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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以個案研究法為方式，以網路圖文部落客「鼻妹」為研究對象，對個案進

行深度訪談以及創作作品資料蒐集彙編與梳理。透過蒐集的作品資料及訪談的內容，探

討個案的生命歷程、創作生涯、環境對個案的影響、個案身為公眾人物的特質、個案的

社會角色與正向意義等。 

    在這個數位化的網路時代，每個創作者都能輕易地將自己的創作上傳網路空間並分

享，始得「素人」或是「網路紅人」這樣的名稱變得相當普及。本研究所探究的個案正

是具備著這種素人特質的創作者，並非相關科系畢業，僅接受過短暫的社會藝術教育後，

便能憑藉著自身的天賦與好學的精神，達到個案今日在圖文部落格上的成就。 

    本研究先探討了數位化藝術時代、樸素藝術、圖文部落格相關研究，從中歸納整理

出一個系統脈絡，並輔以個案的圖像作品資料整理以及訪談內容，依次分析教育環境與

家庭環境對個案的影響、個案作品的內容分析、個案創作所傳遞之價值意涵等。 

    最後依照研究的結果，提出進一步研究的相關建議，以三個面向切入，對本研究之

後續建議、對素人網路創作後續研究之建議、對社會藝術教育之建議。並提出了對「樸

素藝術」概念的質疑與反思，期後續研究能針對相關議題深入探討，並期能有助於美感

教育落實於生活中的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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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a case study research based on a graphic-art blogger named “Bimay”. The 

research includes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case and all the digital doodle created by her. By 

collecting interview data and all the doodle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figure out her life story and 

art creating footprint, and to realize environment influences her in terms of motivation and 

creation. Beside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reveal her identity as a public figure, the role she plays 

in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 positive impacts she has caused. 

     In the digital web era, every creator can easily upload their own works to any web 

spaces for public review, which has brought aboutthe emergence of a new type of creators, 

amateur creators, on a wide range of websites. The case this research tries to study, Bimay, is 

one of these amateur creators. Whilst she got limited amount of training in art in a cram school. 

In her childhood, she didn’t receiveprofessional art education in the formal school system. As 

a non-expert of art, the efforts she paid and the natural talent for art have brought her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creating on the Internet. 

    This research departs from discussion on issues of digital art era, naïve art and graphic-art 

blogger.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references and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Bimay, I then 

attemptto analyze how her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family life influence her, and to figure 

out the ideology hidden in her artwork. 

    At the end of this dissertation, I propose some advice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ree 

directions: advice on further research of this case, on research on amateur web creators, and on 

social art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also encourages rethinking of the definition of naïve art in 

the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further research dedicated to this issue. It is also expected that art 

education will truly be a part of our daily life one day. 

 

Keywords: graphic-art blogger, naïve creator, Bi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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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分別闡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相關名詞釋義，

以及界定研究範圍與相關之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身處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無時無刻都享受了資源取得、分享的便利性，而這

些便利最早應歸功於網際網路的發明。Sir Timothy John Berners Lee 於 1990 年 12 月 25

日這一天替世人帶來了一份無比珍貴的聖誕禮物，成功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網頁瀏覽器

和第一個網頁伺服器，因此帶領我們進入了數位化、網路化的時代，使得本來為軍方使

用的網路資源普及至平民百姓。現實社會的成員都是為了運用資源流動空間才會上網（江

靜之，1999）。 

    網路成為人類或取資源最主要的方式之一，隨著網路的發展越發進步，人類的眼界

也越發寬廣，各式各樣利用網際網路的資源，也不斷提升我們對未知世界的認知。如同

18 世紀時得工業革命，資訊革命對人類發展的歷史來說是個即為重大的事件，它的核心

價值在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模式以及資訊傳遞、處理方式的改變（夏鑄九、王志宏等，

2005）。也因此網際網路的出現引領人類進入了新的世代，而因應新的時代潮流，必然需

要去調整對於社會的價值觀與思維模式。 

    與其他的新興科技發展一致，「網際網路」的發展本質是在於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

這是本於人類對於生活、對於生存，追求進步、追求突破的原動力，是一種對美好生活

的驅使動機（梁瑞祥，2001）。人類追求更好更便捷的生活，所以不斷地擴展網路平台的

可能性，聊天媒介不斷推陳出新，各式社交媒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網路世界的蓬勃

發展，也影響了藝術家創作、分享、展覽的形式。 

    以往藝術家的創作都局限於實體，不論是繪畫、雕塑等都是以實物的方式呈現，而

展覽則是分享藝術家本身藝術創作的主要手段。然而網際網路的出現給予藝術家不同的

分享平台，電腦繪圖也取代了以往作品只能以手繪的方式在紙上進行創作，且透過攝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9%A1%B5%E6%B5%8F%E8%A7%88%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9%A1%B5%E6%B5%8F%E8%A7%88%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9%A1%B5%E6%9C%8D%E5%8A%A1%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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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將自身的創作上傳至網路與觀賞者分享。 

    網際網路的興盛取代了以往我們對「展覽」兩個字的認知，拋開幕後行政規劃、推

廣行銷等準備事項不談，一個展覽構成的基本要素，不外乎就是：1.藝術創作、2.展覽空

間、3.觀眾三個部分。若將現在網路圖文部落格及繪圖粉絲頁予以分析，同樣具有這三

項要素：1.電腦繪圖創作／手繪作品掃描或拍攝、2.網路平台（Blog、Facebook…）、3.

網頁瀏覽者。 

    網際網路的盛行帶起了網路部落格的文化，其中又以電腦繪圖附加相關文字的圖文

部落格，分外引起研究者的興趣。隨著社交平台如 Facebook 的發展，以及通訊軟體如

LINE 的出現，這些藝術創作者的展示平台及分享機制，是愈顯多元，更加深研究者一

探究竟的意圖。 

 

二、研究動機 

    2012 年 8 月，教育部公布美感教育中長程的五年計畫，研究者從內容的研讀中，注

意到其中所論述的美感教育的推動，強調超越課堂間的藝術課程講課之模式，讓「美」

的概念能普及民眾的生活之中。確實，「美」不應該只是博物館、畫廊中所展示的藝術品

而已，生活中俯拾即是的一花一草、建築物、擺飾、光影的變化，這些都是美的概念。

其次，美感教育與美術教育之間的理念，不盡相同。美感教育是訴求於生活中人事物的

感知，不是只偏重在藝術家的創作及其作品。任何透過自己雙手所進行創造的事物，都

得以表現自己所感受與認定的美好。 

    研究者平時有瀏覽圖文部落格之習慣，在閱畢美感教育中長程計劃後有所感觸，如

果說「美」不應該被傳統的藝術價值所框限，那麼圖文部落客所繪製的這些圖文也是一

種創作，也體現了創作者本身想要傳遞的藝術價值，更進一步能夠創造其經濟價值。另

外因為網路資源的便利性，影響民眾閱讀的習慣，從以前的紙本書籍演進成電子書的形

式，方便圖文並茂作品的呈現，因此，更速網路圖文的風潮。一般社會大眾往往藉由瀏

覽一些輕鬆詼諧甚至帶點譏諷的網路圖文創作，來鬆緩忙碌的生活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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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平台的盛行之下，使得一般民眾都能輕易的將自己的創作上傳分享，加速藝

術創作的普遍性。研究者發現，其中不乏具有藝術背景的創作者，但同時也有一定比例

的創作者並不是相關藝術背景出身，卻能夠將自身經驗反應到自己的創作中，成功得引

起了觀眾的共鳴。因此，引起研究者的好奇，何以未受過藝術專業訓練者，也能有如此

豐沛的創作力？其能引起觀眾共鳴的因素為何？這些「素人藝術家」創作的經驗歷程是

如何？其創作的作品能傳遞什麼樣的價值？以上種種的問題，引發研究者想更進一步一

探究竟的想望，所以，決定進行此份研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上述第一節所列，研究者對於網路創作者本身接觸網路的數位藝術創作之發展

歷程深感興趣，故進一步探討其創作之脈絡，包括接觸網路創作的契機及緣由、探索創

作者本身對其作品想傳遞的藝術理念、對社會或觀眾的影響力、使用何種媒材進行創作、

創作者本身的教育背景及是否接受專業藝術教育、創作理念及風格、網路平台經營的現

況、產業合作帶來的經濟效應等議題。故此份研究以個案研究法進行，對個案進行訪探

並且進行文件資料分析，以編年的方式彙整個案的作品，了解並得出研究目的內涵價值，

進而完成此份研究。 

    具體之研究目的羅列如下： 

(一) 探討創作者的創作背景，了解其接觸網路平台的契機，並了解其使用的創作媒材與

媒介。 

(二) 從角色設計、風格、創作手法等層面，分析創作者的創作內容與歷程，以了解其在

創作進行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困難。 

(三) 探究創作者的網路平台經營狀況及其後續帶來相關的合作效益。 

(四) 建構個案之個人價值與其呈現出之社會意義。 

依據上面所述之研究目的，提出相關研究問題並羅列如下： 

(一) 創作者的最高教育程度為何？是否為藝術、設計、圖文傳播等相關科系畢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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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接受過專業的美術教育訓練嗎？是什麼原因使得創作者開始進行網路創作？為什

麼會選擇網路平台而非一般傳統作品呈現方式？為何會接觸電腦繪圖？ 

(二) 作品的內容是以什麼類型的創作為主？作品主題如何發想？角色設計的概念是甚麼？

屬於什麼樣的插圖繪畫風格？ 

(三) 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是否面對過什麼樣的困難？如何克服？得到了什麼樣外在因素的

幫助？家庭環境是否支持進行創作？創作過程中是否有遭遇過瓶頸？曾經有想要放

棄的念頭？ 

(四) 目前網路平台的經營狀況如何？累積了多少的瀏覽人次？觀賞者偏好什麼類型或主

題的作品？什麼樣類型或主題的作品得到的讀者反應比較好呢？透過網路平台與觀

賞者間的互動狀況如何？透過什麼方式來保持觀賞人次？網路創作替創作者帶來了

什麼樣的延伸經濟效益？曾與什麼樣的廠商進行推廣宣傳合作？後續因為網路平台

而產生了什麼樣具有經濟效益的作品呢？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字典的定義，社群（Social），是指社會的、社交的，關於社會或它的組織。媒體（Media），

係指全體大眾傳播。簡而言之，就是關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只要是資訊流通的管

道都屬於媒體的範疇。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即指人際互動成為了資訊傳播的管道，

當然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會有交流、互動，伴隨著網路的蓬勃發展，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被賦予了新的定義。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是人們用來創作、分享、交流意見、觀點及經驗的虛擬社

區和網絡平台。其最大特色在於每一個使用者都是一位所有者（Owner），可以以自己想

要的方式進行使用、編輯；而社群媒體能夠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呈現，包括文本、圖像、

影像、音樂等形式。現今常見的社群媒體例如 Facebook、Blog、Twitter、Instagram、Plurk

等，而與傳統媒體的不同，在於社群媒體便宜或是不需費用，取得性便利也使得其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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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普及性相當高。 

    由於社會媒體的幅圍廣袤，故本研究只著重於探究透過 Blog 及 Facebook 附屬之粉

絲頁功能上進行創作、分享、傳遞之藝術家。 

 

二、部落格（Blog） 

    陳柏安、江今葉（2007）的譯作中如此描述，部落格（Blog）一詞的由來，是源於

網路日誌「Weblog」的簡稱。落格（Log）意指日誌，就如同船長在船上記的航行日誌。

網路日誌「Log on the web」，即為在網路上記錄之意，所指的是某種在國際網際網路上

的日誌，通常由一位或多位固定作者貢獻完成。 

  第一個部落格約出現在 1999 年左右，而時至 2005 年，根據瀏覽部落格必須使用的

工具 Technorati（www.technorati.com）的統計，在 2004 年年底，部落格總數已超過 400

萬。即在短短五年之內部落格數即有了驚人的成長。一般認為網路部落格（weblog） 這

個名詞的第一個使用者應該是 John Barger，而其網站─Robert Wisdom.com─至今仍在使

用。 

    部落格空間是能讓使用者自由於個人管理、張貼文章、圖片、影片、音樂、個人紀

錄、抒發心情之處。部落格的使用者稱為「Blogger」，中文以部落客稱之。 

    本研究所探討之部落格是以圖文部落格為主，即「繪圖搭配文字記錄生活、傳遞想

法、分享心情」的部落格。 

    臺灣部落格的發展始於 2002 年 10 月，正體中文 Blog 資訊中心成立，以實驗心態開

始推廣部落格，經過推廣之後，於 2003 年 9 月由無名小站的成立帶起了部落格盛行的風

潮，其後類似的網路平台也不斷出現，例如天空部落、Yahoo 奇摩部落格、痞客邦、隨

意窩等等；但社群媒體如 Facebook、Twitter、微博的出現，部落格的功能被多樣化的社

群媒體所取代，曾經是部落格最大站無名小站因為經營考量的緣故，開始和 Yahoo 奇摩

合作，進行廣告連結相輔相成，然而最後仍在 2013 年的 12 月 26 日宣告關閉。現存之臺

灣部落格以痞客邦為最多使用者之部落格甚至是臺灣最多人次瀏覽、使用之網站。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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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統計，其會員人數高達 450 萬人次（iThome 網路新聞，余至浩，2013／07／

23）。 

  Alexa 網站針對 2015 年臺灣網站進行排序，痞客邦排名傲居榜首，一口氣跨升四個

名次，甚至超越臉書、Google、Yahoo 等國際各大網站。（2015 年前五名依序為

1.Pixnet.cm、2.Google.com.tw、3.Facebook.com、4.Yahoo.com、5.Google.com） 

 

三、樸素藝術（Naïve Art） 

    樸素藝術的概念於法國的藝術家 Henri Rousseau 受到矚目後開始成形，本文所指，

從未受過專業的藝術教育，但卻能以個人獨特的觀點，以自我學習而得的藝術表現能力

及技法，進而創作出之藝術創作。 

    關於樸素藝術的詳細說明於本文第貳章文獻探討中的第二節有詳盡的說明比較，故

此處僅扼要說明重點而已。本文僅強調個案所具有「樸素」的創作者特質，強調個案為

非受過專業教育的藝術創作者，並非以探討樸素藝術特性為主軸。 

 

四、憤青 

    憤青為一近年來開始流行的網路用語，是指「憤怒的青年」之意，一般用來形容那

些對於現況感到不滿，心懷憤慨之氣的網路族群。原指具有顛覆性格的左派青年，但現

今個人主觀意識抬頭，群眾聲音、群眾意識受到關注後，憤青用來形容對社會環境感到

心灰意冷，力求改變以圖生活能更趨完善的青年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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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科技影響藝術發展 

一、網路發展使得藝術展覽與呈現方式改變 

    以往人們對於藝術的概念中，總是認為藝術都是那些存在於美術館、博物館之中的

各式繪畫、雕塑作品，藝術對於普羅大眾有距離感。然而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網路世

界的出現，一般民眾也可以將其作品上傳至網路平台，使得「展覽」的空間從以往的「美

術館」、「博物館」等實體空間中，演進到觸手無遠弗屆的網路平台之上，能夠即時且立

即的與全球接軌，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接觸到同樣的資訊。江靜之（2003）的譯作

中提到，網路空間提供了資訊型社會經濟一個活動的平台，在這一個空間平台之上，全

世界的資訊能夠在即時同步流動且永不停止。 

  網路的發展也改變了人類對於資訊蒐集的習慣，甚至影響了人類的習慣的故有認知；

「網際網路」的發展著實突破了人類過往對於時間性與空間性的假定價值，在資料的傳

輸、儲存、分享、溝通的過程中，已經徹底地顛覆了以往的空間與時間觀念（梁瑞祥，

2001）。 

    鑒於網路科技的發達以及網路的普及性，以往我們對於「展覽」的既定印象也不得

不改觀，將館藏數位化之後不僅有便於傳播、展示、接收等功效之外，同時也更易於保

存。張譽騰（2003）認為，虛擬博物館網站於現在的網路空間上已變得日益普及，使得

傳統對於博物館的本質概念和經營理念，面臨顛覆改制的危機。 

    當今政府也致力於藝術數位化，國家科學委員會自 1998 年開始推動「迎向新千禧—

以人文關懷為主軸的跨世紀科技發展」，而其中一項子計畫即為「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

之後陸續結合了「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的相關經驗，在

2002 年正式定出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國家圖書館的「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

著重於館藏的古籍文獻、臺灣各地的地方文獻以及國家圖書館內蒐集之期刊報紙的數位

化，其功能與目的與數位圖書館的概念近似，皆是為便於使用者（一般民眾、學術研究

者）可以透過網路來搜羅相關的資訊；其中又以期刊報紙的使用需求與客群最為廣泛，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title=%E5%9C%8B%E5%AE%B6%E5%85%B8%E8%97%8F%E6%95%B8%E4%BD%8D%E5%8C%96%E8%A8%88%E7%95%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title=%E5%9C%8B%E9%9A%9B%E6%95%B8%E4%BD%8D%E5%9C%96%E6%9B%B8%E9%A4%A8%E5%90%88%E4%BD%9C%E8%A8%88%E7%95%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title=%E6%95%B8%E4%BD%8D%E5%85%B8%E8%97%8F%E5%9C%8B%E5%AE%B6%E5%9E%8B%E7%A7%91%E6%8A%80%E8%A8%88%E7%9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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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將之數位化後能夠更便於多數使用者遠端利用。此計劃對於數位化典藏的遠程思維：

「必須善用各項新興資訊科技，將珍貴的國家典藏數位化，俾妥善保存及便利使用。面

對浩如煙海的資料，及歷代文獻精華，如何提供更充實、更迅速、更有效、更有品質的

服務，實為一重大課題。」（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典藏數位化計劃─企劃書》，2002，

p.1） 

    國家圖書館「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目前的執行現況，已完成設置古籍影像檢索系

統、特藏線上展覽館、金石拓片資料庫、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影像系統、國家圖書館期刊

影像資料庫、全國報紙資訊系統、臺灣地區地方文獻資料庫（參見附錄一）。普羅大眾皆

能自國家圖書館之「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中查詢以上資訊數位化成果。 

    各項資源的數位化儼然成為了全球性的趨勢，博物館、美術館的文獻、藏品數位化

使得觀賞者可以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任何時間與任何地點都能透過網路博物館中

的數位資訊，去蒐羅其所需要的資料。而這也使得展覽的概念有了更動調整；如果資訊

都已經數位化了，那麼「參觀展覽」這個行為同樣也可以利用網路進行。本研究探討的

是「圖文部落格」的作品，若將部落格視為一個展示空間，而部落格中的內容與展品做

呼應，與展覽的構成概念做比較之後，其概念是相似的，下表茲將傳統展覽與圖文部落

格的組成進行比較。 

表 1：傳統展覽與圖文部落格構成之差異比較表 

項目 傳統展覽 圖文部落格 

場所 美術館、博物館、文化中心、畫

廊等實體空間。 

各式網路平台、數位媒介、聊天

通訊軟體等虛擬空間。 

展品 實體的藝術作品：繪畫、雕塑、

攝影…等。展品通常較大件且著

重作工的精細部份，創作者將其

視作「藝術品」進行創作。 

數位化圖像，部落格中的圖像皆

屬於展品的一部份。展品可能是

一件件小單元且零散的插圖作

品、或是精細縝密講求逼真性的

電腦繪圖作品，圖文部落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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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藝術呈現多元，而本研究中

的創作風格則是偏向前者，屬於

輕鬆的隨手畫插畫。 

創作者 展覽作品歸屬於一位或多位藝

術家；展覽的呈獻也有單一藝術

家的展覽或多位藝術家的聯展

兩種。 

單一部落客（藝術家）進行創

作，同時也經營著自己的網路平

台，可說是「獨立製作」、「獨立

策劃」、「獨立展示」的藝術展。 

觀賞者 付費／免費進入展覽場地參

觀，習慣以「觀眾」稱呼，必須

特地前往展覽場地，有時會舟車

勞頓。 

網路平台的便利性使得觀賞者

無遠弗屆，任何進入網路平台

（Blog、Facebook）的「瀏覽者」

都是展覽的「觀眾」。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上表的內容中顯示出現今這個數位化時代，展覽的型式已有所突破，藝術品的呈現

方式也五花八門，應修正固有的傳統思維，跳脫既定的思考框架，以嶄新得視野將網路

創作視為一種藝術型態的表現。 

 

二、藝術發展新趨勢─數位藝術創作 

伴隨著科技的發展進步，網際網路的出現使得藝術展示的方式有所不同；同樣的改

變也出現在創作手法上，在紙張上張舞文弄墨仍能創作出美麗的藝術作品，但科技的進

展使得創作媒材也不再僅限於實體的物質，數位化的創作成為了一種新趨勢，進而產生

了「新媒體藝術」的概念。新媒體藝術泛指所有利用數位化技術及高科技方式等，例如

以網路為媒材進行創作或是結合科技材料的藝術作品，以往我們習慣的藝術形式多為實

體畫作、雕塑作品等，對觀賞者而言這類型的作品顯現出了距離感；然而新媒體藝術則

運用了科技的效果，甚至許多作品強調了與觀賞者「互動」的概念，使得觀賞者能透過

與作品互動的方式參與作品的創作，此時觀眾並不僅僅是藝術品的觀賞者本身，同時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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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參與共同創作的過程，觀眾儼然成為了創作者的角色，同時也是作品的一部分。新媒

體藝術的涵蓋面向相當廣泛，早已突破以往藝術的形式與範疇，結合了高科技的效果或

是使用現代化科技的產物，使得藝術創作能夠以不同的面貌來展現。 

在科技發展迅速演進的現代，電腦繪圖的應用也觸及各大產業。於今日的社會中，

在各大領域中都能見識到電腦繪圖的蹤跡，舉凡：商業、工業、廣告、藝術作品、機關

單位、研究發展、醫療領域等，都能發現電腦繪圖的運用（黃耀明，1987）。舉凡文書處

理程式中的圖表、股票分析成果的數據圖像、日常生活常接觸到的海報文宣，這都是歸

屬於電腦繪圖的成果範疇，特別是在藝術領域之中電腦繪圖帶給我們不同的視覺展望。 

本研究所提及的數位化藝術創作為「電腦繪圖」的部分，創作者透過科技產品（例

如電腦手繪板、平板電腦等）進行圖像的創作，與以往將作品以實體顏料作為創作媒材

繪製於紙材上有所差異，電腦繪圖的作品是直接在電腦上進行創作，其呈現出的視覺效

果與後續帶來的廣告經濟效益，即是本篇研究所探討的部分，進而了解本研究中創作者

對於新媒體藝術的使用狀況與願景。 

以「新媒體藝術」為關鍵字進行搜尋，最直接關連的學術研究共計六篇，其研究主

題與該份研究重點摘要整理如下表： 

表 2：新媒體藝術為題相關學術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摘要 

洪健元

（2008） 

新媒體藝術的歧義與

崇高美學的轉折─論

「媒體城市‧數位昇

華」展 

探討新媒體藝術與崇高美學的問題，以「媒體

城市」展覽為探討個案，觀察出「新媒體藝術」

的創作活動與「科技崇高」的概念在此展覽中

的意義呈現。 

林詩瑀

（2009） 

臺灣商業畫廊經營新

媒體藝術之研究 

以畫廊的角度來分析新媒體藝術如何行銷與

推廣，探討畫廊、藝術家、收藏家三者之間的

關係，並思考畫廊內部營運與外在環境之間的

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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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涓

（2010） 

當代數位互動藝術之

特質 

以「控制論」為基本基礎，分析藝術與科技、

西方及臺灣數位藝術研究方向，進而提出數位

藝術創作具有控制論三種基本特質：「程式、

編碼與執行」、「隨機、自動畫與衍生」、「邏輯、

程序與系統」，此三項特質呈現於電腦軟硬體

的媒材之中。 

盧玉涵

（2010） 

未來的備忘錄：新媒

體藝術典藏的展示預

備 

討論藝術家進行新媒體藝術的展示時所遭遇

到的實際困難，歸納出造成困難的原因及闡述

問題，列出保存及展示的要點，並推論出影響

未來展示及保存的具體建議。 

駱麗真

（2011） 

臺灣新媒體藝術教育

與創作發展間之相互

影響 

探討新媒體藝術在臺灣的發展脈絡之中，在教

育與創作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而推敲出新媒體

藝術的發展趨勢： 

一、美術、新媒體藝術相關系所的數量逐年增

加，其所專精的領域也不斷細緻化 

二、相關科系進行整併調整，使得各系所的資

源越發完整 

三、投入新媒體藝術相關科系產業之中的人才

與日俱增 

杜珮瑩

（2014） 

當代新媒體藝術之特

質與展覽成效研究─

以臺北數位藝術節為

例 

臺灣的新媒體藝術雖仍在發展中但卻已有傑

出的作品顯現，該研究以臺北數位藝術節為個

案探討，舉出關於「新媒體藝術作品特質」、「數

位藝術獎」、「數位藝術節」三大項之疑慮與建

議。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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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探討數位化藝術的學術研究大多著重於新媒體藝術在現

今藝術環境中的定位與價值，並探討其發展的趨勢與可能性；而本研究是將數位藝術視

為一種「創作技法」，來探討網路世代來臨後，普羅大眾以嶄新的形式進行藝術創作，研

究素人藝術家在網路發跡的創作歷程，然而卻少有學術論文涉足此一議題，故增加了研

究者進一步探究的興趣。 

 

第二節 素人創作的樸素藝術 

一、當代新現象─樸素藝術 

    樸素藝術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各式各類非專業背景出身之「素人」創作都歸屬在樸

素藝術的大框架之下，所以其所涵蓋的深度及廣度遠大於精緻藝術。在這個資訊傳遞飛

快的時代，人人都能將自己隨手的塗鴉創作上傳至網路分享，使得對於藝術創作者的界

定開始模糊，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素人藝術家。 

    樸素藝術「Art Naif」的概念始於二十世紀初期，用來指稱那些並未接受學院派專業

繪畫技法指導，但卻憑藉一己的努力表現出個人特色的畫家。對於樸素藝術家的作品則

有褒貶的評價，洪米貞（2003）認為，以正面價值來看，樸素藝術的畫家有著童稚的純

真，創作技巧也相當質樸；但若以負面來評判，則是認為其技法過於單薄，寫實功力也

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 

    Henri Rousseau（1844-1910）被視為樸素藝術的起源與開端，早在 Rousseau 之前必

定存在著無數的素人藝術家，雖然不曾受過專業學院派的藝術指導，但卻也能以自己的

方式繪製生活中貼近人性的畫面，或許相較於他們，Rousseau只是幸運地被發掘了出來。

時逢十九世紀下半葉，在當時畫壇上主軸的為「印象派」畫風，在那個時候，當印象派

的畫家還在追求光影的精緻呈現時，不難想像自野地裡發跡的 Rousseau，其獨到性與獨

樹一格的個人特色是如何在畫壇上掀起一陣波濤。「Naif」一詞的法文原意是「幼稚、簡

單」，原先是用來嘲諷 Rousseau 的創作過於輕易的譏諷用語，然而最後反而成為對於這

類型創作者的一種稱讚，而 Rousseau 也被冠以「樸素藝術之父」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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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自 Rousseau 之後，樸素藝術的定義及素人藝術家的創作逐漸被認定與接受；推崇

樸素畫風的信眾開始不斷地蒐羅鄉野之間的素人畫家，自法國開始觸角向世界各地延伸，

在東歐、非洲、中南美洲都尋覓出具有個人特色的樸素派家。西歐以外的樸素藝術發展

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影響，在工業的蓬勃發展之下，原先的勞動者因

為機械化後多出了許多閒暇的時間，使得他們有更多餘裕的時間可以投入藝術創作之中，

俗稱的「星期天畫家」一詞便是用來形容這些偷得優閒得以進行創作的普羅大眾。Niggli

（1976）提到，自 Rousseau 之後，法國將＂PeintureNaïve（樸素繪畫）＂一詞編列入了

藝術史典的用字之中，並且使得樸素藝術家的作品也找到了被看見的窗口，能夠找到管

道進入法國知名的博物館中展示。然而 Brodskaia（2012）的著作中卻對樸素藝術家是否

真的稱的上「素樸」提出質疑，著作中表示根據Rousseau的自傳及日記中的記載，Rousseau

曾經受邀前往知名美術館（例如：法國羅浮宮）去尋求專業畫匠給予的「大師建議」。因

此在那之後 Rousseau 懂得將這些建議運用於他的創作之中（Brodskaia，2012），故純粹

「素樸」的藝術家於定義上具有疑義。 

    樸素藝術家的內心是批判性低的，通常形塑於他們的成長背景與教養環境 

（Niggli，1976）。樸素畫家的作品貼近生活，從觀察中進行創作，質樸且不假修飾的作

品，直接地反映出人性和當時的社會風氣、風土民情。Rousseau 的作品常描繪原始的秘

林景色，有時也會呈現出 Rousseau 天真純樸對夢想的憧憬。他運用單純的用色與清晰的

線條，使得他的作品即使單純卻又充滿了生命的力道。作品的風格上所呈現出的樸素性、

原創性以及生命力度，成了樸素派藝術創作鮮明的特徵。 

    Rousseau 帶起了一股樸素藝術的風潮，使得樸素藝術能在藝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除了受到西方藝術界的高度關注以外，也激起了民俗學者、藝評家的興趣，不斷地發掘

出世界各地的樸素藝術家（陳筱萍，2009）。樸素藝術的創作者只是一群業餘但對繪畫充

滿興趣的藝術愛好者，他們將藝術創作當作生活中的調劑，直覺性地將自己所觀察到、

注意到、在意的人、事、物當成創作的主軸，反映自身最天真單純的情感；因此並不像

世人所熟知的「野獸派」、「印象派」、「達達主義」這類的藝術派別，歷史上並無「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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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這樣的稱呼，這只是許多專家學者、藝評家、研究者為了方便稱呼這群不受拘束的

