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奶奶部落格―對老人參與
新科技傳播從事組織敘事之觀察 *
蔡琰、臧國仁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老人部落格的敘事表現，尤其關心老人如何在
此虛擬傳播情境展示生命故事、如何透過各種類型的故事組織其傳播
行為。
本研究採「敘事主題」及「生命故事」研究方法檢視銀髮族部落
格之特殊形貌，包括其使用之敘事工具、敘事特徵、「我意識」及自
我形象，試圖再現其故事特質並詮釋其所傳遞之符號組織現象與部落
格敘事意涵。
本研究發現，爺爺奶奶部落格之類目內容多樣，充滿了老人們述
及既往舊事之「記憶裝置」，但更多內容則是這些銀髮世代成員熱愛
「現在」日常生活的記錄，反映了他們透過新科技（部落格）書寫生
命的企圖心。
關鍵詞：生命故事、老人、部落格、敘事、組織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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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隨著社會進步，老人相關議題正漸從醫藥健康、社會福利、特殊
建築需求以及各式商務延伸到傳播現象，如大眾傳播媒體近年即已展
現對老人議題的重視，《中國時報》甚曾一度每週開闢「熟齡」專版
報導老人訊息。相對而言，銀髮族使用新傳播科技產品之經驗與態度
迄今仍未廣受關切與重視。
蔡琰、臧國仁（2008）曾經指出，年齡實非老人成為「科技邊緣人」
之絕對因素，健康情況、經濟能力、教育程度等皆可能影響其面對科
技世界或電腦新媒介時如何扮演適當角色。如身心健康熟齡老者之電
腦科技使用能力雖略顯遲緩，但對他們而言新科技尚非無以取代的傳
播或溝通工具；換言之，即便多數老人並未熟諳新媒介因而無以享受
其便利性，其生活滿意程度並未減少。
研究者們發現，在年輕人多已各自擁有部落格的時代，老人並非
完全「置身事外」，透過「樂齡網」此一以銀髮族為主的分齡入口網
站隨手即可找到百餘個部落格，足可證明新傳播科技並非年輕人獨享
之溝通媒介。正如樂齡網館主所稱，「樂齡」原是新加坡對長者的敬稱，
最能表現新一代銀髮族的不服老精神。
「樂齡網」平台素以提供老人「專屬交流園地」為旨，盼能讓其「找
到生活的感動、生命的美、退休生活的新方向以及所需商品」。樂齡
網館主也在網站中指稱：「大部份的銀髮族事實上是充滿活力與旺盛
企圖心的，他們缺乏的是生活資訊及方便他們生活的商品……。希望
看到愈來愈多的銀髮族能勇於發表自己的看法，因為那是經歷過一生
焠煉的精華」。該平台除了商務目的外，更透過網路鼓勵更多人「來
參與建構一個敬老、親老、友老的社會」。[1]
相關文獻指出，人們一旦到達退休年齡，「內心的發展推力並非
傾向休息、隱退或降低活動程度；相反地，這個年紀最普遍的內在推
力是剛萌發的自我解放」（Cohen, 2005 ／李淑珺譯，2007：87）。是
這樣嗎？老人透過部落格顯示了活力與企圖？敘述了生命內容？使用
部落格的老人陳述著哪些有關他／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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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琰、臧國仁（2008）曾依 Geyer & van der Zouwen（2001: vii）所
述指出，社會模控學研究者發現「變形」（morphogenesis, or problems
of change）理論適用於研究愈趨複雜的社會科學問題，而個人或團體
之「自生」（autopoiesis）概念亦屬熱門研究議題。上述樂齡網的產生
及形構恰可反映了健康且有能力上網老人們的具體「變形」與「自生」
現象，並也符合 Cohen 對退休階段者的觀察，即這個階段的解放心態
實與青春期相似，人們「都常嘗試新角色［以］獲得新的自主感，也
都有重大的自我認同改變」（引自 Cohen, 2005 ／李淑珺譯，2007：
87；添加語句出自本文作者）。
本文之旨即在檢視這些猶有能力「變形、自生」的老人們透過新
科技媒介傳播著什麼訊息、老人部落格之敘事狀態是否展現特殊形貌。
本文亦將援引敘事理論藉以觀察「爺爺奶奶部落格」是否充滿生命故
事或啟示了生活的感動，是否如文獻所言顯示了科技時代健康老人的
新角色與新認同。

