買！

當使用者甫進入無名世界，就像是進到一個全
新的環境，必須慢慢摸索，方能尋找出自己的定
位。因此，使用者需要設定所謂的「身份」，在認
識新的朋友後，使用者與其他使用者產生了某種辨
識，這種辯識可能包括認同或者差異，進而在來往
間建立了互動，在此互動關係的運作過程中，逐步
建構出新的社群關係。而一如真實社會般，網路社
會存在著社會秩序與認同，認同問題與使用者的自
我認同也存在著互相作用及影響。

無名小站裡雖存有部分的人類社會行為模式，
但某部份則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無論在真實世
界的身份、地位、經濟能力為何，重點是，在這個
世界裡隨時可以選擇開始或結束。準備好了嗎？讓
我們一同進入無名的世界吧！

一、來自網路的部落格
本文針對無名部落格使用者（以下簡稱使用
者）在無名的使用行為模式，以及使用者如何與真
實虛擬社群之間產生辨視，進而產生關聯性，是否
有所謂的依據？使用者本身如何受到集體的影響，
集體對使用者而言具有何種意義，兩者之間的互動
又會衍生出何種情形與問題呢？

二、連線中的部落格社交活動
由於使用者原本就置身於此一社會系統之中，
主體與社會系統以及生活形式之間是不斷交互增
長、緊密的，是事實，也是錯縱複雜的。研究者將
部落格的社交群體分成使用者、瀏覽者，使用者與
瀏覽者間(主客之間)也有角色互換的機會可能性存
在。藉由觀察無名部落格的主客互動，研究者歸納
了以下幾點：

因此，個體甫進入無名社會（以下簡稱無名）
前，研究者不禁產生一連串的疑問：
(1) 使 用者為何會進入無名？以怎樣的「我」進
入？進入之後的「我」會產生怎樣的改變？「
我」如何在這個新的世界裡自處？

表4-1 使用者與瀏覽者互動歸納與分析
使用者與瀏覽者互動歸納與分析

(2) 以 什麼方式改變？進入之後「我」是否符合使
用者的自我期待？如果不符合應該怎麼辦？無
名社會裡是否存有認同危機？
(3) 無 名社會對於使用者的意義為何？無名社會裡
會有所謂的資本交換嗎？有的話會以何種方式
交換？
(4) 無 名社會裡是否存有何種風險？有危機處理的
的機制嗎？

無名好友欄

部落格友群的命名、公開與否由使用者決
定，使用者的「反思性」自我辯識，顯示
個人在抗拒外界系統的「分類命名」的主
體意識，除了因「安置其所」而必須承受
的社會期待，也擁有爭取自我空間與隱私
的權力。

主客之間

若主客間的互動連結成一條線，並逐漸形
成複雜的社會網絡，而當個人加入其中，
成為裡面的成員之一時，便漸漸產生了歸
屬感，認同此集體的感受，而當此集體內
部的所有成員皆產生了歸屬感，便形成一
共同體，這也是集體認同的建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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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與虛擬友群

伍、結論

透過部落格分析，發現部落格中建立的友
群與現實生活中的友群關係不僅有重覆
性，也有自部落格發展的友群關係進而衍
生成真實友群的機會。有某些部落格版主
表示，透過部落格認識的友群似乎來源更
廣、更多元化。

一、 總結
經過此章的說明與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了以下
的歸納：

三、部落格的空間輪廓

表5-1 無名使用者的行為探討與歸納

當部落格置入個人風格、產生資本的流動，無
疑地代表著公共領域的瓦解、部落格私人化、資本
化日漸消長。使用者為何要使用無名、在無名社會
裡得到些什麼，雖然當初不見得是因為某些目的才
進入無名，但是在經營部落格的過程中，受到他人
經驗或者其他真實案例的影響，引發了使用者進行
了資本轉換的行為與計劃，而在進行計劃的過程
中，所表現的「吸引人氣」的行為模式一方面彰顯
自我的身份與風格，另方面也透過彰顯自我而得到
「認同」以及「認同以外的額外事物」，如同瀏覽
者一旦養成習慣性的點閱使用者的部落格，形同了
使用者的忠實讀者，於是使用者也因此進行一些活
動或分享，活動及分享的目的都是為了建構瀏覽者
群，進而累積成為社會資本，以謀求轉換資本的可
能性。