創作者，所額外賦予給他們的統稱。樸素畫家他們並沒有將藝術創作當成一項職業，而

是隨心所欲地率性而為，也因此他們的作品往往最能呈現人與自然、與世界最真實的樣

貌，不假裝飾的藝術作品無疑就是未經雕琢但卻依稀已透出閃爍光輝的寶石。樸素藝術

是一種自由且獨立的藝術型態，彰顯出一個個獨到的個人性格（Niggli，1976）。 

    「樸素藝術」一詞在臺灣的發展始於六○年代舉辦個人展覽的祖母級自學畫家吳李

玉哥女士，雖然大家當時對於這位老婦人天真不造作的作品讚譽有加，當時的新聞媒體

多用「素人畫家」一詞來稱呼吳李玉哥女士，然而「樸素藝術」這個名詞在當時並未受

到討論。「素人畫家」是一個兼有褒貶的稱呼，洪米貞（2003）的研究中提及，「素人」

一詞為業餘、自學之意，甚至帶有不識字的貶意。 

  而後至七○年代出現了洪通先生的作品，當時的媒體報導仍多是以素人畫家稱呼其，

洪通的名氣使得討論者眾多，當時則有人將洪通先生的創作經驗與國外個案相互比較，

同時正式引進了「Art Naif」一詞，並以「樸素藝術」或「素樸藝術」作為中文翻譯。而

後至八○及九○年代，越來越多臺灣本土的樸素藝術被發掘出來，尤其九○年代適逢臺

灣的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革解放，以往受到壓抑的本土意識、個人意識逐漸地抬頭，曾

經被視為禁忌的用語、創作像從籠中被釋放的動物一樣，因為終獲自由而四處狂奔。洪

米貞（1997）的關點認為，純樸的草根特質是台灣樸素藝術的重要特色，也使得它成為

了代表性的本土文化之一。 

    九○年代末期，由於「素人」一詞越來越難以涵蓋創作者的身分，故相關研究則逐

漸多以「樸素藝術」來稱呼這類型的創作者。這時期是臺灣樸素藝術蓬勃發展的階段，

這時候被介紹報導的創作者包括：連紀隨（1907-）、蔡月昭（1910-）、黃票生（1915-1994）、

周阿本（1917-）、陳月里（1926-）、余進長（1934-）、李清雲（1937-）、劉秀美（1950-）、

陳正瑞（1957-）、潘源田（1963-）等（依出生年份先後排序）。 

    關於樸素藝術的相關研究者中，又以蘇振明的學術研究的最具有代表性。蘇振明

（1990）的研究定出了樸素藝術的特質，將其以表格的方式整理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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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樸素藝術的特質 

分析面向 內涵特色 

一、藝術家

的特質 

1.「自學成功的」藝術創作者 

2.分為「文盲的」與「知識分子的」創作者 

3.大部分為年過半百的「高齡創作者」 

4.臺灣作家女性多於男性，外國作家則男多於女 

5.大部分有豐富的生活體驗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創作意

識的特質 

創作機因 1.文盲藝術家受親友鼓勵而創作較多 

2.知識分子的作家較富主動的創作意識 

3.有以藝術創作為「感情寄託」者 

4.有藉藝術創作為人生「自我實踐」者 

創作成就 1.早期大多以「自娛」為滿足 

2.中期能與親友「共享」 

3.因被傳播報導而產生「名利之心」 

4.以被民俗館、美術館收藏、邀展為最高榮譽 

三、作品風

格的特質 

題材內容 1.以個人回憶錄式的傳記圖象 

2.家族生活的圖象 

3.鄉土民俗的圖象 

4.社會歷史的圖象 

5.個人精神的意象或狂想 

材料應用 1.簡樸性的工具 

2.鄉土性的材料 

表現形式 1.個人主觀的圖象表現法 

2.民俗美術的圖象表現法 

3.非透現性的「自然寫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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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形式 1.「社會美」的表現 

2.為「生活而藝術」的美感實踐 

3.一種平民化的「樸拙美」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引用自蘇振明（1990，p.26） 

    蘇振明曾受邀前往民間美術研討會，返台後對中國、臺灣及世界的樸素藝術做出了

四點深刻的感觸，肯定了臺灣本土樸素藝術的價值：「（1）中國的農民畫是『集體播種、

施肥、採收與品質管制』的量產工藝美術；作品雖華麗卻缺乏自主性的生命力。（2）臺

灣的樸素藝術是『無師自通、自學成功、風格獨特、創作自娛』的國民美術；作品雖稚

拙純樸，但都表現出生命真誠感動的圖像。（3）美國摩西祖母和法國盧梭的樸素藝術聞

名全球，皆是先受到該國政府及國民的重視，再引為國際藝術交流的瑰寶。（4）臺灣的

美術發展階段長期停留在『外國美術、臺灣複製』的加工階段，唯獨樸素藝術是不受污

染的鄉土文化特產。」（蘇振明，2000，p.4-5）。 

    針對「臺灣」的本土性樸素藝術研究，蘇振明（1990）的研究中也列出了臺灣樸素

藝術的四大特質，分別從創作者的身份、使用媒材、創作技法、作品題材等四個面向，

進行比較與分析，於下方以表格的方式整理之： 

表 4：臺灣樸素藝術特質 

特質 摘要 

作家的兩類化 放下鋤頭的高齡農人改拿畫筆 V.S 退休知識份子的消遣之作 

媒材的多元化 
作品主要以繪畫與雕塑兩類為主，分別使用石雕、水彩、彩墨、

綜合造形等方式來創作 

技法的自由化 
知識份子仰賴臨摹名作，而勞動階級則是自行仿效民間美術作

品，亦或是透過自己摸索的方式而成 

題材的生活化 個人生命歷程、家庭生活、社會文化環境，具有個人自我意識

型態與歷史意義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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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樸素藝術的界定範圍與內容意涵，研究者整理了蘇振明（1990）、陳筱萍（2010）

的學術研究，整理出樸素藝術的內涵價值、定義及涵蓋範圍，彙整結果如下表： 

表 5：樸素藝術之定義意涵與範圍 

樸

素

藝

術 

構面 摘要整理 

定義 

「樸素藝術」一詞為 Naive Art 的意譯。 

以中文的原始字義來看，「樸」為未加雕飾的原木，「素」為新織成

但仍未染色的絹；因而「樸素」一詞的意思為純天然、無添加、未

經矯飾過，反映出最原始純樸的美感特質。 

意義 

物質性：用以形容外觀造型原始質樸、純粹且不矯作的物品。 

精神性：用以形容人樸質生活、率直天真、思想單純、拙於言詞。 

樸素藝術家指的是未接受過專業的教育訓練，源自於內心自發性的

藝術創作者。 

範圍 

廣義：包括了洞穴壁畫、紙藝、刺繡、服裝、飾品、招牌、戲偶和

宗教神像等。 

狹義：自 1886 年 6 月，始於 Rousseau 將四件作品提至「新印象派」

的獨立沙龍展中展出時開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整理自蘇振明（1990）、陳筱萍（2010） 

    上表中呈現了蘇振明（1990）、陳筱萍（2010）對於樸素藝術的理解與詮釋，從不同

的面向、切入角度、觀點來詮釋樸素藝術的意義與意涵，有助於界定藝術創作是否具有

素樸的特質。 

 

二、樸素藝術與原生藝術的界定 

    有關於「樸素藝術」的認知，在國際的學術專業之上也出現過許多相似的名詞：諸

如「現代民俗藝術」（Modern Folk Art）、「原生藝術」（Brut Art）、「自學成功者的藝術」

（Self-taught Art）、「現代原始藝術」（Modern Primitive Art）、「界外的藝術」（Outsid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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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近似的名詞詞彙容易產生模糊地帶，而就字面上看來，又以「原生藝術」最容

易使人產生困惑，故本段引用學者見解，來闡釋兩者之間的相異之處。 

    洪米貞（1997）表示，「原生藝術」與「樸素藝術」兩者皆非學院派出身的作品，作

者出身的社會地位也近似，同樣都是受到內心聲音的驅動而從事創作的創作者。這兩種

藝術來自於近乎相同的出身，結果卻發展成截然不同的面貌；然而在定義的界定上卻有

著各派的說詞論述，使得此兩種藝術型式一直處在曖昧不明的模糊界線之上。 

    原生藝術（Art Brut）的概念源自於對藝術情有獨鍾的德國精神科醫師 Hans Prinzhorn

（1886-1933），當他在精神病院工作時接觸到了病人的創作物並進行有關的研究，而後

Prinzhorn 的相關著作「Bildnerei der Geisteskranken」（中文譯作：「瘋狂的表現」）中附有

精神病患的藝術創作，這些作品在巴黎的超現實主義者的圈子中颳起一陣旋風；這類作

品的原創性與衝突的視覺效果令人讚嘆，卻也間接地引起了超現實主義者與當代精神病

理界的論戰。 

    「原生藝術」一詞由法國藝術家 Jean Dubuffet（1901-1985）於 1945年時提出。Dubuffet

當時處在創作的瓶頸當中，因為找不到能讓自己表現的創作風格，而當時他受邀前往瑞

士參訪精神病人療養院，在參訪的過程之中，杜布菲注意到這些病人的創作作品，可能

是衛生紙上的圖畫，或是隨手用剩餘麵包揉成的小雕塑作品，雖然這都是不起眼的隨手

之物，但從中卻讓 Dubuffet 注意到病人的創作表現慾望。返國之後 Dubuffet 開始著手於

病人資料的蒐集研究，醉心於相關作品的蒐集，他將這些精神病患的作品稱為「原生藝

術」（Art Brut）。在他的作品蒐藏中主要可以劃分為三大類型：精神病人的藝術表現、通

靈者的繪畫、具有高度原創性與邊緣傾向的民間自學者創作。原生藝術不僅改變了

Dubuffet 對於藝術的看法，同時激勵了他的創作動力，增加了他的藝術創作產出，使得

他成為當代具有創造性的藝術家之一。 

    1949 年 Dubuffet 發表了「愛原生藝術更甚於文化藝術」一文中，對於原生藝術的定

義重新再加以詮釋，文中極力讚揚這些主要以精神病患、通靈者、社會邊緣人為主要作

者的創作作品，認為這些創作是不受到文化知識影響污染，一種最純粹原始的藝術呈現

 



 

19 
 

型態（洪米貞，1997）。比起樸素藝術的創作，原生藝術的作品更能見到創作者最直接的

內心想法，能毫無保留地完全反映在作品之上。為了能讓人們更清楚原生藝術的本質意

涵，在《原生藝術筆記》一文中， Dubuffet 遂決定將「原生藝術」的內涵價值集中於精

神病患、囚犯、社會邊緣人、自學者、抗拒體制者或被文化排除之人的作品之上（洪米

貞，2000）。 

    在洪米貞（2000）的研究中更提到，Dubuffet 認知中的「原生藝術」，包括了各式各

樣類別的作品，諸如：素描、彩繪、刺繡、手塑品、雕刻品等等，能夠顯現出創作者自

發性的特徵。「原生藝術」盡可能避免依靠傳統藝術與文化的約定成俗，而且這些創作者

多是些無名小卒、與專業藝術領域毫無瓜葛的人。樸素藝術與原生藝術的定義、概念與

意識型態不易區分，兩者緣起於近乎相同的出發點，故研究者參考了洪米貞（1997）的

著作，整理出兩種藝術型式的異同比較，期能有助於釐清兩者的差別，如下表所示： 

表 6：樸素藝術與原生藝術之異同 

異

同 

比較

項目 
樸素藝術 原生藝術 

相

同 
對象 

1.創作者都不具有專業的藝術教育背景。 

2.缺乏文化背景或非美術相關產業從業者。 

3.突發的內在衝動促使他們產生創作的動力。 

4.不具有專業的繪畫技巧。 

相

異 
作品 

1.具有敘事性的作品，常描繪過

往回憶或生活經驗。 

2.以外在世界、具體存在的事物

為創作主題。 

3.通常是使用甜美溫馨的顏色。 

4.創作的媒材多是能自市集中

購得的材料。 

1.反應創作者強烈的內在情感。 

2.具有個人獨到的見解，不見得

能被世人所接受；可能是瘋

狂、暴力、痛苦、人性醜陋等，

令人感到不自在的作品主題。 

3.不描繪現實生活，而是反映出

人性的真實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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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創作的材質取自於垃圾堆中

或大自然。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洪米貞（1997，p.41-42） 

    廣義來說，樸素藝術其實可以歸屬在原生藝術的範疇之下，然而研究的結果顯示，「原

生藝術」不僅僅強調其「非學院派的素人特質」，更注重作品的「獨特性」、「原創性」以

及作品的「衝擊視覺效果」，甚至光怪陸離的作品也受到原生藝術派信眾的推崇；而「樸

素藝術」一詞更著眼於創作者所呈現的「草根性」、「親切感」，呈現外在現實生活的主題，

能夠被一般普羅大眾接受、理解的作品，故兩個名詞雖然看似有許多相近之處，但在意

義上卻還是有著顯著的差異。所以有人說：「樸素藝術能令人放心，而原生藝術則讓人感

到害怕」（洪米貞，1997）。本研究中都以「樸素藝術」來稱呼研究對象的作品，因創作

者作品的主題皆出自於市井小民一般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瑣事，並非抽像驚悚難以理解的

作品內容，樸拙又貼近人性的作品恰如其分地符合「樸素藝術」一詞的概念；並且創作

者並非精神病患、靈媒、社會邊緣人三類之一，不符合 Dubuffet 對於原生藝術創作者角

色的認定。 

 

三、樸素藝術相關學術研究 

以「樸素藝術」為關鍵詞於全國碩博士論文資料庫中進行搜尋，查詢結果顯示臺灣

以樸素藝術為題的學術論文共計三篇，相關研究及其重點摘要彙整如下表： 

表 7：樸素藝術為題相關學術研究 

研究者 年份 研究題名 重點摘要 

楊寶欽 

1999 臺灣樸素藝術的

本土風格研究 

探究臺灣樸素藝術的發展脈絡，分析臺

灣素樸藝術家的組成、作品的性質，反

映出臺灣素樸藝術與本土意識之間的關

係。探究臺灣樸素藝術的本土風格，並

肯定期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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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沛 

2008 生命圖像與詮釋-

張劉月阿嬤的樸

素繪畫個案研究 

對於臺灣樸素繪畫的特色及美學意涵價

值進行探究，進而思考張劉月女士得繪

畫形式、創作內容，及其創作所反映出

的社會、生活經驗；省思社會藝術教育，

包括探討高齡創作者的社會藝術教育、

以藝術教育工作者角度反思、及對臺灣

整體藝術教育的省思。 

陳筱萍 

2010 生命記憶的顯影─

李涼樸素繪畫創

作之研究 

探討李涼女士的繪畫創作與其生命經驗

的關連性，從作品的分析以及訪談的過

程中，尋覓出影響其繪畫創作關鍵的

人、事、時、地、物；進而探討其繪畫

歷程的演變以及探究其創作內容及風

格，分析其繪畫特質，最後並評析其創

作對自我、對親友、對社會的意義。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從上面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目前的樸素藝術相關研究中，研究對象多為高齡的創作

者，其創作也都是以傳統習慣的繪畫表現為主，研究的內容為創作者作品風格評析、創

作動機、作品內涵、與週遭人事物之關係及影響；而此研究中的研究對象為年輕的創作

者，使用的媒材也不同於傳統，是以新媒體藝術的方式進行創作，可將上列相關研究作

為借鏡，增加本研究能探究的面向；然而此研究在學術上為相當新穎的題材，少有以年

輕創作者為題的學術研究，故具有值得探究的研究價值。 

 

第三節 圖文部落格相關研究 

    本節整理與「圖文部落格」相關連的研究，分段列出相關研究的重點整理與核心議

題，而後比較這些研究與本研究之間的關連性，並討論與本文研究問題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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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全國碩博士論文檢索系統以「圖文部落格」為關鍵字進行搜索，最直接相關的

論文數共計三篇，其中僅二篇為可取得論文。本節用來參考、比較、分析的兩份相關研

究皆屬於世新大學之碩士論文，兩篇研究分別為：花筱苓（2011）。圖像創作者個人品牌

塑造之研究-以圖文部落格作家彎彎為例、林子超（2012）。圖文部落格之關鍵成功因素。 

一、圖像創作者的個人品牌 

    花筱苓（2011）的相關研究以圖文部落客彎彎為研究對象，探討圖像創作者如何藉

由網路平台創造個人品牌，並行銷個人特色創作。該份研究希望從創作者與個人品牌經

營團隊、媒體報導以及消費者這三個面向切入，分析彎彎的個人品牌建構的整體歷程。

該研究提出了四個研究問題： 

(一) 作者如何能成功塑造個人品牌？ 

(二) 創作者個人品牌建構歷程中有何影響？ 

(三) 費者如何解讀創作者個人品牌的意涵？ 

(四) 對多變的科技與環境，以及眾多的競爭者，創作者個人品牌該如何應對？ 

    花筱苓（2011）研究不同學者針對「個人品牌」所下的註解，而研究者認為相關研

究經規整後，可分為：經由創作者自身所型塑的「內塑而成的價值」、由他人觀感所賦予

的「外賦而來的價值」兩大面向，以此為劃分之構面，進一步整理於下表： 

表 8：學者對於個人品牌之見解 

價值類型 學者論述看法彙整 論述學者 

內塑而成的價值 

1.個人品牌反映出品牌擁有者的

個人價值，能表現出個人真實的

魅力，突顯出與他人的差異性。 

2.個人品牌反應出品牌擁有者的

優勢、技能、價值觀、思想，反

映在個人的外在形象上及呈現

出其內在修養。 

Tom Peters（1999）、

AnetteRosencreutz& Thomas 

Gad（2002）、William Arruda

（2003）、海蘭（2006）、施隆

光（2009）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Aiz47/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Aiz47/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Aiz47/search?q=auc=%22%E6%9E%97%E5%AD%90%E8%B6%85%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Aiz47/record?r1=2&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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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賦而來的價值 

1.消費者明確且有意義的感受，

能使其對於個人品牌所代表的

主體，產生明確的認知與品牌的

聯想。 

2.藉由消費者與個人品牌的互動

經驗，能呈現消費者對於品牌的

觀感；藉由與第三者接觸過個人

經驗所累積的「口碑」，反應出

對於個人品牌在產品、風格、信

任上各方面的評價。 

David McNally &Karl D. 

Speak（2003）、Montoya 

&Vandehey（2005）、陳文敏

（2006）、李焜耀（2006）、

Hubert K. Rampersad

（2008）、Ira Blumenthal & 

Jerry S. Wilson（2008）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一般而言若提及品牌形象，多數人第一直覺會聯想到的無非是企業品牌、產品品牌，

甚少有人理解個人品牌的意義為何？花筱苓（2011）的研究中引用了並整理了施隆光

（2009）提出了個人品牌與企業品牌、產品品牌三者之間的異同之處，研究者於以下方

表格來整理： 

表 9：個人、企業、產品品牌異同之比較 

 個人品牌 V.S 企業、產品品牌 

相同 
擁有知名度、信譽度、消費者忠誠度，能讓個人價值於工作

中顯現。 

相

異 

時間性 

1.個人品牌的形成是不斷地逐步堆積而成，並非與生俱來的

特質。 

2.必須經過消費市場的挑戰與考驗，從磨練之中慢慢累積個

人品牌的地位、信譽與評價。 

可塑性 
1.個人品牌成形後，品牌擁有者與工作場域、社會環境、消

費大眾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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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唯有能在不同階段、不同問題、不同狀況之下，仍能夠因

地制宜進行改變、調整的創作者，最終才能成功地創造出傑

出的個人品牌。 

穩定可靠性 

1.個人品牌較於企業、產品品牌，更具有變動的可能性，不

論是個人言談、價值觀、作品風格、產能產值，個人品牌的

擁有者都必須具備足以應對的穩定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施隆光（2009，p.11-13） 

    花筱苓（2011）的研究顯示出，國內有關於部落格／客的論文研究主要著眼於三大

面向上：第一、研究部落客個體論述；第二、部落格與觀賞者之間的關係；第三、部落

格的商業化利用；而對於部落格為部落客帶來經濟效益的相關研究屈指可數，也少見探

討部落格創作者個人價值之相關文獻。 

    故該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逐一訪談品牌持有者：部落客彎彎本人、彎彎所

屬出版社之經紀人（同時身兼出版社社長）、長期與部落客彎彎進行合作的三家廠商；並

挑選不同年齡、職業、教育背景的受訪者 19 名，以精細抽樣的方式來取代廣大消費群對

於該品牌的認知。 

    花筱苓（2011）的研究歸整出以下結論，強調品牌品牌擁有者不如企業品牌，必須

要全心全意細心經營，創作時要考量許多面向，除了表達個人特色風格之外，必須要衡

量消費族群的喜愛與接受程度，同時要細心維繫與消費族群、大眾媒體、合作夥伴之間

的關係。豎立一個良好的個人品牌需要耗費長時間去用心維繫，非一朝一夕即能形成，

故品牌擁有者是否能保有創作時的初衷？對一個品牌擁有者來說則是最首要且重要的部

分。研究者將花筱苓（2011）的學術研究結論以表格的形式整理如下： 

表 10：《圖像創作者個人品牌塑造之研究-以圖文部落格作家彎彎為例》結論彙整 

面向 結論要點 重點摘要 

與社

會的

無可取代的

品牌象徵價

象徵價值為創作者在該領域中所具有的特殊價值，能成為社

會中特定精神價值的表徵。即使創作者擁有享譽的名聲但不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Aiz47/record?r1=3&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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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值 一定能形成獨特的品牌價值，仍是需要與品牌團隊細心經營

與塑造，是最難達成的品牌指標。 

創作

者本

身 

圖像創作者

個人品牌的

建立要素 

明確且易於辨識的視覺符號使得消費者能輕易辨識出該品

牌的特徵，創作者的個人品牌應將眼光放遠，並非僅注意到

當下的利益以及消費市場，並應建立創作者獨樹一格的個人

風格。 

創作者個人

品牌定位的

選擇與考量 

挑選適當的客群，鎖定相對應的消費市場，找到個人的定

位；但應以大眾市場為考量，若將目標設定在特定族群，則

會使消費市場減縮；了解自身的創作價值，並有效地包裝宣

傳，以達到預期之外的經濟效益。 

與他

人的

關係 

創作者個人

品牌經營的

合作夥伴 

個人品牌要長久經營必須要有優質的文化經記人團隊合

作，經記人必須具備態度、價值觀、專業能力三大要素，且

經紀人與品牌擁有者應是相互扶持、互助互利的心態進行合

作。 

創作者個人

品牌與大眾

媒體的利益

共生 

大眾媒體會影響消費大眾對品牌的了解與認知，媒體具有強

化品牌形象的效果；然而現今許多媒體的報導虛浮不實，使

得消費者對媒體評價的信任度降低，故品牌擁有者如何經營

與媒體及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必然是一個很重要課題。 

創作者個人

品牌與消費

者關係的經

營 

作者的個人創意與原創性是獲得消費者喜愛與信任的主要

原因，品牌經營應保持真誠友善的初衷，當消費者對品派建

立情感連結時，其所認定的品牌價值將遠大於產品本身的實

際成本；適時的在創作中做些改變，避免一成不變的繪畫風

格、主題，但也避免劇烈改變而影響消費者對於品牌的接受

程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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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文部落格之關鍵成功因素 

    林子超（2012）的研究旨在探討在現今的網路社會蓬勃發展的大環境之下，圖文部

落格為何會掀起一陣波瀾？而其影響消費族群、觀賞族群的使用習慣，又與一般網頁網

站有什麼樣的差異？進而探究出一個成功的部落格需要具備甚麼樣的因素。 

    該研究的研究目的在於，經過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的線上購物調查顯示，有八成的

受訪民眾表示，會在網路購買商品之前先行瀏覽社群網站或是部落格上的相關文章，了

解不同使用者對於該產品的使用心得之後，再行評估是否要購買該項商品；因此透過以

上的調查得出，部落格所累積的評價著實影響了消費者的購物心理，成為購物前重要參

考指標。以部落格的讀者為主要研究對象，該研究主扣三大研究目的：一、提出建議的

部落格經營方式、二、尋找讀者對部落格的需求、三、找出成功關鍵因素，並判斷何者

因素較為重要。 

    在相關研究探討的部分，林子超（2012）參考了四篇探討經營部落格之成功因素的

學術文獻，得出了部落客應具備的人格特質、部落格的經營方式、經營成效如何評估、

部落格媒介所具備的優勢等結論，相關研究以重點摘要方式整理如下表： 

表 11：部落格經營成功要素相關學術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摘要 

鍾佳如

（2006） 

建立經營部落格績效

評估之模式 

把握四大層面（建構、發表者、內容、讀者）

下的九大構面（使用性、便利性、特質性、發

表性、文學性、親切性、呈現性 

、互動性、社群性），進而依照九大構面提出

二十七項評估指標，能盡量掌握各項評估指標

的成功要素，以期能提高部落格的績效。部落

格的文章具有整合性與連貫性、部落客的個人

風格鮮明等都是提高部落格點越率的重要因

素。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Aiz47/record?r1=2&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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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羿綺

（2008） 

以動態能力觀點探討

企業部落格關鍵成功

因素 

企業部落格的七點商業應用價值：商品行銷、

建立客戶關係、思想領導、危機處理、產品和

客戶服務、知識管理、內部溝通。部落格可以

立即反映顧客的需求，使得企業可以能即時地

了解到商品、管理、行銷上所欠缺的部分，並

即刻透過內部組織協調與學習來修正問題。部

落格中的評價意見功能有助於建立消費者與

企業之間的信賴關係。 

陳淑貞

（2010） 

高人氣部落格關鍵成

功因素 

以六大領域傑出部落客為訪談對象，進而得出

十六項關鍵成功要素：專業優勢、勤於更新、

懂網路行銷、人格特質、內容精彩、與人互動、

善用社群、舉辦活動、工作經驗豐富、行動力、

定位明確、熱忱恆心毅力、多接收資訊、隨時

記錄、不停地動腦、增加聯想力。另高人氣部

落客具有以下的人格特質：被信任感、樂於分

享、有話直說、熱心熱情、幽默、創新、交友

廣闊、企圖心。 

羅應浮、陳

淑瑜、余嘉

苓（2010） 

探討班級部落格之成

功因素 

良好的班級部落格設計，可以有助於留住學

生，如何透過部落格平台協助、教學、提供資

訊、紀錄班級生活等，需要一套完整的評量機

制。班級部落格經營成功的關鍵要素三大面

向：經營內容（內容豐富性、完整度、整合性）、

部落格本身（見夠迴響環境、管理檔案系統）、

班級經營（師生互動平台、多元學習管道）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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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超（2012）以「圖文部落格關鍵成功因素」為名發放問卷，共發放 571 份並成

功回收 571 份，惟因網路問卷容易產生觀念無法釐清之限制，其中有效問卷僅 220 份，

有效比率為 38.53％；有效問卷中男性與女性的人數分別是 125 人與 95 人，而男女的比

例為 1.31；1。 

    經過問卷分析比較結果，有效問卷中年齡層最多分布在 21～30 歲（49.090％）之間，

教育程度以大學（53.182％）為多數，而職業以商業領域（28.636％）最多，居住地最多

分布在北部（55％）。 

    統計結果顯示，常觀看圖文部落客的觀眾，平均一天會花費 3～5 小時的時間瀏覽網

路，而主要鎖定收看的固定部落格都在 3 個以下；而接收新部落格的管道多來自於社群

媒體、親友分享、搜尋引擎等方式。 

  該研究最後訂出了七點建議，以用於成功地經營一個部落格： 

(一) 由於部落格的主要收看客群集中在年輕人與青年，故部落客宜時常舉辦網路或

現實的聚會活動，強化與讀者間的互動，建立順暢交流溝通管道。 

(二) 圖文部落格以圖像進行溝通，故維持圖像的精緻度相當重要；要維持一定的畫

風與創作品質，並配合主題提出相對應的圖像作品。 

(三) 除日常生活或談笑性質的內容，若能有實用價值的主題，可以增加觀賞者的興

趣；唯是否感興趣及是否具有實用價值，端看觀賞者個人的主觀認定。 

(四) 具有面對批評的勇氣，部落客難以兼顧每個讀者的想法，必然會收到負面的批

評指教；然而部落客是否能以有智慧的方式化解負面的評價，則是部落客很重

要的課題，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其他讀者的觀感。 

(五) 讀者觀賞圖文部落客的樂趣之一在於享受生活中的樂趣，但每篇文章都兼顧趣

味性實在是部落客的一大挑戰；故可將生活中所遭遇到的趣事記錄下來，待需

要之時即有創作主題能夠使用。 

(六) 發布新的文章時最好能有與讀者間的良好通訊管道，即時通知新文章發表的消

息；故若能按照固定的發文時間、發文頻率來發表文章，將有助於鞏固死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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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族群；另外也可開放部落格接受訂閱，更能即時地通知讀者有關更新的消

息。 

(七) 圖文部落格的觀賞族群很多時候也是熱衷於繪畫創作的人，觀者會私下交流部

落格，並透過相互關注來結交具有共同嗜好的朋友；故部落客能舉辦活動，除

了拉近與觀賞者之間的關係，同時讀者間也可以相互進行交流，認識具有相同

喜好的朋友。 

 