貳、文獻探討：老人生命故事與部落格書寫
眾所周知，傳播乃敘事行為，人們透過彼此的故事，在各種傳播
媒介中交換社群認同與存有的價值。系統變形與自生理論（Geyer &
van der Zouwen, 2001）之主要內涵即傳播互動，適用於解釋任何自我
組織與自我再製（self-reproducing）系統之傳播行動。以使用部落格為
例，老人或常藉由這種新傳播形式與他人互動並與其他社會系統來往，
此時傳播互動牽動了溝通雙方如何透過敘事（故事與敘述形式）相互
交流，形成了雙方成員在共有組織內、外之「共生」、「共變」重要
基礎。據此，若能觀察老人部落格之內容，當能更為深入地瞭解那些
跟著時代脈動前進的台灣老人之言行思維及其生命內涵。
本文將透過分析老人部落格以辨識老人之新時代傳播行為。下文
依次討論老人與部落格、老人自述與生命故事、老人之部落格敘事行
動特色等三個議題，隨之規劃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及報告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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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人與部落格
近年來，與部落格傳播現象相關之研究日益增多，如蘇蘅與張寶
芳（2008.07）、華婉伶（2008.07）均曾討論政治人物在部落格的言談
情境與溝通特質，張寶芳、劉吉軒與蘇蘅（2008.07）則曾依「情緒字彙」
觀察政治人物如何書寫其部落格。
另如施力群（2004）指出，部落格書寫（又稱「網誌」）特性首
在傳播與互動，撰寫者（尤指版主）常先揣測讀者是否以及如何觀看
與回覆再進而調整寫作內容，使得部落格成為動態的「自我建構」場
域。其次，施力群亦認為部落格是持續互動的循環過程，如版主書寫
完畢後即可回頭觀看自己所寫，並透過回應、留言板等樣式了解讀者
評語及其曾使用何種角度觀看（閱讀），從而形成特殊的「觀看」與「被
觀看」循環過程。第三，部落格書寫同時擁有電腦文本與網路兩種特
性，透過上述讀者與作者間之互動而共同建構了此種數位書寫之獨特
意涵。
因而部落格獨缺一般大眾媒體常見之「守門人」（gatekeepers）功
能，亦即任何訊息生產者（含版主或讀者）即消費者，而訊息接收者
（如讀者）也就是下一波書寫的消息來源（施力群，2004；陳憶寧，
2008.07），兩者（訊息生產者與接收者）不再截然二分，無須任何專
業守門人（如記者、編輯）「代言」，雙方不僅書寫網誌或放置照片，
並也編撰故事、描述經驗甚至針對時事提出評論。
又據陳憶寧（2008.07：3-4），部落格乃屬「集體創作」空間，「擁
有強大的社群意識，特徵為網路同儕的閱讀與評價與從其他部落格或
網路資源中相互參考引用」，廣受歡迎之因乃在於其能形成「我意識」
（“me-ness”）。換言之，基於人類習（擅）於書寫日記的天性，部落
格具有強大形塑自我意識的潛力，更能頻繁更新並依寫作時間排列貼
文甚至進而提供文件搜尋與連結功能，允許作者（版主）完成長篇敘
事以盡情抒發個人所思所想。
此外，施力群（2004）更認為部落格包含「自我紀錄」、「自我
表演」與「自我技術」等特色。「自我紀錄」指其可依作者（版主）
之記憶書寫以表達或展現個人價值與生活故事。但因其多倚賴作者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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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內容常屬「偏頗」且只記錄可資記得之部分，如「這個現在的『我』
回顧過往的『我』，讓個體的主我得以顯現；一旦個體回憶自身的經驗，
『主我』便能在經驗中出現」（同上引：14）。
「自我表演」則指寫作者（版主）常為了「想像的觀眾」而撰寫
或展演，加上自己可能成為自我觀看的對象（指撰寫後隨即瀏覽所寫
內容），進而在被看與觀看間不斷重新建構自我，使得這種對「他人
（讀者）的想像」成為自我意識建立的重要憑藉。另者，「自我技術」
指自我理解的技術，包括筆記、信件等寫作方式都是個體自我鍛鍊的
例證，其書寫主題與書寫對象在記錄與撰寫回憶過程中不斷被揭露與
解構。由此觀之，部落格寫作既是自我展現卻也是公共表演舞台，既
能滿足日記這個傳統媒介的基本需求，卻又可透過公開揭露來達到彰
顯社交與互動的樂趣。
依上述面向來看，老人亦當有興趣使用部落格藉以表現其自我書
寫、自我建構、面對他者、向外發聲等需求。如蔡琰、臧國仁（2008）
曾調查老人使用電腦與網際網路情形，在 32 位平均年齡 77 歲的受訪
老者中發現高達 75% 對電腦及網際網路新聞有收看興趣（即便超過半
數者對電腦與網路並無使用經驗），對網路提供之搜尋功能亦多持正
面看法，有意願使用者超過半數。
此外，從老人特色（Cicero, 1984 ／徐學庸譯注，2008）及老人心
理、人格、情緒三方面來看（彭駕騂，1999），其皆曾經驗一般自我意識，
且在步入老年後持續發展，偶有出現「人格異常」（同上引：161-165）
現象。但對健康且人格健全的老人而言，面對老年現實之時猶可調適自
我意識來面對新方向，以努力「開拓新的人際關係，尋求新的社會資源，
以充實生活的內涵，以滿足嶄新生活的新需求」（同上引：156）。
目前坊間開設的老人電腦班常將「個人部落格」之設立歸屬為課
程最高階，置於電子郵件教學之後。本文作者曾經參與觀察一間公立
銀髮電腦班 [2]，發現學習使用電腦的退休人士皆對資料搜尋與使用電
子郵件表達高度興趣，認真參與；有鑑於部落格學習門檻降低，未來
亦當吸引更多老人。
另如樂齡網入口網站早已廣列一百位老人部落格之大量文章、遊
記、日誌、照片，顯示有能力使用部落格的老人生活多采多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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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老人癖寡衰病或退縮於社會之形象。而大部份老人部落格乃「自
我記錄」或生活自述，亦不同於傳統傳播媒介內容（如新聞報導）多
屬「再現他者」之敘事形式，初步瀏覽後之印象的確符合前述文獻所
指之諸多自我展現特色。

二、老人自述與生命故事（life stories）[3]
「生命故事」原係老人學（或老人心理學，psychogerontology）於
二十世紀九○年代中期始漸發展之研究途徑，內涵與社會科學質化研
究方法之「口述歷史」、「民俗誌學」或「深度訪談」接近，卻另有
獨特之處，乃因「口述歷史牽涉到訪談的歷史學家與受訪對象之間的
聯合行動，因此它不是自傳」（翁秀琪，2000），隱指口述歷史與自
傳式訪談（autobiographic interview）有異，前者遠較關心史料之真實
與正確，而後者則接近日常生活之經驗自述（Fivush & Haden, 2003）。
但老人之生命故事終究不具因果推論價值，無法反映實證論者追
求之普世通則（universalism）。在此情況下，其述說故事的研究功能
何在？尤以老人故事多屬個人建構，係其就自己的生活經歷而表述之
脈絡關係（因而係與聆聽者「共同建構」之論述），我們是否仍可以
其缺乏信度與效度而不屑一顧？
舉例而言，每個人對死亡大限都有程度不同的恐懼感，而許多老
人也都有過瀕臨死亡的經驗（如戰爭或生病）。即使這些面對死亡的
掙扎或只是個人感想，是否也能就死亡心理提供建設性的理論價值？
個人感想豈無理論意涵？
Kenyon（2002）曾多次強調，故事的講述與再述（restorying）是
個人與社會建立完整互聯關係的重要途徑；透過故事，我們才有辦法
找到人生意義，了解凡事皆有可能。尤其許多原本隱而未見的思想智
慧非得藉由故事講述而不能傳世，而與人對談幾是取得這些資料的唯
一途徑。換言之，老人研究者深信智慧並非少數人所持有，而係深藏
於每個人（尤其是老人）的語言與思想（或稱「常民智慧」，ordinary
wisdom）；聽老人講述故事因而常可謂之「問道於智者」了。
又 如 Randall & McKim（2004, 2008） 所 示， 以 生 活 故 事 了 解 人
生意義顯更充分反映了「美學」意涵，因為人生固如故事情節，而故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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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節實也如人生。愈多聽故事，我們就愈能體會人生之詩性美（the
poetic aging），進而瞭解生命意義。
或如 Randall & Kenyon（2001）所言，人生有涯但故事無涯，乃
因故事有多重版本特性而可無限延伸與重述。敘事分析之重點就常在
討論「為何故事非得如此安排與講述」。事實上，敘事（說故事）歷
程原屬說者與聽者間的相互共構（co-construction）活動，前者（說者）
總需將故事講得「好像是真的」，而後者則需相信故事的確「是真的」。
兩者（指聽者與說者）必須學習共享、合作、互動，因而部落格的老
人故事講述與講述後的詮釋與延伸，亦應屬於敘事典範追求的核心傳
播意涵（本節部分內容改寫自臧國仁、蔡琰，2005）。