無名使用者的行為探討與歸納

部落格身在社會體系之中、世界體系之中，面
對的社會化是必經的過程，所以公共領域的瓦解危
機，也必然是需要面對並且一同解決的人類共同課
題，不過，這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身而為人，總
是比較關心與自身利益相關的事物，公共領域所面
臨的危機便在於，人類在過去受到社會體系控制而
影響，於現代社會中漸漸有了反動的行徑之下，越
來越注重「個人化」的訴求，卻忽略了「公共議
題」的重要，這並不是某一社會體系、某一國家裡
存在的問題，是整個世界的時代議題。於是，在資
本主義滲透進入無名社會之後，引發的議題將是無
可預測的，，網路帶來了方便，另一面透露出的社
會議題，同時也是社會學必須對時代診斷的研究面
向。

建立無名的身份

無名的身份是使用者的形象創造，受其
真實社會影響所形塑而成，源自使用者
在初入無名前社會認同對其身份認同與
自我認同產生的影響。

無名的身份階級

無名世界中的身份差異的最主要原因，
在其付費差異影響保護隱私及各項使用
權限，進而影響使用者在其部落格中的
能動性與自我保護機制的控制與維護。

友群的親疏關係

部落格的社會網絡複雜且多樣的，與真
實社會是極有可能相互重疊或是縱橫交
錯，進而從最初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
係，形成了我群與他群之間的關係，這
一切憑藉著主體對其網絡的親疏程度。

人氣指數

無名人氣往往成為部落格使用者的認同
標的，人氣越高，彷彿是在無名的社會
脈絡擴大的象徵，此象徵也影響到了自
我認同的建立與再塑，是證明使用者在
部落格中充分受人肯定的指標性數字。

隱私保護工具

隱私保護工具在部落格的功能性上扮演
自我內外辨證的機制，例如公私領域的
界線劃定也是其中之一，利用隱私保護
工具，個體既可以在部落格裡保有自我
的隱密性，又可以利用部落格彰顯部份
自我，以及當作傳播互動的媒介。也是
為何部落格既是公共領域又能為私人領
域的重要因素。

無名的資本交換

部落格中存在著各種的資本流通，這裡
所謂的「資本」不一定是牽涉到金錢的
交易，而是一種「以物易物」的方式，
或者是一種「物」的累積，包括具象也
包括抽象。例如社會脈絡就是一種累積
性的問題，創意之類的文化資本也能轉
為社會資本，進而成為經濟資本。眾多
的資本於部落格彼此流動著。

使用者進入無名，較積極性的作法如：將文章
作以故事性、主題性的活動，由此發展忠實的讀者
群，並積極地與讀者互動，也樂於分享自製的msn
動態圖案、桌布等小物，讓瀏覽者產生「回流」的
狀況。人氣到達一定次數的部落格，便開始有廣告
商找上門，或者是客戶尋求合作，部落格便產生了
資本交換的機會，使用者欲利用部落格成名或者獲
利指日可待。

四、部落格議言堂
研究者針對第四章的第一、二、三節的論點，
結合時下的社會議題，藉以發展本文的概念意向及
問題意識。由第一節從自我的出發，第二節來到了
錯縱複雜的部落格連線網絡，再來由討論部落格的
空間，進而闡述部落格步向私人化、資本侵入等問
題，而藉以帶入部落格究竟為一公領域或私領域的
話題，而資本入侵後的部落格場域，未來又具備哪
些資本交換的空間及潛能，連帶而來的風險與危
機，也是研究者需要關心的議題。

研究者於此也抱以隱憂。部落格最初被設定為
虛擬世界裡的「公共領域」，隨著大眾媒體的私人
化、資本主義介入後，網路世界裡的部落格也無能
倖免。經過一連串的認識認同與差異後，需瞭解為
何而「同」、為何而「異」，同與異之間必須彼此
尊重，也是研究者研究問題之背後核心所在，描述
差異、理解差異，在瞭解其背後的脈絡之後，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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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無知的隨「主流」起舞，而是更有智慧的自我判
斷何謂真正的認同與差異。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是
誰，不是單就社會給我們的認知，而是我們自身對
自我也有所體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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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文雖然依照田野觀察的實例結合理論作以說
明，但是一方面二十一位訪談對象仍不足以說明整
個網路社會當前的問題，另方面研究者只依照部落
格觀察及訪談內容，而無法再進一步地瞭解使用者
的內心層面，所以關於使用者的內心層面的描述仍
不夠鉅細靡遺。部落格究竟是否仍是公共領域的問
題，本研究依目前的資料暫且無法定義，需要更長
的時間與更深入的田野才能實現，有關部落格與公
共領域概念、以及部落格的動機與社會意義、網路
部落格與整個社會之間的關係等，未來有待其他研
究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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