三、相關研究對本研究之助益與影響 

    以部落格／部落客為關鍵字，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進行論文標題搜尋，

扣除同一題名中重複使用了「部落格」及「部落客」兩個關鍵詞，分別得到部落格相關

文獻 736 筆、部落客相關文獻 57 筆，然而其中與本研究最具有直接關連的僅上述二篇；

這樣的狀況顯示出部落格的相關學術研究中，研究者並未將重心放在探究圖文部落客的

創作面向上，誠如花筱苓（2011）的研究中顯示，部落格相關研究多著重在部落格經營

管理、部落客之社會互動、部落格商業化等範疇，與本研究切入的研究面向不同，故這

樣的現象雖使得本研究之可取得研究資源稀少，但同時賦予了本研究創新且獨到的價

值。 

    本研究探究創作者本身的個人定位、創作歷程、部落格的經營策略、衍生的商業收

益等，屆時花筱苓（2011）及林子超（2012）研究中提及之成功部落格應具有的特色等，

有助於研究者在深度訪談研究個案時制定因應的訪談提問。 

 

第四節 文獻探討與本研究問題之關係 

    本研究係屬新興的議題，較缺乏直接相關的前人研究可供參考，故僅能以拆解的方

式去探究與本文相關的子議題的研究結果，並從中整理、篩選出適合本研究使用之學術

資料。總結上述三節所探討的不同文獻資料，以下表來顯示相關研究隊於本研究具有何

等程度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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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文獻探討與本研究關連比較 

文獻類別 文獻數 研究重點 對本研究助益 關連性 

科技發展與

數位藝術 
6 

探討新媒體藝術的現

況與趨勢演進，提及

所遭遇到的困境，並

試著找出改善的方法

建議；分析現有的新

媒體藝術展覽現況與

教育現況，推敲出未

來的可能趨勢。 

本研究是強調以「電

腦繪圖」作為創作手

法的數位藝術家，所

著重的部分在於藝術

家的創作表現，故相

關學術研究的助益不

大。 

弱 

素人創作 

樸素藝術 
3 

探討不同素人藝術家

的創作生平，作品介

紹、風格平溪，進而

探究其創作對生活、

對社會的教育意涵。 

本研究亦是探究素人

藝術家之創作生平與

作品蒐集分析，故此

相關研究具有極高的

參考價值；唯最大的

不同點在於藝術家的

年齡及教育程度。 

強 

圖文部落格

相關研究 
2 

探究圖文部落格之成

功因素，分析成功的

部落格所具備的特

質，以及如何型塑出

成功的創作者個人品

牌。 

本研究主要探究創作

者生平及創作歷程，

經營管理及品牌形象

並非重點，相關研究

仍具有必要的參考價

值，但並非本研究的

核心議題。 

中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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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整了三大面向的學術理論研究後，與本研究最直接相關為第二節關於素人藝術的

理論探究，本研究旨在探討網路數位創作的圖文部落客之創作生涯歷程與作品呈現，故

此相關研究對本研究有著相當重要的參照依據。 

    第一節針對數位藝術的學術探討與本研究相去甚遠，相關研究多在分析數位藝術的

趨勢與演變，探究其未來的發展性與多元性，然而本研究中與數位藝術相關連的部分在

於，延就個案是以此為創作手法，並未將探討數位藝術未來發展性當成本研究之重點，

故與其相關的學術論述對本研究實質上助益不大。 

    第三節歸整為探究圖文部落客的相關學術研究，然而國內相關的研究數量不多，能

夠做為參照的依據數量也相當有限，而所蒐羅的兩篇研究並非在探討部落課本身的創作，

而是以行銷、經營管理等方面來評判部落客的成就；本研究將依此來分析個案於數位藝

術的創作上，是否具備了成功部落客的特質，故該節的相關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但同樣也並非本研究之關鍵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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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一質性研究（case study），研究本身在探討知名圖文部落客「鼻妹的廢話

亂畫」作者，同時也是三本圖文暢銷書作家鼻妹（網路化名）的創作過程、個人特色、

作品風格、作品資料彙整等。研究者運用訪談、資料蒐集等研究方法，透過這些資訊來

分析鼻妹的的創作主題、繪畫風格、作品評析、生命歷程、創作的契機等等，同時研究

中會訪談到鼻妹的藝術教育背景、如何進行創作以及其創作帶給她怎樣的經濟效益。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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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對象 

一、研究方法 

    此份研究使用「個案研究法」來進行，個案研究法的概念草創於美國哈佛大學，是

指針對「單一」個案（case）進行深度且縝密地全面性探究，用於醫學與法學的領域之

中，以了解病患和罪犯的詳細資料。個案調查是對研究的對象進行深入且細膩的調查方

式，其主要作用在於詳細描述、記錄某一具體對象，以期了解事物的脈絡、演變發展的

全部過程（袁方，2002）。本研究以深度訪談及文件蒐集為主要進行方式。 

(一) 深度訪談： 

    透過訪談的過程了解並紀錄創作者的創作背景、生命故事、從事藝術創作的契

機、藝術教育的背景、如何學習電腦創作的專業技巧、如何看待其創作作品等。透

過訪談來引導創作者進行思考，去探究其創作的藝術價值與商業價值。圖文部落格

以圖像進行溝通，故維持圖像的精緻度相當重要；要維持一定的畫風與創作品質，

並配合主題提出相對應的圖像作品。 

(二) 文件蒐集： 

    為了輔佐訪談能順暢地進行，同時有助於往後其他研究者資料查詢使用，故採

用文件蒐集的方式，蒐集並編列創作者自 2009 年開始創作之後的圖檔資料，鑒於創

作者是以電腦繪圖的方式進行創作，故其所有作品多為數位化呈現，有助於資料的

彙整及傳播。本研究蒐集「鼻妹的廢話亂畫」中自 2009 年 5 月 15 號刊載於網路部

落格「無名小站」（已停用）今已轉載到 Pixnet 痞客邦的第一篇作品為開始，乃至

本研究完成前最後一篇的作品，將數以萬計的繪圖圖檔以編年編目的方式彙整。 

 

二、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對象為 1988 年出生，畢業於東海大學資管系，現年 28 歲的網路圖文部落

格作家「鼻妹」。個案的挑選主因是研究對象為研究者的親表妹，個案與研究者從小一起

長大，且研究者一路支持其網路上的圖文創作，親近且熟悉的親屬關係使得研究對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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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輕鬆自在地接受訪談，無拘束地將其內心真正的想法表達出來。 

    「鼻妹」為創作者 2009 年無心插柳所創作出來的角色，在當時圖文部落客層出不窮

的環境之下，以強烈的個人特色以及無厘頭的作品內容，迅速攏絡了廣大讀者群的關注。

在本研究進行的同時，「鼻妹的廢話亂畫」Facebook 粉絲專頁受到了十多萬粉絲的關注，

同時其位於痞克邦網站上的部落格更是已累積了八百萬的瀏覽人次。 

 

第三節 研究實施 

    根據研究架構，研究者為使研究流程清楚明確，故在制定研究流程圖時將整個研究

計畫劃分成：前導階段、正式階段、完成階段三個部分的研究設計。在前導階段為資料

蒐集準備的階段，為了解此研究所需要的相關知識，進行有關文獻的蒐集、整理、閱讀，

以助於研究者能了解研究場域；正式階段則著手進行研究，包括研究對象訪談、創作作

品蒐集等部分；最後的完成階段則是將田野調查後所得出之結果進行彙整、編列，並對

應先前的文獻理論進行資料整理、編寫。其詳細的研究流程圖如下： 

 

圖 2：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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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導階段：研究前準備 

    本階段包括了研究相關的文獻資料彙整、選定研究對象、訂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三個部分。 

(一) 文獻閱讀： 

    為了研究的順利進行，研究者於前導階段的準備中，首先進行了相關文獻的閱

讀。文獻的搜羅方式以放射狀的概念進行蒐集，先透過國家圖書館之全國碩博士論

文資料庫蒐集相關的論文，再從相關的論文中找尋對應的參考資料（出版品、期刊、

參考論文），進一步閱讀後摘選出與本研究最適切相關的文獻資料進行整理。 

(二) 挑選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的挑選雖起因於研究者地緣、人緣之便，但研究對象必須切合本研究

宗旨所訂定的幾個目標特點： 

    1.樸素藝術創作者：非接受正規藝術訓練出身之創作者。 

  2.圖文部落客：透過電腦繪圖方式，在網路平台進行作品創作及分享。 

  3.具有個人經濟效益：其作品有出版、產業合作等相關衍生經濟效益。 

(三) 研究問題與目標的訂定： 

    經由研究相關文獻之後，規整出本研究所追尋之研究目的，即透過此項研

究後，研究者所得到怎樣的研究成果作為目標；並從相關研究中取用、剔除所

需及不需的訪談題目，以便於在訪談過後能有效地完成研究目標的執行。 

 

二、正式階段：正式研究的進行 

    研究正式進行的階段包括了訪談題目的確立、正式進行訪談、相關創作作品的蒐集、

作品資料的建檔編碼等工作。 

(一) 訪談題目的確立： 

    訪談是個案研究中最重要的環節，如何進行以期能收益到最大成效，將是制定

題目前所應審慎思考的問題。研究者依照受訪對象的相關資料，及所針對之研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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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來草擬訪談綱要，再經過專家建議後予以修改、刪減。 

    本訪談大綱先後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所博士班研究生四名檢核，四名專

家分別為：任教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的劉老師、任教於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藝術組的謝老師、任教於臺北市立大同高中的陳老師、專攻於藝

術教育及藝術行政領域的博士班研究生彭學長；經過專家評析後再與指導教授進行

最後討論校訂，審慎修正後之訪談綱要內容示於下表： 

表 13：訪談題目大綱 

訪談重點 1 鼻妹的學校教育與藝術教育背景─歷程/興趣/教師/校外學習 

1-1 請談談您的求學歷程？您的最高學歷是哪一間學校？ 

1-2 求學時期，學校藝術課程的上課內容與方式如何？對於您的藝術創作有什麼影

響？ 

1-3 學校藝術課程種類有哪些？最喜歡或不喜歡哪些科目？為什麼？ 

1-4 請問您是從何時開始對藝術創作產生興趣？你的藝術創作當時有得到老師的鼓

勵嗎？老師對你的作品看法？哪一位老師影響你創作最多？ 

1-5 是否有接受過學校以外的藝術教育訓練呢？是在什麼時候？是什麼樣的課程

呢？ 

訪談重點 2 鼻妹的家庭背景與成長環境─家庭環境/家人與學習 

2-1 可以談談您的成長環境嗎？ 

2-2 家庭是否有提供您藝術創作的環境呢？家庭成員對你從事藝術創作的看法？ 

2-3 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藝術？是什麼類型的藝術呢？您認為當時所接觸的藝術是

否影響了您今日的藝術成就呢？ 

2-4 您認為家庭生活是否影響了你的創作呢？家人是否會出現在您的創作之中？可

以簡述作品中對於家中成員的描述嗎？ 

訪談重點 3 藝術創作的方法與媒介─模式/媒材/其他技能 

3-1 可以描述你的創作過程嗎？使用什麼樣的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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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為什麼會選擇（數位工具）繪圖版進行網路創作？您是如何開始接觸電腦繪圖

的呢？ 

3-3 您認為使用電腦繪圖與傳統繪畫的差異為何？為何不使用傳統作畫的方式呢？ 

3-4 請問資管系的專業訓練對於您的網路創作有什麼影響？ 

訪談重點 4 藝術創作的內涵─內容/角色/發想/風格/特色 

4-1「鼻妹」這個角色是怎麼樣創造出來的呢？您會如何形容「鼻妹」這個角色的

性格？她與您本人的個性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4-2 您作品的內容是以什麼主題的創作為主？作品的內容是如何發想呢？靈感的來

源是什麼？請舉例。（例如時事、生活經驗、自己的原創） 

4-3 您會如何描述自己的插圖繪畫風格？ 

4-4 您的作品中常出現「阿滿」、「Gary」及「阿鼻桑德羅」三個角色，可以解釋您

與這三個角色的關係是什麼？而這三個角色的性格或定位分別又是如何呢？ 

4-5 從構思到進行創作到完稿，大約會花費您多少時間呢？ 

訪談重點 5 藝術創作的瓶頸與困難─障礙/克服/調整/修正 

5-1 創作過程中是否有遭遇過創作瓶頸？ 缺乏靈感時您會怎麼解決？ 

5-2 創作過程中面對過什麼樣的困難？如何克服？得到了什麼樣外在因素的幫助

呢？ 

5-3 曾經有因此想要放棄的念頭嗎？ 

5-4 您在創作初期（2009 年 8-9 月間），曾經有一個月的時間都沒有創作，請問您

還記得當初的情況嗎？ 

5-5 您文中曾提及自己經歷了一年左右的低潮期，可以分享一下這段時期的心情

嗎？ 

訪談重點 6 網路創作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收益/合作/銷售/出版 

6-1 從事網路創作的初衷是什麼？您曾經想過自己的作品會一炮而紅嗎？ 

6-2 這些網路創作替您帶來了什麼樣的經濟效益呢？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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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許多廠商曾找您合作，有哪些合作經驗令您比較印象深刻的呢？請舉例。 

6-4 您目前已發行三本暢銷書及一本新作，可以談談出版社與您接洽的經驗嗎？請

您分享這四本著作的創作內容是什麼主題的作品？靈感是如何發想的呢？ 

6-5 廠商找您洽談，將您的創作設計成 LINE 的貼圖販售，可以請您談談有關這部

份的經驗嗎？廠商的想法與您本人的創作風格是否有所衝突？ 

6-6 請問已經開始籌備下一本著作了嗎？能概略介紹一下可能是怎麼樣的作品呢？ 

訪談重點 7 部落格的經營維繫─經營/互動/優勢 

7-1 您目前網路平台的經營狀況如何？如何經營？有哪些方法或策略？ 

7-2 什麼樣類型或主題的作品得到的讀者反應比較好呢？ 

7-3 您與讀者間的互動良好嗎？對於讀者的評論是否都會回應呢？您是透過什麼方

式來保持瀏覽人次呢？  

7-4 您期望自己的作品傳遞給讀者什麼樣的內容價值？ 

訪談重點 8 近況與未來展望─發展走向/期許/規劃/改變 

8-1 您曾經以圖文作家為志向，目前以網路部落客作為主要職業嗎？ 

8-2 對網路部落客這個工作的看法，未來的發展性為何？ 

8-3 未來會有計劃設計新的角色或發展新的創作的風格？ 

8-4 對未來的創作生涯有什麼期許？是否會有其他的計畫？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二) 正式進行訪談： 

研究者透過網路瀏覽及實體書閱讀的方式，對於訪談對象的作品創作已有了初

步的概念，為了深入了解訪談對象的作品真實價值，故除了自行解讀作品外，與研

究對象的深度接觸必能有助於此。 

    周平、楊弘任（2007）的集作中收編了多位學者對於質性研究的看法，其中林

本炫（2007）表示，訪談一般可以分為三類：結構化的訪談、半結構的訪談、無結

構的訪談，而後二者即為深度訪談。結構化的訪談為編列題目後發放問卷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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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對一的方式取得受訪者的資料；無結構的訪談則是沒有訪談大綱，能讓受訪者

天馬行空地表達自身想法；而半結構式的訪談乃制定訪談大綱，但仍能使受訪者自

在地表達其意見看法。本研究以半結構式的訪談為主，雖編列了大綱並無法確保受

訪者能全然按照大綱編列順序回答，但相較於無結構的訪談來說，半結構式訪談的

談話順序較容易掌控，且事後訪談資料整理編列上也較為容易，故權衡之下後以半

結構的方式進行。 

(三) 相關作品的蒐集與資料建檔： 

質性分析中受訪者相關資料之整理相當重要，資料蒐集、建擋與深度訪談同時

間進行，並無先後順序之別。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為：「個案的數位作品」、「個案

的出版作品」、「個案訪談」三個部份。 

  1.個案的數位作品 

    個案的數位作品包括發布在 Pixnet 痞客邦部落格中之圖文日記、Facebook 粉絲

頁上的圖像創作及影音作品、廠商合作創作（例：LINE 貼圖）。 

  數位化的資料雖能自研究對象取得，唯考量電腦繪圖原始圖檔的容量巨大不易

資料整理，故獲得個案的同意後，利用電腦螢幕擷取的功能進行資料的蒐集。 

    (1)Pixnet 痞客邦圖文日記： 

    部落格圖文日記因同時具有文字及圖像創作，唯本研究是針對圖像作品而非文

案內容，故使用螢幕擷取的方式將文章中的圖像摘錄下來，該篇文章中的數張圖像

創作會依照日期及序號逐一編列，例如：2009.05.15-1、2009.05.15-2、2009.05.15-3…，

另外該篇文章的標題及內文摘要會以附註的方式進行編列；另若創作者於同一日期

發表多於一篇的文章時，則在該日的整理中加註「#」符號來區分同一日期之不同文

章，例如：2016.04.04#1-1、2016.04.04#2-1，此即表示創作者於 2016 年 4 月 4 日發

表了兩篇創作文章。 

    (2)Facebook 粉絲頁圖像作品： 

    研究對象於「鼻妹的廢話亂畫」粉絲頁上所上傳之圖像作品都是單一圖像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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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簡略文字敘述的方式呈現，故同樣以螢幕擷取的方式摘錄圖像作品，並依照上

傳日期予以編號，另外將敘述圖像的文案附註於備註欄。 

  2.個案的出版作品 

    研究對象目前已出版的出版品共三冊，分別為「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養成圖文誌」、

「我決定放棄減肥-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養成圖文誌 2」、「Gary，你為什麼不愛我？：

歐巴桑少女鼻妹的無悔貓奴日記」。鑒於出版品牽涉到與出版社之間的版權問題，故

以掃描封面的方式編列建檔，印刷品的內容則不會記錄於本研究中。 

  3.個案訪談錄音檔 

    在訪談進行的時，利用數位錄音筆同步錄製，並準備紙筆隨時將訪談中需特別

注意的部分註記起來。訪談結束後遂將訪談內容輸入為訪談逐字稿，訪談逐字稿除

逐一鍵入受訪者的一字一句外，同時標明訪談時間、訪談地點、訪談對象；另外錄

音檔也依訪談大綱所訂定之八項訪談重點，而每一重點再細分成數個子題，依照編

號分別儲存成數個錄音檔案，並燒制成光碟作記錄。 

    錄音資料記錄的方式則是以訪談日期加上訪談大綱架構來編碼，例如「訪

2016.05.07#2-4」即表示訪談日期為 2016 年 5 月 7 日，該份錄音資料記錄為訪談大

綱中，第二個訪談重點之下的第四個子題。 

表 14：資料編碼示意 

資料類別 資料代碼 代碼意義說明 

個案的數位作品 

（部 2009.5.15-1） 

鼻妹於 2009 年 5 月 15 日刊載於

Pixnet 痞客邦日誌中的第一張圖

像 

（粉 2009.11.29） 
鼻妹於 2009 年 11 月 29 日刊載於

Facebook 粉絲頁上之圖像 

（貼.LINE-1） 
鼻妹於 LINE 官方貼圖上，貼圖作

品第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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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出版作品 （著 2014.10.09） 
鼻妹於 2014年 10月 9日發行的第

一本印刷出版品 

個案訪談錄音檔 （訪 2016.1.15#1） 
2016 年 1 月 15 日訪談研究對象鼻

妹的逐字稿，第一部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個案的訪談內容會適度地引用於本文的撰寫之中，為使閱讀者能輕易閱讀，故引用於

個案訪談的內容會加以縮排，變更字體為 12 字級的標楷體，並於引文末標註該段訪談內

容摘錄自哪一段訪談錄音檔案。 

 

三、完成階段：研究論文整理與撰寫 

    在完成階段的部分，由於是單一個案的質性研究，故首先先將訪談逐字稿給完成，

反覆核對錄音檔以避免任何的誤漏。確認逐字稿的部份完整無誤後，將作品資料的編列

重新審查，接著對應訪談內容與研究對象之作品表現，確立研究正文的分目條綱之後，

開始依照排之正文主題順序逐一寫作，遂將此研究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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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分析與探討 

    本章節為研究個案刊載於各領域之創作作品的整理與分析、詮釋，將不同平台上刊

載的創作分別整理彙編於附錄二至附錄五之中，為使文章撰寫上能更易於閱讀，也避免

同樣的資料重複記錄，故於本章節的內文撰寫中，若引用任一已編列於附錄二至附錄五

之中的圖像創作，則該圖或該表不另外建檔於頁首目錄的圖次或表次之中，僅註明使用

之圖像出自於哪一份附錄之中。 

 

第一節 個案作品分析 

一、個案創作作品蒐集範圍界定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西元 1988 年出生，現年 28 歲的網路部落格圖文創作者「鼻妹」，

創作者自 2009 年開始創作至今，累積了無數的網路圖文作品；創作生涯中受到許多廠商

的青睞，在現今的網際網路時代，創作了無數的合作邀稿圖文作品，舉凡各知名廠商、

新聞媒體、出版刊物等，各式各樣的合作邀約不斷，也刊載於各式平台之上，諸如蘋果

日報、國語日報等。 

    各合作之圖文作品刊載處各有不同，幅圍廣袤無法一一取得，研究者於整理作品時

窒礙難行，故本研究僅著重於創作者「鼻妹」本人所經營之網路空間及公開發行的創作

作品。作品整理內容包括： 

(一) 刊載於網路部落格空間 Pixnet 痞客邦上的圖文創作。 

(二) 發表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上的圖像作品。 

(三) 與三家出版商合作發行出版的實體著作。 

(四) 於 LINE 聊天程式中出版的創作者原創貼圖。 

    唯網路部落格空間 Pixnet 痞客邦上的作品於整理時略有爭議，因廠商合作的邀稿創

作文章，依照刊載的方式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別： 

(一) 主要刊載於合作廠商的網頁平台上：此類型文章多為宣傳合作廠商的活動、引

導觀賞者前往瀏覽合作廠商的網站等。 

 



 

43 
 

(二) 刊載於創作者經營的網路平台上：此類型文章多為合作廠商的產品介紹、創作

者個人體驗經驗等。 

    前者因為主要是希望引導讀者前往合作廠商的網路平台，故創作者僅於自身經營的

部落格上釋出該文的部分創作，期許讀者能連結至廠商的網頁繼續觀賞完整的合作邀稿

作品。 

    於創作最初期，「鼻妹」使用的創作平台為當時網路部落格的龍頭網站「無名小站」，

然而「鼻妹」進行數年的創作之後，無名小站於西元 2013 年 12 月 26 日終止使用，故

2013 年 12 月 26 日之前刊載的文章，透過無名小站所提供之文章轉移之功能，全數移至

當前使用中之「Pixnet 痞客邦」網路空間；雖然文章轉移表面上看起來相當成功，但仍

然有些許的問題存在於其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即部落格中的網站外部連結全數失效；

故前述所提及刊載於合作廠商的網頁上之邀稿創作，因為外部連結失效使得研究者無法

取得相關資源，為此該類別的合作作品僅能整理創作者「鼻妹」分享於自身經營的部落

格中的部分創作，無法將整篇合作邀稿文章完整整理出來，為一美中不足之憾事。 

 

二、創作作品分類解釋 

(一) 作品類別與判定標準： 

    創作者「鼻妹」於 Pixnet 痞客邦上所經營的部落格名稱為「鼻妹的廢話亂畫─歐巴

桑少女的繪圖日記」（網址：http://bimay.pixnet.net/blog）。本研究之附錄二即整理自此部

落格，雖痞客邦部落格設有文章分類整理之功能，然而經研究者造訪該部落格後發現，

創作者「鼻妹」雖試圖將自己的圖文創作畫分為八類，文章分類包括：「阿鼻桑德羅上菜」

（6 篇文章）、「良心發現篇」（3 篇文章）、「憤世嫉俗類」（0 篇文章）、「便宜沒好貨類」

（2 篇文章）、「反指標穿搭類」（2 篇文章）、「不專業開箱文」（3 篇文章）、「影劇廢話類」

（11 篇文章）、「未分類文章」（747 篇文章），然而實際上並未落實文章分類之成效。 

    從上述觀察中可以發現，不論創作者的立意考量為何，其部落格中之文章多數都被

劃分於「未分類文章」之中，故為了學術研究中資料整理與呈現上之明確性，研究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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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閱讀每一篇文章之後，依照創作內容、文章標題及內文逕行規整為十五個類別的文

章，以下為分類類別及內容判別概述： 

1. 生活雜記：多數文章規整於此分類之中，因創作者的個人文章定位為「廢話亂

畫」，故舉凡生活中大小瑣事、隨手創作、個人閒談、閒話家常等，不能具體

規類至其他文章類別下的圖文創作；甚至同一篇文章中包含三個以上文章分類

的創作作品，為求整理上之便利，故皆歸納於此大分類之下。 

2. 社交生活：文章內容是以與朋友相關連為主，包括創作者自己與朋友的互動、

朋友轉述的趣聞、人際間的相處應對之道、參與朋友聚會、分享朋友的性格或

事跡等。 

3. 觀賞經驗：文章內容旨在分享自己觀賞電影、電視節目、卡通動畫、音樂錄影

帶、書籍，或是參訪展覽、欣賞演唱會或是劇場演出等的個人心得。 

4. 家庭生活：文章內容牽涉到家庭成員、生活習慣、相處模式、與基隆老家相關

連的文章等。 

5. 住宿生活：文章提及自己在外租屋的經驗，包括住宿時遭遇到的大小事情、添

購用具、與室友阿滿的相處之道等文章。 

6. 個人興趣：文章純粹分享創作者本人的興趣、嗜好、喜歡從事的新活動，甚至

包括個人的特殊癖好等內容。 

7. 出外旅遊：文章主要分享自己出外的旅遊經驗為主，介紹旅途中所見所聞、趣

聞逸事、出遊準備、景點介紹等文章。 

8. 貓奴生活：文章主要在談飼養的愛貓 Gary 的飼育心得，包括如何與愛貓互動、

糟遇到的困難、觀察愛貓的行為等文章。 

9. 機車族誌：機車為創作者於臺中生活時主要的交通工具，文章內容以騎車時遇

到的各式狀況、機車維修保養、機車配件購買挑選等為主。 

10. 社會關注：創作者以關注社會時事的「憤青」自居，故探討社會問題、批判時

事、參與社會運動、關注臺灣及世界大事等文章內容，皆分類於此一類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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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求學經驗：文章內容在於分享自己人的求學生活，主要是以高中、大學時期的

經驗為主，分享考試經驗、讀書問題、升學過程、學校生活、同儕互動等內容；

唯國中以下的求學相關文章，分類於「童年回憶」之內。 

12. 童年回憶：分享自己童年時期的生活經驗、學校生活為主的文章，文章內提及

的年齡多以國中以下為主。 

13. 情感抒發：文章內容純粹是創作者個人內在層面的情感表達，表示內在的感嘆、

遇事而有感而發、受到刺激表現出情緒起伏等。 

14. 東買西買：文章內容為購買商品的使用經驗、挑選商品的方式、過程、遇到的

各式狀況，舉凡與購物相關或是商品的開箱文等皆屬此類。 

15. 工商合作：特定廠商堤出的合作邀約而創作的文章，旨在試吃／試用廠商的新

產品、分享合作單位的活動、宣傳特定事項等。 

(二) 研究分類困難： 

  研究者雖試圖將「鼻妹」的部落格文章細分為十五類，在實際執行上卻有些窒礙難

行的部分，即因有些文章的屬性會有所重疊：例如「貓奴生活」的文章常與「住宿生活」

相關、而「童年回憶」的生活常與「求學經驗」或「家庭生活」有所關連，故在類別的

畫分上有時會遇上灰色地帶。 

    另由於創作者習慣「一文多用」，在同一篇文章中以分界線的方式，於文章內分成數

個不同的主題，例如同一篇文章可能同時包含了「觀賞經驗」、「住宿生活」及「貓奴生

活」的內容，故研究者僅能依照主觀判斷來將該文歸類；判斷的依據按照優先順序如下： 

1. 內文中所占有最重比重的分類：依照該文中的圖像創作所佔的篇幅來劃分，將

該文分至內文中比重最重的類別之內。 

2. 與標題最相關連的分類：倘若內文中各類別的創作數量相近，則依照創作者的

標題來判斷，挑選最合適的文章分類來編納。 

3. 編入「生活雜記」之中：若不幸無法依照前列兩點規則進行判斷，則將該文視

同為生活中瑣事紀實，因而收編至較為攏統的「生活雜記」類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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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中重要角色 

    創作者的部落格創作作品中，陸陸續續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角色，包括家人、同學等；

而其中又以四個角色為創作重心，分別反應創作者個人特質的主角「鼻妹」、室友「阿曼

達／阿滿」（於 2010 年 4 月 28 的文章後，多使用阿滿來代稱室友）、愛貓「Gary」、虛構

角色「阿鼻桑德羅」。 

    研究者以下表整理出四個角色的介紹與評析，而下表中所使用之角色圖像為研究者

自附錄二的圖庫中任意挑選，僅以清楚易辨識為考量，並未有任何特定之挑選機制，也

不另標記使用之圖片截圖的存檔編號。 

表 15：個案所創作之四大要角介紹 

圖像 名稱 
與創作者的

關係 
角色性格與設定特性 

 

鼻妹 創作者本人 

主角、衝動、大而化之、脾

氣不好、有些憤世嫉俗、身

型圓潤、歐巴桑 

 

阿滿 室友 
冷靜、沒什麼情感、理性角

色、重視保養與健康 

 

Gary 寵物 
個性很好、稍嫌高傲、偶有

不削的態度、膽小畏懼 

 

阿鼻桑德羅 
鼻妹的衍生

角色 

義大利人、衝動火爆、做菜

豪邁、神經大條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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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角色的性格與特性，個案表示主角「鼻妹」的概念是來自於自己的突發奇想，

認為鼻子是自己五官上很鮮明的特色，而挑選「鼻」為腳色設定的主要特徵，而為求使

角色能展現親和力，故仿效知名女歌手張惠妹小姐的外號「A-Mei 阿妹」，取用「妹」這

個字與個人特徵做結合，方產生出了創作的主人翁「鼻妹」一角。而鼻妹的性格比較衝

動魯莽、脾氣暴躁，做事情總是顯得毛毛躁躁，表現了鮮明的外向性格，強化了創作者

稍嫌害羞內向的個性。 

 