三、老人之部落格敘事行為特色
如陳肇男（2000）所示，「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鼓勵高
齡社會人士持續保有中年時期的態度與各種活動。一旦不得不放棄中
年時期的活動時（如自工作職場退休），則得以俱樂部或社團活動取代；
同樣地，若逢親人驟逝亦可透過結交朋友來取代原有生活形式。簡單
地說，活動理論假設失去的東西可以某些替代物彌補，暗示了老人生
活無論遭逢何種變局均可調適。
另一方面，唐昇志、陳龍川與潘子欣（2003）曾依 Pang & Hung
（2001）所稱指出活動理論乃有力、有用的研究架構，具有跨領域的
理論基礎，其假設實與建構主義、情境學習、分散認知、案例思考、
社會認知等一致，而其操作架構則已被應用在人機互動，藉以描述人
類活動之周遭環境、與他人間的互動關係、其所隱含的社會文化因素等
（另參見 Kuutti, 1996），因而亦可用以解釋老人與新科技的互動情境。
本文奠基於敘事理論，並從組織如何透過敘事互動的角度討論了
老人運用新科技書寫（部落格）生命故事的現象。如盧曼（Kneer &
Nassehi, 1993 ／魯貴顯譯，1998：102-118）之社會溝通與行動說法即
對本文頗有啟示，乃因其認為「社會系統是一個不斷從溝通中生產出
溝通的自我再製系統」（同上引：102）。在盧曼理論中，溝通不是個
體行動的結果，而是訊息、告知、理解三者綜合選擇的結果。
爺爺奶奶部落格─對老人參與新科技傳播從事組織敘事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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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老人族群並非新聞媒介青睞的報導對象，其媒介形象
十分兩極。某些老者固偶以優異藝術天分、文學或專業能力受到注目，
或因傑出社會貢獻並擔任領導人而登上媒體版面或電視螢光幕，但其
他老人亦可能因非比尋常地貧困、可憐、犯罪，或因擁有特異功能、
體能、獨特行為甚至因選擇「非適齡」再婚對象而為媒體「寵兒」（蔡
琰、臧國仁，2008）。
然而，部落格展現之老人形象或老人自述理當與上述傳統新聞媒
介運用文字或圖像符號傳播與再現的老人形象或生活不同。就媒介特
性而言，使用部落格書寫內容之老人應係主動地構連社會他者，透過
網誌敘事完成前述之「我意識」，實踐其「自我記錄」、「自我表演」、
「自我技術」，其部落格內容亦應展露某種不同於以往傳統新聞媒介
報導的「老人形象」，包括特殊「生命故事」紀錄在內。
本文認為，老人使用部落格之敘事現象以及老人自述生命故事應
有一些理論基礎和前提性假定，可試以下述四圖顯示其理論脈絡與研
究架構：
首先，本文預設：(1) 在真實社會情境存有「媒介」這個獨立而獨
特的實體系統（S）。如本文專指之「部落格」（S1，見圖 1）媒介不
但存有紀實圖文敘事（如自述、日記、遊記），也兼存有非紀實（虛構）
敘事如詩歌創作等。
然而不論紀實與否，部落格寫作都屬媒介再現之符號形式，其述
說的故事不脫符號結構的語言制約，也必然顯示寫作者之意識內容（如
R1 所示，仍見圖 1）。亦即在部落格寫作情境中之「自述」將成為其「再
現」自己的重要基礎，部落格之諸多故事因而反映了前述之老人自我
與我意識。換言之，老人的自我意識可透過部落格這種新媒介所展示

S1 ൬ϭʝഋဣਿ

R1 Ӕ౪ʝ֕౪

Ȟकᄂᇄߨकᄂఄٱȟ

Ȟᇭِȃಒဴȃཎᜋȟ

圖 1：部落格敘事以象徵符號再現自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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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命故事」，呈現有關其與周遭各種事件與情感相關之紀錄（見
圖 1）。
其次，本文假定：(2) 老人族群乃獨特且由具備相當年紀的人們所
自然組成的實體系統，擁有前述一般開放系統皆有之「變形」與「自生」
能力，能夠藉著改變及創新而適應外在環境並繼續生存。
本研究特將這些能夠使用網路並透過網誌從事敘事的老人定義為
「老人部落客」（S2，見圖 2），他們具備一般社會健康老人之真實生
活情境，受到教育、經濟、法律、歷史、文化等社會層面影響而有能
力進入電腦網路虛擬世界，並有其特定生命經驗可資講述。
簡單來說，老人部落客（S2）對媒介現象（尤其前述之「部落格
媒介」S1）有使用、寫作及閱讀能力，能夠操作、解讀、詮釋部落格
之傳播情境與意義（見圖 2 R2 方框所示）。此外，老人部落客也能回
應他人部落格，並在自己的部落格以敘事方式與他人互動而持續從事
傳播互動行為。
依一般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s theory），系統可大可小，凡可
區分或定義出不同功能作用卻一起運作的部分就產生系統。如圖 1 與
圖 2 所述之兩個系統（S1 部落格與 S2 老人部落客）各由許多不同性
質的次系統組成一起運作的組織（蔡琰，1995），兩者形式、樣貌與
組成份子均易分辨，如部落格（S1）由使用者、電腦軟硬體、網路、
視聽符號組成，而部落客（S2）係由個人、思維、符號使用能力、生
命歷史、傳播行動等組成；兩者共通處眾，如列於圖 1、圖 2 右邊方框
內之 R1 與 R2。
一般系統如何連結、相關？通常是以目的為導向，以適應為能力，
以傳播（互動）為原則，以物質（資訊）交換為環境，否則，系統連

S2 ՂΡഋဣࡊ
ȞᐣѬȃོޥȃငᔼ
้ҡڼငᡛȟ

R2 ቸհȃӱᔖȃᎧ
Ȟᐇհȃ၌ȃϣଢ଼ȟ

圖 2：老人部落客透過敘事書寫從事傳播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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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coupling）的關係不能存續。電腦雖是封閉系統，然而部落格（S1、
S2）卻因可隨時學習、改變而為開放系統，兩者均具適應、溝通、互
動等能力。
再者，此二系統透過「說故事」（敘事）行為而連結。系統一
旦連結，新系統（S3）仍具原有之目標導向、能力、原則、環境等
特色，然其產生之新系統乃屬新組織，連結過程可解釋為「組織化」
（organizing，見下解釋），而新系統的存續有賴其與環境之其他組織
（系統）交換物質或資訊。
(3) 再依 Weick（2005）之「組織化」概念，組織（實體機構）與
環境持續且積極地以符號交換方式「創建意義」（enactment），應是
部落格媒介（S1）與老人部落客（S2）所連結而成之新組織（S3）的
存續關鍵（見圖 3）。此時老人使用部落格的敘事行為即可視為傳播現
象中兩個獨立系統間之「符號交換」，是具體連結系統的組織化「工
具」，構連起具備意義的「老人部落格」生命故事（R3），也建構了
透過傳播互動而成的老人社會真實。

S1 ᇄ S2 ๖
ȞӨᆍഋဣਿಒဴ࣏ȟ

R1 Ӕ౪ʝ֕౪
ఄٱ࣏ȞಢᙑϽώڎȟ

S3 ՂΡഋဣਿ

R2 ӱᔖȃቸհ
R3 ҡٱ࢈ڼ

圖 3：老人與部落格系統透過敘事與組織化連結出生命故事

Brown（1977）亦曾解釋「溝通」與「組織化」之關連，強調組織
（指實體機構）並非單純地行動者而已，而是不斷地進行對內與對外
之敘事／述說行動，其說因而以敘事概念補強了上述 Weick「組織化」
理論。另一方面，Czarniawska（2002）也認為「組織化即敘事化」，
亦即每個組織化的過程均可產生不同敘事，顯示組織之敘事行動既是
組織化的工具也是組織化的結果。
由此，我們似可合理推論，任何部落客從事之符號互動行為皆可
視作部落格「敘事與組織化」的具體行動，亦即敘事行動或某故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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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溝通行為乃係串連部落格與老人（S1、S2）的工具，並也牽動了
由此兩個系統所產出之新系統：老人部落格（S3，見圖 3）。老人部落
格如一般部落格兼具更橫跨語言、符號所再現之各種述說（R1）與閱
讀、寫作（R2）等回應，而以本文核心關切之旨（老人在部落格的敘事）
乃為生命故事，指老人延續長時間生命後所再現之具智慧與人生歷程，
可定義「為老人所自述或自傳式回顧前程並砥礪未來之敘事」（R3，
生命故事，見圖 3）。
(4) 就以上假定而言，組織化過程的確經常透過語言與符號達成。
如 Pacanowsky & O’Donnell-Trujillo（1983）指出，若要觀察組織真實，
就需解析組織敘事的符號、語言、譬喻或故事所轉述的溝通內容。
敘事理論常涉及敘事者、故事／文本／作品等敘事成品至接收者
（閱聽眾）間一連串傳播行為與符號互動，則在敘事與組織化框架下，
老人部落客之書寫是否符合以上推論，經常透過紀實與非紀實符號而
「再現／自述」著老年生命故事？
本研究因而擬將老人部落格之傳播行為理解為「系統成員間的符
號互動」，而系統組織內部之意義建構則為「透過語言或符號或其他

S1 ൬ϭʝഋဣਿ

R1 Ӕ౪ʝՌक़

Ȟकᄂᇄߨकᄂఄٱȟ

Ȟᇭِȃಒဴȃ๖ᄺȟ

S3 ՂΡഋဣਿ

ఄٱʝಢᙑϽ࣏

R3 ҡٱ࢈ڼ

ȞഋဣਿϞٺҢȟ

S2 ՂΡഋဣࡊ
ȞᐣѬȃོޥȃငᔼ
้ҡڼငᡛȟ

R2 ቸհʝᎧʝӱᔖ
Ȟၛភȃ၌ȃӱᔖȟ

圖 4：老人部落格敘事組織化行為與生命故事之整合性結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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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方式所創建的生命故事」，並由「敘事」角度續論之。本文認為，
老人部落客透過敘事而在部落格與讀者進行溝通行動，協商出溝通雙
方共同接受的「集體同意」，包括有關老人部落客族群之特別形象以
及老人部落客之生命經驗或智慧。本文之理論架構可以圖 4 之整合性
結構關係觀之：
藉由圖 4 所示之結構關係，老人部落格之敘事／組織化行為即可
視為其將個人（S2）生命經驗與部落格網路媒介（S1）兩者之結合，
亦即老人運用部落格媒介再現自我時也在部落格媒介世界裡與他人互
動，而老人之部落格敘事理應出現連結再現／自述（R1）與閱讀／回
應（R2）的生命故事（R3）。
由此，本文擬探索老人與部落格的組織化（敘事）行為並觀察其
所含括之老人生命故事模式，相關研究問題包括：
(1) 老人部落格之一般說故事敘事行為如何？
(2) 老人部落格顯示的老人「我意識」或自我形象面貌為何？
(3) 老人部落格是否如推測出現生命故事？其生命故事樣貌如何？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定義
多數時候，人們依據國際慣例而將 60 歲或 65 歲歸入老年人口統
計標準。台灣人口統計老年數據多以 65 歲為準，不過此僅是「時序年
齡」，並非辨識老人的絕對指標。
張鍾汝與范明林（1997：11-13）即認為，若要判斷進入老年階段
與否，另應舉列三項標準：「生理年齡」、「心理年齡」與「社會年齡」，
如「生理年齡」指在一定時序年齡後的身體機能結構及其功能的發展
水平與衰老程度，如視覺、聽覺、皮膚、體適能在 40 歲之後逐漸出現
功能下降以及衰老徵侯。
「心理年齡」指知覺、記憶、智能以及大腦的衰老程度：有的人
因為生理或病理因素提早發生心理衰退，也有人 75 歲以後始才衰退，
更有人在高齡時期記憶衰退卻猶具推理、分析、洞見等心理能力，廣
受他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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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年齡」則指個體扮演的社會角色年限。隨著時序年齡增大，
個體扮演的社會角色起了較大變化，如從傳統的父母親「升格」為祖
父母。但從社會角色及自我形象而言，老人總要等到自己認為老了才
能列入老人之林，本文因此擬參照樂齡網所含括之老人部落格，只要
符合屆齡退休或已擔任祖父母階級者都定義為「老人」（蔡琰、臧國仁，
2008）。
敘事（或老人部落客所說之故事）在此扮演了重要溝通行動角色，
而研究者的工作就在閱讀老人如何說故事以及說了甚麼故事。本文視
故事為基本研究資料（unit of study），再續以其他量化及質化方法整
理這些資料。「生命故事」方法的重點在於研究者從老人所述故事探
尋其人生經驗，由此進一步重建與老人有關的社會與心理理論內涵，
即使這些故事可能僅是一些看似「理所當然」（taken for granted）的
談話內容（如老人所言常被視為「老生常談」；Atkinson, 2002）。
「生命故事」方法的自傳式敘事過程涉及了老人的經驗抒發，尤
其透過其話語說故事以回顧前程並砥礪未來。故事內容雖屬個人篤信
之事實，但其「是否」或「如何」為真則非任何人所能追究與置喙。
因而其研究重點不在查證故事之可信度面向（因其並非史料），而在
彰顯生命故事對當事人（說故事者）及聽眾（包括研究者）之共同意義，
與一般量化研究方法之知識論顯有不同。本文因而將生命故事定義為
「老人所自述人生經驗或自傳式回顧前程並砥礪未來之敘事」。
我們以為，媒體形式各有特色、優點、長處以及侷限與不足，而
其內容則分別涉及再現、符號、指涉、結構、接收、詮釋等語言及認
知問題。在老人傳播議題中，我們將不討論人際或媒介傳播之「真實」、
「真相」、「美」、「善」等形而上或倫理道德等問題，僅以老人在
部落格再現的敘事及其自我為研究目標。