        跟我本人的個性的話，我覺得應該是蠻像的，但我沒有她那麼外向的感 

    覺，我本人比較內向一點，對，那她就是會畫出我比較瘋狂的那一面這樣。 

    （訪 2016.05.07#4-1） 

 

    對於個案來說，鼻妹這一角除了反應自己的性格，更重要的是將此角色作為反映自

己說不出口的內心話的窗口，雖然最主要仍是反應創作者本人的性格，但「鼻妹」一角

所呈現出的人格特質則更加地鮮明。個案認為自己相當具有歐巴桑的性格，不修邊幅、

斤斤計較、意見很多等，所以總是以「歐巴桑少女─鼻妹」來戲稱自己的角色定位。 

    室友阿滿則是個案從大學時期開始，就一同在外共同租屋同住的室友，迄今已共同

生活近十年的時間，以個案現年 28 歲的年紀來換算，阿滿佔據了個案大約三分之一的人

生，所以除了家人以外，室友阿滿是最了解個案的人，甚至與個案的互動頻繁性遠大於

個案的家人；這也不難想像室友阿滿為何會在個案的創作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個

案表示阿滿的性格相較於自己來說，更為沉著冷靜並能合理分析問題，在個案有疑惑的

時候能夠是展明燈，在創作遇到瓶頸時也能協助提供意見，甚至扮演著心靈導師的角色，

以下是個案於訪談時對室友阿滿做出的評價。 

 

        阿滿是我的大學的室友，那以前大學的時候就…就一直一直常靠著她罩 

    我這樣之類，所以…欸…因為我都是畫生活鎖事，所以一定都會畫到她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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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關係就是室友這樣，然後會幫我…請她幫我做一些打雜的事情這樣。阿滿 

    的性格應該是屬於比較冷靜一點，然後可能會講話就很冷靜沒什麼情緒這樣， 

    但是可以很理性分析這樣。（訪 2016.05.07#4-4） 

 

    愛貓 Gary 是個案與室友阿滿一同飼養的一隻波斯貓，從飼養 Gary 開始，兩個人的

性格與生活習慣都逐漸被影響，生活重心變成常會以 Gary 為重，甚至短暫的分別也令他

們感到難受，成為了不折不扣的「貓奴」。而愛貓 Gary 的性格較為膽怯，很害怕出門、

懼怕陌生人，只要注意到個案準備要帶他出門時，總是迅速地躲藏到抓不到的地方；然

而這般膽怯的 Gary 其實是一隻很容易去控制的貓咪，只要覺得自己處於很自在的環境之

下時，無論如何去戲弄他都不為所動，以下是個案於訪談時對愛貓 Gary 的性格分享。 

 

        Gary這隻貓應該是個性還算蠻好，但就是偶而會很不削這樣，也不給 

    人家抱，但是不會很壞啦！（訪 2016.05.07#4-4） 

 

    阿鼻桑德羅這個角色算是個案創作上的插曲，首度是出現於 2012 年 3 月 15 日的廠

商合作邀稿文章之中，當時以「妙廚鼻妹」這一名稱來稱呼，直到第二次於該年的 9 月

12 日另一篇合作文章中再次出現，才將其命名為「阿鼻桑德羅」，並開始逐步賦予他獨

到的性格。阿鼻桑德羅主要是一位廚師，所以出現的內容多以烹飪相關的文章為主，而

他的原型發想自主角鼻妹，只是更強化鼻妹本身暴躁易怒、性格衝動、不修邊幅的特徵；

口頭禪是「Barstardo」（義大利文，「混帳」之意），部落格創作中僅出現此句口頭禪，不

論阿鼻桑德羅於文中是開心或是生氣，都僅會用此句口頭禪來表示不同心情。阿鼻桑德

羅的角色設定受到關注，後來個案與網路漫畫平台合作進行創作，便將阿鼻桑德羅設定

成漫畫主角，進而發展出一系列長篇的網路漫畫連載。個案於訪談中也談論到了阿鼻桑

德羅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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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鼻桑德羅這個角色其實是我，以前好像是為了做某一個關於料理方面 

    創造出來的角色，只是想展現他是一個很會煮菜的一個角色，那其實也是從 

    「鼻妹」去分枝出來，造型也都一樣，只是再加一個鬍子；然後後來又另外 

    去延伸做了一個漫畫連載，那他的個性是…痾…是幫他設定成是義大利人這 

    樣，然後個性  就是很…欸，因為原本鼻妹已經很衝動，那他就顯示更衝動 

    然後更火爆，就可能比較白癡一點這樣，大概是這樣。（訪 2016.05.07#4-4） 

 

四、創作作品意涵 

    為研究進行、資料整理及內文撰述之便利，故本文於 Pixnet痞客邦部落格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所整理之創作作品，彙編創作者自最初的創作為始，以 2016 年 5 月 31 日的

作品為止的全數作品，以利數據整理及撰寫。 

(一) Pixnet 痞客邦圖文創作： 

1.創作統計整理 

    創作者起先的創作平台為「無名小站」，而於 2013 年 12 月 26 號無名小站關閉之後，

將創作內容移轉至「Pixnet 痞客邦」；其第一篇創作文章為西元 2009 年 5 月 15 日，題為

「我的第一篇廢話亂畫」的作品。 

    截至本文資料採集的最後期限 2016 年 5 月 31 日為止，最後一篇文章為 2016 年 05

月 26 日，題為「我就要你澎澎的，第一次做大阪燒就成功」的文章，整理之文章總數為

770 篇，詳細之部落格作品整理於附錄二之中（唯附錄二整理之資料多達 328 頁，為使

本文能精簡以便閱讀，僅摘錄附錄二中的前三頁以為示意參照）；附錄二所整理的文章內

容包括：創作日期、文章分類、文章標題、內文摘要、創作圖像截圖。 

表 16：各類別文章數量統計 

文章類別 數量 文章類別 數量 文章類別 數量 

1. 生活雜記 379 2. 社交生活 17 3. 觀賞經驗 40 

4. 家庭生活 17 5. 住宿生活 97 6. 個人興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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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外旅遊 19 8. 貓奴生活 20 9. 機車族誌 18 

10.社會關注 17 11.求學經驗 6 12.童年回憶 15 

13.情感抒發 14 14.東買西買 30 15.工商合作 80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研究個案「鼻妹」將自己的創作界定為「廢話亂畫」，即分享生活中的各種大小瑣事，

因此其創作文章以「生活雜記」佔有將近一半的文章數量，這部份完全在預料之內。僅

次於「生活雜記」為文章數 97 篇的「住宿生活」及文章數 80 篇的「工商合作」，接續為

文章數 40 篇的「觀賞經驗」及文章數 30 篇的「東買西買」。 

    由此可以了解，於臺中租屋的生活狀況對個案來說是很重要的創作發想來源，即使

分類於其他類別的文章，多數都會看到室友「阿滿」的身影；而於 2013 年 1 月 2 日的文

章中，提及了自己與室友已經共同飼養了家中新成員─愛貓「Gary」數月，自此之後的

文章，即使不是以談論貓咪飼養的經驗與趣聞，文章中的圖像創作仍大量出現以愛貓

Gary，而後「鼻妹」、「阿滿」、「Gary」及成為個案創作作品中最頻繁出現的三大要角，

時常會以這些既定角色來進行角色扮演，取代了原先預設的路人角色，更能增加讀者於

閱讀上的記憶點。 

    例如以 2013 年 6 月 28 日，題為「（邀稿）喵神探 GARY 推理劇場 feat.《魔法使夢

見完全犯罪?》」的合作邀稿文章為例，該文就將愛貓 Gary 擬人化設定為一名偵探，而鼻

妹一角於該文中扮演犯罪事件的罹難者，室友阿滿及阿鼻桑德羅則為嫌疑犯及兇手，以

創新的方式創作了一篇合作文章。（創作圖示意，詳細截圖資訊請參見附錄二） 

 

（引自附錄二 2013.06.28） 

    工商合作的文章於個案的部落格中也佔據相當多的篇幅，為數眾多的合作文章顯示

出廠商對於個案的重視，必須要是曝光率高、能達到宣傳效果的部落客，才會受到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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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睞，進而提出合作文章的邀約；提出合作的廠商相當多樣化，諸如女性用品、食品、

公益活動、家電產品、手工用品等，個案於受訪中也曾這樣表示有關合作廠商的看法，

並堤及此為自己收入的主要來源。 

 

        我們的圖案…那個…叫什麼啊…定位很重要！那我可能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一個，欸隨性啊、女性啊、然後可能是比較大咧咧的感覺，或是說很居 

    家的人啊；那常常會找我的廠商就是關於一些家用品，可能是衛生紙或是一 

    些零食，那可能女性產品也會找我，像是衛生棉這些東西這樣。那這些東西 

    主要是我的收入來源。（訪 2016.05.07#6-2） 

 

    2.創作數量比較分析 

    個案自 2009 年開始創作至今已經有了 7 年的創作資歷，統計個案每個年份的創作總

數後，得到以下的表格結果。 

表 17：個案各年份創作文章總數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文章數 74 145 136 125 89 56 42 113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從此表格中可以看出，個案的創作過程之中，以 2010 年至 2012 年這三年期間，所

產生的圖文創作總數最多；而 2013 年至 2015 年的三年期間，創作數量是逐年減少，甚

至遠比創作初始的 2009 年還要少。必須一提的是，2009 年的第一篇創作於該年的 5 月

15 日發表，因此該年度統計的 74 篇文章，是從 5 月份開始計算起；然而 2013 至 2015

年間，可供創作的時間是足足一整年的 12 個月份，在此相對比較之下，更能突顯出這三

個年份與創作初始年份之間的文章數量差異。 

    文章量之所以會有如此顯著的差距，經研究者判斷應與個案的創作時間不足有關。

歷時了三、四年的創作經歷後，個案累積了一定程度的讀者群，同時也獲得了相對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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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各式各樣的合作邀約不斷出現，也包括了來自於出版業的邀約。自 2013 年開始，個

案陸續出版了四本著作，對比於部落格文章總數較少的年份，不難推敲出因為當時必須

專注於印刷品的內容編寫繪製，所以必然減少了經營部落格創作的時間心力。若將各年

度的文章總數以折線圖的方式表現，更能顯示出部落格創作各年份間的高低峰差異。 

 

圖 3：個案各年份創作折線圖 

    值得注意的是 2016 年的創作數量與其他年份的比較，本研究所整理之資料以 2016

年 6 月份為最後編納期限，然而本年度的六個月期間，文章總數已經遠超過低峰期的三

個年份的文章數，甚至逼近了高峰期之一的 2012 年度；如此令人注目的緣由是，個案於

今年度的 1 月 7 日開始，為自己訂定了一個「百日連載挑戰」的目標，要求、敦促自己

連續一百天之內，每天都要進行創作，為的是找回自己當初設立部落格的創作初衷，同

時也希望養成讀者每日收看自己部落格的習慣，故這一時期的文章總數才會如此驚人，

而於訪談中個案也分享了自己對於百日連載挑戰的看法。 

 

        因為之前就是給自己一個挑戰，一方面也是再把那個部落格的人氣再拉 

    回來，所以我就是自己做了一個【百日連載挑戰】，那…就是…用意就是希 

    望說讀者說養成習慣，也許就會常常回來看這樣，那我就不會受到說 F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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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約，就是 FB的感覺比較像是他們 FB 要給…給觀眾看才給觀眾看，但是 

    部落格不會，如果是大家有養成習慣的話，他們自己就會回去看這樣。 

    （訪 2016.05.07#7-1） 

 

    雖然 Facebook 粉絲頁同為個案所經營的網路平台之一，然而從訪談的過程中可以了

解個案對 Facebook 的宣傳廣告手法頗有微詞，表示 Facebook 有自己挑選的獨到標準，

自己分享的創作也因為這樣的宣傳標準的限制，並沒有辦法通知道每一位自己的讀者；

因此個案才決意發起百日連載挑戰活動，為的就是重新找回讀者的關注，而不會因為

Facebook 的篩選機制，而於不經意間造成讀者群的流失。 

(二) Facebook 粉絲專頁圖像作品： 

個案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開始分享創作作品始於 2010 年 1 月份，迄今已累積 1138

件圖文的創作，詳細創作內容整理於附錄三之中；同附錄二之資料數量過多之問題，故

同樣僅以附錄三前三頁資料作為資料截取整理示意。個案於訪談中表示，Facebook 的創

作分享為立即性、正中紅心的作品，所以不一定有完整的故事內容可以說明，故附錄三

的彙編方式以年份來進行整理，並不似於附錄二能佐以文字說明。 

 

    FB這個網路平台就是掀起…就是起來，大家都在用這樣，那其實它有 

    點…我覺得有點改變了大家那種速食的方式，就是要一張圖而且要夠快就馬 

    上得到笑點，所以就是大眾口味的變化。（訪 2016.05.07#5-5） 

 

個案於 Facebook 上的作品類型大致可分為三大類型： 

   1.單幅圖像創作： 

    作品內容以一張單圖來發表，用於抒發心情、探討時事、社會觀察、閒話家常、慶

功喝采、純粹創作、工商合作、粉絲互動等；內容涉及的幅圍廣袤，各式各樣的議題都

能以單圖發表的方式呈現，型式多元也不拘泥於固定的表現手法，甚至於繪畫風格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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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固定的型式。以下以表格方式記錄，示意不同類型的創作於 Facebook 粉絲頁中的分

享。 

表 18：Facebook 單幅圖像創作示意表 

圖片 日期 類型 內容摘要 

 

2013.05.28 抒發心情 

認為一樣是鬼島，怎麼臺灣

沒有桃太郎可以出手相助

呢？ 

 

2014.03.19 探討時事 

自該日開始一系列創作，在

分享自己參與、支援太陽花

學運的心情。 

 

2013.05.17 社會觀察 

討論臺灣的媒體亂象，認為

媒體都是提油救火，期望事

情可以越演越烈。 

 

2013.06.09 閒話家常 

分享貓奴們的心境，看到可

愛的貓咪想生氣也氣不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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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2.部落格創作圖示： 

    個案於部落格發布新文章時，會自該篇文章中挑選一張作品或是另行繪製一張作品

來發表，並在說明部份附上該文的網頁連結，宣傳請讀者能前往閱讀。這類的圖像創作

絕大多數都與附錄二已整理過的作品重疊，故經研究者核對後證實若為重複使用的創作

 

2014.10.29 慶功喝采 
歡慶 Facebook粉絲人數突破

10 萬人次。 

 

2013.08.01 純粹創作 
不具特殊意義，僅單純分享

圖像創作作品。 

 

2013.04.15 工商合作 
與廠商合作，介紹該公司特

色茶品。 

 

2013.07.06 粉絲互動 

看圖猜故事，分享圖像謎語

請讀者猜測答案，藉此與讀

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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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時，該張創作僅記錄於附錄二中；若非附錄二中以記載過之文章內創作，則依照附

錄三的建檔格式，將該圖像創作整理於附錄之中。 

   3.短篇故事性圖像創作： 

    個案近期於 2014、2015 年間的創作有許多此類的作品，這類的作品都有主題性及敘

事性，透過漫畫的形式來表現，多為長條型的圖片格式；一張圖片中包含了故事場景、

對話、說明文字等，用簡易的方式來表達一件生活中的糗事或是一個重要事件、一段故

事創作等，使得讀者能夠迅速地關注並且能快速地閱畢，達到 Facebook 迅速的資訊傳遞

價值。 

 

（分別引自附錄三 2015.01.14、2015.01.23、2015.01.27#2） 

(三) 出版發行的實體著作： 

    個案至今已發行四本出版刊物，唯考量到出版品受著作權法的保障，且為表示創作

者及出版業者的尊重，故關於個案這部份的創作，僅以出版刊物的封面作為建檔使用，

內容的部分則不另行掃描建檔，出版品整理資料詳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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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版社「布克文化」 

    2013 年，出版社布克文化與個案連繫接觸，提供合作出版的機會，這是首度有出版

社與個案合作，將網路上的數位創作轉變成實體出刊的刊物。一直以來憧憬著有朝一日

能有自身出版刊物的個案為之雀躍，因而抱持著挑戰的心情與布克文化合作，先後於

2013 年 7 月及 2014 年 10 月推出兩本著作：《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養成圖文誌》、《我決定

放棄減肥-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鼻妹養成圖文誌 2》，另由於首次出版即獲得不錯的迴響，

故布克文化順勢於 2014 年 10 月份，進一步推出第一本著作的慶功改版。 

    首部著作《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養成圖文誌》並沒有設定特定的文章類型與主題性，

形式上近似於個案的部落格創作呈現方式，內容包含了各種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閒談、心

情抒發，並將相同主題分類的文章歸整後集結成冊的出版品，例如一系列數篇文章可能

在分享家庭生活，另一個系列文章在探討如何與室友相處等。關於內容，個案於訪談時

是如此表示。 

 

        第一本的話比較像是我隨記的感覺，比較不會有那麼說明確主題，就是 

    可能…欸想到機車，就這一篇就畫機車這樣。（訪 2016.05.07#6-4） 

 

    第二部著作《我決定放棄減肥-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鼻妹養成圖文誌 2》則為一特定主

題內容的出版品，一直以來個案都飽受身材肥胖的困擾，從以往個案的部落格創作中可

以了解到個案的生活習慣，喜歡吃美食完全不忌口，但對於運動又總是三分鐘熱度，肥

胖的身材替個案帶來不少的困擾，甚至每每回家總得要面對母親對於自己身材的冷嘲熱

諷，但個案仍舊無畏於他人的眼光，忠於自己對於美食堅貞的心。關於內容個案於訪談

中如此分享。 

 

        第二本是畫…有主題性，就是我決定放棄減肥，那可能就是講到自己平 

    常對一些食物的慾望沒辦法克制啊，或者是有的時候會去發憤圖強去減個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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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這方面的心得這樣。（訪 2016.05.07#6-4） 

 

    該本著作正是在討論自己多年來的減肥歷程，包括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做過的努力

與嘗試等等；該本著作反應出現代人對於食物的憧憬，然而忙錄的都會生活又使得現代

人無法顧及運動與健康。個案也分享了自己與第一家出版社布克文化的合作經驗談。 

 

        第一本我忘記名字了，第二本是「我決定放棄減肥」，這兩本是由那個 

    布克…布克文化出的，他們是第一間主動找我的那個出版社，所以就是我的 

    第一本書；那…他們其實蠻尊重我的，就是幾乎都沒有改我的任何東西這樣， 

    那合作其實也都很愉快。（訪 2016.05.07#6-4） 

 

   2.出版社「三采」 

    個案的第三本著作出版品為 2015 年 10 月與三采合作推出的《Gary，你為什麼不愛

我？：歐巴桑少女鼻妹的無悔貓奴日記》，之所以會與三采出版社合作，最大的用意在於

期許新合作能激發出新的火花，透過相處比較後，更能了解自己適合與怎麼樣風格的出

版社合作。 

    此本著作亦為一本特定主題的作品，先前提及自從個案與室友從友人家領養幼貓

Gary 回來之後，漸漸地生活中已經脫離不了 Gary，心甘情願地成為了愛貓 Gary 的奴僕，

為了討主人 Gary 的歡心，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便是在這樣的心情之下，完成了這一

本以貓咪為主題的出版品，內容及探討與愛貓 Gary 的互動、貓咪的飼育方式、愛貓 Gary

的日常生活等等。於訪談中個案僅對此合作簡略描述。 

 

        後來第三本是畫關於…欸…我的貓 Gary這樣，那其實是覺得想跟不同 

    的合作，也許會有不同的火花這樣，所以就…就…第三本就跟他們合作。 

    （訪 2016.05.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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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出版社「時報出版」 

    第三家與個案合作的出版社為時報出版，雙方合作於 2016 年 3 月推出個案的最新著

作《剩菜食堂，開張大吉！阿鼻桑德羅之美味大冒險》。個案於 2014 年 10 月 29 日開始

與網路漫畫平台 Comico 合作，以阿鼻桑德羅為主角，創作一系列網路漫畫連載，系列

連載為期大約一年半的時間，於 2016 年 3 月 11 日完結。第四本出版品即是 Comico 平

台與出版社接洽，將網路創作的漫畫轉為實體印刷出版品。訪談中個案也分享了與時報

出版合作的經驗。 

 

        第四本的話是阿鼻桑德羅，那是因為在那個 Comico 平台連載的，所以 

    他們…嗯…怎麼講？算是 Comico 這家公司直接接洽那個…那叫…那間叫什 

    麼啊？那個…時報出版這樣，所以…所以是跟時報合作這樣，那其實也都是 

    沒有…合作蠻愉快的。（訪 2016.05.07#6-4） 

 

   此本著作的故事內容在描述一位廚師阿鼻桑德羅，雖然身為廚師但卻廚藝不精，踏上

自我探索之旅的過程中，遇上了嗜酒的湯姆貓（以愛貓 Gary 為設計藍本）及手機人工智

慧珍妮佛（以室友阿滿為設計藍本），一路上面對種種問題與挑戰，最後開設了自己的小

餐館的故事。關於本著作的內容介紹，個案於訪談中也概略分享。 

 

        故事架構也是像我之前講，他原本是我部落格裡面創的一個人物，後來 

    才延伸出來，那主要其實就是畫一個餐廳裡面的事情這樣，比較趣味為主， 

    那靈感的話就是…其實常常會有沒有靈感的時候，然後就會想一些家裡…平 

    常發生的事情把它融在裡面，譬如說今天什麼豆腐又壞掉，也許我就會把它 

    加在這個故事裡面，跟生活做結合這樣。（訪 2016.05.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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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LINE 聊天程式的原創貼圖： 

    2011 年 LINE 社交聊天程式首度於日本發行，因其便利的聊天功能與多樣性的貼圖

選擇使得 LINE 程式大為流行，並創造了於發行的一年後即達到上千萬的下載次數的輝

煌記錄；即使同樣都具備貼圖使用的功能指令，然而相較於其他社交通訊軟體，LINE

貼圖於使用上的便利性、風格的多樣性遠勝於其他軟體，這也是 LINE 於智慧型手機的

社交程式分類中，穩居第一名的主因之一。 

    雖然 LINE 為一免付費即可下載之通訊程式，但透過 LINE 付費貼圖的下載，卻創

造出驚人的經濟收益。起先 LINE 的貼圖主要是以邀約合作的方式推行，與知名的插畫

創作者合作，以 LINE 官方的名義進行審核發表，供使用者付費下載；而 LINE 的官方

部落格於 2014 年 4 月份宣布，開放一般民眾以個人名義創作、發行自己製作設計的原創

貼圖，而這一股自創貼圖的風潮甚至成為了熱門的副業之一，只要通過了 LINE 貼圖的

審核機制，人人都可以是獨當一面的創作者。 

    個案在插畫創作上迄今也累積了一定的資歷，本來即有發行自己創作的 LINE 貼圖

的計劃，原先本規劃以個人原創的名義發行，然而經濟公司透過管道接洽，使得個案得

到了機會，能以官方的名義設計並發行自己的貼圖作品；貼圖的發行名義分為「官方貼

圖」及「個人原創貼圖」兩類，其差異在於貼圖的售價與創作者可以實得多少的抽佣有

關，官方貼圖的售價為 60 元新台幣，而個人原創貼圖的售價為 30 元新台幣；以個案的

經驗來看，雖然並非由 LINE 官方主動與其接洽，然而最終通過審核機制能以官方的名

義發行，代表 LINE 官方也肯定了個案的創作價值。 

    一組貼圖為 40 張不同的圖面，必須經過一定時間的審核，且 LINE 的審圖過程即判

定標準非常嚴苛，不符合標準的作品皆會退件重製，常退件的理由例如：影射色情行為、

隱含暴力性格等，即使是以官方的名義發行貼圖，個案的創作也是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

審核時間，也遭遇過創作的貼圖作品被退稿重繪的經驗，詳細個案創作的貼圖作品請參

閱附錄五，以下是個案於訪談中對於 LINE 貼圖這部份的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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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圖其實沒有…主題方面沒有特別限制啦，就是想畫什麼就畫什麼，那 

    主要 LINE方面會比較嚴格審查一些風俗或是欸有沒有侵權的一些事情，就 

    是…但是很嚴格，就是也許說他們說會有猥褻，也許就是你露個屁股也不行， 

    大概就是這樣；那來來回回退稿加排隊，因為它其實是全亞洲的，所以你可 

    能會排到三個月之類的，然後那也許你所以你不太可能會畫時事哏這樣。 

    （訪 2016.05.07#6-5） 

 

第二節 個案的生命歷程 

一、家庭生活 

(一) 家庭成員 

    從個案的訪談內容中了解到，個案出生於一平實的家庭，一對照顧、養育自己的雙

親，個案於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名年長三歲的姊姊，下有一個相差四歲的弟弟；另於

個案的創作作品中數度提及相當疼愛自己的外婆，即使外婆過世多年，個案仍對外婆充

滿懷念。於訪談中個案分享了家中每位成員的個性，集於創作中是如何突顯其性格的特

色。 

 

        那家人有時候會出現在創作裡面，就是爸爸媽媽，然後我姊跟我弟，啊 

    有時候會有外婆這樣。那對家中成員的描述的話，就我爸就是很嚴厲的個性， 

    我媽就是可能比較神經大條一點，我弟就…就是一般弟弟，就是欺負他就對 

    了，姊姊也是偶爾比較壞會欺負我這樣，那外婆就是比較疼我這樣，就大概 

    是這樣。（訪 2016.05.07#2-4） 

 

   1.嚴謹的父親 

    從個案的創作中可以了解個案與家中成員互動的關係，個案曾於文章內容中，描述

父親的嚴格管教使得自己心生畏懼，也曾於表示自己幾乎是自小被父親打到大，只要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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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身上難免青一塊紫一塊，甚至曾於腦中閃過一絲不孝的念頭，妄想在半夜睡夢中偷偷

謀殺父親，例如記載於 2010 年 11 月 2 號文章中的童年回憶。 

 

（引自附錄二 2010.11.02） 

    父親的形象被塑造地相當嚴謹，在家中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不論是叛逆的姊姊或

是懦弱的自己，都不敢挑戰父親的權威。從個案的作品中也屢次反映出父親的嚴厲管教

方式。例如 2011 年 2 月 8 日的文章中就提到，父親的管教方式像是一種將球以繩子固定

在球拍上的玩具，而自己就是那顆球體，當想要逃離管教時便會被父親使勁抽回，然後

重重地砸到球拍上。 

 

（引自附錄二 2011.02.08） 

    個案於 2016年 4月 1號的文章中，對父親的嚴苛管教方式，雖然沒有具體再次形容，

但卻用暗示的方式表達出對父親的敬畏甚至是懼怕之心，即使兩人分別處在一北一中，

相距甚遠的兩個城市基隆及臺中，跟父親進行手機視訊通話詢問疑惑時，仍忍不住正襟

危坐，畢恭畢敬地面對著手機畫面中的父親畢，聆聽父親的諄諄教誨，不敢有絲毫的頂

撞或不敬。 

 

（引自附錄二 2016.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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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本來就是個耳濡目染的環境，所以家中成員對於個案的性格也產生了影響，

因為父親嚴厲的態度跟嚴格的管教方式，使得個案在性格上也偏向嚴謹、自我要求，對

枝微末節的小事情份外認真且斤斤計較，甚至有一些神經質的偏執面性格。訪談中個案

提及父親的嚴厲對自己性格跟創作內容的影響。 

 

        我畫圖本來就是畫插畫，然後生活瑣事，所以家人對我個…個性來講一 

    定會有影響，就譬如說我爸的個性就是可能比較嚴厲一點，那我可能個性也 

    會受到影響，那我會變得有點神經質，就會這樣，我畫的個性就是自己有點 

    神經質。（訪 2016.05.07#2-4） 

 

    從小就受到父親嚴謹的性格影響，所以個案本身雖然不修邊幅，但對於生活的細節

卻也是相當注意，例如大學開始與室友阿滿的同居生活變常見到如此性格的表現，例如

個案曾於 2011 年 6 月 13 日的文章中抱怨，本以為阿滿與自己一樣是對生活品質嚴格要

求的人，同住之後才知道阿滿是何等的邋遢。 

 

（引自附錄二 2011.06.13） 

    另外於 2012 年 7 月 2 日的文章中，再一次抱怨了室友阿滿糟糕的生活習慣，使用完

東西總是不將之物歸原處，而是隨意的亂丟亂放，導致自己需要使用時總是找不到，東

翻西找才發現被隨手放置在詭異的地方。 

 

（引自附錄二 201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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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關愛的母親 

    個案雖於訪談的過程中並未特別描述介紹自己的母親，但從作品中可以了解到母親

的性格是關愛、擔憂、仔細，但是有時也有點狀況外的性格。而自己大而化之粗枝大葉

的性格，可能正是來仿效自母親的身上。個案的作品中最常呈現出母親過度擔憂自己的

故事，大多都是母親嫌棄自己邋遢、肥胖、不注重打扮等等，而肥胖議題一直都是個案

與母親之間的角力拉鋸戰，每次只要回基隆老家時，都得要面對母親的碎念攻勢，為了

避免如此心力交瘁的狀況，只能無所不用其極地規避母親的問題。例如 2011 年 2 月 13

日的文章就提到，自己胖的只剩下一件褲子可以穿，所以為了不要被母親大人訓斥，所

以只好裝出一派瀟灑的態度，表示自己並不是太胖沒有褲子穿，僅僅只是因為只帶了一

件褲子回基隆而已。 

 

（引自附錄二 2011.02.13） 

    另外在 2013 年 11 月 6 日的文章當中，同樣堤到了母親嫌棄自己回基隆時一副邋遢

的樣貌，尤其非常看不慣個案身上所背的斜背包，故拿了一個背包給個案；於內文中個

案抱怨了一下母親的審美觀，認為母親總是無法跟上當代的時代潮流，本來想要婉拒母

親的好意，然而所得到的背包卻意外地符合自己的需求，用色花樣都樸素好搭配，故欣

然接受母親的好意。 

 