二、步驟
本研究具體步驟包括抽樣、分析類目的設立，如依 Yahoo ！奇摩
提供之相簿分類類目、文章分類類目以及統計資料，繼而根據文章主
題歸納生命故事內容，再依老人自命之版名抽取並分析老人之「我意
識」（老人自我形象）。
爺爺奶奶部落格─對老人參與新科技傳播從事組織敘事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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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樣本母群，本文以 2008 年七月底之 Google 為搜索引擎，鍵
入關鍵字「老人、部落格、blog」，共得 747,000 筆資料。除內文及標
題含有「老人、部落格、blog」的新聞外，大多只是內文提及「老人」
詞彙的部落格，不乏轉貼的新聞、聖誕老人、電視老人或是青少年網
友說自己是「老人」，均非本次研究對象；總體而言，此組關鍵字搜
尋結果僅獲得不到十筆符合樣本條件的部落格。
次以「爺爺奶奶、部落格、blog」為關鍵字搜尋，共得 72,800 筆
資料，樣本數雖多但仍屬鬆散。另以「孫子孫女、部落格、blog」所
獲結果與前述「爺爺奶奶、部落格、blog」結果相近。再以「退休、
部落格、blog」為關鍵字搜尋，共得 432,000 筆資料，瀏覽後獲得不少
符 合 條 件 者， 包 括「 樂 齡 網 」（http://tw.myblog.yahoo.com/happyageez66/subscription?ﬁd=25&page=1）共 11 頁之老人部落格。加上稍前分
以「老人」、「爺爺奶奶」、「孫子孫女」等關鍵字尋得之部落格，
排除重複者後共得 100 個並列為分析母體，隨即以亂數表（Wimmer &
Dominick, 2000 ／黃振家等譯，2002）為基礎，隨機抽出三十件樣本以
為分析對象。
從網路搜尋中找到的 100 個老人部落格對本研究而言均極具代表
性，樣本間之差異不至於影響研究目的。因此基於人力及便利，選擇
使用每個部落格都有相等被抽中機會的簡單隨機抽樣，而未閱讀全數
老人部落格。另基於生命故事具有的獨特性質，本文將從老人所述個
人故事探尋其人生經驗，觀察故事中回顧前程與砥礪未來之話語。
研究樣本數量之多寡原是社會科學量化研究維持推論準確的重要
步驟，直接影響了抽樣誤差所致的研究效度；樣本數愈大，平均誤差
愈小。為了報告老人部落格一般敘事行為，本文以編號 1 到 100 的母
群編號依亂數表末兩碼隨機抽取三十個部落格為樣本。但本文並無特
定變項使用到任何統計方法，僅以一般量化研究單一變項所需最高 30
個樣本為觀察對象（見附錄）。在分析及報告觀察老人敘事行為時，
則依 Yahoo ！奇摩提供之部落格分類報告各類目出現的敘事行為。這
些 Yahoo ！奇摩提供的類目包括：「相簿分類」、「文章分類」、「統
計資料」、「留言版回應」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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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研究發現
一、爺爺奶奶的敘事工具
回應研究問題一「老人部落格之一般說故事敘事行為」時發現，
老人部落格樣本較早建立之日期是 2005 年 4 月 17 日，部落客是資深
媒體人亮軒（原名馬國光）教授。接著在 2006、2007、2008 三年間各
出現 13、11、5 個老人部落格，顯示仍以 2006、2007 兩年為老人部落
格出現高峰期，約有百分之八十的老人部落格建置於此時。
依 Yahoo ！奇摩提供之部落格「相簿分類」、「文章分類」、「統
計資料」、「留言版回應」四項類別，可觀察到老人們使用部落格差
異性頗大。就使用相簿功能而言，某位喜歡上傳相片的老人（名為「李
常生的文學世界」）[4] 在 2006 年 11 月 11 日至 2008 年 07 月 30 日之
一年八個月期間總共提供 151 個相本（相片數量達 29,543 張），均為
其近年走遍台灣、大陸、歐美各地的影像紀錄，相片總數較其他所有
老人上傳總數之 27,987 張相片猶多。
從「相簿分類」所列名稱來看，老人部落格照片以景點旅遊最多，
家庭聚會、兒孫生活居次，再來是花草植物、同學會，充分反映了老
人生活之多種樣貌。就「文章分類」數量而言，除四位未曾分類外，
其餘老人部落格之分類數量從兩個到二十個不等，十個以上的有八位
（30.8%），多數文章分類不到十個。又就「文章發表」數量而言，除
三位老人無統計資料外，16 位老人（59.3%）文章數量少於 100 篇，五
位老人（18.5%）各有 200 篇左右，三位老人（11.1%）分別撰寫 500
篇左右，另有署名 Sunshine（編號 9）在其二十類文章中共寫作與轉貼
了 5,200 篇，包括「生活中的智慧」類別 1,506 篇、「教育」類 712 篇，
「生命的無奈」572 篇，其「產量」堪稱驚人。
某些部落格看起來屬「共同經營」[5]，另些則有人代筆（編號
12）。而最具代表性的老人部落格敘事情形可見於下述兩個個案：如「金
鳳姨」（編號 7）之自述：
看我已經 70 歲還可以玩電腦，你／妳當然也可以啦！心動不
如馬上行動，趕快起而行吧！不要再猶豫了，你一定會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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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或只讀國小而已吧。不要找藉口，我小時候住清水、梧
棲港的鄉下，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也沒什麼時間唸書。小
學沒畢業就要賺錢幫忙家用，別人用兩手電寫很快，我左眼
瞎了，右眼青光眼又白內障，視覺不好靠感覺，用一指神功
和記憶寫文章，真的很辛苦啊！我殘而不廢，何況你／妳是
個健全的幸運兒呢？加油！加油！
部落客「阿文」（編號 4）則在自我介紹中曾言：
電腦時代不是我的時代，我是個電腦文盲，但對網路的巨大
能力充滿敬畏和好奇。我中年才開始學寫作，非班科出身，
投稿十之八九被退，如今部落格可以讓我自由發表而且讀者
無限可能，真是不可思議。我將在此記錄我的一些習作、想
法和讀書心得。能夠跟上時代已是滿足」[6]
其言足可反映眾多老人力求「跟上」新科技時代之心聲。

二、老人「我意識」與自我形象
從老人部落格之命名或能略窺版主之自我定位，如：「享受退休
自由歲月的貴婦」、「良能雖拙但盡」、「柯姊姊退休後學做的部落
格」、「兩朵花的百歲退休生活」、「阿潘的退休生活」等 [7]，俱顯
示了這幾位老人係將部落格視為退休後的寄情所在。
又如「酆哥」、「蟀哥」、「阿笨」、「阿文」、「這是小柯柯
我的部落格」[8] 等命名又能凸顯老人部落客仿效年輕心情的自我。尤
當「哥」字輩之自我認同對照「阿嬤的摩登屋」、「熊奶奶的部落格」、
「阿嬤的部落格」、「環保阿嬤金鳳姨」等「祖母」級女士 [9]，足以
反映男女老人部落客們之不同自我定位，讀來令人莞爾。
此外，「福星花園」、「亮軒筆記」、「洪彩鑾的天空」、「李
常生的文學世界」等老人部落格版主多以真實姓名「示人」[10]，其調
性正式且嚴肅，類目多含「報紙刊載文章分享」、「城市歷史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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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等，文章內容較少觸及私下或家庭的「我意識」。
相較於此，以「柯姊姊」、「貴婦」、「吳媽媽」或「蠢才老爹」、
「柯老爹」、「電腦老人」、「阿文」、「湖南騾子」或「Sophia」、
「Sunshine」等為主的部落格 [11] 則可觀察到老人之「我」意識，文章
分類類目充斥「my daily living」、「詩詞散文創作―聽我細訴」、「我
的回憶錄」、「如是我聞」、「如是我思」、「主耶穌寫給我的一封信」、
「基督教與我―來自上帝的啟示」、「我的家」、「連結我的相本」等。
尤其值得觀察之「我世界」文章，則係選用譬喻而將「我」字替換，
如「野人獻曝」、「書生之見」、「芝麻官從軍記」、「戚戚焉摘集」、
「個人認為……」、「園丁心情」、「飽肚漢心情」、「阿嬤的心情」、
「棗子的天空」、「痴人說夢」等，亦可略知老人如何稱謂與看待自己。
即便爺爺奶奶們的部落格充斥了「我世界」，他們絕非自我封閉
的生命系統，其所擁有之「他世界」異常豐富，包括了個人創作、學
習、旅遊、文章分享等，具體回應了外在世界的老年生活。相關文章
類目有「參考資料」、「媒體報導」、「讀書偶得―開卷有益」、「報
紙刊載文章分享」、「文章轉貼」、「新聞轉貼」、「網路相簿連結」、
「好文章分享」、「抄錄網友」、「成語故事」、「歷史故事」等。

三、老人部落客的生命故事
在回應研究問題三時，本研究發現老人「我意識」與其生命故事
彼此糾結，也與其部落格之閱讀、回應契合。但有趣的是，老人再現
之「過去」生命故事數量遠不及「現在」生活之記述，如「兒時記趣」
或「退休生活」常只是眾多書寫主題之一，內容提及兒時、求學期、
戀愛、婚姻、工作人生回顧，屬對過去人事物的思維記憶和情感。
總體而言，從文章類目即可瞭解老人即便關心過去，其自傳式經
驗與回顧舊事之相關文章多僅見於「往事憶述」與「古早味的」欄目。
版主的家人、知識、經驗、旅遊、感思則屬老人部落格敘事內容之大宗，
凡記錄「現在」生命經驗愈多者，其講述「過去」故事之數量相對愈少。
另從部落格文章類目觀之，老人部落格的「現在」成長紀錄計有
「學習心得」、「教學日誌」、「易學筆記」、「天涯海角讀書會」、「佛
爺爺奶奶部落格─對老人參與新科技傳播從事組織敘事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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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等，旅遊腳步更遍及世界各地，記述了國內外各地「山
光水色」、「紐西蘭的故鄉」、「風景名勝」、「旅遊與景觀介紹」、
「神州故土」、「寶島遊蹤」、「休閒旅遊」、「島內趴趴走」、「（某
某年）走春」、「（某某地）之旅／之遊」等。與未來相關之敘事另
可見於部落客自撰之新詩、散文、小說，如「新詩創作」、「散文寫作」、
「薇薇小說」。
至於老人們的「過去」則與下列諸事有關，涉及此些高齡族群者
之獨有生命經驗與智慧，如：母親、父親、出生地、姓名來源／族譜、
故鄉／家人、戀愛／婚姻、童年／讀書或舊時生活、懷念（弟弟）或
懷舊照片。[12] 其中「遊遍歷史的中國，地理的中國」（編號 28）之兒
時回憶就頗具特色：
忽地想起小時候，每於中秋夜晚，左右鄰居小孩在空地圍成
一圈，中間鋪張草蓆，挑幾個人跪趴席上，其餘小孩手拿一
支點燃的清香，在趴著的小孩四周上頭約一尺高，來回左右
畫弧，口中有節奏的念著咒語：「水雞ㄚ神
恁八月十五來甲白米飯

水雞ㄚ鬼

請

配雞腿」（台語發音；水雞：青蛙

也）。一般來說，約莫十幾二十分鐘，趴著的小孩就會起乩，
剛開始屁股會上下浮動，像似起跑點上的百米選手，蓄足衝
力，一躍而起，再蹲下，接續以青蛙跳姿勢向前跳（會朝有
水方向跳），其他小孩圍著跑，一來防他們受傷，二來避開
被他們撞到，若被撞到，下回輪到他被「關」，這個習俗我
們家鄉叫「關水雞ㄚ神」（也有關掃帚神、關牛神的）[13]。
本節摘述了部分老人再現、自述的「過去」生命故事，以及老人
閱讀、回應網友的「現在」生命故事，前者讓我們透過老人之書寫得
以看見消失的景觀，後者則可感受到其砥礪未來之意。
如上節文獻所述，老人敘事組織化的結果應能顯露老人的「生命
故事」，亦即分析樣本似應出現前節定義之老人自述人生經驗或自傳
式回顧前程並砥礪未來等敘事。但我們發現，爺爺奶奶部落格之內容
多屬現在的人生經驗或過去生活的片段，而非如預期地每位老人都完
整的再現「生命故事」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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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與討論
本文整理「部落格」、「敘事」、「組織化」、「生命故事」等
相關文獻後認為，老人有可能像年輕人一樣透過新傳播科技（部落格）
組織自我經驗並以敘事形式建構生命故事。在分析了三十個老人部落
格敘事行為後得知，本研究樣本數量雖然有限，但這些「跟得上時代
腳步」的老人不但充分利用新傳播科技來表現「我意識」（或「自我
記錄」），也常利用部落格與他人互動且「自我表演」，因而如圖 4
所示反映了老人部落格之敘事行為兼有再現／自述（R1）與閱讀／回
應（R2）亦有生命故事（R3），十足展現了老人部落格（S3）之內容
特色。