（引自附錄二 2013.11.06#1） 

    不過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母親雖然總是碎念著個案，認為個案太過肥胖又不拘小節，

粗枝大葉的性格很令人擔心；然而在最需要的時候，母親仍然是那個可以依靠並且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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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的角色，還是會去關心自己的小孩各方面的狀況，擔心是否有吃飽？變天了是否有

穿暖？身體上是否有任何病痛？例如 2010 年 8 月 27 日的文章中就提到，個案本身長期

以來都有膝蓋不適的毛病，母親也因為擔心自己的健康，於是提出要求主動陪同個案前

往醫院就診，該篇雖然重點並不是放在母親對自己的關愛之上，但關懷之心仍就是溢於

言表。 

 

（引自附錄二 2010.08.27） 

    又例如 2011 年 3 月 24 日的文章，母親因為擔心個案總是熬夜工作，也知道個案一

直以來身體都不是很好，所以時不時會拿各類保健食品給個案補充營養成份，雖然該篇

文章主要是在分享自己誤食的愚蠢經驗，然而卻可以見到母親對個案打從心底的關懷與

照顧。 

 

（引自附錄二 2011.03.24） 

   3.專橫的姊姊 

    個案有一位年長自己三歲的姊姊，姊姊數年前已出嫁並已為人母親，育有一雙可愛

的男孩，而個案的創作中對姊姊及兩個外甥雖有提及，但描述的篇章不多，有提及姊姊

的內容大多都在回憶自己的童年，分享姊姊所做過的愚蠢行為或是與姊姊的各種嘻笑打

鬧經驗。例如在 2010 年 1 月 28 日的文章中，先介紹了自己的姊姊的日常打扮風格，並

分享了自己跟姊姊童年的荒謬行為，表示自己曾去嘗試熨斗是否真的這麼燙？而且姊姊

也曾經好奇心作祟，試喝過明星花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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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附錄二 2010.01.28） 

    另外也曾表示姊姊是很有行動力的人，曾經因為對園藝有興趣，於是在住家的頂樓

平台上種植了許多的植栽，而 2010 年 7 月 13 日的文章中，正是分享了解姊於頂樓栽種

園藝時，遇上了一隻不速之客的野鳥，平常時跋扈專橫的姊姊瞬間嚇得花容失色，只能

狼狽逃離頂樓的趣事。 

 

（引自附錄二 2010.07.13） 

    當然家中小孩子多，年長欺負年幼這是每一個家庭都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個案的家

中也是屢見不鮮，畢竟姊姊虛長個案幾歲，難免會刻意作弄或是欺負個案，所以可能是

因為這樣的緣故，個案在創作中回想起姊姊時，總是帶有一些負面的不滿情緒，做為幼

年時期被欺負、打壓的情感宣洩。例如在個案 2010 年 9 月 22 日的文章中，就曾提及小

時候與姊姊打打鬧鬧，卻因為不注意而造成牙齒的毀損，童年時的陰影直到現在都還存

在。 

 

（引自附錄二 2010.09.22） 

    雖然從小到大受了姊姊的不少氣，但怎麼說都還是一同扶持長大的親姊妹，一家人

的情感血濃於水仍是化不開的，這樣的情感羈絆在部分作品中有展現出來，例如姊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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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訂婚，於創作中提及了姊姊結婚的消息及一些事前準備的繁瑣工作，雖然分享自

己在準備婚宴前的一些好笑的故事，也於創作中表示自己並不會因為姊姊出嫁而難過，

文中形容姊姊是懶惰、骯髒而且獨裁的姊姊，所以個案並不擔心姊姊出嫁後會受什麼委

屈，該文主要是祝福姊夫要幸福，抱持著一點幸災樂禍的心情，希望這樣專橫的姊姊可

以被姊夫給制衡。這樣的內容出現在個案 2011 年 9 月 22 日的作品當中。 

 

（引自附錄二 2011.09.22） 

    雖然總是在抱怨姊姊對待自己是何等的霸道，包括如何霸占兩人共用的房間，使得

自己的空間再再被壓縮，但熟悉的環境需要改變時，還是有種說不出的心酸；即使姊姊

在怎麼樣欺侮自己，仍舊是留著同樣血液、生長在同樣家庭中的親姊姊。因此在 2011

年 11 月 21 日的文章中，提及了姊姊真的要嫁出去了！到了出嫁那一天才真正意識到自

己仍舊會不捨，上一篇雖然表示自己完全不會因為姊姊出嫁而難過，在這一篇中卻呈現

出了完全相反的情緒；個案的作品中表現了落寞的心情，看著空蕩蕩的房間心想以後少

了會爭吵的姊姊相伴，體會到了送女兒出嫁的父母心情，真像是從心頭上割下一塊肉那

般疼痛，捍衛姊姊的手足之情也油然而生，向姊夫喊話表示不能做出對不起姊姊的事情，

否則自己絕對會帶著打火機跟炸彈前去抗議。 

 

（引自附錄二 2011.11.21） 

    姊姊婚後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並且也很順利懷孕，接連生下兩個健康的男孩子，

而後的圖文創作若有提及姊姊的篇幅，大多都是討論姊姊的為母經驗、懷孕相關故事或

是個案自己與兩個姪子的互動經驗，從姊姊的妹妹轉變成姊姊小孩的阿姨，心境上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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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了調整變化，例如在 2014 年 2 月 11 日的圖文創作中，帶出了自己童年時購買玩具

的回意，並分享了自己與外甥的玩耍經驗。其他的篇幅也提到諸如第一次見到外甥的感

動，或是姊姊懷孕時所穿著的便利服裝等。 

 

（引自附錄二 2014.02.11） 

   4.可憐的弟弟 

    正如同從小姊姊常會欺負自己，個案被壓抑的情緒就只能轉移發洩到比自己年幼四

歲的弟弟身上。個案的圖文創作中對弟弟的敘述更少，可能是因為弟弟的優異使得他並

沒有造成太多的笑話，而分享生活中的蠢事為個案部落格的宗旨，故對弟弟的提及篇幅

才非常少；僅有 2015 年 5 月 22 日的一篇文章在描述弟弟的性格，表示一家人都具有「路

癡」的基因，而弟弟又更為「雞婆」，所以曾發生因為過度貼心將車輛前進的方向描述的

太複雜，使得問路人最後仍舊開往錯誤的方向的經驗。 

 

（引自附錄二 2015.05.22） 

    從這篇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弟弟的性格相對於個案來說嚴謹許多，個案曾形容自己

是粗枝大葉、不拘小節的性格，而弟弟則是謹慎小心、深思熟慮的個性；雖然個案並未

於訪談及創作中詳加介紹自己的弟弟，但研究者的側面得知，弟弟是家中三位小孩表現

最為優異的一個，性格認份且任勞任怨，當然仍舊有青春期男孩子的叛逆脾氣，但卻是

公認的乖巧小孩；尤其弟弟在課業及才藝方面的表現均相當傑出，曾經通過高等級的鋼

琴能力檢定，學業表現上也相當優異，除了曾當選為班級模範生之外，高中及大學都就

讀臺北前三志願的學校。故研究者推測未特別介紹弟弟可能與個案部落格設定的特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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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因個案的部落格創作是定位在趣味詼諧的方面，而相對於個案本身與姊姊來說，發

生在弟弟身上的趣味事跡可能就比較不值得分享。個案訪談中提及自己對部落格的定位

設定。 

 

        我一開始好像其實是以趣味為主，有一些…畫一些笑話這樣，那後來才 

    轉變為是完全畫自己的生活這樣。（訪 2016.05.07#5-4） 

 

(二) 成長環境 

    個案的訪談中表示，自己的家庭是小康的平凡家庭，雖然不能說是大富大貴，但至

少衣食無虞，所以很感念父母的用心栽培，使得自己於求學期間並不需要出外打工支付

學費生活費，能夠好好地完成自己的課業。除了課業之外，父母同樣也有望子成龍望女

成鳳的心態，所以幼年時也曾鼓勵個案參加不同的才藝班課程，培養發覺自己其他的興

趣。以下是個案在訪談中談論自己的家庭環境。 

 

        嗯…成長環境，應該是很普通的那個中產階級家庭，就是…爸媽就是… 

    就是做很普通的工作吧！但是也會就是從小就會送一些才藝班什麼的，所以 

    我覺得應該是對小時候的興趣有一些幫助這樣，然後爸爸媽媽是沒有從事相 

    關藝術方面，但是爸爸那邊的家族好像幾個人都蠻會畫的，我在想也許畫畫 

    方面有一點遺傳到這樣。（訪 2016.05.07#2-1） 

 

        因為我覺得，從事創作這種事情，經濟一定要至少是穩定的，那我覺得 

    我們家至少家…經濟是無虞的這樣，所以我不用說也許今天就要去打工什麼 

    的，那我覺得就對我這樣來說這樣就夠了。（訪 2016.05.07#2-2） 

 

    經過上述的訪談之後，透過研究者詢問個案雙親後的側面了解，父親的姊姊（即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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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姑姑）的兒子，多是藝術相關科系所畢業，甚至現在也是從事相關產業；而研究者

也造訪過個案姑姑與姑丈所經營的店面，店面的牆上懸掛著姑姑兒子所模仿的超現實主

義派畫作。因此個案認為自己現在有如此的創作成就，某部份原因應該歸功於父親家族

這邊的血脈之中，可能存在著藝術天份的基因。 

    個案其中的一篇創作中表示，幼年時期曾前往音樂教室學習過鋼琴，其實父母親都

提供家中三個小孩鋼琴的學習機會，然而姊姊與個案先後放棄了音樂這條路，表示鋼琴

並非自己的志趣所在，僅弟弟一人持續學習鋼琴並陸續通過許多國際檢定及參與競賽。

2012 年 7 月 10 日的創作中，個案提到自己為什麼會決議放棄鋼琴，那式一段不愉快的

學校經驗。 

 

（引自附錄二 2012.07.10） 

(三) 家庭對創作的看法 

    藝術的創作總是孤獨，尤其要得到家人的諒解、支持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畢竟在

升學為重的臺灣教育之中，家長對於熱門科系與名校光環仍是有著一定程度的期許，總

是會期望孩子能夠有出息，進入好的學校就讀，畢業後找到一份待遇優渥的工作；在這

樣的大環境之下，支持孩子適性發展的家庭相對來說數量較少。然而雖然前面曾提到父

親在家中採取威權式的教育，但個案在訪談中表示，在自己挑選了藝術創作這條路的決

議上，父母親並未強硬試圖阻止個案，然而卻也沒有公開鼓勵或支持個案繼續朝向藝術

創作這條路繼續發展。 

 

        那環境，應該是我感覺雖然沒有明講，但應該是沒有特別鼓勵我從事這 

    方面的工作這樣子，但是…就是如果有做出成績的話…就是還好像還可以接 

    受這樣，大概是這樣。（訪 2016.05.07#2-1） 

 



 

71 
 

 

    從訪談的內容可以了解到，看似保守的個案家庭實際上也是有相當開明的一面，也

可能因為時至今日個案已交出了一張不錯的成績單，所以父母親的擔憂也相對來說減輕

許多，雖然不見得打從心底支持個案繼續進行圖文創作，但多少還是肯定了個案的努力

與成就。然而對於藝術這條路的擔心仍舊是存在，即使現在有了不錯的成果表現，但做

為家長難免還是會擔心長久的發展，仍是會認為藝術實在很難活口，工作的性質及收入

也不是那麼的穩定，個案的訪談中就表示了自己認為父母親的疑慮。 

 

        那家裡的人是沒有特別反對，但也沒有特別支持這樣。那家庭成員，媽    

    媽的話總還是會擔心說會不會…欸…沒辦法這個經營沒辦法長久，還是會有 

    時候會希望就是做一些考…欸…考一些公務員那種東西什麼的這樣，對，那 

    我自己本身就是想說看可以走多久就走多久這樣，大概這樣。 

    （訪 2016.05.07#2-2） 

 

二、求學經驗 

    從訪談的過程中可以了解，個案表示自己畢業於東海大學資訊管理系，一路上的求

學歷程都是以升學為訴求；以往所接受到的藝術相關教育是在學校場譽中，然而個案並

非完全沒有接觸過專業的藝術教育訓練，上一段曾提及父母親鼓勵孩子發展藝術相關的

興趣，所以也曾於學校外的畫室學習專門的藝術技巧表現。 

(一) 學校美術教育對個案的影響 

    個案於訪談中表示，認為臺灣的美術教育總是大同小異，不論哪一個求學階段都是

如此，教師總是指導繳交一個作品，就放任學生自由發揮，所以求學時期的美術教育對

個案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僅一種按時繳交作業，以應付了事的心態在面對學校的美

術課程，甚至表示對於學校藝術課程沒有任何特別的印象，認為學校教育中的美術教育

並不具有啟發性，似乎只是教師敷衍學生的授課內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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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覺得臺灣的美術課就是那樣，就是老師就丟個東西給你做這樣，啊 

    也沒有什麼特別啟發性，可能就是叫你…我還真想不起來耶！國小不用講， 

    國小我完全不知道在幹嘛，就是好像畫畫而已吧！隨便畫；啊高中還偶爾會 

    有什麼譬如說要雕保麗龍還什麼的，但是都沒什麼特別的。 

    （訪 2016.05.07#1-2） 

 

    個案於訪談中提及自己從幼稚園開始就對藝術產生了興趣，總是喜歡胡亂塗鴉，還

撐不上是對於藝術的熱情；然而對於藝術的興趣並非啟發自學校教育，而是天性對於藝

術的憧憬而已，甚至於訪談的過程中，個案曾表示學校教師不曾肯定過其藝術上的創作

表現，大多都是期許學生能在學業上有優異的發展，所以個案藝術上的天賦無法在學校

的課程中發揮出來。 

 

        應該是從小時候吧！幼稚園就開始有對這個插畫有興趣，但不是那種很 

    積極的那種熱情，就只是喜歡塗鴉這樣；啊如果說有得到老師的鼓勵嗎？應 

    該是還好，老師…老師就很制式化，就是要你讀好書就好。那老師對我作品 

    看法，好像都還好耶！老師沒有特別注意我這樣。哪一位老師影響我創作最 

    多？應該也是沒有，學校的話老師對我來說是沒有什麼影響。 

    （訪 2016.05.07#1-4） 

 

(二) 學校教育外的藝術教育 

    個案對於藝術的興趣某部份來自於校外藝術教育的薰陶，由於自己對藝術有所憧憬，

所以國小時期曾前往校外的安親班學習藝術課程，甚至高中時期曾計劃參與大學入學考

試的術科考試，所以在畫室中學習了一兩年的時間，然而最後卻未走上專業藝術的道路。

個案於訪談中分享自己學校之外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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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國小的時候，有去那種安親班學過，好像至少有兩年吧！那…那 

    個時候我覺得多少對我的基礎有影響，就是…它…其實也是老師每次就叫你 

    畫素描然後什麼，但是他可能也會帶到一些配色或是很基本的技法，所以還 

    是對我的基礎蠻有幫助的，那後來高中有再去一次那種畫室，然後那個時候 

    好像是為了要考那種…那叫什麼？大學那種叫做…術科啦！對，那邊有學過 

    也是好像一兩年，那…應該是對那個顏色配色有更…更…更深一點的基礎。 

    （訪 2016.05.07#1-5） 

     

    雖然學校外的藝術教育並未將個案推向藝術專業的道路之上，但個案表示對於自身

的創作仍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最大的助益便是在於增加了個案對於色彩的敏銳度，使

得個案的作品創作畫面呈現能夠和諧不突兀。 

(三) 大學所學專長對個案創作的助益 

    大學就讀於資訊管理科系，雖然直接對於個案的繪畫創作能力上沒有實質的幫助，

但仍然間接地有助於個案創作的進行。資管系的教育對於創作上的助益有兩點： 

    1.操作軟體能輕易上手： 

    個案是透過數位科技搭配電腦繪圖板進行網路圖文創作，所以為了要呈現出不同的

作品面貌，時常會需要接觸不同的電腦軟體，此時資訊管理系的專業教育便派上了用場；

個案可以用更短的時間去了解一套軟體的運作模式，能夠以專業判斷去了解電腦軟體的

結構，故在操作上節省了許多時間的消耗。 

   2.了解網路市場的趨勢： 

    資訊管理系的工作與網路平台息息相關，所以學習如何去掌握網路市場的趨勢便是

資管系很重要的一門課題，因此在這樣的大學教育之下，個案能夠用較短的時間去了解

網路市場的趨勢演進，觀察分析出目前大眾讀者的口味喜好，就如同股票投資一般，能

迅速、精確地掌握住觀賞者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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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個案於訪談中提及自己的大學專業教育的經驗。 

 

        因為我們要…有時候常常會接觸很多繪圖軟體或者是影音編輯軟體，那 

    因為資管系的訓練，那覺得會比較好上手啦，有那個比較了解一個通常軟體 

    的那個邏輯在，比較好上手；然後對於網路創作，因為網路創作主要是要那 

    種散播性，所以資管系的話應該是會比較了解整個網路生態，那我們會可能 

    也許會比較知道說，欸，趨勢在哪邊？然後會去…去經營不同平台這樣，對。 

    （訪 2016.05.07#3-4） 

 

三、創作生涯 

    個案於 2009 年 5 月開始進行創作，迄今足足 7 個年頭，因部落格圖文創作與傳統藝

術創作形式迥異，至今日為止個案已累積了七百多篇圖文創作，內容中包含了數千張的

電腦繪圖作品，單就數字上來看著實是驚人的成就，然而電腦繪圖的呈現方式與傳統藝

術是大相逕庭，故此成就不應相提並論。 

(一) 創作的契機 

    個案表示自己當初開始進行創作是出於一時的衝動，個案與室友一直以來都有瀏覽

網路圖文部落客的習慣，而某一天在觀賞時，突然心中有個聲音有感而發，認為別人做

的到為什麼自己不可以？於是乘著這股衝動的熱情，立即上網添購了創作的工具，便於

2009 年 5 月 15 日發布了自己的第一篇創作。個案於訪談中提到自己從事網路創作的初

衷。 

 

        初衷好像不是很純正耶，就是我看人家畫部落格就覺得：「欸，這個我 

    也可以畫耶！」這樣子，所以我就覺得…決定要去畫這樣，那後來其實心境 

    也是有轉變啦，不是那麼單純說：「欸，別人做的到，我也做的到。」；當然 

    也是覺得好像一種趣味吧，因為我小時候也蠻喜歡講一些笑話的，所以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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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娛樂大眾為主吧！這就是我的初衷。（訪 2016.05.07#6-1） 

 

    個案開始接觸創作完全是臨時起意，沒有特別經過準備、訓練、調適就開始了創作

生涯，雖然看似魯莽衝動，但有時若有有所突破前進，確實是需要一點不感性面的推波

助瀾。 

(二) 創作的內容 

    1.題材內容 

    個案表示自己的創作內容大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包括自己生活中遭遇到的各

式各樣的故事、突發奇想的內容、與朋友談天分享的心得、路上所見所聞等；在部落格

的定義上，個案採用「廢話亂畫」這個副標題，就是要表示自己的創作內容不拘小節，

可能只是生活中的閒談而已，所以讓閱覽者能有心理建設，知道瀏覽個案的網站就是要

抱持著輕鬆的心情來看待詼諧的作品，即使是雞毛蒜皮的生活瑣事，只要是能引起讀者

的共鳴或是會心一笑，對個案來說都是值得分享的好作品。 

 

        我主要主題創作…欸…創作主題就是以生活鎖事為主，那平常就是可 

    能…很簡單鎖碎到不行的都行，或者是一些理念或是可能也許只是跟朋友聊 

    到關於說…欸，女生過 25歲還沒結婚是怎樣怎樣，或是 25歲就結婚的人是 

    怎麼樣的人；就是會探討說族群不同，做這些無聊的事情這樣。 

（訪 2016.05.07#4-2） 

 

    2.角色演進 

    不論是再優異的畫家，畫風也是會經歷由青澀到成熟的階段，而以個案來看，部落

格圖及文都數位化呈現的方式，更便利於觀察其創作上的演變。個案的部落格創作中有

四個主要的要角，分別是代表自己的歐巴桑少女「鼻妹」、室友「阿滿」、愛貓「Gary」、

衍生角色「阿鼻桑德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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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貓 Gary 於 2013 年開始出現於部落格的創作中，當時個案已經從事創作、經營部

落格 4 年的時間，其畫風與用色習慣、筆觸都已構成基本雛形，故 Gary 的造型與用色到

今日都未顯示出顯著的不同。阿鼻桑德羅於部落格中出場的時間，較 Gary 出現略早一年

左右的時間，當時的繪畫能力也已經成形，個案起初即設定好阿鼻桑德羅的造型，而阿

鼻桑德羅的造型於創作的過程中並未有顯著的變化；主因是於部落格中出場的次數不多，

最主要的是在 Comico 平台上的網路漫畫連載中才頻繁地看到阿鼻桑德羅的身影，故依

照個案當時已經進行創作五年的繪圖能力，才使得阿鼻桑德羅的角色並沒有造型演變上

的狀況發生。 

    綜合以上的部分，故此段僅討論代表個案本身的歐巴桑少女「鼻妹」以及室友「阿

滿」兩個角色，因為兩個角色都是創作初期就頻繁出現於文章之中，所以在他們身上可

以看出個案這七年之內創作表現上的演進。以下研究者從附錄二中挑選適合的角色作品，

依照年份進行排列，以觀察比較不同時期的角色演進。 

表 19：個案創作中角色的逐年演變 

年份 歐巴桑少女─鼻妹 室友─阿滿 

2009 

  

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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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鼻妹及阿滿兩個角色的逐年變化，主角鼻妹多年來的變化其實不

大，個人特色一直都相當鮮明，唯早期的作品特別強化鼻妹命名中「鼻」的意象，所以

角色刻畫時會刻意將鼻子的部分放大，約自 2012 年開始則不特別強化鼻子的造型，而那

時開始角色開始有五官集中的傾向，一直以來鼻妹的角色都與肥胖的身型脫不了關係，

故集中五官的角色設計方式，凸顯出臉頰兩側的豐腴感。而關於鼻妹的角色設計上另一

個要點在於髮型，多數時候鼻妹的髮型多為毛躁、蓬鬆的短髮造型，特別的是 2012 年曾

經發生過剪髮失敗的故事，故 2012 年下半年的鼻妹造型上，改變成利落如上班族女性的

頭髮造型。頭髮一直以來都是鼻妹所深感困擾的問題，自然捲加上乾燥的髮質，使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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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從小到大常遭遇到髮型的災難，故於創作文章中常分享各式各樣自己的「髮型」經驗

談，無論是嘗試過新的髮色、齊瀏海造型，或是特意前往髮廊但仍是以失敗告終等故事，

例如 2012 年 6 月 14 日的文章中，變提及自己剪髮失敗後呈現出一股復古時齊的女性韻

味。 

 

（引自附錄二 2012.06.14） 

    2009 年甫創作時，室友阿滿出場的次數並不多，起初的造型設計也略顯粗糙，然而

阿滿的角色設定在很迅速的時間內即定稿，2010 年份開始的創作中，阿滿的出現頻率大

為增加，而其造型也已經底定，與今日創作中所呈現的造型差異甚小。阿滿角色的設計

最大的特點在於眼睛的部分，創作文章內曾提到室友阿滿與個案不同，跟時下年輕女性

一樣，是個注重保養與美妝的女孩，故阿滿的角色從最一開始即具有「眼睫毛」做為角

色特徵；而服裝的部分在 2010 年時已確定了造型及用色，以深黃色的連身洋裝為主；髮

型的部分在 2011 年起即確立，由於相較於隨興且不修邊幅的個案來說，室友阿滿是會注

重整體造型的女孩，所以個案在設計中於阿滿角色的髮尾部份，增加了弧線的造型，以

表示其捲曲的蓬鬆燙髮。 

    3.繪畫風格 

    個案的創作內容都是來自於生活中的大小瑣事，加上個案形容自己的性格是粗魯、

大而化之，這樣的性格也影響了個案的圖像創作表現上。個案的創作並不會太過拘泥於

線條、畫面的乾淨整齊，不去注重線稿是否不完整、填色是否超出了邊框，如此隨興自

在的方式，使得其作品呈現一種狂放的美感。許多時候甚至只是隨筆的勾勒出線稿，任

意的塗抹色塊之後，即成為了文章中的一張圖像作品。對於自己的繪畫風格，個案於訪

談中是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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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格應該是走比較美式一點，那我其實會比較強調那個，人物的臉部表 

    情跟肢體動作，就比較…我希望加強在他那個生動的部分，那通常看的話對 

    方也會比較有感覺或共鳴這樣。（訪 2016.05.07#4-3） 

 

    個案的畫風不拘泥於細節上的修飾，強調誇張的表情與肢體動作，不論是驚訝、震

驚、憤怒、痛苦等表情都描繪的相當生動，或許在美觀度上看起來差強人意，但這樣豪

放不做作的風格其實更貼近觀賞者的日常生活，更能使觀賞者有如同身歷其境的感受，

所以即使只是網路的圖文作品，觀賞者可以有痛其所痛、苦其所苦、樂其所樂的感覺。 

    然而個案並不是個安於現狀的創作者，雖然大抵上遵循著豪放的美式繪畫風格，有

時也會嘗試發展一些不同的繪畫風格，透過不斷嘗試摸索的過程來尋找適合自己的畫風，

過程中當然有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有些風格雖然別具特色，但很可惜僅於一至二篇文章

之中使用，而有些繪畫風格及畫面呈現方式則持續延用至今。 

(1) 寫實畫風： 

    個案曾嘗試過繪製精緻、具體描繪、符合實際比例的作品。例如 2009

年 6 月 3 日的作品中，個案便具體描繪出以手撕除嘴角死皮的動作。 

 

（引自附錄二 2009.06.03） 

(2) 水彩技法： 

    個案曾嘗試過以水彩渲染的技法，透過電腦繪圖程式表現，呈現出圖面

的透明度與堆疊的效果。例如 2013 年 9 月 1 日的創作，用這樣的技法來描

繪自己的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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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附錄二 2013.09.01） 

(3) 美漫畫風： 

    個案雖表示自己的畫風近似於美國漫畫風格，然而絕大多數的作品都是

仿效此風格，表現了誇張的臉部及肢體表情，鮮少如同美國漫畫般，使用鮮

豔的用色及大量的網點設計。個案於 2012 年 3 月 17 日的創作中，實際仿效

美國漫畫的人物繪畫風格，繪製出四款造型不同的火辣女超人角色。 

 

（引自附錄二 2012.03.17） 

(4) 單色色階畫風： 

    單色色階的填色方式可以說是個案最成功的風格嘗試，以同一的磚紅色

系中，不同明度彩度的色階來填色，取代以往各個角色上的特定用色；此風

格的特色之一在於大面積的留白，包括五官、皮膚等部位皆保留空白無上色

的狀態，色階主要用於頭髮、服裝或是一些外在環境之上。這樣的繪畫風格

始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作品，而這樣的風格時至今日仍會出現於個案的

圖文創作之中。 

 

（引自附錄二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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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繪掃描風格： 

    嚴格來說這並不能算是一種繪畫風格，比較像是一種創作手法或是呈現

手法，為個案將創作內容手繪於筆記本或各式紙張之上，再行掃描或翻拍上

傳至電腦中，進行文章的編輯發表，這樣的表現方式近似於傳統的藝術創作

方式。2011 年 9 月 28 日創作文章是這種表現手法的起源，然而當時是在「紙

張風格」的底色上，使用電腦繪圖的方式進行創作。 

 

（引自附錄二 2011.09.28） 

    然而真正透過手繪的方式，於紙張繪製之後，進一步掃描上傳至創作文章內

的作品，於 2016 年 1 月 15 日之後才正式使用。 

 

（引自附錄二 2016.01.15） 

    個案雖具有求新求變的精神，然而或許並非每一種繪畫風格都適合自己的創作，上

述所提及的風格嘗試，僅單色色階畫風及手繪掃描風格成為了個案慣用的表現方式，其

餘三者則為曇花一現實在可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手繪掃描風格，據研究者的觀察，這種呈現方法是個案有需求但

迫於環境無奈之下，不得不採取的創作形式。身為基隆人的個案多數時間都居住於臺中，

而手繪於紙張之上的呈現方式，則多發於個案返回故鄉基隆的時候，然而專用繪圖用具

必然是留置於臺中的居所當中；因此個案若有發表新創作的需求或想法，但卻苦無繪圖

用設備時，手繪於紙張上再行上傳則成為了急救的替代方案。 

    這樣的手法在個案的「百日連載挑戰」活動中一再地使用，因百日連載挑戰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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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與農曆新年的日期有所重疊，個案過年期間必須返回基隆老家，然而又不能因此荒

廢百日連載的計劃，故此計劃中有數篇創作作品都是以此手繪方式表現；而為求手繪創

作上的便利，通常會與單色色階畫風相結合，以基本的線稿搭配上單色或是簡易的配色，

來達到所欲呈現的畫面效果。 

    這樣的手繪表現方式對個案來說也別具意義，因為網路的數位化創作再怎麼光鮮亮

麗，那仍舊是摸不到也碰不著的作品，實體於紙張上的創作則不同，即便呈現出來的效

果沒有數位化創作那麼好，但至少是紮紮實實能感受到觸感的作品。個案於訪談中也表

示傳統繪畫與電腦繪圖之間有所差異，兩者都有其優點與缺點，而自己也將傳統繪畫表

現方式列為自己規劃的一環。 

 

        那個傳統繪畫也是有它的優點，就是一種真實感吧！而且，這可以講嗎？ 

    我是說那個…怎麼講，因為像有時候會有一些，譬如說有人邀請展覽，那如 

    果全都用那個電子繪圖貼上去，感覺很沒 fu，這種時候就會覺得說是不是 

    應該用要，要留一些傳統繪…就是…就是直接畫在紙上，這樣感覺好像看起 

    來會比較有價值這樣。（訪 2016.05.07#3-3） 

 

(三) 創作歷程 

    1.創作手法 

    個案的創作是以數位化的方式進行，透過電腦繪圖板作為創作媒介，以觸控筆及觸

控面板取代傳統的紙跟筆，所呈現出來的畫面質感與鮮豔度與傳統繪畫表現方式各有千

秋。關於如何接觸繪圖板及為何會選用此創作媒介？個案於訪談中是如此表示。 

 

        其實我一開始不知道繪圖板這種東西，就是我在看那個別的部落客，那 

    種圖文部落客在畫，然後我就想，那時候我才想說：「哇，我也好像也可以 

    來畫，畫一個部落格這樣。」，那那時候才開始研究說要用什麼方式去作畫 

 



 

83 
 

    這樣，然後去上網就是去查，然後發現他們都是用所謂的繪圖板這樣，那那 

    個圖就可以直接…後來就直接是變成一個電子檔這樣，對，然後那時候我才 

    開始先接觸這些硬體還有跟軟體這樣。（訪 2016.05.07#3-2） 

 

    個案挑選電腦繪圖作為表現方法是有其考量依據，因為電腦繪圖不僅能達到傳統繪

圖的成果，甚至拜現今的高科技所賜，許多軟體與功能指令也能完美複製出傳統繪畫（諸

如油畫、水彩畫、水墨等）的筆觸。而電腦繪圖另一巨大的優勢在於便利性，功能指令

相當簡意即能操作，不論是修改錯誤或是填入色彩，亦或是結合複合媒材等，均能在短

時間內完成，故個案於訪談中就表示了自己對電腦繪圖優勢的讚賞。 

 

        電腦繪圖就兩個特色，就是時間上會快很多，就是譬如說像著色地方就 

    可以很快，然後還有修正的部分，然後圖畫錯就可以復原這樣；然後電腦繪 

    圖可以做很多種素材的結合，對，就是很 easy這樣，不用像可能也許要畫 

    圖的話要噴墨，還真的要去拿個什麼東西這樣壓，那電腦繪圖的話就可以用 

    很多媒材做結合。（訪 2016.05.07#3-3） 

 

    2.創作過程與靈感發想 

    個案的作品以生活瑣事為主，所以創作的題材就在生活之中，在創作上個案會先將

自己設定的題目及相關連的子議題條列於筆記本之上，透過腦力激盪的方式來篩選出適

合用於該文的內容，去蕪存菁之後便能動手進行一篇圖文的創作，關於這個部份個案於

訪談中是如此表示。 

 

        創作過程的話，通常會想一個主題耶！譬如說…我想一下…譬如說我今 

    天會想要寫夏天這樣，然後我可能就會用筆記本先列出來，夏天會聯想到什 

    麼？可能有汗臭味，然後還有…痾…我想一下，還有什麼？汗臭味啊、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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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流汗啊、流很多汗啊，然後可能會想要去海邊啊，我想一行一行列出來， 

    然後再去寫細節這樣，那可能在比對一下，哪個比較好哪個比較不好，這樣 

    淘汰，然後也許把他們串在一起，大概是這樣。（訪 2016.05.07#3-1） 

 

    創作靈感的來源大多來自於生活中所發生的故事，可能是自己或是身旁朋友的親身

遭遇，或著是許多題材來自於與室友阿滿的同居生活，以及共同飼育愛貓 Gary 的酸甜甘

苦談，有部分的作品是出於對某件事情、某個影音作品有感而發；然而靈感不可能總是

源源不絕的湧現，必然會有遭遇到乾涸期的時候，對於苦思無靈感時會如何尋找創意的

發想，個案於訪談中有提及這個部份。 

 

        那平常的發想的話，就是各種耶！因為像我很喜歡看電影，然後我會去 

    找一些很奇怪的電影來看，看了會讓你決得覺得很頭痛的片，譬如說那種十 

    大禁片或者是什麼，很奇怪啊！然後那種很虐殺或是什麼我都會看；然後或 

    是一些有一些紀錄片也蠻有意思的，就是…就是可能會真的像很有批判性的， 

    然後你就會換到另外一個角度思考，還蠻有意思的；那電視有時候也會看一 

    下這樣，電視雖然難看但是有時候看了也會有一些想法之類的。 

    （訪 2016.05.07#4-2） 

 

(四) 經濟效益 

    七年的創作生涯中，圖文的合作邀稿替個案帶來不少的經濟效益，從目前的文章總

數統計中注意到，廠商邀約的工商合作文章為 80 篇，佔了所有文章總數的十分之一；無

論是試吃、試用、試玩等合作邀約，只要是合適的合作邀請，對個案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收益，個案於訪談中表示廠商邀約的合作文章是其主要的收入來源。 

 

        經濟效益喔？主要就是靠商業接稿為生這樣，那還會有像出版業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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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例如說另外有時候我還有每個月的那個兒童雜誌的那個…那叫什麼…連 

    載這樣，主要是先這三個這樣子。那…最大的收入來源還是跟那種業配文 

    吧！（訪 2016.05.07#6-2） 

 

    由於個案的創作所呈現出來的主題內容或角色性格相當鮮明，故吸引而來的合作廠

商總是有特定的類別，甚至有廠商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了合作的邀約，不斷地提供新

商品的試用、試吃，請個案發表使用的心得。個案於訪談中分享了常邀約自己的廠商類

型，表示大多是女性用品、居家用品或是食品類商品。 

 

        廠商當然有時候會看，所以我覺得那個…那個怎麼講？我們的圖案…那 

    個…叫什麼啊…定位很重要！那我可能給人家的感覺就是一個，欸隨性啊、 

    女性啊、然後可能是比較大咧咧的感覺，或是說很居家的人啊；那常常會找 

    我的廠商就是關於一些家用品，可能是衛生紙或是一些零食，那可能女性產 

    品也會找我，像是衛生棉這些東西這樣。（訪 2016.05.07#6-2） 

 

    其中個案表示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廠商合作，是近期於 2016 年 4 月 23 日發表的合作

文章，合作的廠商為木工用具的知名品牌。 

 

（引自附錄二 2016.04.23） 

    一直以來個案都會嘗試手工藝品，曾經手做過補夢網、羊毛氈等，除了會將自己的

手工作品分享之外，同時也曾期待過有朝一日能跟相關廠商合作，跨足美工部落客的領

域；因此個案於訪談的過程中表示，這次與木工用具廠商的合作令自己難以忘懷，除了

有收益之外更發掘了自身的其他潛能，從邀稿合作中突破自我並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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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印象深刻或喜歡的話，是前陣子有一個那個…那種…傢俱…痾不 

    是，就木工吧…木工材…傢…那種…線…線鋸什麼…那叫什麼啊？我忘記了， 

    電鋸方面的那種東西；那它是在就是要推廣那個工具嘛，那我就會去真的去 

    找東西…找木…找木材來做這樣子，那就是…欸…怎麼講？我覺得有時候會 

    創造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像我平常也不會做木工，但是因為我接了這個業配 

    文，所以我會去開發這個技能之類的，也算學到一個新的，那也許這次完以 

    後…以後又會有別的傢俱啊或是家居各種的商品會來再來找我這樣。 

    （訪 2016.05.07#6-3） 

 

    另外於先前的篇幅中曾提過個案已出版了四本印刷出版品，以及合作發行了 LINE

的程式用貼圖，這勢必都替個案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經濟收益；研究者曾嘗試致電各家與

個案先後合作的出版社，欲詢問個案出版品的銷售情形，然而遺憾的是無法得到確切的

銷售數據，僅事後與個案閒談時個案提到，參與出版發行是對自己的一個挑戰，讓自己

去嘗試接觸不同領域，但現今發行出版品實際上獲得的收益不高，並沒有平常人觀念中

對於暢銷書作家的那種幻想。 

 

(五) 困難與瓶頸 

    1.低潮期 

    創作過程中難免會遭遇到不順遂的狀況，而個案的作品中透露出自己曾有過三次的

低潮期。 

(1) 創作初期的低潮： 

    個案的部落格創作始於 2009 年 5 月，然而研究者發現個案於該年的 8

至 9 月間，曾有過一整個月沒有發表創作文章，而這也是個案整個創作生涯

中唯一呈現空白的月份；對比剛入手繪圖板時興致勃勃發表許多文章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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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分外地突兀，訪談個案時個案表示自己對這個空窗期記憶猶新。 

 

         那個時候是剛創部落格，所以其實理所當然沒有人在看嘛，就 

    是頂多每天有 50個人就已經要偷笑了，那那個時候可能是太被那個 

    數字所…怎麼講…太在意那個數字了，就反而變成沒什麼…覺得沒 

    什麼鼓勵就畫不下去這樣，然後後來是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因那麼在 

    意數字而去放棄這件事情，所以最後就決定就是畫自己喜歡畫的， 

    然後那個題材也有改變，因為我一開始好像其實是以趣味為主，有 

    一些…畫一些笑話這樣，那後來才轉變為是完全畫自己的生活這 

    樣。（訪 2016.05.07#5-4） 

 

    創作初期會在意瀏覽人次也是人之常情，畢竟有創作就希望有閱覽群眾，所

幸個案自我調適能力很好，迅速地就從低潮中走了出來，否則不會成為今日產量

豐碩的網路圖文創作者。 

(2) 2012 年至 2013 年的壓力： 

    這段時期個案曾有過一年左右的低潮期，是對創作感到有氣無力，最主要的原

因在於 Facebook 的興起與風行，由於 Facebook 是一個資訊傳播相當便利的平台，

資訊轉載、發表、分享都能迅速地完成，而 Facebook 的出現改變了閱覽族群的觀賞

型態，所追求的都是短暫而迅速確實的創作作品，要能一刀斃命擊中要害的作品才

會在 Facebook 上面盛行；為此個案對部落格創作感到有氣無力，認為自己盡心盡力

畫圖、鋪陳、敘寫出來的文章，可能讀者不見得買帳，而投資的心力如同將錢幣投

入石井中有去無回。關於這一時期的低潮，個案表示主要是來自於多方面的壓力使

然。 

 

        因為…痾…大概在過去三年…三年還四年，那個 FB這個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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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掀起…就是起來，大家都在用這樣，那其實它有點…我覺得有點改 

    變了大家那種速食的方式，就是要一張圖而且要夠快就馬上得到笑點， 

    所以就是大眾口味的變化；那我自己越畫越細其實會想要畫比較多的內 

    容，但是反而這不是大家很喜歡看的，那我就是這方面調適的…就是就 

    沒辦法調適這樣，而且另外一方面因為那個…那一年是剛好還有另外一 

    些連載，像那個阿鼻桑德羅連載，那那個本身那個漫畫連載的量很大， 

    就是它一篇的內容，一個禮拜我大概要交出至少 50格的漫畫，那其實 

    那個就是工作量再加上一些平常的發文什麼的，那就覺得壓力會蠻大的， 

    應該就這樣。（訪 2016.05.07#5-5） 

 

(3) 2015 年的放棄念頭： 

    個案於訪談中表示，過去的一年曾有數度想要放棄的念頭，因為認為大眾的口

味一直不斷地快速改變，各式各樣的競爭者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地冒出來，然而自己

卻尚未做好萬全的準備來面對，自己調適反應不過來，已追不上瞬息萬變的網路平

台世界；甚至認為大眾的喜好在走回頭路，回到了曾經簡單、快速、不需鋪陳的簡

易創作表達型式，然而個案自己在網路創作的領域上細心耕耘了數年，不斷地精進

自己只期能滿足越來越挑剔的讀者，這時為了迎合大眾口味不得不開倒車，使得個

案的心境難以調適過來。 

 

        應該是去年的時候有時候有幾度會想說要放棄，因為怎麼講，因為 

    網路創作就會有很多競爭這樣，然後主要是應該是自己有一點不適應的 

    問題，因為那個跟那個大眾口味的變化有關係，因為其實一直再畫的話 

    就會一直精進，會希望畫更好或更仔細這樣、內容更多這樣，但是網路 

    他比較速食，其實大家越來越偏好喜歡更簡單的，一句話笑點或是那種 

    比較沒水準嗎？有點嗆人的那種感覺、那種風格的，那我是覺得說有點 

    就是沒辦法調適這種感覺，就是覺得說為了迎合大眾口味，我是不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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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要讓自己的那個怎麼講…能力又再回去了的那種感覺這樣。 

    （訪 2016.05.07#5-3） 

 

    2.創作過程中的困難 

    創作的歷程中個案曾經遭遇到一些困難，大多都是對於未曾接觸過的事物感到陌生，

譬如說網路創作是透過科技產品，新科技總是日新月異，而個案必須鞭策自己去學習、

改變、面對不同的設備、系統；接觸新的事物必然會感到惶恐或是茫然，然而只能依靠

自己的信心去肯定自我價值，透過不斷努力來精進自己的能力。另外面對到轉換領域的

困難，個案於訪談中表示當自己第一次與出版社接洽時，雖然滿懷期待但是畢竟不是相

關設計科系或傳播科系出身，對於出版品的印刷排版毫無概念，沒有頭緒的個案只能向

出版社請求協助，索性首次合作的出版社布克文化很願意溝通、指導。 

 

        那要分兩個層面講吧！因為像是軟體或硬體方面，有時候會需要我有時 

    後會需要學一些不同的軟體，那可能一定不熟悉，那通常這種的話就是自己 

    靠自己解決，就是可能要平常花時間去學習，那我就會直接去上 youtube， 

    因為 youtube很多在教學，的確蠻有用的，那其實看過幾部就通常，再一邊 

    實做的話就沒問題。那如果…像之前出版方面的話，因為之前是第一次，第 

    一本書的時候是第一次接觸，那我覺得會比較難的是跟出版業他們有一些實 

    體印刷的方面，那些我不太懂，出血或什麼的；那溝通完就是，我會請他們 

    說，給我直接一個範本，我直接這樣照畫這樣；然後或是說書的編排啊，但 

    通常出版社都還蠻尊重我的，所以沒有什麼問題這樣。（訪 2016.05.07#5-2） 

 

  3.自我調適與克服 

    生命總是需要找到可以宣洩的出口，面對困難的時候也必須要想辦法調適、解決，

對個案來說有些困難是可以憑藉著毅力去面對，諸如研究如何操作新軟體時，只要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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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費一點時間心力，必然能夠掌握原則甚至駕輕就熟；然而有些時候瓶頸跟困難並非

一朝一夕可以解決，逐步累積了身心靈的壓力，因而個案於訪談中分享了自己自我調適

的方法。 

 

        如果今天時間被壓縮，譬如說很多東西擠在一起，那就…就比較會容易 

    想不出來的狀況發生。那…通常缺乏靈感的話，我覺得應該是會先放空去幹 

    嘛，去可能…去隨便晃晃或是洗個澡之類的；那如果還是想不出來，也許有 

    的時候跟別人聊一聊，對方講他的也許只是瑣事，但是你就突然會有就有想 

    法這樣；那或是有時候用條列式的也是也許會有靈感，就是說譬如說我會條 

    列式就譬如說，現在…就像我之前那種方式，再列一次這樣，大概是這樣。 

    （訪 2016.05.07#5-1） 

 

(六) 現況與發展計劃 

    1.網路平台經營現況 

(1) 目前經營的平台： 

    個案目前主要經營的網路平台為：Pixnet 痞客邦部落格、Facebook 臉書兩大

網路平台，部落格為個案發跡的地方，是其創作的源頭創作的根，而 Facebook

則是一股不可抵擋的趨勢，Facebook 的行銷效益甚至遠大於部落格的宣傳。然

而個案於訪談中表示其實自己並不大滿意 Facebook 的行銷策略，表示其隱私保

護功能處理的不太妥當，所以對 Facebook 的經營略顯倦怠，日前的百日連載挑

戰計劃正是為了將讀者重新吸引回部落格，讓部落格再度成為自己的經營重心。 

 

        我以前是大概部落格跟 FB這個平台同時經營這樣，那 FB 它因 

    為策略的關係，然後使用人數也變多這樣，那其實 FB這個平台怎 

    麼講…有點專制嗎？就是它很容易會控制你的那個曝光率，一篇只 

 



 

91 
 

    能大概只有不到 1/10的人會看到，那其實我們插畫家對這個平台， 

    我自己本身對這個它已經有點越來越沒有信心，因為看到的人很少， 

    而且一方面也許是年齡層的關係，是 FB 可能太不…越來越不注重 

    隱 私，就是大家按讚都會被看到，所以大家不太喜歡按讚，那所以 

    我其實後來又回到過…回到部落格了，就是比較努力去經營，因為 

    部落格這個…這個怎麼講？部落格本身比較不會去…去控制你的流 

    量或什麼，大家進來看就進來看這樣。（訪 2016.05.07#7-1） 

 

(2) 經營策略： 

    在經營上，目前個案希望將 Facebook 的人氣重新引回部落格上，經營上以

部落格為主、Facebook 為輔，所以日前推出了「百日連載挑戰」活動，一方面

是敦促自己重新找回部落格發表創作的動力，要求自己連續一百天都必須要有圖

文創作；但這背後的動機是使閱覽族群可以重新養成收看部落格更新的習慣，因

前一段中個案曾提及，Facebook 使得不是每一位於自己粉絲專頁上按讚的讀者

都會接受到自己更新的訊息，因此倒不如強迫自己每一天都發表文章，這樣即使

Facebook 並未通知，讀者也會自行前往痞客邦部落格內，查閱個案的最新創作

文章發表，當讀者們養成了收看的習慣時，他們都將跳脫 Facebook 的制約。關

於這部份的經營策略，個案於訪談中是如此分享。 

 

之前就是給自己一個挑戰，一方面也是再把那個部落格的人氣 

再拉回來，所以我就是自己做了一個【百日連載挑戰】，那…就是…用意就

是希望說讀者說養成習慣，也許就會常常回來看這樣，那我就不會受到說

FB的制約，就是 FB的感覺比較像是他們 FB 要給…給觀眾看才給觀眾看，

但是部落格不會，如果是大家有養成習慣的話，他們自己就會回去看這樣。

（訪 2016.05.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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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讀者互動狀況： 

    對於網路部落客來說，閱覽族群等同於他們的衣食父母，累積了夠多的閱覽

人次獲得高度曝光率，代表了具備越高的群眾人氣，而高人氣才會替部落客帶來

合作邀稿的機會，才能獲得相對應的收益，故跟讀者保持良好關係是最重要的事

情。個案於訪談的過程中分享了自己如何與讀者互動，並提及自己如何留住觀賞

者。 

 

        應該算蠻好的吧！就是會有幾個人看得出來常常留言，那我們 

    也會跟他留言，就是感覺很像朋友之間的感覺，然後…就有點像聊 

    天啊！就是會打屁這樣。那用什麼方是保持瀏覽人次呢？應該是固 

    定發文吧！就是讀者如果習慣的話，他就是固定會來看這樣。 

    （訪 2016.05.07#7-3） 

 

(4) 讀者喜好： 

    了解自己的目標客群並且投其所好，這無疑是經營管理一個網路平台的重要

原則。以個案的例子來說，個案表示能夠取得讀者「共鳴」的就是一個好的創作，

而通常多數狀況之下，只要是探討男女之間的關係互動的相關主題創作，總是能

得到較多讀者的關注，個案自己推測的結論是，可能無論是單身的男女或是戀愛

中的男女都需要一個宣洩的管道，如果創作能夠反映出他們說不出口的內心話，

那麼就會得到較高的點閱率；另一種容易獲得較多瀏覽人次的創作類型，就是反

映出最真實的內在憤怒的相關創作，例如批判、謾罵等，針對特定的人事物表達

出不滿的情緒，說出了讀者敢怒不敢言的心中想法時，個案於訪談中表示這類的

創作也能獲得較多的共鳴，話雖如此，但個案同時也表示這並不是自己創作所追

求的作品類型。 

 



 

93 
 

 

        應該是簡單兩個字，就是「共鳴」兩個字，那共鳴又有很多種 

    類型，那或是大家要有可以投射的地方吧！像是如果是畫男女的都 

    會有很多讚，不知道為什麼？大家也許會憧憬那個…那種…痾…那 

    種男女感情很好啊，或是說不然就是…對阿就是要有共鳴，就也許 

    你這個人講話很狠的話，譬如說這個人只是畫說你為什麼…好難舉 

    例唷！你懂我意思嗎？有一些人會畫很衝的畫，那大家會覺得說這 

    是他心裡想講但他不敢講，他可能就會按讚，那就是一種代表他認 

    同；對啊，大家其實比較追求這種認同感，對，那我自己本身沒有 

    那麼喜歡畫這種東西這樣。（訪 2016.05.07#7-2） 

 

(5) 作品意識型態： 

    每一個作品創作必然有其所欲傳達給觀賞者的觀念價值，針對個案來討論，個

案希望自己的創作不單單只是好笑而已，而是希望讀者可以有獨立思維，能夠進行

批判性的思考，去判斷什麼樣的作品是值得欣賞、分享，而不是一窩蜂的跟著潮流

趨勢在走；另外個案於訪談中更特別強調，不喜歡隨波逐流以社會時事為創作主題，

因為這樣使自己淪落成為眾多針對同一議題進行創作的創作者之一，因而缺少了自

己的特色與內在價值。個案希望自己的創作能有獨創性，進而希望閱覽族群能成為

明智的讀者，而非盲目的觀眾。 

 

        就是一種憤青的感覺吧！就是…欸…我不太喜歡畫一些新聞時事， 

    有一些真的很誇張，就是在跟風而已；像…像舉例的話，我記得以前有 

    一個…有一對男女在公車上可能公眾地在做這些性方面的事情這樣，然 

    後其實很多插畫家都跟風在畫這個，那我其實覺得這個行為根本就不好， 

    因為它的確是…這個事件是的確是不好，但是不值得…欸…沒有沒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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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到大家可以這樣人身攻擊他們這樣，我是覺得我很不喜歡這種有時候 

    是一種風氣，大家會畫一些新聞。我就覺得說…希望大家就是要自己也 

    去過濾一些什麼垃圾訊息這樣，所以是…怎麼講？要…要怎麼統整這樣 

    的話？懂得去批…喔…獨立思考這樣。（訪 2016.05.07#7-4） 

 

    2.未來目標與規劃 

    個案目前是全職的網路圖文作家，訪談的過程中個案表示圖文部落客不僅可以是一

個全職的職業，同時也能夠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跳板，能夠從接觸不同新的案子中學習成

長，發掘出自己不曾注意到的潛在能力，甚至找到可以經營發展的新方向。 

 

        因為我覺得部落客…圖文部落客，可以當主要職業它也可以當個跳板， 

    因為我會有很多種不同嘗試，像我接了一些業配文或是不同合作的，所以我 

    會發現…欸…我還有這種技能這樣。（訪 2016.05.07#8-1） 

 

    個案表示網路部落客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是值得自己繼續經營下去的一

條道路，在這個網路越來越普及化的世代，只要有想法、懂得包裝、掌握住正確的觀賞

族群，部落客發光發熱的機會越來越多；素人一個個崛起，成為網路世代下的知名人士，

不論是什麼性質的作品創作，所得到的關注甚至能超越演藝人員；因此只要能好好地經

營管理，網路平台所能創造的效益絕對相當地驚人。 

 

        我覺得總體來看，應該還是會…應該是會越來越好，因為現在…因為… 

    因為網路…就是什麼…社群平台的關係，其實素人越來越紅，很多素人都破 

    百萬，比…比那個臺灣的那個藝人都還要高，對啊那我所以那個我覺得未來 

    這個素人…紅人這些方面的人，網路部落客這一類的或是網路紅人其實商機 

    會越來越大。我覺得應該是其實以後會分眾啦，就是有些人喜歡看影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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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喜歡看文章啦或是圖文的，但我覺得應該未來還是還是不錯的這樣。 

    （訪 2016.05.07#8-2）  

 

    在創作與出版方面，曾經思考過在部落格的圖文創作中設計添加新的角色，但又有

矛盾心態，希望只保留「鼻妹」這個角色就好，希望是仿效阿鼻桑德羅的方式，在現有

的鼻妹角色上添加新的個性而發展成的新角色。個案在訪談的過程中明確提到目前沒有

再發行任何出版物的規劃，然而阿鼻桑德羅系列漫畫於 Comico 上刊載的作品數量其實

相當充足，如果時報出版有意願繼續發行的話，不排除阿鼻桑德羅有續集出版的可能性。 

 

        因為怎麼講，會覺得有時候會希望說，部落客就是鼻妹這個人就好，那 

    也許在另外創造一個不同個性或是著什麼的，對，大概是有在構思一些…這 

    要怎麼講…一些故事方面，那可能…目前還沒有開始做啦，但是就是有這個 

    想法在這樣。（訪 2016.05.07#8-3） 

 

        目前沒有要籌備下一本，但是有可能不太確定那個阿鼻桑德羅的那個時 

    報出版會不會再出下一本？因為其實在那邊的連載量是夠的，對那看出版社 

    有沒有要出。（訪 2016.05.07#6-6） 

 

    最後個案對自己及對鼻妹這個角色的期許，就是希望能夠好好地經營發展下去，讓

「鼻妹」這個角色成為一個品牌、一個代表人物、一個象徵，並懷抱著遠大的夢想，期

許有一天鼻妹這個角色能被製作成動畫角色。同時訪談中個案也表示，經歷過阿鼻桑德

羅的連載與發行之後，自己對漫畫創作仍然深感興趣，目標是讓自己去嘗試創作出其他

的漫畫作品，經營部落格之餘同時朝向漫畫家的道路繼續挑戰努力。 

 

        應該目前還是會繼續把鼻妹這個角色好好經營，因為其實我蠻希望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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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有一定時間性、很長時間性的一個人物，譬如說因為我覺得有些…有時 

    候一些經典卡通人物或什麼，他都是要時間去慢慢去沉澱，他有時候…就 

    是…那要時間才會…也許可能哪一天可以做動畫什麼，就是還是希望有這個 

    可能性在，那就是一直把她經營下去，但還會…應該也會試著再去創造其他 

    漫畫，因為我還是會想繼續挑戰漫畫家這方面。（訪 2016.05.07#8-4） 

 

第三節 個案的人格特質與社會角色 

一、部落客特質分析 

    陳淑真（2009）的研究中歸納整理出一位成功的部落客所應具備的八項人格特質，

其中包括：被信任感、樂於分享、有話直說、熱心熱情、樂於分享、幽默、創新、交友

廣闊、企圖心。 將上述特質與研究個案進行對照比較，依照個案的訪談內容、部落格的

創作內容兩方面來分析，將個案符合的特質以下表來表示。 

表 20：個案所具備之人格特質剖析 

八項人格特質 符合與否 評判依據 

被信任感 否 無 

樂於分享 是 部 2014.07.14 

有話直說 是 部 2012.05.01 

熱心熱情 是 部 2012.11.19 

幽默 是 訪 2016.05.07#5-4 

部 2012.05.17 

創新 是 本文第肆章第二節之三 

交友廣闊 否 無 

企圖心 是 訪 2016.05.07#8-4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從上表的結果可以發現，針對成功的部落客所應具備的八項人格特質中，個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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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六項，當然並不表示個案並不具有「被信任感」及「交友廣闊」兩項特質，僅於

訪談過程中和部落格圖文創作作品中無法查證之故。 

(一) 樂於分享： 

    個案是不吝惜於藏私的人，由於個案的部落格開始創作時，通訊軟體仍是以 MSN

為領頭羊的角色，而 MSN 程式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動態的表情符號，個案於數篇文章中，

都分享了自己繪製的動態表情符號並提供連結資訊以供讀者下載取用；對於自己能力所

及、可以提供的資訊，個案也不會有所保留，另一愛好分享的具體案例為 2014 年 7 月

14 日的文章，該篇文章分享了自己前往觀賞電影「黑魔女─沉睡魔咒」的心得，並自己

試圖利用各種媒材，為愛貓Gary製作一頂專屬的黑魔女頭套；由於完成品的成效相當好，

個案便將製作方式公開於部落格文章之中，提供各位愛貓愛狗的讀者可以參考，為自己

家中的寵物製作一頂獨一無二的頭套。 

 

（引自附錄二 2014.07.14） 

(二) 有話直說： 

    個案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總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雖然會顧慮到週遭環境的和諧

氣氛，但是對於正確、符合公理的事情，個案從來不會避諱。甚至於部落格的創作中常

使用一些粗俗的用字遣詞，可能有些女孩會顧忌自己的形象，所以表達意見時總是略顯

保守，然而個案從沒有這樣的顧慮，不介意自己的行為表現是否粗俗，完完全全反應出

了自己的真性情，所以雖然使用的用語或是創作內容略顯粗鄙，但卻反而容易獲得觀賞

者的共鳴，因為這些可能正是讀者說不出口的真心話。另外個案的第一本出版品的推薦

文中，將個案的創作被歸類為「暴怒文體」，意即用情緒性的字眼發出對生活中不滿的怒

吼，可能略顯偏激也可能過於歇斯底里，但卻能準確地說到讀者的心坎之中，這樣貼近

人心真實聲音的作品更能引起讀者的回響；例如個案 2012 年 5 月 1 日的文章在抱怨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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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喜歡擅自動手整理小孩的物品，不顧自己母親也是部落格的忠實讀者，還是勇敢地

說出了全天下小孩的內心嘶吼。 

 