一、老人部落格特色
本文發現老人之部落格敘事的確述及既往舊事，無論是兒時記憶、
父母、求學、成長經驗都是他們將部落格視為「記憶裝置」之明證（陳
憶寧，2008.07），藉此盡情抒發各種生活故事。但更多時候，部落格
內容卻是這些銀髮族熟齡世代熱愛「現在」生活的「主動操控」，以
家庭、親人為主並也涉及學習、成長，顯示這些老齡科技達人不但經
常上網，更常旅遊、吃美食、玩 Wii、使用 MSN

[14]

。除轉貼、連結、

使用 Youtube 外，某些老人部落客甚至將許多照片組合成一大張，或
以個人照片為部落格背景面版 [15]，足以說明其「自我技術」之熟練程
度（雖然此一技術可能在旁人協助之下完成）。
本文有興趣觀察的老人生命故事可以「蠢才老爹」[16]（編號 11）
「過往舊事」為代表，藉此凸顯老年時期如何可將過去故事扣連現在
心境從而彰顯生命，一方面回應了文獻與理論前曾述及之生命故事與
敘事的組織化結構關係（如圖 4），另方面亦可說明生命故事之再現、
自述、寫作、回應皆屬老人敘事之特色，顯示敘事組織化行為實為從
「我」（意指「行動者」如部落客）、「行動」、「意義」、到「價值」
間不斷互動之溝通過程。
該文（「蠢才老爹」之部落格）也回應著本文在研究緣起之質疑，
即老人如何能透過新傳播科技（如部落格）顯示活力與企圖，或其如
爺爺奶奶部落格─對老人參與新科技傳播從事組織敘事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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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敘述生命值得記述的故事以示自我解放。研究分析發現，使用部落
格的熟齡族常在「時序年齡」進入新階段時猶不斷自我期許：「阿嬤
愛碎碎唸年輕人嫌囉唆，放在部落格上，就不會被嫌棄！人生七十才
開始，也要贏在起跑點上，加油囉！」[17]

二、部落格中「老人意識」
至於部落格老人之「我意識」或自我形象除上述外，另有一些對
生命的回味可資轉述。如編號 2：「我是一位平凡的退休教師，屬於茫
茫人海中的一粒泡沫。但即使只是一粒泡沫，也會發出綻裂聲響，坦
然走進歷史」。[18] 另些老人對自己部落格的描述亦可顯示其心情：「［這
裡是］一個退休老人所親自寫下的人生際遇、閱歷與感觸，這裡只有
小故事、小人物、小趣事的內容，粗里粗氣，土頭土腦的文字供你分享，
歡迎光臨指教！」[19]
而老人對生命感嘆或對未來有所砥礪者可見於編號 4：「生命是累
積。時間流過，偶然駐足，驀然發現，不論是書籤、隨筆或詩句都已
累積不少。這些微不足道的東西都刻畫著生命的軌跡，是我們自己生
命的真貌」。[20] 或如「人生中黑白分明之間有一系列的中間色，不要
太在乎！孤獨、寂寞、痛苦、失敗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調味品，坦然面
對自己的平凡。感悟了日子就會過得更自在和快樂了」[21]，以及「盼
大家能像陽光一樣，給人溫暖與光亮。」（編號 9）
總之，老人部落格充滿照片、符號、趣味、知識、心情、日記、
創作以及舊時故事，讀來有趣，細觀之下猶可發現許多部落格主人並
非「爺爺奶奶」之輩，曾經上傳「孫輩」照片或文字的部落格總數僅
有六個 [22]。從老人們的「我意識」可知，這些退休老人實際上僅是「老
哥」、「老姐」或「老媽」、「老爹」，稱呼他們「爺爺奶奶」恐將
他們看得太老了。
此一「誤解」或「偏見」因而也暗示了一般人（含本文作者）對
社會中老年族群實應有更多認識。本文從特定族群管窺老年所示人生
雖不能代表多數老人，卻至少觀察了一部份健康老人的傳播行為與其
生命故事。本文發現，有些老人部落客之文章簡短，僅以照片搭配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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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字或純以照片代替文字，似都顯示他們使用部落格媒介能力尚有
不足，或因書寫輸入方式尚不熟稔，猶有進步空間。