（引自附錄二 2015.05.01） 

(三) 熱心熱情： 

    個案的部落格中常分享「兒福聯盟」的相關資訊，兒福聯盟為一關懷孩童福祉的公

益團體，照顧年幼失親或是疏於照顧的兒童；個案具備著熱心公義的心，常於創作中宣

傳兒福聯盟的活動，例如募款活動、年節義賣活動等，呼籲讀者能順手做愛心，幫助弱

勢孩童能有健康無虞的生活，例如 2012 年 11 月 19 日的文章，分享兒福聯盟的活動，協

助募款以幫助寄養家庭的出養兒童的安置問題。 

 

（引自附錄二 2012.11.19） 

(四) 幽默： 

    幽默完全是個案創立「鼻妹的廢話亂畫」部落格的初衷，為的就是將自己的喜悅開

心分享出去，即使是自娛娛人的方式，只要讀者能夠因為自己而感到開心，對於個案的

創作來說就有了無比的價值。例如個案於訪談中曾表示自己的初衷便是以趣味性為主。 

 

        那個題材也有改變，因為我一開始好像其實是以趣味為主，有一些…畫 

    一些笑話這樣，那後來才轉變為是完全畫自己的生活這樣。 

    （訪 2016.05.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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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中個案也分享了許多有趣、好笑的故事，不論是自我調侃的內容、天馬行空的

幻想、搗蛋作怪的惡作劇，個案的創作中時常表現出幽默性，讓觀賞者可以有會心一笑

的感受，個案甚至不介意將自己的糗事公諸於世，以達博君一笑的效果，部落格中的所

有創作有相當大的比例都是這類幽默風趣的文章，主題來源可能是自身或是身旁朋友的

糗事趣聞，也可能是突發奇想的詼諧創作。例如 2012 年 5 月 17 日的文章中，調侃了知

名日本動畫航海王的經典台詞「One Piece」，將其做了幽默的創意發想。 

 

（引自附錄二 2012.05.17） 

(五) 創新： 

    個案一直都很勇於挑戰自我，尤其在繪畫風格表現上做出了多樣化的嘗試，曾經嘗

試過寫實畫風、水彩畫風、單色色階畫風等，雖然並非每次嘗試都產生了好的成效，但

不可否認個案於求新求變上所做出的努力。關於創新的繪畫風格已於本文第肆章第二節

中做了詳盡的分析，故不再次贅述。 

(六) 企圖心： 

    看似溫吞的個案對於自己的未來有著明確的目標，雖然尚未有具體的做為，但卻已

經展現出對於夢想追逐的野心與企圖心。目前個案已達成了專業圖文部落客的夢想，但

成就偉大事業的人絕對不能安於現狀；對於未來的期許，個案於訪談中曾表示，除了希

望繼續經營「鼻妹」這一個角色，讓鼻妹成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經典人物，並希望有

朝一日可以將平面的鼻妹動畫化，成為一動態的動畫角色。 

 

        繼續把鼻妹這個角色好好經營，因為其實我蠻希望她是一個有一定時間 

    性、很長時間性的一個人物，譬如說因為我覺得有些…有時候一些經典卡通 

    人物或什麼，他都是要時間去慢慢去沉澱，他有時候…就是…那要時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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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也許可能哪一天可以做動畫什麼，就是還是希望有這個可能性在，那就 

    是一直把她經營下去，但還會…應該也會試著再去創造其他漫畫，因為我還 

    是會想繼續挑戰漫畫家這方面。（訪 2016.05.07#8-4） 

 

    個案近期與出版社合作，將連載兩年的阿鼻桑德羅曼畫印刷出刊發行，於訪談中個

案表示自己對於漫畫家這個職業仍充滿著興趣，希望自己可以更朝向這個方向努力精進，

期盼自己除了圖文部落客的身份之外，有朝一日能成為具有名氣的漫畫家。 

 

二、創作中的社會意義 

    一位好的部落客除了作品要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更重要的是傳遞出正確的社會意義，

要具備有獨立思考的批判精神，能夠針對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見解，而不僅是從善如流。

網路部落客雖然不需要像讀者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但其於網路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影響力，

並不輸給鎂光燈前的政治人物、演藝人員，所以知名部落客在社會上也是具有影響力的

公眾人物，對於自己的言談舉止、形式作風都應該要有所注意。 

    個案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憤青」，「憤青」為對社會現況強烈關注，尤其關心政治、

少數族群議題、社會黑暗面等議題，對不公不義的事情毫無保留挺身而出，對當權者進

行批判並要求改善；憤青在這主觀意識抬頭的時代更顯重要，不讓自己的利益被剝削，

不讓自己的聲音被抹滅；自己的未來自己掌控，具有批判性格及改革能力的青年群體。 

    因此個案的創作中對許許多多社會議題都高度關注，不會畏懼於表達自己的意見看

法，畢竟在網路世界之中，本來就是人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個案於自身的創作中表

達了對議題的批判以及自己的態度立場，讀者可能支持或是反對個案的意見，不論所抱

持著意見是相同或是相左，在討論、分享、溝通的過程當中，成功喚起了對於各項議題

的關注。經研究者整理後得知，個案的部落格創作中有17篇著作是屬於社會關注的文章，

然而由於個案的部落格文章常會有不同類型文章匯集於一篇之中的狀況發生，甚至部份

對議題關注的創作被歸類於工商合作的類別之中，故實際上與關注社會議題的文章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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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只有 17 篇；另 Facebook 平台更適合分享或是表達訴求、心情，故於 Facebook 上對於

各種議題批判、關切的創作更是不在少數；然而成如前面篇幅提及附錄三之整理時所述，

Facebook 粉絲頁面的資料較為自由隨性且缺乏統一性，故無法將 Facebook 粉絲頁上的

批判性作品。 

    研究者無法將 17 篇部落格文章的內容及圖像作品一一詳細介紹，僅以下列表格將

17 篇文章進行彙整，概略統整出這些文章的主題及內容價值，並輔以一張該文的創作圖

像作為範例示意；期能進一步了解個案所關注的社會議題屬於哪一些類別，並於下方另

揀選數篇做完整的介紹。 

表 21：個案創作中的社會關注議題 

日期 圖示 題名 關注議題 

2010.02.22 

 

日本人別吃驚好嗎 海洋保育 

2010.04.07 

 

你這蠢護士!! 時事批判 

2010.09.25 

 

釣魚台明明就我們的 領土主權 

2011.03.16 

 

Pray for japan 天然災害 

2012.04.25 

 

一修尼徒步吧 薪資問題 

2012.07.25 

 

愛心發票 easy 捐 珍惜資源 

2012.09.27 

 

FB 上的 4 大煩人行為 社會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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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9 

 

Home sweet home~ 兒童福利 

2013.03.13 

 

3 月 13 日小雜記 核能問題 

2013.05.26 

 

救救囧家庭 兒童福利 

2013.08.19 

 

風中鼻緣 節能減碳 

2013.08.28 

 

家有喜事 兒童福利 

2013.11.08 

 

11 月流行什麼!流行橘絲帶

啊! 
兒童福利 

2013.12.04 

 

你有你的香蕉我有我的芭

樂，香蕉你個芭樂 
婚姻平權 

2014.04.02 

 

是太陽花不是香蕉 黑箱服貿 

2014.09.12 

 

餿餿餿餿~餿水油動疵動疵 黑心食品 

2016.02.06 

 

[百日連載挑戰]Day31 SOP 天然災害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從上表的整理中研究者發現，個案對於社會關注的議題面向很廣泛，只要是認為有

爭議或是值得呼籲的社會議題，個案都會在圖文創作中提出與讀者分享省思。其中個案

似乎特別注意下一代的家庭教育問題，其中有四篇社會關注的文章旨在分享與兒童福利

相關的活動，合作的單位皆為兒福聯盟，希望民眾可以注意到弱勢家庭、受虐兒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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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兒童等問題；例如 2013 年 11 月 8 日的文章，文中分享了每年 11 月份為「繫上橘絲帶，

新兒保運動」，此一行為是為了響應保護受虐兒童，斥責家庭暴力的不當。 

 

（引自附錄二 2013.11.08） 

    又例如個案於 2013 年 12 月 4 日發表的圖文創作中，探討了當時社會上對於同性婚

姻的平權議題，用譬喻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認為當時許多反對派提出爭論的論點都

有失公平，並表示這是人類的正常反應，人總是會選擇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論點，呼籲

大家能夠平心靜氣的討論，並正視婚姻平權的問題，不要用自己主觀的態度去阻止他人

的權益；除了該文中個案宣示了自己支持婚姻平權的立場，個案於 Facebook 上的數篇創

作同樣也是對自己支持婚姻平權而表態，包括將個人頭像替換成象徵同性戀者的六色彩

虹等。 

 

（引自附錄二 2013.12.04） 

   另一個個案高度表示關注的社會議題，便是 2014 年鬧的轟轟烈烈的反對黑箱服貿的

學生運動，於 2014 年 4 月 2 日的文章中個案分享了親身參與的經驗談，認為自己身為一

個新時代的青年，必須要站出來為公理正義而奮戰，不是躲在電腦鍵盤後面，用筆戰的

方式支持正確的議題；黑箱服貿的學運在當時可是鬧得滿城風雨，為表示自己對於如此

重大議題卻以不正當手段通過的反抗，與室友阿滿兩人不惜驅車北上立法院前參與靜坐

抗議，即使夜宿於馬路上也絲毫不畏懼，認為自己是在做正確的事情，行使臺灣民眾應

有的監督政府的權利，即使自己可能遍體麟傷也在所不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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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附錄二 2014.04.02） 

    個案參與、分享、宣傳、表達個人意見與看法的社會議題五花八門，研究者無法一

一利用本文篇幅加以細寫，僅挑選三篇為代表依據。身為一位網路上虛擬的公眾人物，

個案對於自身所應具備的社會義務與社會責任有一定程度的認知，認為自己應該要起領

導的帶頭作用，憑藉著自己多年來經營的網路人氣，對社會、對觀賞群眾發揮正面的影

響力量，即使自己的力量並不足以撼動整個世界，但是只要團結一心眾志成城，有朝一

日小蝦米也是可以搏倒大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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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依據本研究所設立的目的，整合本研究個案的作品內容、繪畫風格、訪談內

容、作品意識型態等，統整各章節中的內容所歸整而出。探索個案創作的歷程與脈絡，

了解其成就與生活環境、社會風氣的觀連性，並省思臺灣社會環境下塑造的議題及淺談

個案對於藝術教育所呈現的意義。 

第一節 結論 

一、環境對個案創作的影響 

(一) 學校美術教育並未影響個案創作，而大學專業教育則具有穿針引線的助益。 

    個案表示自己並非出身於藝術相關科系，大學就讀於資訊管理系的個案於訪談

中表示，自小至大學校的藝術教育並沒有在創作上的實質影響，個案會接觸藝術創

作純因自己自幼年時期對於藝術的自發性興趣，相較之下學校正規課程編制中的美

術課程甚至美術教師都未曾成為激勵個案創作的契機。然而個案所接受的教育背景

對其創作仍有正面上的助益，例如大學四年資管系的專業養成，使得個案對於電腦

軟硬體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即便於網路創作的過程中必須要接觸新的軟硬體程式或

是系統，由於資管系的先備知識，使得個案更容易上手。 

(二) 家庭內容是個案的創作來源之一，提供了個案進行創作的環境，家庭對其創作

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 

    從訪談的內容中發現，個案認為家庭環境著實影響了自己的圖文創作，雖然雙

親抱持著旁觀者的心態，雖無大力表態支持個案進行圖文創作，但也沒有極力反對；

在這樣默許的家庭環境之中，個案方能憑藉著一己之力，完成自己的圖文部落客夢

想。 

    家庭環境與家中成員對於個案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雖然成年之後家庭並未

鼓勵個案走上創作者的道路，然而幼年時期，雙親卻很願意提供個案校外進修的機

會，參與不同類型的藝術才藝班，去尋找自己對哪方面的事物感到興趣。因而在這

樣的家庭環境的薰陶之下，個案才能從年少時期就發掘出自身內在的藝術動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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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才能成就個案如此的藝術成就。 

(三) 從未接受過專業藝術教育的個案，其與生具來的藝術天賦，始其作品呈現出純

樸的素人創作價值。 

    個案從小到大並未接受過真正專業的藝術教育訓練，前述所提及之「專業藝術

教育即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的藝術才能班，亦或是大專院校中藝術、設計、圖

像傳播等相關科系。個案未接受過這類型的教育，但卻能夠透過一己的嘗試與創意，

創作出獨樹一格的作品風格，並且不斷的學習精進，使得繪畫技法越發熟練。 

    個案的藝術敏銳度，某一部份是建立於敏銳的觀察力之上，除了能夠精確的描

繪出人物的動作表情與肢體反應之外，對於人物特徵的捕捉更是相當精準。此外，

對於角色性格的刻畫更是恰到好處，掌握到人性的「原型」概念。 

    正如同個案將自己型塑成邋遢、毛躁的性格，而室友阿滿正好補足了個案的缺

點，表現出沉穩、冷靜的特質。這樣一強一弱、一動一靜的搭配，完全反應出人性

最實在的一面，或許我們的身旁都需要一個如同「阿滿」的角色，時時提醒我們所

應該注意的問題。 

    個案是用「生命」在進行創作，將自我的價值觀念傳遞到作品之中，除了引起

了市井小民對生活的共鳴之外，對於重要的社會議題也是不遺餘力地呼籲。個案不

斷地精進自己的創作，挑戰不同的領域、風格、目標，有著不安於現狀的毅力，不

斷地自我超越，以期能成就更卓越的自我。 

 

二、個案的創作歷程與未來發展 

(一) 個案的創作動機起源於靈機一動，面對創作瓶頸時則是讓自己暫時逃避現實，

調整情緒後再次出發。 

    個案的創作是起源於隨機的創作動機，並沒有任何的預設立場與深謀遠慮的計

劃，純粹是因為某一天有所感觸後有感而發，認為自己該去嘗試挑戰一下自我，於

是乎在一次的衝動購物之下促成了個案的第一次創作經驗。然而經營網路部落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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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件易事，尤其像個案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創作者，並非長期在藝術領域耕耘付出，

理所當然所呈現出來的作品質感也不夠精緻，必然無法立即得到相對的群眾關注；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個案隨即遭遇到創作生涯中的的一次挫敗，認為自己辛勤付出

但卻沒有觀賞者願意捧場；幸虧個案生性樂觀隨和，迅速的就透過自我調適的方式

從低潮中走出來，調整了自己的心態與創作的內容，逐漸地其創作也建立起個人的

特色，除了得到許多讀者的關注之外，也獲得許多廠商的青睞，願意提供合作的機

會互助互利。 

    個案的創作題材包羅萬象，生活中大小事情都能夠成為創作的主題，在加上個

案本來就是喜歡胡思亂想的人，所以總有一些出乎讀者意料之外的驚人之舉；不論

是或得讀者的認同支持或是心有戚戚焉，又或著激起了讀者同仇敵愾的心情，個案

在網路圖文創作的成就上仍是相當傑出。 

(二) 網路創作帶來了相對應的經濟效益，廠商合作的傭金則成為支撐個案以專職部

落客為業的經濟來源。 

    個案起初只是將網路創作當成一種興趣在經營，把網路空間當成分享自己心情

創作的平台，並沒有預設到自己會得到高度的關注，也沒有料想自己有一天能成為

圖文界的網路紅人。也因為個案的創作在網路上累積了一定程度的瀏覽量，甚至產

生了許多擁護的粉絲，廠商的合作邀約開始不斷湧入，合作過的廠商包括食品、女

性用品、家電產品、網路平台、程式軟體，甚至也有休憩遊樂區邀請個案前往「試

玩」並分享自己的體驗心得；上述的廠商邀稿類型五花八門，由於個案的創作內容

題材相當廣泛，因此閱覽群眾的喜好跟年齡層分布很廣，故食衣住行育樂的商品都

能配合並宣傳介紹，而這也使得個案現在能以專業的圖文部落客為職業，而這些廠

商合作的邀約文章正是個案的主要收入來源。 

    另一個經濟效益來自於合作出版的部分，2013 年開始陸續與不同的出版業者合

作，先後發行了五本著作（其中包含一本慶功改版的著作）；個案表示出版並不能替

自己帶來豐碩的經濟收入，出版僅是對自我的挑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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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況以經營 Facebook 及部落格為主，經營重心會逐漸從 Facebook 抽離，並將

繼續以漫畫家為目標。 

    個案目前經營的平台主要是以部落格及 Facebook 為主，但訪談的過程中個案提

到自己對於 Facebook 的網路生態及行銷理念不慎認同，故會將經營重心調整回到部

落格之上。 

    對於未來個案相當樂觀，認為自己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就好，雖然替自己設立了

一個目標，但並不會汲汲營營甚至鑽牛角尖；當然個案還是會繼續不斷的創作，但

如果真有那麼一天，當網路世界不再接受自己的創作風格時，個案認為就把美好的

曾經當成回憶就好，但在那一天來臨之前，還是要用心去完成自己每一篇作品、每

一個想要與讀者分享的心情故事。 

    另外個案數次表示自己對漫畫創作仍有著高度的興趣，所以即使與網路漫畫平

台 Comico 的合作已經結束，個案仍希望將漫畫家當成未來的一個方向，期許自己

能有更多漫畫類型的創作。 

(四) 社會藝術教育對個案創作具有很大程度的幫助，便捷的網路提供了個案多元的

資訊取得管道，但「素人」的概念則因此出現矛盾點。 

    本文挑選個案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探討若非相關專業出身的素人創作，是否能

在網路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顯然個案在這方面的表現值得肯定，但個案並不是與

生俱來的創作天才，還是得到了一些外在的援助以成就今日的卓越。對於學校的美

術教育，個案於訪談中呈現出心灰意冷的態度，然而分別與國小及高中時，都有短

暫於校外的藝術才藝班或是專業畫室學習，個案認為當時的教育對自己創作時的構

圖跟用色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因此以個案為例，現今的社會環境對於另覓資源真

是相當的便利，學校無法提供的就自行在外學習或是透過網路蒐羅資訊，來自我充

實、學習、成長，故個案今日的成就可以歸因於社會藝術教育，但最大的原因仍是

個案具有自我敦促的學習心態。 

    然而這讓研究者開始重新思考有關於「素人」創作的定義，尤其在當今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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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環境之下，有能力的家長無不費盡苦心將孩子送往各種安親班、才藝班學習，

目的可能是希望孩子能具備多方面的能力，以增加升學、就業上的競爭力，所以如

同個案這種短暫接受過社會藝術教育的人，是否仍舊符合先前學術文獻中所提及對

於「素人」的定義呢？ 

    甚至現今的國民義務教育中也包含了美術課程，每個人的求學經驗中所接觸到

的美術課程內容雖然不盡相同，可能有些美術老師只是照著教科書來照本宣科，也

可能有些美術老師用心在發掘學生的藝術潛能；如果是僅受過學校美術教育的創作

者，但相當幸運於求學階段遇上了創作的伯樂，所以最後成就了傑出的藝術成就，

那麼這樣的創作者也不能歸屬於「素人」的範疇之中嗎？還是說非學院派出身的都

仍屬於「素人」？ 

    研究者認為，學術研究必然有其參考的重要價值，然而始於 Rousseau 時期對於

素人創作的理論探討，或是探究民國初年的素人創作，在引用之餘也應該因應現今

的教育環境而因地制宜做出調整。當時的教育環境並非如此完善，所以許多創作者

甚至未曾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更別提專業的藝術教育了，故當時對於他們的創

作以「素人藝術家」稱呼之也是當之無愧；然而在資訊傳遞、搜尋都相當便捷的現

今社會，當今的教育環境之中，美感教育、藝術教育更是落實於生活中、家庭之中，

即使家長並非藝術學習的相關背景，心有餘力時也可能會陪同自己的孩子拿起畫筆

培養藝術興趣，因此在這樣的 22 世紀大環境之下，真要依照當時 19 世紀對於「素

人」的定義來評判藝術創作者實在是難上加難，可能只有生於荒島從未接受過教育

的創作者才有辦法依此定義了。故研究者認為在藝術創作上是歸類於專業畫家或是

素人創作者，還是應依照其是否接受過美術科系、設計科系等專業的藝術教育來界

定畫分較為恰當，否則若謹遵 19 世紀時針對 Rousseau 而發展出的「素人」概念，

相信這樣的學術名詞很快就會隨著這些年邁的文盲畫家相繼過世後，從學術研究中

也跟著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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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對圖文部落客「鼻妹」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發展： 

    本研究之設定範圍為「鼻妹」自 2009 年 5 月開始至 2016 年 5 月為止，計

七年左右的創作內容，未來可追蹤其進一步的網路圖文創作集出版印刷品，並

分析「鼻妹」相關創作歷程。 

(二) 針對個案「鼻妹」創作之研究發展： 

    個案「鼻妹」所涉略的創作發表平台廣泛，與廠商之合作邀稿也發表於不

同的廠商網站中，又另許多合作邀稿創作是以出版品的專欄方式發表，所涵蓋

的範圍過於廣泛而本研究無法詳盡整理，故期後續研究能朝向個案多元化之圖

文創作面向著手。 

 

二、對素人網路創作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發掘風格多元的數位藝術創作者： 

    數位化的時代使得藝術表現形式多元發展，年輕的藝術創作者激發出嶄新

的藝術面貌，故期後續研究能多涉略數位藝術創作者的領域，了解更多藝術創

作者的創作意識與內涵價值。 

(二) 修正數位藝術時代之理論參照依據： 

    Brodskaia（2012）的著作中提出了對於樸素藝術家是否素樸的質疑，認為

即使是此一名稱起源者 Rousseau，在教育不普及的 19 世紀時，也曾於創作出

名後接受過藝術巨匠的指導。 

    網路數位化時代使得學術上傳統定義與價值出現灰色空間，素樸創作者也

能輕易地取得各種社會藝術教育資源；故期後續研究能針對時代演變趨勢，為

傳統學術理論價值賦予嶄新的定義，以因應資訊傳遞迅速、瞬息萬變的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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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社會藝術教育之建議 

(一) 提供多元化藝術學習之管道： 

    學校的美術教育課程無法滿足每一個學生的需求，而美術教師之為難之處

在於學生素質良莠不齊，授課內容必然得居中尋求平衡點；故學校美術教育對

於部分學生來說可能過於簡單，淪為敷衍了事的學習經驗，並不能真正滿足學

生對於藝術創作之內心渴望。 

    在這樣的外在環境之下，懷報興趣者必然得透過其他管道來習得專業的藝

術知能，故社會化的藝術教育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除了現今各類型藝術才藝

補習班能提供專業知能之外，透過大型展覽、社區講座、體驗課程等，讓民眾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來選擇。 

    社會化專業藝術教育亦或是社會化常民藝術教育，所針對的客群大相逕庭，

然而在美感教育落實於生活中的政策之下，有關單位必須致力於宣導推廣，讓

藝術並不如既定印象中那麼高不可攀。 

(二) 鼓勵創作者自發性學習： 

    在今日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人手一機已成為了社會常態，資訊的蒐羅與

取得相當便利，各式各樣的教學影片、文章皆能於網路空間上瀏覽。藝術創作

者不應該被既有知識侷限了創作範圍，而應該多接觸不同的創作領域、藝術風

格，自發性地學習未曾接觸過的藝術知能，對於自身藝術創作及發展性上能有

新的認知與突破，期能創造出更多元的藝術價值。 

(三) 提供創作者多樣性發表的平台： 

    網路便捷的當代，各式各樣的創作皆能輕易地上傳分享，並不如同以往只

將藝術限制於美術館之中；藝術的價值與定義早已今非昔比，各種類型的藝術

創作都應有被尊重的價值，觀賞者的個人涵養也是個重要的議題，一般民眾也

能夠輕易地於網路上得到不同類型的藝術創作作品的資訊，或許與自身的價值

觀或是道德標準有所衝突牴觸，但仍應本持著理性客觀的原則，不論是否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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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都應持有正確的藝術涵養，不做過度的攻擊謾罵。 

    網路平台為創作者自行經營的空間，應尊重創作者的作品內含價值，每一

個人都有表達自身意見的權利，在表達個人看法之虞也必須保有對創作者的尊

重，應以理性原則提出具有建設性的見解。 

    社會藝術教育應能提供更多的機會及平台，能讓素人創作者展現自我、傳

遞個人價值，培養出更多如同個案一般，具有個人特色及批判思維的素人網路

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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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現況 

國家圖書館「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執行現況網站： 

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影像系統（網址：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index.htm） 

古籍影像檢索系統（網址：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store/frameset.htm） 

臺灣地區地方文獻資料庫（網址：http://localdap.ncl.edu.tw/） 

全國報紙資訊系統（網址：http://192.192.58.101/cgi/ncl9/m_ncl9_news） 

金石拓片資料庫（網址：http://rarebook.ncl.edu.tw/gold/） 

特藏線上展覽館（網址：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od/exhibition/） 

國家圖書館期刊影像資料庫（網址：http://readopac.ncl.edu.tw/periodical/hypage.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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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部落格創作彙編 

2009.05.15 社交生活 我的第一篇廢話亂畫 

第一次使用繪圖版作畫及介紹好友「民怨」的生活趣事。 

 

2009.05.15 生活雜記 H1N1 

提及食用豬肉與 H1N1 並無關聯。 

 

2009.05.15 觀賞經驗 玩具書 

描述一本童書之閱讀經驗。 

 

2009.05.16 觀賞經驗 鼻妹愛看 lost 

介紹自己喜歡的影集「LOST 檔案」。 

 

2009.05.16 生活雜記 隨記 

描述狗改不了吃屎的真實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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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7 家庭生活 我們這鼻家 

介紹家中成員喜歡撿東西的個性。 

 

2009.05.19 生活雜記 夢 

描述自己被蒙古軍隊俘虜的夢境。 

 

2009.05.20 生活雜記 自然捲髮型進化 

介紹自己為自然捲髮質，並且曾經嘗試過哪種風格的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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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1 生活雜記 老闆.其實我是個人才 

分享自己應徵工讀生的經驗 

 

2009.05.22 生活雜記 夏天現象 

趣談夏天時會見到過度使用痱子粉的年長者之經驗。 

 

2009.05.23 住宿生活 與室友相處之道 

談與生活習慣差的室友之住宿經驗。 

 

2009.05.26 生活雜記 瘸子 

分享自己外出拐到腳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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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Facebook 粉絲專頁創作彙編 

年份：2010 創作總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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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2011 創作總數：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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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出版印刷品 

 

書名：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養成圖文誌 

出版社：布克文化 出版日期：2013/07/11 

內容簡介：分享自己的生活瑣事，從生活中枝微末節的小事來分

享自己獨到的生活哲學，犀利的生活觀。 

 

書名：我決定放棄減肥-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鼻妹養成圖文誌 2 

出版社：布克文化 出版日期：2014/10/09 

內容簡介：分享自己胖過也瘦過的經驗，胖沒有什麼不好，胖也

要胖的開心，活出自己的人生意義。 

 

書名：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鼻妹養成圖文誌 （限量夜光慶功版） 

出版社：布克文化 出版日期：2014/10/16 

內容簡介：《碎碎念歐巴桑少女養成圖文誌》限量慶功版。 

 

書名：Gary，你為什麼不愛我？：歐巴桑少女鼻妹的無悔貓奴日

記 
出版社：三采 出版日期：2015/10/02 

內容簡介：原本怕貓的鼻妹在遇上了貓咪 Gary 後，如何變成心

甘情願的「鏟屎官」的無怨尤心路歷程。 

 

書名：剩菜食堂，開張大吉！阿鼻桑德羅之美味大冒險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6/03/01 

內容簡介：廚藝欠佳的阿鼻桑德羅與其他角色共同努力經營「剩

菜食堂」的趣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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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發行 LINE 貼圖 

貼圖名稱 鼻妹愛嘮叨 發行單位 艾朵國際 

貼圖數量 40 張 販售價格 60 元 

圖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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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參與者您好： 

    首先感謝您願意撥冗參與本次的訪談。本研究為「網路圖文部落客風潮-素樸創

作者『鼻妹』數位繪畫」，是以探究「鼻妹」作為一位網路的圖文創作者所呈現出之

創作意涵與社會意象。本研究主要以深度訪談及相關文件資料蒐集，關於訪談及資

料蒐編等方式的注意事項如下： 

 

 

1. 為了確保資料的正確性、完整度，並便於之後建檔時參照的需求，請您准予訪

談時使用錄音設備。 

2. 您的創作多以網路上之數位作品，請同意以螢幕擷取的方式摘錄作品建檔，並

同意以光碟燒錄的型式將摘錄的圖像作品保存。 

3. 本研究僅供學術研究之用，摘錄作品決不會以其他型式流出他用。 

 

 

    若您已詳讀上述注意事項，並同意參與本研究之訪談，請於下方空白處簽署同

意。本訪談同意書一式兩份，由您與研究者各持有一份，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慮

或是意見，歡迎隨時表示意見。 

    由衷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也感謝您願意撥冗參加，有任何不周之處還望您

海涵，再次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順頌 時祺 

 

 

 

 

 

 

受訪者簽名：                          日期： 105  年  05  月  07  日 

 

訪談者   蔣兆年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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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訪談記錄 

時間 105 年 6 月 5 日 16:00-17:30 地點 創作者「鼻妹」家 

 

受訪者資料 

姓名 化名 性別 與研究之關係 專長 

不願提供 鼻妹 女 研究對象本人 插畫 

 

訪談逐字稿 

1-1 請談談您的求學歷程？您的最高學歷是哪一間學校？ 

受：欸…我是畢業於東海大學這樣，那我是讀資管，資訊管理系。 

1-2 求學時期，學校藝術課程的上課內容與方式如何？對於您的藝術創作有什麼影

響？ 

受：嗯…覺得臺灣的美術課就是那樣，就是老師就丟個東西給你做這樣，啊也沒有

什麼特別啟發性，可能就是叫你…我還真想不起來耶！國小不用講，國小我完全不

知道在幹嘛，就是好像畫畫而已吧！隨便畫；啊高中還偶爾會有什麼譬如說要雕保

麗龍還什麼的，但是都沒什麼特別的。 

訪：所以對你的創作來說？ 

受：對我的創作啊… 

1-3 學校藝術課程種類有哪些？最喜歡或不喜歡哪些科目？為什麼？ 

受：好像沒有分類耶！藝術課就是藝術課這樣。 

訪：就是比方說你上過什麼東西？ 

受：還真的沒有什麼印像，沒有。 

訪：那這個最不喜歡的科目呢？ 

受：藝術中的嗎？ 

訪：不是，就是你自己的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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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喔，我自己平常不喜歡的科目。我應該是不喜歡國文吧！ 

訪：為什麼是國文？ 

受：就覺得…覺得為什麼要…因為國文好像不是在那個文學上面，反而比較像是在

探討那個作者的人格什麼的，然後我就覺得要被迫接受他們的思想，我覺得很莫名

其妙，對，所以我不太喜歡國文。 

1-4 請問您是從何時開始對藝術創作產生興趣？你的藝術創作當時有得到老師的鼓

勵嗎？老師對你的作品看法？哪一位老師影響你創作最多？ 

受：應該是從小時候吧！幼稚園就開始有對這個插畫有興趣，但不是那種很積極的

那種熱情，就只是喜歡塗鴉這樣；啊如果說有得到老師的鼓勵嗎？應該是還好，老

師…老師就很制式化，就是要你讀好書就好。那老師對我作品看法，好像都還好耶！

老師沒有特別注意我這樣。哪一位老師影響我創作最多？應該也是沒有，學校的話

老師對我來說是沒有什麼影響。 

1-5 是否有接受過學校以外的藝術教育訓練呢？是在什麼時候？是什麼樣的課程

呢？ 

受：欸，我國小的時候，有去那種安親班學過，好像至少有兩年吧！那…那個時候

我覺得多少對我的基礎有影響，就是… 

訪：那是學什麼？ 

受：它…其實也是老師每次就叫你畫素描然後什麼，但是他可能也會帶到一些配色

或是很基本的技法，所以還是對我的基礎蠻有幫助的，那後來高中有再去一次那種

畫室，然後那個時候好像是為了要考那種…那叫什麼？大學那種叫做…術科啦！

對，那邊有學過也是好像一兩年，那…應該是對那個顏色配色有更…更…更深一點

的基礎。 

2-1 可以談談您的成長環境嗎？ 

受：嗯…成長環境，應該是很普通的那個中產階級家庭，就是…爸媽就是…就是做

很普通的工作吧！但是也會就是從小就會送一些才藝班什麼的，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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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時候的興趣有一些幫助這樣，然後爸爸媽媽是沒有從事相關藝術方面，但是爸

爸那邊的家族好像幾個人都蠻會畫的，我在想也許畫畫方面有一點遺傳到這樣。那

環境，應該是我感覺雖然沒有明講，但應該是沒有特別鼓勵我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

樣子，但是…就是如果有做出成績的話…就是還好像還可以接受這樣，大概是這樣。 

2-2 家庭是否有提供您藝術創作的環境呢？家庭成員對你從事藝術創作的看法？ 

受：嗯…因為我覺得，從事創作這種事情，經濟一定要至少是穩定的，那我覺得我

們家至少家…經濟是無虞的這樣，所以我不用說也許今天就要去打工什麼的，那我

覺得就對我這樣來說這樣就夠了；那家裡的人是沒有特別反對，但也沒有特別支持

這樣。那家庭成員，媽媽的話總還是會擔心說會不會…欸…沒辦法這個經營沒辦法

長久，還是會有時候會希望就是做一些考…欸…考一些公務員那種東西什麼的這

樣，對，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想說看可以走多久就走多久這樣，大概這樣。 

2-3 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藝術？是什麼類型的藝術呢？您認為當時所接觸的藝術是

否影響了您今日的藝術成就呢？ 

受：如果是正…比較正統一點的藝術的話，應該是從高中的時候，去畫室學習這樣；

那主要就是畫一些素描啊，然後石膏像什麼的，是哪種黑白素描，然後也有學一些

油畫，那…覺得應該是有打到素描的基礎，還有那個顏色…那叫什麼？色彩學這些

東西，大概就是這樣，這個幫助蠻大的。 

2-4 您認為家庭生活是否影響了你的創作呢？家人是否會出現在您的創作之中？可

以簡述作品中對於家中成員的描述嗎？ 

受：嗯…因為我畫圖本來就是畫插畫，然後生活瑣事，所以家人對我個…個性來講

一定會有影響，就譬如說我爸的個性就是可能比較嚴厲一點，那我可能個性也會受

到影響，那我會變得有點神經質，就會這樣，我畫的個性就是自己有點神經質。那

家人有時候會出現在創作裡面，就是爸爸媽媽，然後我姊跟我弟，啊有時候會有外

婆這樣。那對家中成員的描述的話，就我爸就是很嚴厲的個性，我媽就是可能比較

神經大條一點，我弟就…就是一般弟弟，就是欺負他就對了，姊姊也是偶爾比較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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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欺負我這樣，那外婆就是比較疼我這樣，就大概是這樣。 

3-1 可以描述你的創作過程嗎？使用什麼樣的媒材？  

受：創作過程的話，通常會想一個主題耶！譬如說…我想一下…譬如說我今天會想

要寫夏天這樣，然後我可能就會用筆記本先列出來，夏天會聯想到什麼？可能有汗

臭味，然後還有…痾…我想一下，還有什麼？汗臭味啊、洗澡啊、流汗啊、流很多

汗啊，然後可能會想要去海邊啊，我想一行一行列出來，然後再去寫細節這樣，那

可能在比對一下，哪個比較好哪個比較不好，這樣淘汰，然後也許把他們串在一起，

大概是這樣。那…媒材的話，實際作畫的話我就是用繪圖版，直接用繪圖軟體這樣…

作畫這樣。 

3-2 為什麼會選擇（數位工具）繪圖版進行網路創作？您是如何開始接觸電腦繪圖的

呢？ 

受：其實我一開始不知道繪圖板這種東西，就是我在看那個別的部落客，那種圖文

部落客在畫，然後我就想，那時候我才想說：「哇，我也好像也可以來畫，畫一個部

落格這樣。」，那那時候才開始研究說要用什麼方式去作畫這樣，然後去上網就是去

查，然後發現他們都是用所謂的繪圖板這樣，那那個圖就可以直接…後來就直接是

變成一個電子檔這樣，對，然後那時候我才開始先接觸這些硬體還有跟軟體這樣。 

3-3 您認為使用電腦繪圖與傳統繪畫的差異為何？為何不使用傳統作畫的方式呢？ 

受：電腦繪圖就兩個特色，就是時間上會快很多，就是譬如說像著色地方就可以很

快，然後還有修正的部分，然後圖畫錯就可以復原這樣；然後電腦繪圖可以做很多

種素材的結合，對，就是很 easy 這樣，不用像可能也許要畫圖的話要噴墨，還真的

要去拿個什麼東西這樣壓，那電腦繪圖的話就可以用很多媒材做結合。那…可是那

個傳統繪畫也是有它的優點，就是一種真實感吧！而且，這可以講嗎？好像太遠了。 

訪：沒關係你都可以講。 

受：我是說那個…怎麼講，因為像有時候會有一些，譬如說有人邀請展覽，那如果

全都用那個電子繪圖貼上去，感覺很沒 fu，這種時候就會覺得說是不是應該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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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一些傳統繪…就是…就是直接畫在紙上，這樣感覺好像看起來會比較有價值這

樣。 

3-4 請問資管系的專業訓練對於您的網路創作有什麼影響？ 

受：嗯…我覺得對那個畫技當然是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對於那個譬如說，因為我們

要…有時候常常會接觸很多繪圖軟體或者是影音編輯軟體，那因為資管系的訓練，

那覺得會比較好上手啦，有那個比較了解一個通常軟體的那個邏輯在，比較好上手；

然後對於網路創作，因為網路創作主要是要那種散播性，所以資管系的話應該是會

比較了解整個網路生態，那我們會可能也許會比較知道說，欸，趨勢在哪邊？然後

會去…去經營不同平台這樣，對。 

4-1「鼻妹」這個角色是怎麼樣創造出來的呢？您會如何形容「鼻妹」這個角色的性

格？她與您本人的個性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受：「鼻妹」這個角色其實就是我從開始畫部落格以後創造出來的，那她那個造型原

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一開始其實畫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好像…一開始畫鼻子更大，

因為叫「鼻妹」；那時候會取這個名字就是因為想說要從自己身上比較有特色的來

講，我就想說鼻子好像比較有特色，所以然後再想加一個比較有親和力的吧？然後

我就想到那個歌手阿妹之類的，所以就把「鼻子」跟「妹妹」結合，就叫「鼻妹」

這樣。那…她這個角色的性格應該是很衝動嗎？很大咧咧，然後感覺脾氣很不好這

樣；跟我本人的個性的話，我覺得應該是蠻像的，但我沒有她那麼外向的感覺，我

本人比較內向一點，對，那她就是會畫出我比較瘋狂的那一面這樣。 

4-2 您作品的內容是以什麼主題的創作為主？作品的內容是如何發想呢？靈感的來

源是什麼？請舉例。（例如時事、生活經驗、自己的原創） 

受：我主要主題創作…欸…創作主題就是以生活鎖事為主，那平常就是可能…很簡

單鎖碎到不行的都行，或者是一些理念或是可能也許只是跟朋友聊到關於說…欸，

女生過 25 歲還沒結婚是怎樣怎樣，或是 25 歲就結婚的人是怎麼樣的人；就是會探

討說族群不同，做這些無聊的事情這樣。那平常的發想的話，就是各種耶！因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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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看電影，然後我會去找一些很奇怪的電影來看，看了會讓你決得覺得很頭

痛的片，譬如說那種十大禁片或者是什麼，很奇怪啊！然後那種很虐殺或是什麼我

都會看；然後或是一些有一些紀錄片也蠻有意思的，就是…就是可能會真的像很有

批判性的，然後你就會換到另外一個角度思考，還蠻有意思的；那電視有時候也會

看一下這樣，電視雖然難看但是有時候看了也會有一些想法之類的。那靈感…痾…

我想一下，我通常都會用主題去想，像譬如說之前畫的如果是關於我的貓，就會…

我就會去想…欸，每一個章節的主題大概是什麼？那可能有關於，就會像之前那樣

列筆…列條列式的列出來，那可能會有，痾…貓咪上廁所啊、或是吃飯啊、洗澡啊，

或是個性上或是相處上；然後相處上我可能又可以擴大到說…這個…貓跟人的感情

這方面層面這樣，大概是這樣。 

4-3 您會如何描述自己的插圖繪畫風格？ 

受：嗯…風格應該是走比較美式一點，那我其實會比較強調那個，人物的臉部表情

跟肢體動作，就比較…我希望加強在他那個生動的部分，那通常看的話對方也會比

較有感覺或共鳴這樣。 

4-4 您的作品中常出現「阿滿」、「Gary」及「阿鼻桑德羅」三個角色，可以解釋您與

這三個角色的關係是什麼？而這三個角色的性格或定位分別又是如何呢？ 

受：嗯…欸…阿滿是我的大學的室友，那以前大學的時候就…就一直一直常靠著她

罩我這樣之類，所以…欸…因為我都是畫生活鎖事，所以一定都會畫到她這樣；那

關係就是室友這樣，然後會幫我…請她幫我做一些打雜的事情這樣；然後 Gary 的話

就是我好像 3.4 年前養的貓，他的…欸我忘記剛剛忘記講性格了，阿滿的性格應該

是屬於比較冷靜一點，然後可能會講話就很冷靜沒什麼情緒這樣，但是可以很理性

分析這樣；那 Gary 的話，Gary 這隻貓應該是個性還算蠻好，但就是偶而會很不削

這樣，也不給人家抱，但是不會很壞啦！那阿鼻桑德羅這個角色其實是我，以前好

像是為了做某一個關於料理方面創造出來的角色，只是想展現他是一個很會煮菜的

一個角色，那其實也是從「鼻妹」去分枝出來，造型也都一樣，只是再加一個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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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後來又另外去延伸做了一個漫畫連載，那他的個性是…痾…是幫他設定成是義

大利人這樣，然後個性就是很…欸，因為原本鼻妹已經很衝動，那他就顯示更衝動

然後更火爆，就可能比較白癡一點這樣，大概是這樣。 

4-5 從構思到進行創作到完稿，大約會花費您多少時間呢？ 

受：嗯…我平常如果是部落格，很短篇文章，600 字以內的話，通常構思大概…如

果是部落格的話，我不會特定安排時間去構思，那可能是在就是今天的可能跟朋友

聊天，就是可能短短的二三十…痾…閒聊而已，就可能會聊到說：「欸，今天要畫什

麼？」，你說：「欸，最近有什麼電影這樣？」，然後想…想到然後我可能就晚上就去

畫了那樣。那…像有這個 idea 以後，然後再去想文章大概要怎麼鋪陳啊，然後畫圖

這樣；那構思的話應該至少要花半到一小時，去想那個文章鋪陳，然後畫的話就蠻

快的，畫的話可能二三十分鐘，所以可能大概是兩三小時這樣。 

5-1 創作過程中是否有遭遇過創作瓶頸？ 缺乏靈感時您會怎麼解決？ 

受：嗯…瓶頸的話其實是最近才有比較遇到，因為平常的話我還蠻隨性，所以其實

沒有那麼大的問題，那如果但是如果今天時間被壓縮，譬如說很多東西擠在一起，

那就…就比較會容易想不出來的狀況發生。那…通常缺乏靈感的話，我覺得應該是

會先放空去幹嘛，去可能…去隨便晃晃或是洗個澡之類的；那如果還是想不出來，

也許有的時候跟別人聊一聊，對方講他的也許只是瑣事，但是你就突然會有就有想

法這樣；那或是有時候用條列式的也是也許會有靈感，就是說譬如說我會條列式就

譬如說，現在…就像我之前那種方式，再列一次這樣，大概是這樣。 

5-2 創作過程中面對過什麼樣的困難？如何克服？得到了什麼樣外在因素的幫助

呢？ 

受：嗯…那要分兩個層面講吧！因為像是軟體或硬體方面，有時候會需要我有時候

會需要學一些不同的軟體，那可能一定不熟悉，那通常這種的話就是自己靠自己解

決，就是可能要平常花時間去學習，那我就會直接去上 youtube，因為 youtube 很多

在教學，的確蠻有用的，那其實看過幾部就通常，再一邊實做的話就沒問題。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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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像之前出版方面的話，因為之前是第一次，第一本書的時候是第一次接觸，那

我覺得會比較難的是跟出版業他們有一些實體印刷的方面，那些我不太懂，出血或

什麼的；那溝通完就是，我會請他們說，給我直接一個範本，我直接這樣照畫這樣；

然後或是說書的編排啊，但通常出版社都還蠻尊重我的，所以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5-3 曾經有因此想要放棄的念頭嗎？ 

受：嗯…欸…應該是去年的時候有時候有幾度會想說要放棄，因為怎麼講，因為網

路創作就會有很多競爭這樣，然後主要是應該是自己有一點不適應的問題，因為那

個跟那個大眾口味的變化有關係，因為其實一直再畫的話就會一直精進，會希望畫

更好或更仔細這樣、內容更多這樣，但是網路他比較速食，其實大家越來越偏好喜

歡更簡單的，一句話笑點或是那種比較沒水準嗎？有點嗆人的那種感覺、那種風格

的，那我是覺得說有點就是沒辦法調適這種感覺，就是覺得說為了迎合大眾口味，

我是不是反而要讓自己的那個怎麼講…能力又再回去了的那種感覺這樣。 

5-4 您在創作初期（2009 年 8-9 月間），曾經有一個月的時間都沒有創作，請問您還

記得當初的情況嗎？ 

受：那個時候是剛創部落格，所以其實理所當然沒有人在看嘛，就是頂多每天有 50

個人就已經要偷笑了，那那個時候可能是太被那個數字所…怎麼講…太在意那個數

字了，就反而變成沒什麼…覺得沒什麼鼓勵就畫不下去這樣，然後後來是覺得說怎

麼會這樣因那麼在意數字而去放棄這件事情，所以最後就決定就是畫自己喜歡畫

的，然後那個題材也有改變，因為我一開始好像其實是以趣味為主，有一些…畫一

些笑話這樣，那後來才轉變為是完全畫自己的生活這樣。 

5-5 您文中曾提及自己經歷了一年左右的低潮期，可以分享一下這段時期的心情嗎？ 

受：嗯…因為…痾…大概在過去三年…三年還四年，那個 FB 這個網路平台就是掀

起…就是起來，大家都在用這樣，那其實它有點…我覺得有點改變了大家那種速食

的方式，就是要一張圖而且要夠快就馬上得到笑點，所以就是大眾口味的變化；那

我自己越畫越細其實會想要畫比較多的內容，但是反而這不是大家很喜歡看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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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這方面調適的…就是就沒辦法調適這樣，而且另外一方面因為那個…那一年

是剛好還有另外一些連載，像那個阿鼻桑德羅連載，那那個本身那個漫畫連載的量

很大，就是它一篇的內容，一個禮拜我大概要交出至少 50 格的漫畫，那其實那個就

是工作量再加上一些平常的發文什麼的，那就覺得壓力會蠻大的，應該就這樣。 

6-1 從事網路創作的初衷是什麼？您曾經想過自己的作品會一炮而紅嗎？ 

受：初衷好像不是很純正耶，就是我看人家畫部落格就覺得：「欸，這個我也可以畫

耶！」這樣子，所以我就覺得…決定要去畫這樣，那後來其實心境也是有轉變啦，

不是那麼單純說：「欸，別人做的到，我也做的到。」；當然也是覺得好像一種趣味

吧，因為我小時候也蠻喜歡講一些笑話的，所以應該是以娛樂大眾為主吧！這就是

我的初衷。曾經想過自己作品會一炮而紅嗎？是……也是有這樣…會…當然會這樣

希望嘛！那當然是照這個目標啊，這樣慢慢前進這樣。 

6-2 這些網路創作替您帶來了什麼樣的經濟效益呢？請舉例。 

受：嗯…經濟效益喔？主要就是靠商業接稿為生這樣，那還會有像出版業這樣，那

例如說另外有時候我還有每個月的那個兒童雜誌的那個…那叫什麼…連載這樣，主

要是先這三個這樣子。那…最大的收入來源還是跟那種業配文吧！要講業配文嗎？

對啊…舉例喔？ 

訪：你剛剛的那個就是舉例啊。 

受：嗯？有嗎？ 

訪：嗯，有啊！ 

受：然後，這廠商當然有時候會看，所以我覺得那個…那個怎麼講？我們的圖案…

那個…叫什麼啊…定位很重要！那我可能給人家的感覺就是一個，欸隨性啊、女性

啊、然後可能是比較大咧咧的感覺，或是說很居家的人啊；那常常會找我的廠商就

是關於一些家用品，可能是衛生紙或是一些零食，那可能女性產品也會找我，像是

衛生棉這些東西這樣。那這些東西主要是我的收入來源。 

6-3 許多廠商曾找您合作，有哪些合作經驗令您比較印象深刻的呢？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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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嗯…以前比較不會過濾廠商，後來就比較會，因為其實通常如果…廠商如果感

覺很惡劣的話，其實從 mail 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有一些人會變得很像在拗你這

樣，就是要你寫文章然後也沒有要給你錢，就是會…對，囉哩叭縮這樣；那…我後

來都其實會自己過濾，就是除非我真的很確定我喜歡或是這個廠商沒問題我才會

接，所以比較不會那麼常有說東西…產品來了，但是我覺得不喜歡但我還要推薦給

大家，那這樣子有點詐欺的感覺。那我比較印象深刻或喜歡的話，是前陣子有一個

那個…那種…傢俱…痾不是，就木工吧…木工材…傢…那種…線…線鋸什麼…那叫

什麼啊？我忘記了，電鋸方面的那種東西；那它是在就是要推廣那個工具嘛，那我

就會去真的去找東西…找木…找木材來做這樣子，那就是…欸…怎麼講？我覺得有

時候會創造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像我平常也不會做木工，但是因為我接了這個業配

文，所以我會去開發這個技能之類的，也算學到一個新的，那也許這次完以後…以

後又會有別的傢俱啊或是家居各種的商品會來再來找我這樣。 

6-4 您目前已發行三本暢銷書及一本新作，可以談談出版社與您接洽的經驗嗎？請您

分享這四本著作的創作內容是什麼主題的作品？靈感是如何發想的呢？ 

受：欸…總共四本書嘛！前兩本是…欸第一本我忘記名字了，第二本是「我決定放

棄減肥」，這兩本是由那個布克…布克文化出的，他們是第一間主動找我的那個出版

社，所以就是我的第一本書；那…他們其實蠻尊重我的，就是幾乎都沒有改我的任

何東西這樣，那合作其實也都很愉快；那後來第三本是畫關於…欸…我的貓 Gary 這

樣，那其實是覺得想跟不同的合作，也許會有不同的火花這樣，所以就…就…第三

本就跟他們合作；第四本的話是阿鼻桑德羅，那是因為在那個 Comico 平台連載的，

所以他們…嗯…怎麼講？算是 Comico 這家公司直接接洽那個…那叫…那間叫什麼

啊？那個…時報出版這樣，所以…所以是跟時報合作這樣，那其實也都是沒有…合

作蠻愉快的。那靈感的話，第一本的話比較像是我隨記的感覺，比較不會有那麼說

明確主題，就是可能…欸想到機車，就這一篇就畫機車這樣；那第二本是畫…有主

題性，就是我決定放棄減肥，那可能就是講到自己平常對一些食物的慾望沒辦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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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啊，或者是有的時候會去發憤圖強去減個肥之類的這方面的心得這樣；然後第三

本的話就是畫貓咪的，那就是其實就是畫一些跟我的貓 Gary 一些瑣事這樣；那那個

阿鼻桑德羅的話，靈感應該是…我需要講到故事內容架構？ 

訪：沒關係妳都可以講。 

受：喔…故事架構也是像我之前講，他原本是我部落格裡面創的一個人物，後來才

延伸出來，那主要其實就是畫一個餐廳裡面的事情這樣，比較趣味為主，那靈感的

話就是…其實常常會有沒有靈感的時候，然後就會想一些家裡…平常發生的事情把

它融在裡面，譬如說今天什麼豆腐又壞掉，也許我就會把它加在這個故事裡面，跟

生活做結合這樣。 

6-5 廠商找您洽談，將您的創作設計成 LINE 的貼圖販售，可以請您談談有關這部份

的經驗嗎？廠商的想法與您本人的創作風格是否有所衝突？ 

受：嗯…貼圖其實沒有…主題方面沒有特別限制啦，就是想畫什麼就畫什麼，那主

要 LINE 方面會比較嚴格審查一些風俗或是欸有沒有侵權的一些事情，就是…但是

很嚴格，就是也許說他們說會有猥褻，也許就是你露個屁股也不行，大概就是這樣；

那來來回回退稿加排隊，因為它其實是全亞洲的，所以你可能會排到三個月之類的，

然後那也許你所以你不太可能會畫時事哏這樣。 

6-6 請問已經開始籌備下一本著作了嗎？能概略介紹一下可能是怎麼樣的作品呢？ 

受：目前沒有要籌備下一本，但是有可能不太確定那個阿鼻桑德羅的那個時報出版

會不會再出下一本？因為其實在那邊的連載量是夠的，對那看出版社有沒有要出。 

7-1 您目前網路平台的經營狀況如何？如何經營？有哪些方法或策略？ 

受：嗯…因為我以前是大概部落格跟 FB 這個平台同時經營這樣，那 FB 它因為策略

的關係，然後使用人數也變多這樣，那其實 FB 這個平台怎麼講…有點專制嗎？就

是它很容易會控制你的那個曝光率，一篇只能大概只有不到 1/10 的人會看到，那其

實我們插畫家對這個平台，我自己本身對這個它已經有點越來越沒有信心，因為看

到的人很少，而且一方面也許是年齡層的關係，是 FB 可能太不…越來越不注重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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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就是大家按讚都會被看到，所以大家不太喜歡按讚，那所以我其實後來又回到

過…回到部落格了，就是比較努力去經營，因為部落格這個…這個怎麼講？部落格

本身比較不會去…去控制你的流量或什麼，大家進來看就進來看這樣，不會…就他

想看會進來看；然後…我想一下，喔因為之前就是給自己一個挑戰，一方面也是再

把那個部落格的人氣再拉回來，所以我就是自己做了一個【百日連載挑戰】，那…就

是…用意就是希望說讀者說養成習慣，也許就會常常回來看這樣，那我就不會受到

說 FB 的制約，就是 FB 的感覺比較像是他們 FB 要給…給觀眾看才給觀眾看，但是

部落格不會，如果是大家有養成習慣的話，他們自己就會回去看這樣。 

7-2 什麼樣類型或主題的作品得到的讀者反應比較好呢？ 

受：嗯…應該是簡單兩個字，就是「共鳴」兩個字，那共鳴又有很多種類型，那或

是大家要有可以投射的地方吧！像是如果是畫男女的都會有很多讚，不知道為什

麼？大家也許會憧憬那個…那種…痾…那種男女感情很好啊，或是說不然就是…對

阿就是要有共鳴，就也許你這個人講話很狠的話，譬如說這個人只是畫說你為什麼…

好難舉例唷！你懂我意思嗎？有一些人會畫很衝的畫，那大家會覺得說這是他心裡

想講但他不敢講，他可能就會按讚，那就是一種代表他認同；對啊，大家其實比較

追求這種認同感，對，那我自己本身沒有那麼喜歡畫這種東西這樣。 

7-3 您與讀者間的互動良好嗎？對於讀者的評論是否都會回應呢？您是透過什麼方

式來保持瀏覽人次呢？  

受：應該算蠻好的吧！就是會有幾個人看得出來常常留言，那我們也會跟他留言，

就是感覺很像朋友之間的感覺，然後…就有點像聊天啊！就是會打屁這樣。那用什

麼方是保持瀏覽人次呢？應該是固定發文吧！就是讀者如果習慣的話，他就是固定

會來看這樣。 

7-4 您期望自己的作品傳遞給讀者什麼樣的內容價值？ 

受：就像你講的，就是一種憤青的感覺吧！就是…欸…我不太喜歡畫一些新聞時事，

有一些真的很誇張，就是在跟風而已；像…像舉例的話，我記得以前有一個…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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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男女在公車上可能公眾地在做這些性方面的事情這樣，然後其實很多插畫家都跟

風在畫這個，那我其實覺得這個行為根本就不好，因為它的確是…這個事件是的確

是不好，但是不值得…欸…沒有沒有足夠到大家可以這樣人身攻擊他們這樣，我是

覺得我很不喜歡這種有時候是一種風氣，大家會畫一些新聞或是大家說…很多插畫

家會調侃說：「那個新聞那麼廢，為什麼你都要畫這些東西？」，就譬如說之前那個

歐陽妮妮…是歐陽妮妮嗎？撿到兩百塊，大家覺得這個新聞非常的廢，但是其他插

畫家又在說這件事情很廢，我就不太懂他們的定義在哪裡？我就覺得說…希望大家

就是要自己也去過濾一些什麼垃圾訊息這樣，所以是…怎麼講？要…要怎麼統整這

樣的話？ 

訪：要…獨立的思維？ 

受：懂得去批…喔…獨立思考這樣。 

8-1 您曾經以圖文作家為志向，目前以網路部落客作為主要職業嗎？ 

受：嗯…是的，那…因為我覺得部落客…圖文部落客，可以當主要職業它也可以當

個跳板，因為我會有很多種不同嘗試，像我接了一些業配文或是不同合作的，所以

我會發現…欸…我還有這種技能這樣，然後…像我去年還有…就是會一直挑戰，然

後之前還有就是像那個阿鼻桑德羅這樣，就其實我也會試著朝漫畫的方面，比較專…

就是專精在漫畫這方面，就是都試試看這樣，那…我是覺得這種身分是可以身兼的

啊，那就是希望也可以當網路部落客也可以當漫畫家這樣。 

8-2 對網路部落客這個工作的看法，未來的發展性為何？ 

受：我覺得總體來看，應該還是會…應該是會越來越好，因為現在…因為…因為網

路…就是什麼…社群平台的關係，其實素人越來越紅，很多素人都破百萬，比…比

那個臺灣的那個藝人都還要高，對啊那我所以那個我覺得未來這個素人…紅人這些

方面的人，網路部落客這一類的或是網路紅人其實商機會越來越大，那…只是對我

們來說比較不確定的是他會用什麼平台？或著是怎樣的方式，因為很多人其實是影

片方式的；對，那我們是文字的或圖文的，那還…還是不太確定性，那…應該是還…

 



 

137 
 

我覺得應該是其實以後會分眾啦，就是有些人喜歡看影片、有些人喜歡看文章啦或

是圖文的，但我覺得應該未來還是還是不錯的這樣。 

8-3 未來會有計劃設計新的角色或發展新的創作的風格？ 

受：有，因為怎麼講，會覺得有時候會希望說，部落客就是鼻妹這個人就好，那也

許在另外創造一個不同個性或是著什麼的，對，大概是有在構思一些…這要怎麼講…

一些故事方面，那可能…目前還沒有開始做啦，但是就是有這個想法在這樣。 

8-4 對未來的創作生涯有什麼期許？是否會有其他的計畫？ 

受：嗯…應該目前還是會繼續把鼻妹這個角色好好經營，因為其實我蠻希望她是一

個有一定時間性、很長時間性的一個人物，譬如說因為我覺得有些…有時候一些經

典卡通人物或什麼，他都是要時間去慢慢去沉澱，他有時候…就是…那要時間才會…

也許可能哪一天可以做動畫什麼，就是還是希望有這個可能性在，那就是一直把她

經營下去，但還會…應該也會試著再去創造其他漫畫，因為我還是會想繼續挑戰漫

畫家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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