三、重省「老」之意義及未來研究
即便目前擁有部落格的退休人士不多，但五或十年後此類部落格
數量或將可觀，甚至連「推特」（Twitter）或「噗浪」（Plurk）亦可
能形成常態，乃因這些中年人士目前業已擁有較多新傳播科技使用經
驗，其傳播行為值得持續觀察。
至於後續研究或其他老人傳播相關議題仍應鑽研，畢竟從退休到
生命終站仍有一大段距離，研究者似可繼續探析是否年紀愈大、生命
熱忱愈低、愈為接近人生終站，則愈有不同生命感慨或不同傳播模式。
本文未及討論老人們如何為著自己以及其他年輕人撰寫生命故事篇章，
有待更深入地探索與解讀。
回應前述研究理論架構（圖 4），本文所謂「組織」（名詞）代表
了以符號敘事所組成之系統，而「組織化」（動詞）則是聯繫兩個系
統的必要及重要經歷，乃透過符號與其他系統或組織傳播互動的敘事
基本過程。從系統變形與再生理論可解釋老人進入高齡與退休之時仍
可透過新科技媒介從事敘事組織化行為，構連起老人使用部落格講述
生命故事並與其周遭社會透過符號交換而產生互動，完成個人生命講
述之意義。日後相關研究仍可觀察老人新媒介使用情形與老人之敘事
行為與內容，持續探索新傳播科技和傳播方式（部落格）如何為老年
族群提供與外界連結的機會與開拓人生境界。
最後，從研讀老人之「我意識」可知，使用部落格的老人們只因
其「社會年齡」受限而退休卻非「老」了，在旅遊、創作、學習、成
長、分享之餘，他們偶爾在部落格上撰述一、兩篇自傳與回顧。即便
本研究嘗試給予「生命故事」一些操作性定義，但是透過研究我們也
認識到老人部落格給我們的啟示：生命就是現在，完整的「生命故事」
必須講述「現在」，直到最後一個「現在」。
總之，老年生命中每個充分滿足的「現在」累積了老人部落客有
意義的生命故事；年齡，顯然不是老人部落客的主要或獨有議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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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詳 見 樂 齡 網〈 館 長 的 話 〉http://tw.myblog.yahoo.com/happyageez66/article?mid=49&sc=1#293。
［2］ 台北市立圖書館文山分館曾為銀髮族舉辦之 2008 暑期電腦班，
課程規劃即包括學習建立與使用部落格，但因銀髮族學員學習進
度緩慢，課程未至部落格建立部分即告期滿結束。
［3］ 本文使用「人生故事」或「生命故事」之原文均為 life stories（或
寫為 lifestories），其意皆同。
［4］ 本節置於引號（「」）內之文字除以標恉體標示外，均為樣本部
落格之原有文章分類類目名稱。
［5］ 編號 3、18、19。
［6］ 見 http://tw.myblog.yahoo.com/arvinchentw。
［7］ 編號分別是 1、2、5、18、27。
［8］ 編號 3、15、30、4、25。
［9］ 編號 23、20、12、7。
［10］ 編號 22、26、8、13。
［11］ 詳見編號 5、1、6、11、21、10、4、16，以及編號 9、17。
［12］ 母親（編號 18、26、27）、父親（編號 2、7、14、21、27）、
出生地（編號 11、20、27）、姓名來源／族譜（編號 4、15、
20）、故鄉／家人（編號 2、5、11、27）、戀愛／婚姻（編號
2、7、8、11、17、18、22）、童年／讀書或舊時生活（編號 4、
7、11、12、13、14、16、20、25、26、29）、懷念（弟弟）或
懷舊照片（編號 14、21）。
［13］ 除括號“ ＂改為「」，分號、冒號之半型改為全型外，其他
均出自原文，未予更動。見 http://tw.myblog.yahoo.com/jw!ezF.
mOOBGAK1EEIbDMaunvhYig--。
［14］ 如編號 5、18。
［15］ 如編號 2、7。
［16］ 見 http://tw.myblog.yahoo.com/cheng-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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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編號 12，見 http://tw.myblog.yahoo.com/jw!bKK1AZyLHRbYn.tXx9.
qxQ--/。
［18］ 見 http://tw.myblog.yahoo.com/ywu6233。
［19］ 編號 11，見 http://tw.myblog.yahoo.com/cheng-yen。
［20］ 見 http://tw.myblog.yahoo.com/arvinchen.tw。
［21］ 編號 5，見 http://tw.myblog.yahoo.com/brendako12。
［22］ 編號 6、7、12、15、22、24。
［23］ 本文考量網際網路之研究倫理及智慧財產權，盡量避免大量引
述各部落客原文，讀者可依附錄所載逕往各部落格瀏覽參閱。
作者感謝評審提供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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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亂數表抽出之樣本編號及網址
1. 貴婦

http://tw.myblog.yahoo.com/jw!nSP4_oeCGVoEPYVspO8-

2. 良能離

http://tw.myblog.yahoo.com/ywu6233

3. 酆哥

http://tw.myblog.yahoo.com/fonger-fonger

4. 阿文

http://tw.myblog.yahoo.com/arvinchentw

5. 柯姐

http://tw.myblog.yahoo.com/brendako12

6. 吳媽媽

http://blog.yam.com/chiuhua

7. 金鳳姨

http://tw.myblog.yahoo.com/g30917

8. 洪彩鑾

http://tw.myblog.yahoo.com/hung3266440

9. Sunshine

http://tw.myblog.yahoo.com/jw!Ra18H0aCGB0rzRb0XB_x

10. 電腦老人 http://tw.myblog.yahoo.com/ac220927
11. 蠢材老爹 http://tw.myblog.yahoo.com/cheng-yen
12. 阿嬤嘮叨 http://tw.myblog.yahoo.com/jw!bKK1AZyLHRbYn.tXx9.qxQ-13. 李常生

h t t p : / / t w. m y b l o g . y a h o o . c o m / a m y e d d i e 4 3 4 1 5 4 4 4 amyeddie38013044

14. 七十開始 http://tw.myblog.yahoo.com/jw!_79gzLeTRUV9KfkNMZav
15. 柯姐

http://tw.myblog.yahoo.com/brendako12

16. 蟀哥

http://tw.myblog.yahoo.com/jw!1BsmkCeaAxvMGwca5z0-

17. 湖南騾子 http://tw.myblog.yahoo.com/jw!och_XF6YHx94y63
MrgEezdiUHw-18. Sophia

http://tw.myblog.yahoo.com/0103-0103

19. 兩朵花

h t t p : / / t w. m y b l o g . y a h o o . c o m / j w ! V V P G D 5 Wa G B 9
FRBSH8xYN

20. 孝善不等 http://tw.myblog.yahoo.com/jw!M_e3ZfmfCRsuJruGWb7Q
21. 熊奶奶

http://tw.myblog.yahoo.com/jw!.CMPon.TSUTBNyJpdUiJfA--

22. 柯老爹

http://tw.myblog.yahoo.com/keibun-88

23. 蘇福欣

http://tw.myblog.yahoo.com/su-0342

24. 摩登屋

http://tw.myblog.yahoo.com/jw!O6Q7goOQGRsAG_
gHtLvhIA--

25. 319 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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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柯柯

http://tw.myblog.yahoo.com/green_70321

27. 亮軒

http://blog.roodo.com/kkma

28. 阿潘

http://tw.myblog.yahoo.com/jw!goVD3QCFFgeZO0VznQ--

29. 遊史地

http://tw.myblog.yahoo.com/jw!ezF.mOOBGAK1EEIb
DMaunvhYig--

30. 棗子

http://tw.myblog.yahoo.com/chu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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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ma and Grandpa’s Stories in
Blogs -- From Narrative Theory to
the Autopoiesis in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Yean Tsai & Kuo-Jen Tsang*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older adults use Blogs to narrate their life
stories and how narratives in general organize communication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The current study uses life stories to examine narrative tool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ories told in older adults’ Blogs by deducting selfimages and the “me-ness” of older adults from narrative themes. This work
interpre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autopoiesis theory.
Keywords: life stories, older adults, Blogs, narrativ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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